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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有股市財經節目研究與分析 

第一節  股市財經節目的營運方式 

一、電視投顧老師節目 

(一)頻道商 

目前電視投顧節目的頻道商，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

應者基本資料」，可看出這八個頻道中，非凡和華人的公司各有二個頻道；而運

通和恆生、財訊財經與全球財經因地址相同，可能為同一個老闆；中華財經和國

衛頻道則可能為只有一個頻道的獨立公司，均屬規模較小者。依李昭毅(1997:96)

研究台灣地區衛星電視頻道競爭地位發現台灣頻道的特點是：(1)經營者的數量頗

多，市場競爭激烈；(2)業者間的經營規模差異頗大；(3)市場進入的門檻低；(4)

類型化經營為主流；(5)已逐漸進入買方市場。劉幼琍(1997)則表示，台灣頻道的

經營型態可分為單一頻道、頻道家族、多系統與頻道兼營的經營形式，一般而言

單一頻道業者較傾向採取產品差異化策略，頻道家族較傾向擴張策略，而多系統

與頻道兼營業者較傾向整合策略。本研究之電視投顧頻道廠商事實上的確是與較

大規模或較多頻道數的業者採取差異化策略，僅固守電視投顧的業務，唯不同的

電視投顧頻道之間目前並無法判斷其差異。 

    在初步觀察的階段，研究者發現，八個頻道的投顧老師節目長度均為半小

時，有的連接節目為不同的投顧公司，有的則為相同的投顧公司不同的投顧老

師，且相同的投顧公司會出現在不同的頻道，如四點出現在中華財經頻道；四點

半換一個老師出現在非凡財經頻道。既然投顧公司和頻道沒有單一合作的限制，

投顧公司除了選擇時段外如何選擇頻道？頻道經營需不需要差異化？頻道又如

何吸引投顧公司以創造營業利益？ 

    行銷學大師 Armstrong、Kotler(2005)提到市場差異化的方式有：(1)地理市場

區隔化；(2)人口統計變數區隔化；(3)心理統計變數區隔化；(4)購買行為區隔化；

(5)使用多種區隔變數五種；而有效市場區隔的必要條件為：(1)可衡量的；(2)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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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3)足量的；(4)可區別的；(5)可執行的，以電視投顧的觀眾來看，由於

投資的標的為台灣股市，投資人之間的地理、人口特徵、心理狀況及購買行為並

不足以產生明顯的差異，不但難以區別，一經區別客戶及潛在客戶的數量亦將不

足，故在現有的電視投顧節目下，電視投顧頻道之間的經營確實難以差異化，唯

這數個電視投顧頻道確實已與前面的財經綜合台產生差異化。 

「現在是頻道重整後都在一起了，你們才會發現很多，但其實我們從民國

85 年就開始做電視投顧了，我們就是一個平台啊，觀眾認的是投顧老師或

投顧公司，不會特別認頻道，而投顧公司選頻道就看他們自己的習慣了，

很多人都是一開始買在那就一直在那，他們也不喜歡變來變去，怕觀眾記

不住，頂多是股市好時會多加頻道或多買時段，但老師通常也只是錄一次

影而己，其他就用跑帶子的。」(頻道商 B副總) 

「我們有二個台，早上九點到十點有自製節目，其他就是賣時段，以半小

時為一個單位，一次簽約時間為三個月或半年，現在每個時段都有人在做，

要等有人的合約到期才能調整。在前面的財經頻道只能解盤又不能作生

意，而且就算買他們的節目，不但不一定能作生意，費用也比我們高很多！」

(頻道商 B副總) 

 

    「長尾理論」一書的作者克里斯‧安德森認為利基市場不再那麼低調，

可以透過配銷、製造或行銷的效率增長，將各行各業以往無利可圖的顧客、

產品和市場，變成有利可圖，而建立成功長尾事的秘訣則是：一、讓所有東

西都可取得；二、幫我找到它(李明等譯，2006)。而前新聞局局長林佳龍於2005

年年初宣佈有線電視定頻政策：將有線電視頻道以「區塊化」為原則、節目

頻道與購物廣告頻道加以區隔、並為數位化及公共電視集團之整合預做準

備。定頻後之頻道區塊分為：「公益及闔家觀賞頻道區塊」、「教育新知區塊」、

「綜合頻道區塊」、「戲劇頻道區塊」、「日本頻道區塊」、「新聞頻道區塊」、「電

影頻道區塊」、「體育音樂頻道區塊」等，主管機關主要目的是希望方便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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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褚瑞婷，2006)，但同時也為電視投顧頻道帶來另一波的商機，過去散落

各台時，投資人確實不易觀賞到每一個電視投顧頻道，現在區塊化後，觀眾

遙控器在手，只要前後按幾下便可自在遊走在各台之間，電視投顧頻道因為

區塊化而提升了被找到的機會，但能否同時提升其收視狀況呢？頻道商或投

顧公司是否會把握此一機會，致力提升節目品質，以扭轉過去的形象呢？ 

「我不覺得電視投顧老師形象不好啊，那是以前，你怎麼不想想，能夠留

在電視上讓你看得到的，都是經過市場淘汰後留下的，投顧老闆不會讓沒

有客戶的老師浪費時段，這也不是小錢吔！投顧老師也不可能講不好、沒

有收入還一直講下去啊，能夠一直做下來的，一定要有績效而且會行銷。

我反而覺得證券公司的投顧只會作研究，他們有膽去接受市場的考驗嗎？

我看十幾年了，其實真正厲害的基金經理人或是投顧研究員，如果他能有

自己的一套、能講的清楚、讓人信服，他就出來自己當投顧老師了，一年

賺上千萬，在證券公司才領不到這些錢，證券公司也請不到這種老師啦！」

(頻道商 B副總) 

