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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股市財經節目觀眾收視行為研究 

第一節  現有節目收視率及現行收看觀眾群的人口學變項 

一、各時段及特定時段特定頻道之收視率 

經取得台灣 AGB 尼爾森媒體研究所以個人收視紀錄器進行收視調查

資料，在 2006 年 1 月 1 日至 2007 年 3 月 31 日，6,133 位四歲以上的個人，

所有電視頻道每小時平均收視率可繪製為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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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 AGB 尼爾森媒體研究          圖 5-1：所有頻道平均每小時收視率 

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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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5-1 可知，清晨時段的收視率由最低的五點時段(1.37)逐步增加，

十二點時段到達高峰後開始遞減。與晚間的黃金時段相較，上午八、九點到

下午二點的股市貼盤節目時間開機狀況並不理想，若再針對無線電視、新聞

台、股市貼盤節目、電視投顧節目、購物頻道等特定頻道進行收視資料蒐集，

則可整理出下表： 

 

表 5-1：相關頻道上午八點到下午二點間的收視狀況 

 相關頻道 08:00-08:59 09:00-09:59 10:00-10:59 11:00-11:59 12:00-12:59 13:00-13:59 14:00-14:59

台視 0.11 0.08 0.11 0.35 0.61 0.55 0.44

中視 0.19 0.22 0.21 0.3 0.9 0.48 0.44

華視 0.11 0.13 0.26 0.38 0.34 0.37 0.32

無 

線 

電 

視 民視無線 0.14 0.08 0.1 0.2 0.75 0.96 0.72

TVBS 0.09 0.09 0.13 0.21 0.24 0.15 0.11

TVBS-N 0.28 0.22 0.23 0.32 0.58 0.36 0.24

民視新聞 0.22 0.15 0.17 0.22 0.39 0.2 0.14

三立新聞台 0.23 0.19 0.2 0.28 0.55 0.3 0.24

年代電視台 0.13 0.11 0.11 0.13 0.24 0.2 0.13

中天新聞台 0.28 0.2 0.21 0.26 0.48 0.33 0.21

新 

聞 

台 

東森新聞 0.17 0.12 0.12 0.15 0.32 0.21 0.15

非凡商業 0.03 0.04 0.04 0.03 0.03 0.04 0.04

非凡新聞台 0.18 0.39 0.35 0.34 0.35 0.37 0.12

MUCH 0.07 0.19 0.16 0.16 0.15 0.16 0.14

股節 

市 

即 

時目 東森新聞 S 0.06 0.07 0.08 0.07 0.09 0.11 0.11

華人商業台 0 0 0 0 0 0 0

華爾街財經台 0 0 0 0 0 0 0

電顧 

視節 

投目 中華財經台 0 0 0 0 0 0 0

東森購物台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東森購物 2 台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東森購物 3 台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購 

物 

台 

東森購物 5台 0.01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全部頻道合計 5.99 6.78 7.43 9.18 13.42 12.7 9.77

資料來源： AGB 尼爾森媒體研究 

本研究製表 

若將收視率超過 0.3 的時間以粗體灰底呈現，可發現白天開機率高的時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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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二點，收視主要集中在無線電視台及一般新聞台，股市貼盤節

目僅非凡新聞台收視率均超過 0.3，而第二名的年代 MUCH 台收視率不及第一名

的一半；第三名的東森 S 台收視又接近第二名的一半，第四名的非凡商業台收視

率甚至不到第三名的一半，四個股市貼盤節目的收視率相差甚大，而同為一個品

牌的非凡新聞台和商業台各拿下第一名和第四名，可能是對一般觀眾而言，非凡

新聞台和非凡商業台的即時股市節目品牌相同，且內容無明顯差異，故會選擇位

於新聞頻道的非凡新聞台而非位於後面財經區塊的非凡商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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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股市貼盤節目每小時收視走勢圖 

資料來源：AGB NIELSEN / 本研究製圖 

除了四個股市貼盤節目彼此之間的收視率比較，同一個節目在長達五個小時

的節目中，節目本身在不同時間的收視率並無明顯差別(詳圖 5-2)，非凡新聞台「非

凡最前線」一開播的收視率與前一小時相較呈倍數成長，由 0.18 跳至 0.39，節目

進行間的收視率為 0.34~0.39，最低的收視率出現在節目的第三個小時，即上午

11 點到 12 點間，節目播完後收視率立刻由 0.37 掉至 0.12，故可看出該節目有非

常穩定的一群收視觀眾。第二名的年代 MUCH 台「股市線上」播出時間為上午

八點到下午二點，不過八點至九點的收視率僅為 0.18，待九點開盤至下午二點的

收視則在 0.15 到 0.19 之間，盤中的收視最低點亦在第三點小時，節目結束後下

一小時收視率又掉至 0.12。第三名的東森 S「股動錢潮」和第四名的「非凡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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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因節目收視率不高，在八點到三點的時段中，無法看出股市貼盤節目會有固

