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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及關鍵因素整理 

一、股市財經節目研究 

(一)股市財經節目的營運方式 

    電視投顧頻道經營方式，和股市貼盤節目將閱聽人視為商品賣給廣

告商的雙元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不同，電視投顧頻道與購物頻道

的經營方式較為相似，直接對收視觀眾進行銷售，直接銷售產品或會員資

格給閱聽人的廠商或投顧公司。電視投顧頻道像二房東，只要電視投顧公

司能生存，頻道商就能生存；而電視投顧公司能不能生存則端靠投顧老

師，只要投顧老師能取得觀眾信任加入會員，不管輪替的速度快慢，只要

能生存下來就能為投顧公司創造收益，不論是電視投顧業者創造了投資人

的需求，還是投資人的需求讓電視投顧得以一直存在，然目前電視投顧節

目雖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接觸到消費者，創造一個利基市場，但以消耗

投顧老師的方式經營節目，有失穩當之處。 

    而本研究另一型態的股市貼盤節目，雖為以收視率為考量、以廣告

為主要收入的電視台節目，而這群有投資能力的收視觀眾並不能讓股市財

經節目的廣告價格減少來自收視率的影響，在將閱聽人數字進行販賣的雙

元產品市場中質並不能取代量。另現行四個節目中，收視率穩定且差異

大，第一名的非凡新聞台主要係以品牌的專業形象吸引觀眾重覆收視，第

二名的年代是第一家製作此類型節目的始祖，已培養固定觀眾群有收視習

慣及畫面依賴，第三名和第四名者，以節目收視率來看，並無吸引觀眾在

貼盤節目時段湧入，具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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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市財經節目的節目內容 

    股市貼盤節目較一般節目的收視時間長，一個長達五個小時以上的

節目，節目內容係貼著股市盤面變化在走，主要係主持人播報國內外股市

財經相關資訊或專家解析，畫面樣式均為至少四分之三畫面為股市行情或

相關即時訊息或全螢幕均為股市行情資訊，相似度非常高，主要差異在於

畫面的跑盤方式、主持人及專家講析，然實際製作上由於專家人選有限，

要進行差異化並不容易，但主持人及跑盤方式仍有其差異化的機會存在。 

而本研究另一型態的電視投顧老師節目則係與目標對象直接溝通，

電視投顧老師節目的內容架構幾乎都是當日盤勢或個股檢視、投顧老師推

薦成功個股的績效檢示以向觀眾驗證老師很準、以及告訴觀眾加入會員的

好處等三個子題，不論是哪一位老師的節目，電視投顧節目的公式大約就

是如此，講述的結構都是這樣，都是在自己能掌握股市投資的趨勢、自己

的績效最好、自己最能為會員創造獲利，請大家快點成為會員。畫面則都

是老師權威、專業、值得追隨的演說方式，並配合一堆大盤和個股走勢圖

來證明自己的投資眼光與選投技巧是如此精準。而由於是買時段的經營方

式，且礙於法令不能於節目中進行廣告化行為，所以穿插的廣告一定是自

家的投顧，然後在節目中提醒觀眾看到廣告中的電話時要立即行動。因為

電視投顧節目的介紹主體為台灣股市、經營手法都是買時段、目標都是吸

引觀眾打電話進來加入會員、時間的長度也都一樣，所以電視投顧節目不

但公式化的很徹底，且只有這麼一套公式。 

 

  (三)股市財經節目主持人及口語傳播技巧 

    謝章富(1988)認為主持人具有引介、陳述、啟示、解釋、教導及演藝

等多項功能，主持人個人的「型」與「格」與如何「說」故事影響著(一)

是否能為觀眾所接受？(2)是否具體而完整的表達了內容？由於股市貼盤

節目的主播較屬中立角色且不表示個人意見，本研究逕以直接受股市投

資人檢驗深具個人風格的電視投顧老師為研究對象，研究「所說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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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如何「說」這些故事，透過畫面觀察及張國志逐字稿的文本分析瞭