「我們不是靠廣告收入的，沒有 Neilson 收視調查報告，現在電視投顧都

是看績效的，觀眾會先看一陣子，能認同老師就會加入會員，現在和以前

不一樣了，電視投顧是合法行業，我們完全遵照投信投顧法在製播，和以

前那種股友社不一樣，投顧公司提供會員資訊，收取資訊費，又不幫客戶

開戶、下單、交易，而且全部都是合法的投顧公司。你們不要再停留在過

去的印象，現在的觀眾很精，沒有績效他不會加入你會員的啦，不聰明的

早就死光、被騙光了，現在那群觀眾就是很精的那種。」(頻道商 B副總) 

 

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其實投顧老師在買電視時段的壓力下，沒有成功吸引符

合其成本的會員，將被市場所淘汰，換言之，能夠持續出現、甚至經營時段數年

的投顧老師，其演出的模式應屬成功，而頻道商就像二房東，單純地出售時段，

目前頻道商的主要客戶，僅有以電視節目進行會員招收的投顧公司，只要投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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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能由節目中成功吸引會員加入，便能一直生存下去，頻道商的生存自然不是問

題，倘若電視投顧老師節目無法成功招收會員，投顧公司無法生存、頻道商亦將

難以目前模式繼續生存。 

 

(二)電視投顧公司 

    既然台灣特有的散戶結構提供了電視投顧節目的生存空間，那電視投顧節目

是否能在現行數個幾乎沒有差異的頻道激烈競爭下生存，購買時段的電視投顧公

司能否生存成為此種頻道能否繼續下去的關鍵： 

「你不是第一個問我的了，你們好像都對投顧可以賺錢覺得很不可思

議！我們的經營方式和那些附屬在證券公司的投顧是完全不同的，整個經

營手法完全不同，我們就是靠招收會員啊！只要有在廣播或電視上開節

目，會員就是會源源不絕！你很難相信吧！但就是這樣，如果不賺錢，我

們家的投顧公司怎會越開越多家呢？」(投顧 A經理) 

「我們家目前有六家投顧公司，原則上每個投顧都會有三位老師，但

有時會是二位或四位；每家投顧的業務員都是獨立的，並會有一位業務主

管來指導投顧老師和業務員要如何增加說服力，很多老師就是這樣慢慢培

養起來的，至於業務簡單的說，我們就會想辦法讓你打電話進來，然後讓

你成為會員，可能是老師實在太厲害了、可能是讓你可以打電話進來要資

料，可能是推出一個短期優惠活動…，所以會員招收一直還不錯。」(投顧

A經理) 

 

    經過訪談發現，不只投資人對電視投顧節目的資訊需求是確定的，而現存的

節目型態確實亦有其獲利的空間，且其成功的關鍵就在投顧老師的表演方式，能

否以唱作俱佳的方式塑造一個衝動性購買的環境，讓打電話詢問者自然成為會員

(Armstrong、Kotler2005)，將自己銷售出去。有趣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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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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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存下來就能為投顧公司創造收益，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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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的是電視投顧老師

確實以其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接觸到消費者，創造一個利基市場。 

 

 

二、股市貼盤節目 

    目前現有的財經及新聞台的四個貼盤節目均為電視台自製之節目，主要收入

來源為廣告，經取得目前新聞台及財經台在國內開盤時間播出股市財經節目非凡

新聞台「非凡最前線」、非凡商業台「非凡搶先報」、年代 MUCH 台「股市線上」

和東森 S 台「股動錢潮」，四個頻道 2007 年 4 月的廣告牌價內容整理如下： 

(1) 非凡新聞台和非凡商業台 

    整體而言，非凡新聞台和非凡商業台將節目區分每 10 秒單買價格二萬

四千元至三千元的 SA、A1、A2、B1、B2、C1、C2 七種等級價格，非凡新

聞台周一到周五早上七點到十二點，除九點到十點為 B1 級一萬二千元，其

餘均為 B2 的九千元，十二點到一點為 A1 的一萬八千元，一點到二點為 A2

的一萬五千元。非凡商業台八點到十點為 B1、十點到十二點為 B2、十二點

到一點為 B1、一點到二點為 A2，均是同一個節目在不同時段有三種不同的

廣告收費價格。縱然非凡新聞台是股市貼盤節目的第一名，且五小時的節

目時段收視率均很穩定，但並無改變廣告牌價以全天開機率為主要架構的

排法，閱聽眾的質無法取代收視率的量。 

 

(2) 年代 MUCH 台 

年代 MUCH 台的廣告僅分 S、A、B 三個時段，S 時段每 10 秒的牌價為二

萬元、A 時段為一萬二千五百元、B 時段為五千元，「股市線上」除八點到

九點為五千元的 B 時段、十二點到一點的 S 時段、其餘均為 A 時段，亦是

一個節目在不同時段有三種不同的廣告收費價格，且廣告版價仍以整天開

機率為主要架構，閱聽眾的質無法取代收視率的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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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森 S 台「股動錢潮」 

東森頻道家族將時段依等級分為 S、A、B、C 四大類，其中 A 分為 1、2 級；

B 分為 1 到 3 級，皆為組合價，無單買價格，僅能看出相對於晚間的黃金

時段，「股動錢潮」屬中低價位，收視率低價位也低，並不會因為收看股市

財經節目的觀眾可能擁有較佳的經濟狀況，而擁有較高的廣告牌價。 

 