定的觀眾群在該時段湧入。 

 

二、收看股市財經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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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居住地區、家庭收入整理如下： 

(1) 性別 

表 5-2：收看股市財經節目觀眾群性別                     單位：% 

頻道 非凡商業台 非凡新聞台 東森 S 台 年代 MUCH 
節目名稱 非凡搶先報 非凡最前線 股動錢潮 股市線上 

男性        56% 54% 50% 46%

女性        44% 46% 50% 54%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AGB NIELSEN  

由表 5-2 可知，目前收看股市財經節目的男女比例差異不大，

如「股動錢潮」男女比剛好一半一半；差異較大的為 46%比 54%，

但「非凡最前線」為男 54%、女生 46%；「股市線上」則是男 46%、

女 54%，性別與是否收看股市節目的行為並無關係。 

 

(2) 年齡 

表 5-3：收看股市財經節目觀眾群年齡                  單位：% 

頻道 非凡商業台 非凡新聞台 東森 S 台 年代 MUCH

節目名稱 非凡搶先報 非凡最前線 股動錢潮 股市線上 

10-14        0 0 0 0

15-19        0 0 0 0

20-29        2 3 4 4

30-39*       8 9 21 17

40-49*       17 23 22 21

50-64*       63 44 42 49

65+         10 21 11 9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AGB 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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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3 可知，四個節目的觀眾年齡落在 30 歲到 64 歲之間，其

中又有近半數或超過半數以上的觀眾年齡落在 50 歲到 64 歲之間，

最高為「非凡搶先報」的 63%；最低「股動錢潮」的 42%，另四個

節目的第二高年齡層亦均在 40 歲到 49 歲之間，約有 17%至 23%；

第三高的年齡層則產生差異，非凡二個頻道的節目均為六十五歲以

上者，但東森「股動錢潮」和年代 MUCH 則為 30 到 39 歲的觀眾，

整體而言，由這四個節目的收視觀眾齡可看出，此類節目收看年齡

較高，主要收視族群在三十歲以上。 

 

(3) 學歷 

表 5-4：收看股市財經節目觀眾群學歷                  單位：% 

頻道 非凡商業台 非凡新聞台 東森 S 台 年代 MUCH

節目名稱 非凡搶先報 非凡最前線 股動錢潮 股市線上 

小學以下    17 23 18 13

國中*       9 12 10 13

高中*       28 31 33 39

大專以上*   46 34 39 35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AGB NIELSEN  

 

由表 5-4 可知，有三個節目最高的學歷均落在大專以上，第二

高的則為高中，亦可說四個節目有六或七成的收視觀眾教育程度均

落在高中，而小學以下所佔之比例亦有一到二成，可能與半數以上

觀眾年齡集中在 50 歲以有關，惟高齡收視者的學歷低，係有其時代

背景因素，如民國 57 年始推行九年國民教育等，若考量其人生經

驗、投資經驗，學歷所產生的影響應較年輕人為少。但整體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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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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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住地區 

表 5-5：收看股市財經節目觀眾群居住地區              單位：% 

頻道 非凡商業台 非凡新聞台 東森 S 台 年代 MUCH

節目名稱 非凡搶先報 非凡最前線 股動錢潮 股市線上 

大台北*     14 30 44 34

其他北部*   13 20 21 26

中部*       54 25 14 20

南部*       19 25 21 20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AGB NIELSEN  

由表 5-5 可發現「非凡搶先報」的觀眾居住分佈明顯不同於其

他三個節目，扣除收視率最低且偏低的非凡商業台的「非凡搶先報」

外，其他三個節目觀眾分佈以大台北地區最高，有三到四成，加上

其他北部地區後，有近五成到六成多的觀眾集中在北部地區；而收

視率第一和第二的節目，中部和南部的觀眾比率都為一比一，整體

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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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收入 