解其運用視聽符號引發觀眾情緒，結果發現張國志主要係以轉喻的方式

以閱聽人易於瞭解或已有的概念來吸引閱聽人、引發閱聽人的共鳴、降

低瞭解資訊的門檻與障礙；並高頻率的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稱的現象，使

傳播方式更趨於口語的對話方式，並以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來讓閱聽人

在不知不覺中相信，老師是比較專業、比較厲害的，閱聽人最好就是加

入會員跟著老師一個口令一個動作，就有機會投資獲利。另外，張國治

亦大量使用重複的技巧，重覆的句子不只是簡單的、不太過複雜的，而

且不是單純完全相同的重複句，它可能加長了些、可能只是截取某幾個

字重覆，可能是幾個字句之間不同的排列組合所堆疊，除了可以強調重

點、降低閱聽人接收知訊的困難，並有助於閱聽人的瞭解與記憶。 

 

二、股市財經節目觀眾收視行為研究 

 

(一)現有節目收視率及現行收看觀眾群的人口學變項 

經取得 AGB NIELSEN 95 年 1 月到 96 年 3 月之近五季平均節目收視觀眾資

料發現：(1)性別與是否收看股市節目的行為無太大關係；(2)此類節目收看年齡

較高，主要收視族群在三十歲以上；(3)收看股市貼盤節目觀眾學歷約七成以上為

高中以上學歷，且其中四成左右的觀眾為大專以上學歷；(4)收視觀眾節目居住地

區約以大台北最多有三到四成，其他北部、中部、南部則各為二成左右；(5)收看

節目的觀眾有較高的家庭收入。 

 

二、觀眾收視行為 

股市財經節目觀眾日常生活中的主動、高度投入、對資訊選具高度自主性的

行為中可發現，該群閱聽人多係屬主動、工具性的媒體使用型態： 

 (一)股市相關資訊的取得情形 

 1.能掌握瞬變的訊息才可成為單獨依賴判斷的資訊管道 

 2.吸收股市資訊的頻道大於下單行為的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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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看股市財經電視節目的行為 

 1.收看股市財經節目多為一個人專心收看 

 2.女性是否收看股市財經節目受到男性影響 

 3.收看股市財經節目需高度投入 

 4.在收看的過程中對資訊選擇具有高度自主性 

 (三)閱聽人對節目的選擇標準 

  1.收看即時股市財經節目的行為 

 (1)認同頻道品牌甚於主持人，且不在乎或不記得主持人是誰 

 (2)畫面差異會養成觀眾收視習慣 

  2.收看電視投顧節目的行為 

(1)電視投顧節目能透露出消息面的相關資訊，但資訊取得過程不具效率 

(2)把電視投顧節目當娛樂節目看，因為投顧老師表演方式誇張又好笑 

(3)喜歡講的準又會帶進帶出的投顧老師 

(4)覺得電視投顧節目根本在騙人，以前看但後來不看了 

三、觀眾對資訊表達方式的偏好 

訪談發現觀眾喜歡的口語表達方式出現二大極端，有人認為簡單明瞭就好，

不需贅述太多無關緊要之事或是講太多觀眾根本無法吸收；有人認為電視應提供

較豐富的訊息以助於觀眾判斷資訊的正確性並助於觀眾的吸收與瞭解；但亦有人

認為專業而完整的資訊只是一個理想的境界，目前並無任何電視節目可達到此一

標準，訪談結果差異大且紛歧。 

而股市電視節目是否應具教育功能或僅提供資訊？有人肯定，有人否定，而

認為股市電視節目可以有教育功能者，對教育的內容與期許差異頗大，有的是希

望教投資人判斷合理的進出股價；有的是指關於投資的基礎知識，對教育的需求

和定義仍有所差異，即使他們都認為股市電視節目應有教育功能，由股市電視節

目是否應有教育功能的訪談發現，意見會如此分歧的背後可能原因之一是台股投

資的進入門檻太低，易讓人誤以為投資台股是不需前先知識的，而直接進入市場

邊投資邊學，並期望股市節目能具有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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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發現這群觀眾是相當理性且清楚其需要或不需要什麼，他們也不期待透過