表 4-1：股市財經節目廣告牌價整理 

 非凡新聞台 非凡商業台 年代 MUCH 台 東森 S 台 

8:00-9:00 B2 級 9,000 B1 級 12,000 B 時段 5000 C 

9:00-10:00 B1 級 12,000 B1 級 12,000 A 時段 12,500 C 

10:00-11:00 B2 級 9,000 B2 級 9,000 A 時段 12,500 B3 

11:00-12:00 B2 級 9,000 B2 級 9,000 A 時段 12,500 B3 

12:00-13:00 A1 級 18,000 B1 級 12,000 S 時段 20,000 B1 

13:00-14:00 A2 級 15,000 A2 級 15,000 A 時段 12,500 B1 

資料來源：非凡、年代、東森四月號節目表 

本研究整理 

 

綜上，股市貼盤節目雖有明確的收視觀眾群，且收視觀眾群屬於財經地位較

佳、有投資能力的閱聽眾，然此閱聽眾的特質卻無法反應在廣告牌價，廣告牌價

還是多以開機率高低高主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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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股市財經節目內容整理 

一、財經新聞台節目整理與分析 

    目前新聞台及財經台在國內開盤時間播出股市財經節目者，共有非凡新聞台

「非凡最前線」、年代 MUCH 台「股市線上」、東森 S 台「股動錢潮」和非凡商

業台「非凡搶先報」等四個節目，節目播出時段為台股開盤日的上午八點或九點

到下午二點，節目時間完全涵蓋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三十分的股市開盤時間，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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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睿涵依其親身參與「非凡最前線」財經

節目的製作，以及觀察分析其他電視新聞財經節目，她認為現今股市盤中節目製

作內容大同小異，甚至在激烈競爭下，內容幾乎相同一致，她並將此類節目的資

訊提供及節目架構整理如下(胡睿涵，2006)：   

 

1 股市貼盤節目內容架構 

    胡睿涵(2006)認為新聞台及財經台在國內開盤時間播出股市財經節目之

內容與專家解盤是主要架構，也是節目有無質感的重要分野，就內容而言，

係以股市行情為基礎架構，股市行情是專業且迅速，主持人對股市的專業與

敏銳度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在內容架構中包括轉播股市行情即時變化、

主持人與專家針對主題做深入講解或即時股市行情的解析、最新新聞的插播

等。股市行情的影響因素包括消息面、技術面、籌碼面、基本面等等，投資

人往往關注的層面不僅看行情做投資操作，更關心盤中即時新聞，重要訊息

播出時，盤中可能的即時反應。胡睿涵(2006)認為新聞有時對股市行情有非

常明顯的影響，因此透過媒體傳播若要達到效果，誇張或聳動的報導是一種

方式，但用在新聞台及財經台在國內開盤時間播出股市財經節目卻是相當冒

險的一件事，一個聳動或未經求證只是市場傳言就藉由媒體傳播，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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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收視觀眾甚至投資大眾的獲利和虧損，新聞台及財經台在國內開盤時間播

出股市財經節目在搶先、搶快、搶獨家、搶收視的過程中，求證工作應更重

於一切，其攸關觀眾對節目的信任度。 

 

2. 股市貼盤節目專家解盤 

    胡睿涵(2006)認為，專家解盤結構包括配合節目追蹤部份方向專題(如技

術、籌碼、基本、法人等等)、貼盤行情即時分析〈如某一檔個股突然出現

下挫或上漲的追問〉、提供投資組合〈即市場所謂的明牌〉。不同財經節目報

明牌的方法不同，「非凡最前線」由主持人把關消息，專家提供投資組合的

標的一定是成交量大者，量太少容易投機、淪為主力炒作下的犠牲者，一旦

推薦，畫面上會顯示單一個股支撐、壓力、停損、停利點。「非凡搶先報」

審個股方式和「非凡最前線」一樣，只是解析個股和行情的時間較長。「股

市線上」報牌方式是以誇張聳動的言詞方式呈現，而且常出現成交量很小、

投機性太強或主力色彩較濃的個股，這對電視製作短線而言是好，因為馬上

講馬上小型股急拉漲停板，觀眾或投資人一看，既有效果又會賺錢，當然短

時間會有收視率，但短時間是因為小型股量小，日後很容易讓一段散戶投資

人淪為可憐的主力出貨對象；「股動錢潮」除瞭解盤外，也有投資組合，組

合標的沒有一定把關與刪選，有時也會出現成交量很小、投機性太強或主力

色彩較濃的個股。 

 

3. 股市貼盤節目訊息發布方式與業務往來 

    胡睿涵(2006)認為收視狀況與公正客觀的製播內容之衝突與平衡中，訊

息發布方式和業務往來有極大的關係。短時間投資大眾與觀眾也許會因為市

場傳言消息而引起收視興趣或熱度，但如果只有傳言消息的散佈而無求證新

聞的告知，就失去媒體工作者該有的良知與誠信，特別是對新聞台及財經台

在國內開盤時間播出的股市財經節目而言，是一件相當嚴重的疏失，因為錯

誤訊息的傳遞是會造成投資大眾投資損失，證期局亦明文規定這方面相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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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嚴重者就是涉及內線交易。 