表 5-6：收看股市財經節目觀眾群家庭收入              單位：% 

頻道 非凡商業台 非凡新聞台 東森 S 台 年代 MUCH

節目名稱 非凡搶先報 非凡最前線 股動錢潮 股市線上 

20,000 以下 2 4 2 2

20,000-24000 2 4 2 2

25,000-29000 1 1 4 1

30,000-39000 2 7 2 2

40,000-49000 11 8 14 14

50,000-59000 22 7 9 7

60,000-69000 8 14 11 18

70,000-79000 4 11 8 13

80,000-89000 10 10 12 17

90,000-99000 2 4 5 9

100,000 以上 36 30 31 15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AGB 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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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6 可發現，有三個節目的三成以上觀眾家庭所得在十萬

元以上，四個節目五成以上的觀眾為家庭所得在七萬元以上。另一

成的觀眾在二萬九千元以下。雖此資料為每月家庭收入，係以家庭

而非人數為單位，但仍看出收看節目的觀眾有較高的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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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觀眾收視行為 

本節旨在檢驗「使用與滿足」的觀點主張，人們會主動使用大眾媒介來滿足

特定的人類需求，本研究透過深訪所得資料的整理，瞭解閱聽人如何有目的地使

用傳播媒體來滿足其需求：(1)是否除了電視節目仍其他來源的資訊？ (2)由深訪

閱聽人日常生活中收看股市財經節目的行為，瞭解其興趣與動機且透過其清楚表

達觀察是否屬於較主動的閱聽人，其使用媒體的型態是否為工具性遠超過儀式

性？(3)閱聽人對節目的選擇標準為何？ 

 

一、股市相關資訊的取得情形 

訪談結果發現，不論下單頻率為何，除了一位七十歲的老太太是一周關心一

到三次，其餘受訪者幾乎都是每日關心股市資訊，資訊取得的管道網路、電視、

雜誌、報紙等相當多元，有人會多方涉獵、有人則是僅依賴電視、網路或去號子

看盤，至於資訊取得量的多寡亦有非常大的差異，小至一日幾分鐘，大概判斷一

下是否有交易或解套的機會；多則隨時貼著盤面資訊甚至是連下午或晚上都還需

再研讀或吸取股市相關資訊。可發現： 

(一)能掌握瞬變的訊息才可成為單獨依賴判斷的資訊管道 

有受訪者表示，其股市資訊取得的管道僅為網路、電視或號子，但並不會

有人回答僅依賴雜誌或報紙，可能原因為股市交易瞬息萬變，能夠輔佐下單的

資訊必需要能掌握瞬變的訊息，任何報價的落差都可能增加投資人的購入成本

或減少出售利益，所有能掌握瞬變的資訊管道才可依賴成為股市資訊的獨立來

源，若不能掌握瞬變訊息的管道，則仍需其他資訊管道的補強，不能獨立依賴，

如電視、網路、號子的電視牆等，可掌握即價量變化者即可成為唯一的資訊來

源管道；但報紙、雜誌等無法掌握即時價量變化的管道，則難以成為獨立依賴

的管道，會伴隨其它具即時資訊的媒體共同出現： 

我每天都透過網站、電視、雜誌等掌握台股和美股的資訊……(A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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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台北，45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千萬以上) 

 
我盤中隨時黏在盤上，取得資訊的式是上網、電視、雜誌……(B 先

生，台北，37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

間) 

 

我一定是貼盤關心股市訊息，通常是透過網站、電視、雜誌來關心

會影響自己投資的相關訊息……(C 先生，台北，33 歲，研究所畢，

證券金融業，投資金額一百到五百萬間) 

 

我星期一到五每天早上都看電視或用 YAHOO 查一下股市狀況、雜誌

和報紙也都看……(D 小姐，台北，32 歲，大專畢，半職老闆娘，投

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我每天都會關心一下當日股市狀況，白天是上網，晚上是跟著老公

一起看電視……(E 小姐，台北，36 歲，研究所畢，公務員，投資金

額一百萬以下) 

 

我每天都會去號子看盤，下午和晚上的時候可能會看一下老師解盤

的節目就這樣，沒有上網也沒有看雜誌或報紙。 (F 先生，台北，45

歲，國中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五百萬) 

 

我每天都會去號子看盤，但也不是看到完，就是快九點到、然後看

到十點多，回家以後就是用電腦看，我女兒有幫我設我平常有買賣

的那些股票，大概就是這樣。以前有訂中時晚報，但中時晚報停了

後我也不看報紙了，沒什麼好看的，報紙也沒什麼可以信的…… (G

太太，台北，62 歲，國小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我每天都會透過網路、電視、雜誌關心一次股市相關資訊，想知道