節目或活動進行任何情感性的交流，故若要經營這群觀眾，由於其對股市資訊的

投入遠大於對主持人、對節目、對頻道的認同，經營此社群關係仍需有紮實的股

市資訊為基礎。 

表 6-1  本研究股市財經節目相關發現整理 
觀察面 發現 

(一)股市財經節目

的營運方式 
1.電視投顧節目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接觸到消費者，創

造一個利基市場 

2.股市貼盤節目收視觀眾的質並不能取代收視率量，而四

個節目收視率差距甚大，只有前二名堪稱成功。 
(二)股市財經節目

的節目內容 
1.股市貼盤節目內容係貼著股市盤面變化在走，主要係主

持人播報國內外股市財經相關資訊或專家解析，業者認

為節目內容不易差異化 

2.電視投顧節目內容亦已公式化，品牌及節目內容均來自

該時段的投顧老師。 
(三)理想股市財經

節目主持人及

口語傳播技巧

1.以轉喻的方式以閱聽人易於瞭解或已有的概念來吸引閱

聽人、引發閱聽人的共鳴、降低瞭解資訊的門檻與障礙

2.高頻率的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稱的現象，使傳播方式更趨

於口語對話方式 
3.使用重複的技巧，降低閱聽人接收知訊的困難，並有助

於閱聽人的瞭解與記憶 
(四)現有節目收視

率及現行收看

觀眾群的人口

學變項 

 

1.性別與是否收看股市節目的行為無太大關係 

2.此類節目收看年齡較高 

3.收看股市貼盤節目觀眾學歷較高 

4.以大台北最多有三到四成，其他北部、中部、南部則各

為二成左右 

5.此類節目觀眾有較高的家庭收入。 
(五)觀眾收視行為 1.股市財經節目觀眾對資訊選具高度自主性，多屬主動、

工具性的媒體使用型態。 

2.選擇貼盤節目時，認同頻道品牌甚於主持人，且不在乎

或不記得主持人是誰 

3.覺得電視投顧節目根本在騙人，以前看但後來不看了 

(六)觀眾對資訊表

達方式的偏好

1. 觀眾喜歡的口語表達方式差異大且紛歧。 
2. 有人肯定，有人否定股市電視節目應具教育功能，而認

為股市電視節目應有教育功能者，對教育的內容與期許

差異仍大。 

3. 這群觀眾相當理性且清楚其需求，不期待情感性的交

流，經營此社群關係仍需有紮實的股市資訊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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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綜合節目及觀眾研究方現，交叉整理出節目的關鍵因素如下： 

(一)股市財經節目的營運方式 

1. 電視投顧老師唱作俱佳的表現方式吸引觀眾加入會員 

目前電視投顧節目的營運方式，只要電視投顧公司能生存，頻道商

就能生存；而電視投顧公司能不能生存則端靠投顧老師，只要投顧老師能

取得觀眾信任加入會員，不管輪替的速度快慢，只要能生存下來就能為投

顧公司創造收益，雖然現在電視投顧老師確實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接觸

到消費者，產生一個獲利模式，惟此一利基市場或許能一直存續，但如收

視觀眾深訪中所發現的「覺得電視投顧節目根本在騙人，以前看但後來不

看了」的觀眾數目可能會持續增加，這代表現能養活的電視投顧老師、電

視投顧公司與頻道商亦將越來越少，以消耗投顧老師的方式進行經營，或

許是一種經營方式，但隨著觀眾投資知識及經驗的提升，此種經營方式的

失敗的風險將隨之提升。 

 