    胡睿涵(2006)認為觀眾視覺接收是遲鈍的，如果可以用最快的速度傳達

並以誇張聳動的言語或表情傳達訊息，那傳播效果一定不錯。因此有節目為

了要搶奪收視率，賣盤中時段給投顧業者，再搭配週刊的撰寫，第一、要求

上節目的盤中時段老師要以誇張聳動方式解盤報名牌。第二、甚至要求專家

要以將一個個股喊要漲停板為目的，如果沒有叫到漲停，收視率又不佳，專

家就會被一再要求努力再努力。因為有進就有出，有買就有賣，要掌控一家

成交量大的公司股價漲跌談何容易，所以就得找量小的投機股為主，只是受

傷最重的永遠是看電視聽明牌的投資人，因為他們沒有內線，節目為了炒收

視率把散戶騙上車卻不告知何時下車，這似乎與專業的財經節目製作理念或

媒體人該有的良知道德問題完全不符合。第三、投顧老師花錢買時段，可能

用可以炒作股票行情的時間去撈本，花了錢就想要倍數的賺回來或回本，所

以胡睿涵就製作股市節目的角度來看將時段賣出之行為是相當不智的，但現

在股市節目絕大部份是選擇賣時段給投顧老師，因為短時間可以搶得收視

率，電視公司又有進帳，看起來似乎是兩全其美，只是股市行情不會停，市

場交易永遠是公開的，股市交易明細、籌碼更是可以調查的，時間是最好的

一把尺，時間會應證是非黑白，何況主管機關還有監測節目的進行，投資人

也可以遞狀檢舉查核是否有內線交易。 

 

4. 股市貼盤節目跑盤方式 

    胡睿涵(2006)認為跑盤方式因觀眾不同而設計不一，基本上非凡是當下

瞬間即時盤(隨時秀出此時此刻大量交易的個股，漲跌用顏色區分)之外，其

他台跑的內容都大同小異，照頁數有順序地跑，會看輪播盤的觀眾會鎖定頁

數變化，當其投資的該檔個股頁數即將出來時，他變回到原位仔細盯著看，

與即時盤不同，即時盤是有成交大量才跳出來且速度快，不是每一檔都有效

出價位，通常是屬於專業，跑短線的當沖客喜歡看的盤，但一般觀眾還是看

輪播盤，速度較慢，但是檔檔都會秀出價位，各有不同觀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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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胡睿涵(2006)認為新聞台及財經台在國內開盤時間播出股市財經節

目之內容與專家解盤是節目有無質感的重要分野，主持人對股市的專業與敏銳度

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而訊息發布方式和業務往來是收視狀況與製播內容是否

公正客觀有極大的關係，另跑短線的當沖客和一般觀眾喜歡的畫面跑盤方式不

同，不同的輪播方式有不同觀眾群。經深訪年代股市財經節目製作人，對四個節

目相似度的看法，其表示： 

嚴格說起來，我們是被抄的，年代是第一家做股市即時節目的，

但圈內就是這樣，節目抄來抄去的，性質相近的節目在觀眾的眼中差

異就不大，但我想還是有差異吧，至少就內容而言。內容有二方面，

一是節目的來賓，一個就是我們為觀眾準備的資料。(股市貼盤節目製

作人 A) 

年代製作人與胡睿涵的相同點在於他們均認為節目的內容與邀請的專家可

做為類似節目的差異以進行區隔，唯實際上四個節目連線或邀請的來賓還是很類

似，而資料常常又與來賓講述的內容相關，故四個節目之間彼此的差異性似乎有

限： 

    其實你們看到的來賓都是我們邀請的，我們也不想都找一樣的

啊，我們當然也想找有判斷力、洞察力、視野、很有料又很能講的人，

有的來賓只會喊盤喊股，沒有背景資料、沒有支持的論述，簡直像算

命老師一樣；有的來賓則可以把一份研究報告故事化，講的生動有趣，

但我們節目時間就是那麼長，所以就得什麼都有，電視節目就是這樣，

就是需要一個演員或講者來講出這東西，我不能只是放資料，但要找

到人來說出來，我們有很大一部份是需要求助專業。(股市貼盤節目製

作人 A) 

    我們也想有其他固定合作的機構或證券金融公司啊！但我們只是

拿菜的人，電視節目通常都有固定形式，他們有什麼資料、可以如何

呈現，可以告訴我們，一起合作看看，這是很 ok 的，另外就是特殊議



政大傳碩  許恬忻 50

題，如果可以連線，有人可以分析說明，那也會很好。就像前幾天的

FOMC 會議，到底會不會造成面板漲價，我們就很需要即時的解讀，因

為很多盤中的即時新聞或相關議題，都太新了，除了問人找不到其他

資訊，而且即使找到願意受訪的人，議題太新了，能否在很短的時間

內就能解讀，就能夠為觀眾清楚的說明，並回答主持人的追問，這不

是件容易的事。(股市貼盤節目製作人 A) 

 

相對於所有電視節目，貼著盤面的股市節目長達四個半小時，若再加上開盤

前的新聞或國內外股市資訊提供、收盤後的當日股市解析等等，節目將有五到六

個小時。開盤前後的資訊是較固定的，且資訊來源多、時間短，內容相對紮實，

但盤中的四個半小時，若遇盤面價量變動不大、又無特殊新聞事件或股市相關議

題，要填滿四個半小時確實有其困難度，且求助專業亦有其困難度，一是對方有

沒有受訪的意願；一是對方有沒有在議題還很新沒有相關資料時就能向觀眾解

說、回答主持人提問的能力問題，於是四個節目可以選擇連線或受訪對象也僅相

當有限的人數，造成節目邀請的專家事實上並不易差異化。 

    綜上，股市貼盤節目的內容和一般電視節目內容有很大的差異，完全貼著影

響當日盤面變化的資訊在走，節目內容的固定與明確性造成吸引的觀眾客層也非

常明確，通常為需要這些訊息的投資人。但現有四個股市貼盤節目，主要內容都

是國內外證券金融市場的相關資訊及台股的即時價量報導與分析，節目內容與來

賓邀請的專家有其相似之處，四個節目之間差異似乎就在於畫面的跑盤方式和主

持人，唯主持人的差異何在？以及差異性是否重要？本研究將透過股市財經節目

觀眾收視行為研究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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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電視新聞財經節目各股市早盤節目資訊提供 