股價、公司、產業、整體金融環境，還有其他金融商品，如基金、

保險等等訊息……(H 小姐，新竹，42 歲，大學畢，家管，投資金額

一百萬上下) 

 

 

 

 

(二)吸收股市資訊的頻道大於下單行為的頻率 

除了專業、專職的受訪者會回答「貼著盤面」掌握訊息，亦即從開盤到收

盤都盯著盤面的變化，其他一週進出一、二次、一個月進出一、二次，甚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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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才進行一次的受訪者，大部份仍天天關心股市變化，只是關心時間的長短

差異很大，有人可能只看幾分鐘，有人看幾小時，這或許可解釋為股市投資行

為關係對個人財務投資面影響甚大，不論什麼什麼性別、年齡、學歷、地區、

投資金額及下單頻率，均需投入相當的時間，累積到一定的資訊量後才能展開

下單行為。 

 

我每天都會注意股市相關資訊，只是看多還是看少差異很大，有時

看一下知道沒什麼好做的，就不看了，可能是不想看、也可能是不

想受到太多訊息的干擾。每天一定會看的是報紙和電視，一周看一

次的是理財周刊、今周刊等等，上網不是那麼勤……(I 先生，台中，

43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 

 

大概一個星期會關心一到三次股市相關資訊吧，不太一定，主要資

訊來源是電視，關心會影響自己投資的相關訊息，看有沒什麼可以

做的…… (J 太太，雲林，70 歲，初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

到二百萬間) 

 

我每天都花很多時間在關心和研究股市相關資訊，我覺得台股投資

人現都越做越短，周圍的人也大多是短線進出，可能是以前擺長吃

虧所造成的吧，有一個朋友的媽媽還說，她只要有賺一個便當錢就

賣掉了，就可以想像，而且台股實在瞬息萬變，所以要花很多時間。

我會透過網站、電視、雜誌、報紙、廣播的財金節目來取得資訊，

幾乎是只要自己一個人的時間，都是在瞭解股市相關資訊，短線進

出時會比較依賴電視，想做中長期的投資則依賴雜誌介紹、分析的

資訊，如果還不夠就會上網去看看網站訊息或個別公司的基本資料

等等 (K 太太，高雄，48 歲，高中畢，金融退休人員，投資金額一

百萬到五百萬間) 

 

應該說我沒做的時候就是全部都被套住了(大笑)，所以還是要每天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可以賣、或者可能還要等多久可以賣；至於每天

進出時就更要認真看囉，因為每天在進出，就要多瞭解、多看看，

才比較知道怎麼做比較好。透過哪些媒體？主要都是看那些半個小

時的老師節目啦，但是都輸，所以本來有幾百萬在做的，現被老公

收走了只有一百以下。 (L 太太，高雄，50 歲，高中畢，家管，投

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二、收看股市財經電視節目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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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果發現，多數人收看股市財經節目是自己一個人、且是專心的收看，

但收看的時間多數不長，多在關心當日股市的整體量價及自己所投資的個股資

訊；而會整個節目完整收看者為專職投資人或證券交易員，若係收看整個節目者

通常就是把電視打開後兼做其他事情或兼取得其他資訊，甚至是當成廣播在收

聽，直到有重要議題才會專心收看。多數的人收看股市財經節目主要係為瞭解股

市即時的量價資訊，但亦有一位投資人認為電視輪播速度太慢，一千多檔股票輪

後才能再看到自己所投資個股的資訊不具效率，而選擇到證券商分公司去看電視

牆，以隨時掌握投資個股的資訊。而對於電視投顧節目，有些人則是基於娛樂效

果收看，另亦有二位太太表示是和先生一起收看股市財經節目，一位是自己不愛

看，但陪先生看；另一位則是原本收看，但先生不愛看，她也不看了，顯示收看

電視之行為會受到其他家庭成員之影響。且相較於其他電視節目的觀眾，股市財

經節目的觀眾為主動、積極、自主性較高、有明確的資訊需求的傾向。此處的發

現可整理如下： 

(一) 收看股市財經節目多為一個人專心收看 

    在十一個受訪中，不論是本來就喜歡一個人看股市財經節目還是因為該時

段家中只有自己一個人，結果呈現多數的人自己一個人收看股市財經節目，如

K 太太就會清楚說出「我看電視時一定是自己看，有其他人在會干擾」。較特

別的是其中一位交易員，由於證券金融業的交易環境本來就有電視的設置，以

供他們掌握即時股市相關新聞訊息，其收看應與一般閱聽人的收視陪伴行為屬

完全不同的情境。 

 