2. 貼盤節目觀眾素質高，專業品牌及跑盤方式養成觀眾的依賴 

股市貼盤節目係以收視率為考量、以廣告為主要收入的電視台節目，

然這群有投資能力的收視觀眾並不能讓股市財經節目的廣告價格減少來自

收視率的影響，在將閱聽人數字進行販賣的雙元產品市場中質並不能取代

量。而本研究另一型態的股市貼盤節目，以收視率來看，只有二個節目能

成功吸引一群穩定的觀眾，故建議第三名的東森 S 台和第四名的非凡商業

台應設法擺脫與前二名節目的相似度，重新定位，考量閱聽眾對資訊的接

受與偏好差異進行節目差異化。另股市貼盤節目的廣告牌價與其他時段相

比並無差異仍是以時段的開機狀況為牌價基礎，其實這群有投資能力的收

視觀眾應有機會能讓股市財經節目的廣告價格因質來改變價，特別是收視

前二名的公司，如何以此增加談判籌碼，值得廣告業務單位再行研究。 

 

(二)股市財經節目的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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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財經節目的產製端認為節目難以差異化，唯對照股市財經觀眾對

資訊表達方式的偏好，發現觀眾對資訊的需求及喜好有明顯差異，節目內

容可以考慮觀眾的資訊需求進行差異化。 

 

(三)理想股市財經節目主持人及口語傳播技巧 

股市財經節目觀眾屬於較主動的閱聽人，其使用媒體的型態工具性遠

超過儀式性，他們能需要每天吸收股市資訊、不僅在收看的過程中高度投

入且對資訊選擇具有高度自主性，他們認同頻道品牌甚於主持人，且不在

乎或不記得主持人是誰，在此狀況下，股市財經節目主持人的「格」遠重

於「型」，主持人需能以財經專業為基礎，進行引介、陳述、啟示、解釋、

教導及演藝等多項功能，主持人需具有高度的口語傳播技巧，以閱聽人易

於瞭解或已有的概念來吸引閱聽人、引發閱聽人的共鳴、降低瞭解資訊的

門檻與障礙；另亦可強化重複的技巧，除了可以強調重點、降低閱聽人接

收知訊的困難，並有助於閱聽人的瞭解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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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限於股市財經節目中的股市貼盤節目和電視投顧老師節目，未考量

其他的財經節目僅適用股市財經節目。 

股市財經節目的收視情況與台股交易熱絡程度有關，本研究為避免受到短線

台股波動影響，所採用的二手資料期間為 95 年度及 96 年一至三月共五季之資

料，雖可看出一個穩定而持續的狀況，但同時亦已忽略股市榮枯對股市財經節目

的具體影響，建議後續研究可予以注意或發展。 

另本研究的主要背景環境散戶投資人比重佔七成以上的台股投資環境，如係

未來散戶比重下隆，相關的論證基礎亦需隨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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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對現行節目的建議 

本研究起於一個證券幕僚對股市財經節目的好奇與關懷，透過對現行股市財

經節目及其觀眾收視行為之研究，提出對股市財經節目建議如下： 

台灣特有的散戶結構造成投資人對股市節目的資訊需求，唯此類觀眾的收視

動機非常明確，是主動閱聽人，收看節目係屬工具性行為，主要目的係希望投資

獲利，節目的設計應先考量(1)觀眾的特性：男女比例相當、年齡較高、學歷較高、

居住北部地區居多、家庭所得較高、對資訊需求差異大、對節目是否應具教育功

能意見分歧；(2)股市特性：資訊瞬變、影響股市漲跌因素甚多、需專家解說。 

股市財經節目雖與其他節目有明確區隔，唯同類型的電視投顧節目或股市貼

盤節目本身並無差異化，造成電視投顧節目以消耗投顧老師的方式進行經營，四

個股市貼盤節目僅有二個尚屬成功，本研究建議節目產製單位應以更深層、更能

吸引觀眾的相關投資資訊來提升閱聽眾對節目的忠誠度，而同類型節目之間則應

以觀眾對資訊偏好的需求、對節目教育功能的不同的認知來進行差異化。 

 

圖6-1 本研究對股市財經節目的建議 

 

 

 

 

 

 