媒體名稱 資訊提供 內容架構 專家解盤 業務往來 

非凡新聞台-

非凡最前線 

各大網站如：中央

社、證期局等網站為

優先的即時資訊 

搶先及搶快報導 

自製籌碼面、基本面

以及技術面分析。 

主持人與專家

主題探討或是

即時行情解析 

即時新聞 

配合節目追蹤熱門股

並配合技術面、籌碼

面以及基本面等。 

貼盤行情即時分析 

主持人會嚴格把關報

明牌情況 

製作、業務分開

完全獨立 

非凡商業台-

非凡搶先線 

各大網站如：中央

社、證期局等網站為

優先的即時資訊新聞

報導速度較慢 

自製籌碼面、基本面

以及技術面分析。 

主持人與專家

主題探討或是

即時行情解析 

即時新聞 

貼盤行情即時分析 

解個股時間較長但以

量大排行股為主，報

版不明顯。 

 

製作、業務分開

完全獨立 

年代 MUCH

台-股市線上  

有資料來源的新聞為

輔，未經證實的市場

傳言消息發佈為主 

搶先及搶快報導 

自製資料少 

主持人與專家

以推薦名版為

主 

即時新聞 

貼盤行情即時分析 

報牌情況相當明顯

(以當日價量觀察)常

以量小易拉抬個股為

主 

 

賣部份時段給

投顧業 

老師盤中報牌

東森 S 台-股

動錢潮 

追蹤即時訊息少 

幾乎無自製資料 

主持人與專家

剖析行情看法

與報牌 

貼盤行情即時分析 

解熱門股時間較長，

報牌狀況不明顯。 

賣部份時段給

投顧業 

老師盤中報牌

資料來源：胡睿涵(2006) 

本研究依現況酌刪  (年代新聞台節目異動後已無股市節目，將原「股市線上」轉至年代 MUCH

台，而原 MUCH 台的「股市錢潮」則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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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視投顧老師節目內容整理與分析 
 

1.電視投顧節目的結構 

    電視投顧節目所在的頻道可能隨著系統台而有所差異，但在定頻之後，多在

有線電視 87 至 94 台(國衛、非凡商業、恆生財經、中華財經、運通財經、華人

商業、財訊財經、全球財經)，除國衛和非凡商業台外，其餘幾乎為全天候的股

市訊息，開盤時間會有四分之三的畫面為股市行情報價，四分之一為投顧老師說

明，唯雖畫面有出現盤中訊息，但投顧老師的演說內容和另外的四分之三畫面各

自獨立，並無相關；盤後的畫面則為單純的投顧老師演說；另若時段沒有賣出，

業者則以大盤及個股即時或當日股市行情報價的播報填滿該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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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劉美琪(2004)講述購物頻道的傳播策略特色 (一)大量資訊：相對於一

般財金節目或新聞，電視投顧節目所能承載的資訊較為完整且自主，不但充份傳

播欲使消費者瞭解的訊息，亦可自行決定整個節目的氣氛與節奏。(二)即時互動：

在電視投顧傳播過程中，必在廣告中出現電視投顧的電話專線，屬直覆式廣告的

形式，除使觀眾方便連絡投顧公司，亦有訓練有素的專人負責說服觀眾當下產生

購買衝動加入會員。(三)提供促銷誘因：除了提供投顧老師過去的績效、各式價

格優惠、贈送資料外，投顧老師亦會以資料做為釣鉺，吸引觀眾打電話外，讓專

人繼續進行說服，與電視購物相較，投顧老師除直接行銷外，還有後勤人員進行

電話上的第二級銷售，如電視購物打進來的觀眾是要買東西的人比問問題的人

多；電視投顧節目由於購買疑慮較高，應是問問題或索取資料的人多於直接要加

入會員的人，所以後線客服需再積極進行銷售，或再提供更多的促銷。 

 

2.結構分析 

      本研究錄製張國志老師一集的內容撰寫逐字稿後，整理該集的大綱為：張

國治要告訴大家二件事，一是請大家為邵曉鈴祈福；二請大家要記住錯過廣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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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不要再遺憾一次，因為多頭真的來了，多頭有其魅力趁現在還來得及的時

候，請大家加入張國治的會員，張國治之前為大家介紹的廣宇由三十多元漲到九

十多元、國揚也有很多支的漲停板、現在手上還有一檔飆股，觀眾請快點加入會

員，跟著老師一個口令一個動作，以實現老師所介紹那些具有噴出行情的個股獲

利，且今天是價格最優惠的一天，不要再讓自己後悔下去了，快點打通廣告中的

專線。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架構，如前所述，(一)它以大量的資訊來驗證老師的績

效，增加其說服力。(二)它以當天的線圖、大盤及個股表現來支持他的論述，並

一再強調，今日所言明日盤勢將再繼續證明，電視投顧以電視畫面的口語傳播方

式和吸引觀眾打電話進去詢問資料或加入會員會為其即時互動方式。(三)電視投

顧節目除了不斷以股市資訊強調老師的功力，提醒投資人與其自己做自己錯，不

如跟著老師一個口令一個動作，以實現可觀的獲利，並提供資料贈送、會費折扣

或會期增加等促銷誘因，吸引觀眾立即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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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相同，皆不斷強調自己能掌握股市投資的趨勢、績效卓著、能為會員創造最佳