看電視時都是自己一個人看，但台股盤中很少看，不想情緒受到影

響，看也是東森 S 台和非凡隨便轉 (A 先生，台北，45 歲，大學畢，

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千萬以上) 

 

看電視時都是自己一個人看，開盤前就打開了，電視就一直開到收

完盤，大部份是用聽的，大部份是開在非凡新聞台，但有什麼重要

新聞或消息時，也會看看別台是怎麼說的。 (B 先生，台北，37 歲，

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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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看電視時是和同事一起看，開盤期間我們辦公室的電視一定開

著，邊聽邊做事，但看到重要新聞或什麼可能會影響的時況轉播，

大家會湊過去聚精會神的一起看……(C 先生，台北，33 歲，研究所

畢，證券金融業，投資金額一百到五百萬間) 

 
電視時是一個人看，早上家中就我一個人啊，我會看非凡或年代，

但會轉來轉去，不是這個二個台轉而已，還有其他的電視節目我都

會一起看……(D 小姐，台北，32 歲，大專畢，半職老闆娘，投資金

額一百萬以下) 

 

我看電視時都是自己一個人看啊，一天大概就看一個小時，有時下

午看有時晚上看。財經及新聞台的股市投資節目我都不喜歡看，太

慢了，等很久才能看到一支股票的價格，然後出現後下次再出來的

價格可能己經差很多；我喜歡去號子，有很多電視，看那支就一直

看著，價格怎麼跳、張數怎麼樣，一直都可以盯著看……(F 先生，

台北，45 歲，國中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五百萬) 

 

看電視時都是自己一個人看，看的時候都是專心的看，不會兼做其

他事，但不會看很久，大概就是十幾分鐘左右……(H 小姐，新竹，

42 歲，大學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上下) 

 

看電視時是一個人看，每天都會看，是專心看，看投顧老師的節目

時，我會一直轉台，但都有在看……(I 先生，台中，43 歲，大學畢，

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 

 

看電視時是自己一個人看，因為家中只有自己一個人。有空才看，

一個星期可能看一到三次，通常就是在有空的時候，打開電視看看

今天適不適合買賣，或是有沒有和自己投資的股票有關的訊息，若

當天可能有機會進出，就繼續看，如果看一看，覺得沒有什麼可以

買賣的，就會把電視關了或轉台看別的……電視投顧頻道節目現在

很少看了，那些節目要看是看很久，只看一段是看不懂的，但都是

要我們加入會員……(J 太太，雲林，70 歲，初中畢，家管，投資金

額一百萬到二百萬間) 

 

我看電視時一定是自己看，有其他人在會干擾，通常是九點、十點

半、十二點多、收盤前會專心看個十到二十幾分鐘，其餘時間電視

可能就沒開，會看其他東西或做其他事。 (K 太太，高雄，48 歲，

高中畢，金融退休人員，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五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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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視時都是一個人看，要老公上班了才看，就是看行情啊，所以

應該說是很專心在看，但因為太專心了， 一天也不能看太久，不然

也是很累。(L 太太，高雄，50 歲，高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

以下) 

 

(二)女性是否收看股市財經節目受到男性影響 

另由兩位有家人陪伴收視的太太深訪中發現，女性是否收看股市財經節目

受到男性影響；但受訪中並無男性受訪者提到女性陪伴收視及是否受其影響之

情事。二位太太中，一位是自己不愛看，但會陪先生看，係被動的陪伴；一位

是自己本來有看，但先生不愛看，所以慢慢的自己也不看了，從二位太太(E 小

姐、G 太太)的訪談中可以發現，不愛看股市財經節目的太太可以陪先生看；但

不愛看股市財經節目的先生卻可以影響看股市財經節目的太太不繼續看，再加

上 L 太太表示的「看電視時都是一個人看，要老公上班了才看」可以發現，雖

然收看股市財經節目的性別比例兩性相差不多，但女性的收視行為仍會受到男

性的影響。 

 

我晚上是跟著老公一起看電視，看的時候都是一邊吃東西一邊看，

一次大概就是二十幾分鐘左右。財經及新聞台的股市投資節目是上

班時間播的，我看不到，但休假在家時也不會想看。晚上的電視投

顧頻道節目都是跟著老公看的，其實我並不是那麼喜歡看，我比較

想轉台(大笑)！ (E 小姐，台北，36 歲，研究所畢，公務員，投資

金額一百萬以下) 

 