本研究製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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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向數位電視發展下的建議 

蔡念中(2005)認為數位化科技是傳播科技發展的重大變革與趨勢，不只是

技術上的革新，更涵蓋市場經營型態的變化，電視傳播採用數位方式來進行

訊號的紀錄、處理、壓縮、編碼、調變、傳送等過程，不僅可以使得影像畫

質更清晰、聲音不失真、不受雜訊影響，甚至可以雙向互動，提供兼具娛樂、

資訊、通訊多功能的用途。戎撫天(2005)指出數位電視的互動功能有助於電視

商務的發展，不僅只於類比電視提供的商務活動以購物為主，數位電視的電

視商務將包括電視購物、股市下單、金融轉帳、提款、互動遊戲、遠距教學、

遠距照護及隨選視訊電影、新聞、資訊、卡拉OK等商務行為，而且數位電視

的互動功能因屬封閉傳輸、駭客無法攔截，故較網路購物安全；另對多數人

而言操作遙控器比滑鼠更容易，故較網路商務更容易親近；而且每個用戶的

機上盒都有ID，消費行為可以自動記錄；而有線電視全面數位化後，將可播

放到六百個數位電視頻道，民眾將有更多更好的選擇，業者也有更大的商機，

所以數位時代的電視商務充滿無限商機，唯最終能否實現，將取決於業者能

否取得足夠的資金和技術提供誘人服務以及法令環境是否足夠開放、透明、

公平。 

頻道區塊化提升了零星頻道或不具知名度頻道的被發現的機會，再加上

數位電視的可能發展，其互動功能可能帶來電視商務的新商機，若能掌握這

樣的機會，將有助於新節目型態的發展。本研究透過與頻道商的訪談，發現

頻道商尚未把握住頻道重整所帶來的商機，因其已習慣將時段售出，節目由

各電視投顧公司去發展，頻道商只要確認有合乎相關法令的規範、時段能賣

出即滿足，目前並無積極整頓頻道，以獲取更佳品牌形象或利潤的想法；目

前證券投顧業者對電視投顧頻道仍屬於負面印象，主要係因其以招收會員為

主要目的，致使節目型態與表現方式較受爭議所致，但此類頻道如能掌握外

在環境的變化，善用政府法令及規範所帶來的商機，在頻道區塊化後提升節

目品質，或許可以帶入非電視投顧公司的其他證券金融機購，以創造更大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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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電視購物節目始於1992年，然由於業者良莠不齊，產品種類少，