獲利，請大家立即加入會員。畫面則係強調老師權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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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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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之廣告一定是自家的投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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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化得很徹底，且只有這麼一套公式。 

 

3.小結 

    不論是哪一位老師的節目，電視投顧節目的內容均是在傳遞老師如何掌握股

市投資的趨勢、老師的績效有多好、多麼能替會員創造獲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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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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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勢圖來證明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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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家的

投顧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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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電視投顧節目只有這麼一套公式且公

式化得很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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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理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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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成功的條件有二：(一)是否能為觀眾所接受？(2)是否具體而完整

的表達了內容？而主持人本身是否夠適任則端賴其個人的「型」與「格」，「型」

指的是外在可見的聲影，亦即言談舉止；「格」指的是主持人的內涵。由於股市

貼盤節目的主持人較屬中立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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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與如

何「說」這些故事，透過畫面觀察及逐字稿的文本分析瞭解其運用視聽符號引發

觀眾情緒，產生情感認同的過程。 

 

一、主持人的型與格 

    本研究錄製張國志老師一集的內容進行觀察，經觀看影片數次後發現攝影機

採固定方式，畫面可粗分為投顧老師上半身全螢幕、投顧老師與線圖、線圖特寫

三種；節目之畫面並無太大變動，故謄寫為逐字稿後進行文本分析，研究其節目

的架構、口語傳播的技巧、符號的使用等等，以瞭解其吸引閱聽人成為會員的可

能手法。 

    如同前節研究的結果，電視投顧節目結構公式大約相同，既然公式是相同

的，如何吸引觀眾成為會員就端賴電視投顧老師的個人風格了，蘋果日報財經中

心曾撰寫分析投顧老師的新聞稿，標題為「人人都是張國治  投顧老師解盤  誇

張又臭屁  外號叫鱷魚卻學狼叫  有人愛耍狠像演霹靂火」充份描寫出這些投顧

老師的樣貌： 

好的老師帶你上天堂，不好的老師帶你住套房。拜《全民大悶鍋》之賜，這

句話已成為每個人琅琅上口的股市用語，也讓投顧老師張國治暴紅。放眼全球股

市，台股和其他市場最大不同點就是，投顧老師滿天飛，天天講得口沫橫飛，他

買的股票一定漲停，好像全天下的錢都被他賺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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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場上至少有上百位投顧老師，除了張國治外，不乏其他具有特色的「老

師」。隨著郭子乾成功詮釋股市老師「張國志」角色後，讓人瞭解投顧老師在解

盤時，不只要比誰的明牌準，還要有個人獨特風格，才能在競爭激烈的市場中脫

穎而出…。(蘋果日報，2006.11.30.B3) 

 

    雖然投顧老師解盤誇張又臭屁，但實在不得不然，因個人風格成為投資人選

擇老師的關鍵，能否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自然成為被選擇的第一步。就如同一部

部舞台劇，每天被不同的主角詮釋上百遍，這些主角若要被觀眾注意，差異化的

個人風格將為第一要務，接下來則是符號運用的能力，以使觀眾產生行動。 

 

二、主持人如何說故事 

1.符號的意義 

(1)轉喻的使用 

撰寫張國治的逐字稿，乍聽之下有點錯愕，他不是投顧老師嗎？怎麼用三、

五分鐘來講述邵曉玲，呼籲大家她還沒脫離險境，請大家付諸行動繼續為她祈福： 

 

「…在你心裡無時無刻去想著她、去祝福她、去替她禱告，不管你是

什麼是佛教的、你是信耶穌教的，你去跟耶穌講話、你去和釋迦摩尼講話，

我希望大家一起來發揮這樣的念力，如果全台灣的同胞，都能夠秉持這樣

的心、這樣的念力，我相信她一定有救的」 

 

這樣的內容出現在這樣的節目頻道乍聽之下很怪，但其實這是一種轉喻的使

用。股市任何時候只有看多、看空、看盤整的三種看法，如把邵曉鈴轉換成股市

多頭，則整個節目的架構就很順暢了，張國治其實是要告訴大家，不論你是看多、

看空還是盤整(原以宗教代替)，只要你想著多頭、想著賺錢，台灣股市一定會上

來的，所以張國治所提的第一件事請大家為邵曉玲祈福；第二件事請大家不要忘

記錯過廣宇的遺憾，其實是同一件事，都是在講述多頭來了，但多頭是不是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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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多投資人心中的疑惑，於是他又用了第二個轉喻： 

「多頭它來真的  狼真的來了  過去你會覺得好像狼來了  狼來了  

狼才剛剛來  而且牠才剛來兩個月…」 

 

雖然以狼來了的故事來作轉喻投資人已很容易瞭解，但狼真的來太多次了，

投資人的心房實在不易打開，所以他除了一再強調多頭的魅力，他用了第三個轉

喻： 

「從一路倒扁你一路怕，你一路怕，我相信我該印證的，我一路給你

印證…還記得我的話嗎？我說來者不善，善者不來，它敢過多空循環線，

它敢過所謂的中多循環線，它敢來，勿恃敵之不來，恃我有以待之，多頭

來了！多頭真的來了！真愛真的來敲門時，你能夠把愛給推出去嗎？可以

嗎？我希望你趁一切還來得及的時候，你不要讓你錯過廣宇那樣的心情，

那樣的遺憾，你在其他的地方，再度的失去，我希望你牢記我的話。」 

 