電視現在看得比較少了，都是和先生一起看，因為就我們二個在家

啊，他不愛看，我也不太看了…… (G 太太，台北，62 歲，國小畢，

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三)收看股市財經節目需高度投入 

   訪談結果發現，除了貼著盤面掌握股市資訊的閱聽人，由於收視時間太長

會待特殊訊息出現才專心收看外，多數受訪者是有限的收看時間但高度的投

入，甚至 H 小姐表示「看的時候都是專心的看，不會兼做其他事，但不會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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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大概就是十幾分鐘左右」、L 太太可以很清楚的說出「應該說是很專心在

看，但因為太專心了， 一天也不能看太久，不然也是很累」而 J 太太也可表示

「電視投顧頻道節目現在很少看了，那些節目要看是看很久，只看一段是看不

懂的」都顯示股市財經節目的資訊量和難度均較高，需較高的投入才能瞭解，

收看股市財經節目與一般的綜藝或娛樂節目的投入程度是完全不同的，也由於

需要高度投入而耗費精力，故收視時間無法太長。 

 

(四)在收看的過程中對資訊選擇具有高度自主性 

十一位受訪者對資訊質量選擇與投入的時間均有很大的差異，但其共同點在

於高度的自主性，如「台股盤中很少看，不想情緒受到影響，看也是東森 S 台和

非凡隨便轉」、「如果看一看，覺得沒有什麼可以買賣的，就會把電視關了或轉

台看別的」、「大部份是用聽的，大部份是開在非凡新聞台，但有什麼重要新聞

或消息時，也會看看別台是怎麼說的」、「我會看非凡或年代，但會轉來轉去，

不是這個二個台轉而已，還有其他的電視節目我都會一起看」、「看投顧老師的

節目時，我會一直轉台，但都有在看」「財經及新聞台的股市投資節目我都不喜

歡看，太慢了，等很久才能看到一支股票的價格，然後出現後下次再出來的價格

可能己經差很多；我喜歡去號子，有很多電視，看那支就一直看著，價格怎麼跳、

張數怎麼樣，一直都可以盯著看」，這些股市財經節目的閱聽眾可以自主判斷是

否會受到節目的影響或當日有無買賣機會而選擇開關機、可在重要新聞出現時去

增加其他資訊來源而提升自我判斷力、可以在二個台或很多台間轉來轉去，但還

是能掌握股市資訊，代表其有高度自主掌握資訊的能力，甚至在資訊提供太慢不

能滿足特定閱聽人時，他會選擇去號子看盤，因為那有很多電視，可以一直盯著

以掌握住所有的價量變化。 

綜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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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中僅有一位太太係為陪伴先生，屬消磨時間的儀式性使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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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聽人對節目的選擇標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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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的結果和收視率調查結果相似，非凡新聞台的收視者較多，且其收

視者多認為非凡新聞台的股市節目內容是較為專業的，主持人亦較為專業、

中立。有趣的是多數的受訪者表示，並不記得主持人的名字或不在乎主持人

是誰，收看的目的主要係在瞭解當下的股市資訊和來賓的解析，可能的原因

有二：一是收看股市貼盤財經節目的觀眾旨在有效率地掌握相關訊息，注意

的重點是訊息，容易忽略主持人，除非主持人的表現是會干擾或降低訊息傳

達的清楚、準確性；二是這四個節目主持人曝光的機會有限，低於一般新聞

主播，即使曝光也僅有小於四分之一的畫面，多數時候會連主持人的四分之

一畫面都放置正在講述的專題或類股，呈現全螢幕的股市相關資訊，此類資

訊提供的電視節目，資訊的重要性遠重高於主持人，主持人聲音會一直出現，

但主持人畫面並非持續，故主持人的基本條件是口齒清晰，口語表達能力較

外表容貌及肢體語言重要，外表不一定要被觀眾喜愛，只需聲音不讓觀眾排

斥即可。 

 

台股盤中很少看，不想情緒受到影響，看也是東森 S台和非凡隨便

轉，主持人叫什麼名字我講不出來，東森 S台的主持人講話快、用

詞和語調會刻意製造緊張、會影響我們的情緒，我不太喜歡。非凡

的主持人比較中規中矩，不會刻意製造緊張，有節奏的慢慢來是我

比較欣賞的…… (A 先生，台北，45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

資金額一千萬以上) 

 
我喜歡看非凡新聞台，其實不管哪個台，我根本不記得主持人叫什

麼名字，我喜歡非凡新聞台的主持人沒有評論，只是在控制來賓的

節奏和內容，比較中立，不會情緒化，其他的不太看，也是因為主

持人的關係，可能是主持人太愛評論、或鼻音太重聽不清楚……(B

先生，台北，37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

萬間) 