高度雙中在美容、豐胸、減肥、增高、保健商品等誇大不實的產品，療效令

人質疑且不斷發生交易糾紛，無法取得消費者信賴與促進整個電視購物的市

場開發。1990年政府通過「衛生食品管理法」使得原本充斥的藥物商品有了

法律規範，而東森電視購物頻道1999年底開播，以組織化系統朝專業購物經

營，自此台灣電視購物進入專業且固定頻道企業化經營之里程，而其經營成

果亦被台大管理學院商研所所長陳文華教授稱之為傳奇(陳怡如，2005)。簡言

之，東森集團經營之前，當時社會大眾對國內電視購物節目的印象不佳，然

東森集團將電視購物頻道帶入一種完全不同節目型態及呈現方式時，塑造其

東森嚴選的形象，並將節目精緻化、商品多元化、以及改造後續物流金流、

客服等相關程序，除使社會對電視購物有了一個新的印象，也因為提升了社

會大眾對電視購物的接受度，而吸引中信及富邦集團亦開始跨入電視購物的

經營。 

研究者認為，如果購物可以由E-commerce發展到T-commerc，那隨著雙向

數位電視技術的發展，在技術穩定後，電視股票下單亦有機會成為新型態的

商業模式，尤其現在的電子下單市場已趨成熟和穩定，證券商如果能在人工

接單、電子下單、手機下單外，再開拓一個電視下單，或許有助於老人家或

菜籃族等較難進入電子下單的客戶直接成為電視下單的客戶，對證券商的經

紀市佔率將會造成重大影響，甚至一個電視下單頻道的市佔率將有機會比數

個分公司加起來還多，且不一定會輸網路下單的市佔率。 

研究者認為，國內購物頻道的經驗亦有可能發生在股市財經節目頻道，

隨著頻道區塊化、證券投信投顧法令規範、以及未來數化電視的發展，現行

的電視投顧頻道除了目前所創造的利基市場，亦有機會將其發展為更良好而

優質的電視商務，現存頻道業者規模太小，且多以出賣時段方式經營，難有

人力及財力掌握此一商機；而電視投顧業者又係小規模事業，目標僅在招收

會員，亦無相關的需求或企圖心；而有人力和財力的證券金融事業，又礙於

過去對此頻道的負面印象，一時之間難以走入有線電視頻道展開各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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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正是中大型券商切入的好機會，將電視頻道視為其另一個券商新通路，

電視商務的數位化資訊可以直接整合至券商原有的電子商務作業系統，所需

的花費僅為電視節目平台的設置，而電視節目平台不但可以吸引更多的客

戶、將現有客戶以更有效率的方式經營，亦可將企業的知名度、形象與業務

規模帶入更高一層的境界。 

目前現有的股市貼盤節目收入來自於廣告，故收視率為其追求的目標；

而另一類型的電視投顧節目，頻道商將時段以半小時為一單位分割賣出，購

買的電視投顧業者的收入來自於會員費，此類節目為避免節目廣告化，廣告

一半為投顧公司的介紹，一半為頻道商安排的政府單位或公益廣告，因不會

有廣告收入，目標不在於收視率，而係其在節目中進行直效行銷所產生的會

員銷售收入。若由收視率及直效行銷收入二指標畫出一橫軸與縱軸，目前的

股市貼盤節目幾乎都落在Y軸上，因其收入來源主要為廣告，而電視投顧節目

則係落在X軸上，因該節目並無收視率，主要係買時段來賣會員資格，僅具直

效行銷的直接和間接收入。 

 

圖6-2 股市財經節目收入來源圖 

 

 

 

 

 

 

 

圖2-1：股市下單節目定位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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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應介於第一象限中的任何一點，如可成為觀眾習慣收看的股市下單節目，

將具有一定的收視率，故可收取一定程度的廣告費用；然其又為下單節目，

因為下單，則又創造了手續費收入，手續費收入係屬直效行銷下的獲利，且

下單的手續費為投資人買賣股票的必要成本，並非類似會員費的額外支出，。

綜上，若此節目成功，頻道商將可賺取廣告費、證券商將可收取下單手續費，

投資人則可在不增加成本的狀況下，取得更豐富、簡單、好看的投資訊息，

創造三贏的局面。 

 

三、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僅限於台股財經節目中的股市貼盤節目和電視投顧老師節目，建

議後續研究可將台股漲跌及收視狀況、或資訊需求變化，進行更細緻的分析，

如台股價量齊揚下，觀眾對何種資訊所需的比重較高？而股市財經節目若具

教育功能，其教育的內容為何？是否亦應隨股市交投狀況而進行調整？以培

養觀眾的收視忠誠度。由於股市財經節目觀眾的收視行為主要為工具性，在

其對買賣股票並無動機時，如何能吸引其繼續收看，減少節目收視完全受股

市榮枯之影響，應可再行研究。 

另本研究的主要背景環境為散戶投資人比重佔七成以上的台股投資環

境，2007年以來，上海、深圳及香港恒生指數頻創新高，造成中國地區股民

開戶數頻創新高，有助於刺激股市財經節目的需求，除類似台灣的電視投顧

老師節目外，在新聞或財經節目中，亦可見到以跑馬方式進行股市投資訊息

提供或回答個別觀眾對特定個股的投資建議，後續研究亦可考量兩岸三地不

同的電視文化、股市發展及相關法令背景，進行節目或資訊呈現方式的比較，

以供兩岸三地的實務界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