這一段用了二個完全不同轉喻，一是把多頭喻為敵人，請大家要努力迎戰，

另一個則是將多頭喻為真愛，要大家別把真愛推出去，亦即如果你是在放空或習

慣做空的人，請注意！多頭來了！你的敵人來了！別再放空了；如果你是習慣做

多或現在看多的人，請注意！你期待的多頭來了，打開門迎接它吧，千萬別把真

愛推出去，一個至剛、一個至柔；一個中式、一個西式的轉喻，在這把看多和看

空的人全都一網打盡了。 

 

(2)使用的方法與策略 

這三個轉喻分開看很精彩，放在一起看更有趣，它是有層次在其中，一開始

張國治以大家最關心的新聞-邵曉鈴做切入，以電視觀眾當天可能最熟悉、看最

多次的新聞為切入，以和大家共同的軟性話題，開始有點不易瞭解、較硬的股市

投資訊息。然後只加一點點難度，以大家熟悉的狼來了，告訴大家多頭來囉！而

且多頭是很有魅力的，投資人注意囉！賺錢的機會來了！但這種訊息雖然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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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但很容易只是聽聽而已，畢竟狼來了是常常聽到的。於是將難度再調升，不

只由童話故事晉升到中國古文程度的「來者不善，善者不來」、「勿恃敵之不來，

恃我有以待之」，也用了一個大家較為緊張的「敵人」概念，以較強硬的態度與

口吻喚醒大家的作戰意識，準備行動；至於看法相同的人，自然不適用「敵人」

概念，則改為「真愛」，既然同樣看多，只好用愛的更深、意即具有更深的見解

或更準的選股來擄獲看多人士的青睞，於是用極為誠懇的態度講出「真愛真的來

敲門時，你能夠把愛給推出去嗎？」。 

除了轉喻的程度由簡而難，其實張國治的形象也隨著三個轉喻在改變，一開

始他和觀眾是在同一位階，大家都是關心邵曉玲卻又束手無策，只能為她祈福，

希望大家一起祈福會有眾志成城的效果。第二階段的狼來了，他的位階高出我們

一些，他看的到狼來了，於是他告訴我們狼來了。第三階段開始，除了加深用字

的難度，他和觀眾的上下地位己非常明確，他是可以講述多頭魅力的專家，他是

你一路怕、但他卻一路給你驗證要你不要怕的老師，並陸續做出你我之別，他知

道有錢人的想法是和一般人不同的、他知道趨勢、他會選股、他會讓你不再遺憾。 

 
(3)閱聽人的接收 

轉喻的使用主要可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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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文本分析中，邵曉鈴的新聞是當時

最易讓人感覺、感動的話題、透過新聞的不斷重播，閱聽人永遠難忘台中市長胡

志強聲淚俱下的向所有觀眾哭喊「請大家救救我太太！救救我太太！」這樣的轉

喻，也轉借了大家對此新聞事件的情緒，並由此為切入點，讓一個原本艱硬無趣

的股市訊息，增添了些情感的流動；「狼來了」的轉喻旨在一個幼兒版的寓言故

事降低股市訊息的難度，而降低難度一事，洽巧可以後面不斷重覆的請大家加入

會員和張國志一個口令、一個動作的股市獲利的呼籲相呼應，可暗示閱聽人投資

其實可以是很簡單的事，只要跟對一個專業的好老師，一個口令一個動作，就像

聽故事的孩童們，乖乖聽老師的話就對了；「真愛說」與「敵人」則係又建立在

閱聽人的情緒基礎上，人都有愛的需求、也渴望真愛，「當真愛來敲門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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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讓閱聽人心變得柔軟、軟化了、跟著去了、跟著去加入會員了；或是聽到敵人

來了！一個讓閱聽人容易緊張的訊息，因為恐懼而產生需求、或想要求援，於是

又可能考慮加入會員，在老師的帶領下對付敵人去了，所以這些轉喻都在創造讓

閱聽人在不自覺中臣服的暗示與訊息，而不知不覺被投顧老師的口語內容所吸

引。 

 

2.口語技巧與策略 

(1)高頻率的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稱的現象 

以張國治的逐字稿來分析，全文共有 4,357 字，其中有 216 個我、204 個你，

出現頻率為 4.96%和 4.68%，平均每 20.2 個字即出現一個我字；平均每 21.36 個

字即出現一個你字，意即每一二句話即會出現你和我，這在一般財金新聞或財經

節目是較為少見的，通常係人際傳播的口語對話才會出現這種高頻率的使用第一

和第二人稱的現象。 

一般句字中的我和你，多為溝通時立足點的確認，我怎麼樣、你怎麼樣，在

電視投顧節目的中高頻率的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稱，應可解釋為老師不斷樹立及強

化他專業、獨到之處，並提醒觀眾，你和我之間的分野是差很多的，觀眾可以做

的事就是立刻打電話加入會員，跟著老師一個口令一個動作以實現他的致富之

夢。 

其實一般人的對話是不太會出現你……我……，通常是在吵架或爭論時，才

要不斷確認雙方意涵與領域，明確畫分你我，似乎不符合中國人講求和平、你泥

中有我、我泥中有你的和樂人際關係，不過這中間因為有資訊、知識、專業的不

對等，且是被強化的不對等，讓整個節目不但聽了一堆我……和你……，且「我」

都是強勢、專業、能賺錢，「你」都是沒賺到錢、不懂掌握股市的投資大眾，這

其實不太符合人際溝通講求共識、塑造和樂感的方式，惟其有艱深的投資學問、

及散戶總是賠錢的事實作支持，再加上節目的目的即在於招收會員，促使這種令

人覺得不太舒服但又被罵的服氣的狀況一直存在，而「我」越強勢，能讓閱聽人

以為投顧老師越厲害，越能代表這個投顧老師和別的投顧老師不一樣，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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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被貶低，越能觸動閱聽人的投資痛處、越可能創造出閱聽人加入會員的動機。 