 

看的頻道是非凡，比較專業，不論是整個內容的安排、主持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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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問的問題、時間的拿揑就是比較專業，和其他台完全不同

(C 先生，台北，33 歲，研究所畢，證券金融業，投資金額一百到五

百萬間) 

 
雖然我有看非凡和年代，但也沒有什麼喜歡不喜歡的，節目主持人

和來賓的名字我都不知道，我轉台過來後如果會看下去，通常是他

們講到和我有關係的股票，但是誰在講，我真的沒注意，我看這二

台通常是想知道前一天美股的狀況和當日報紙新聞的整理，看完這

些就開始轉台了。 (D 小姐，台北，32 歲，大專畢，半職老闆娘，

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我只有看非凡，我最喜歡的主持人現在己經沒播了，是胡睿涵，我

喜歡她口齒清晰、分析夠犀利，我覺得主持人長得美不美、帥不帥

沒什麼關係，有沒有專業素養才是讓我能不能繼續看下去的原

因。……(H 小姐，新竹，42 歲，大學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上

下) 

 

早上的財經及新聞台的股市投資節目，我都是看非凡和年代 much

台，習慣啦，沒有記得那個主持人，我最主要是在看盤，我覺得又

可以看到股價又可以聽到分析很不錯，所以我都不會去號子看盤，

我喜歡在家裡自己看。這二台我都是轉來轉去啦，因為我要看有沒

有報到我買的股票啊，如果等很久沒看到、或是都在講那些我沒有

要聽的，我就會轉到另一台，如果有看，就是這二台一直轉著

看……(J 太太，雲林，70 歲，初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二

百萬間) 

 

 

2.畫面差異會養成觀眾收視習慣 

誠如胡睿涵(2006)所言，股市財經節目跑盤方式因觀眾不同而設計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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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發現，不同的跑

盤方式確實能吸引不同的投資人，且因台股價量變化快，不習慣畫面規劃的

觀眾會找不到其所需資訊，造成依賴電視取得所需個股資訊的投資人會有習

慣的收視節目，且習慣後就不易變更收視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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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節目我都只看年代 MUCH，但就是開盤看一下，如果沒什麼好

做的，我就不看了。我看年代 MUCH，不會轉來轉去的，其實每一台

提供的資訊都差不多，但我習慣了，主持人是誰我不是太在乎，我

常常是看盤中的價量，有些節目就是上市一塊上櫃一塊，要看上市

公司要等好久才會再輪一次，上櫃的都跑二次了上市的還沒跑完一

次，怎麼會有這種設計呢？買上市股票的人比較多吧？年代的比較

聰明是上市播完播上櫃，接在一起跑不用分，而且輪的速度也比較

慢，比較容易看，其實看習慣後看一眼就知自己要看的個股大概會

什麼時候出現，這樣比較好……(I 先生，台中，43 歲，大學畢，專

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 

 

財經及新聞台的股市投資節目，非凡、東森 S台和 MUCH 我都知道、

我有看過，但我還是都看非凡也，比較習慣，習慣它的什麼東西在

哪裏，比如要看量要看電視上的什麼位置，如果看他台，我就會找

不到，因為電視的那些數字變得很快，如果不是習慣的真的找不到，

所以看非凡就好了……(L 太太，高雄，50 歲，高中畢，家管，投資

金額一百萬以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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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的二位專職投資人認為電視投顧節目能透露出當下消息面的相關

資訊，認為電視投顧確實有其價值，一位認為不需太認真專看某一個節目，

可大致看看感覺一下可能的主流類股；一位認為取電視投顧老師節目的公約

數確實有助於消息面的瞭解，唯此種資訊取得及整理的過程太沒效率，因為

電視投顧節目始終還是以鼓吹觀眾加入會員為主。 

 

電視投顧節目有時會看，轉來轉去看看在介紹哪些產業或個股，但

看看算了，那些以放馬後砲的居多，市場上哪有那麼多漲停板！不

過我無聊的時候還是會去看，會想去感覺一下市場的主流在哪裏，

比如說五、六個台同時都在講 IC 設計股，那 IC 設計股有可能是當

下的主流，不用很認真去看每一個節目，但轉轉每一台，知道投顧

老師在介紹那些股票，可以感覺一下主流。(A 先生，台北，45 歲，

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千萬以上) 