 

(2)重複 

張國治的逐字稿中有許多重複的句子，而且重覆的句子是簡單的不是太過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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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因為以後會有很多股票，它會漲三倍、五倍，那就是多頭的魅力，

那個就叫多頭的魅力，親愛的投資朋友，那個就叫多頭的魅力」 

「我難道沒和你印證嗎？這個點有沒有來？昨天有沒有來？昨天有沒

有來？今天呢？昨天我說什麼？我說今天還是有買點這叫什麼？這叫什

麼？我不是一路畫這條線給你看嗎？」 

「為什麼今天我很高興？為什麼今天我很高興我所說東西它的全部一

支一支來、全部一支一支來，為什麼今天在盤中我在做慶祝活動？慶祝什

麼？慶祝手中的股票…」 

 

這樣的重複，不會讓人覺得無趣，或以為是他思考時間用重複句子來補空

檔，這樣的重複不但符合電視的特性：短暫、片段、特定、具體、戲劇性以及不

能和看書報一樣地重複，且是配合電視是非常需要投入的傳播模式(鄭明椿譯，

1993)，一旦不是閱聽人能投入或進入狀況的節目，閱聽人可能就搖控器一轉，

不再繼續收看。所以重複有其必要，但重複本身亦有些技巧存在，不能是相同的

語句單純的重複，那可能讓閱聽人覺得無聊或心生煩厭，需將句子堆疊的生動、

有趣、簡單卻有深度才能吸引閱聽人收看、瞭解、信服與記憶。 

 

 3.研究結果與發現 

    在數個電視投顧頻道全天候每半個小時播出一個投顧老師節目的激烈競爭

且電視投顧節目公式相同下，如何吸引觀眾成為會員完全依賴電視投顧老師的個

人風格，促使電視投顧老師發展出極個人化的特色，且當相會運用符號引發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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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產生情感認同。而電視語言的符碼(code)較偏向說話，是短暫、片段、特

定、具體以及戲劇性，電視是非常需要投入的傳播模式，它的訊息不僅短暫，也

不能和看書報一樣地重複，需把複雜的東西簡單說清楚，並讓閱聽人產生感覺與

記憶，如果不是閱聽人能投入或進入狀況的節目，閱聽人可能就搖控器一轉，不

再繼續收看。經以文本分析法研究張國志的傳播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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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投顧老師是比較專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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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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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經深入瞭解現有股市財經節目研究後，本研究的整理與發現如下： 

 

一、股市財經節目的營運方式 

台灣特有的散戶結構造成投資人對電視投顧節目的資訊需求、提供了電視投

顧公司的生存空間，而其成功的關鍵就在投顧老師的表演方式，能否以唱作俱佳

的方式塑造一個衝動性購買的環境，讓打電話詢問者自然成為會員，將自己銷售

出去。有趣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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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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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確定的是電視投顧老師確實以其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接觸

到消費者，創造一個利基市場。另目前現有的財經及新聞台的四個貼盤節目均為

電視台自製之節目，主要收入來源為廣告，但即使是收視率第一名的非凡新聞

台，且五小時的節目時段收視率均很穩定，亦無法改變廣告牌價以整天開機率為

主要架構的排法，代表閱聽人的質無法取代收視率的量。 

 

二、股市財經節目內容 

目前股市貼盤節目播出時段為台股開盤日的上午八點或九點到下午二點，節

目時間完全涵蓋早上九點到下午一點三十分的股市開盤時間，且節目內容係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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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五到六個小時節目中，開盤前後的資訊是較固定

的，且資訊來源多、時間短，內容相對紮實，但盤中的四個半小時，若遇盤面價

量變動不大、又無特殊新聞事件或股市相關議題，要填滿四個半小時確實有其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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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度，且求助專業亦有其困難度，一是對方有沒有受訪的意願；一是對方有沒有

在議題才剛出爐且無相關資料時就能向觀眾解說、回答主持人提問的能力，於是

四個節目可以選擇連線或訪問對象也剩下相當有限的人數，造成節目邀請的專家

事實上並不易差異化，主要差異在於畫面的跑盤方式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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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劉美琪(2004)講述購物頻道的傳播策略特色大量資訊、即時互動、提

供促銷誘因相似，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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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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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電視投顧節目來進行分

析，在數個電視投顧頻道全天候每半個小時播出一個投顧老師節目的激烈競爭且

電視投顧節目公式相同下，如何吸引觀眾成為會員完全依賴電視投顧老師的個人

風格，造成電視投顧老師發展出極個人化的特色且當相會運用符號引發觀眾情

緒，產生情感認同。而電視語言的符碼(code)較偏向說話，是短暫、片段、特定、

具體以及戲劇性，電視是非常需要投入的傳播模式，它的訊息不僅短暫，也不能

和看書報一樣地重複，需把複雜的東西簡單說清楚，並讓閱聽人產生感覺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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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如果不是閱聽人能投入或進入狀況的節目，閱聽人可能就搖控器一轉，不再

繼續收看。經以文本分析法研究張國志的傳播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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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