 
電視投顧頻道的節目，很久沒看了，以前看是因為看這些節目可以

知道大戶、法人或國內投資機構可能的想法、消息面的狀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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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老師很有教育功能，不是那麼的市場性，像周英、林隆炫、賴

瑞鳳等等，他們可以把技術線型、投資理論的東西和當日股市的狀

況結合進行講解，看他們的節目可以學習到一些東西，而且「賣藥」

沒有賣太久，有些老師就太誇張了，都在「賣藥」，而且只會「賣藥」

講不出什麼東西。不過我有試過，把這些節目介紹的內容整理下來

後，取公約數，還真的有點準，只是太沒效率了，因為沒有一個節

目不「賣藥」，只是賣多賣少而己，為了得到一點點資訊，要聽很久

的「賣藥」真是太沒效率了，所以我己經有一陣子不看了。(B 先生，

台北，37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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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訪者認為會收看電視投顧節目主要是因為娛樂效果，因為投顧老師

的詮釋方式太過誇張、無厘頭、很好玩，不過只能笑笑，不值得參考或相信，

不會因為看節目而去買賣股票，純屬娛樂。 

 
電視投顧頻道我覺得要把它當作娛樂節目，因為第一專業度普通、

第二績效太虎爛、第三私底下我們知道那些老師的代操跟自己的部

位也都賠錢，所以只是想看看他們在電視大吹特吹、博君一笑而已。

說真的，如果你是問家庭主婦，他們大多有看，因為他們是輸家，

希望也需要明燈，但是最後會發現老師帶他們一起輸、繼續輸，不

過他們不會放棄，會換另一個老師，然後繼續輸。而我週遭的，大

多是跟我一樣看笑話的啦！會看的就是那些一直輸錢、卻又找不到

贏錢的方法，然後看到老師大吹特吹、被吸引，然後進入另一個夢

靨，當然包括家庭主婦、退休人員、還有很多各式身份的投資者，

而我則是反映了多數交易員的心聲。(C 先生，台北，33 歲，研究所

畢，證券金融業，投資金額一百到五百萬間) 

 
電視投顧頻道的節目我都不喜歡吔，感覺上他們都是要我們去幫忙

抬轎，都在亂講吧！不過我們晚上看電視時有時也會轉去看一下，

看好玩的，有時候真的很好笑，但也不會看太久，大概看個五分鐘

吧。我很無聊喔，我通常還會去查一下他們說的那幾支股票，但結

果都差不多，都不準！(D 小姐，台北，32 歲，大專畢，半職老闆娘，

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晚上的電視投顧頻道節目都是跟著老公看的，其實我並不是那麼喜

歡看，我比較想轉台(大笑)，不過我還蠻喜歡一個叫做傅瑞麟的老

師，好像是客家人吧，講話很好玩、無厘頭，真的很好笑，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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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最愛看、最有娛樂效果的節目。(E 小姐，台北，36 歲，研究所畢，

公務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以上三位受訪者，認為收看電視投顧節目主要是因為娛樂效果，因為投

顧老師的詮釋方式太過誇張、無厘頭、很好玩，但只能笑笑，不值得參考或

相信，僅具娛樂功能。 

 

3.喜歡講的準又會帶進帶出的投顧老師 

有受訪者有特定喜歡的電視投顧老師或老師類型，收看電視投顧節目確

實能滿足其對股市投資資訊的需求，喜歡的原因為觀眾真的覺得投顧老師

準、覺得投顧老師講話很實在且會明確告知買賣時間點或是能由基本面為基

礎提供觀點。不過雖然收看電視投顧老師節目的人都是想找比較準的老師，

但因為電視投顧老師的個人風格差異甚大，觀眾最後接受的老師往往是其最

能接受的表達方式、看得最順眼的老師。 

 

電視投顧頻道的節目我喜歡看大通的張國治，因為他比較預先講，

別人都還沒講的他就講到了，而且會準。不喜歡那些只會誇大的人，

講一堆不準有什麼用。(F 先生，台北，45 歲，國中畢，專職投資人，

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五百萬) 

 

電視投顧頻道的節目，我以前喜歡看陳新民，本來是在看別的，有

空就看，但有一次轉到他，覺得他講的很好，漲跌都會講，漲高了

就會告訴我們「捨得、捨得、有捨才有得」；跌時就會告訴我們該

進場了，差不多有七八成準，所以我後來就只看他的，不過也不會

想加入他的會員，因為會員費都很貴啊，我做的很少，不用參加會

員，看看電視就好了，但他後來就不見了，我就沒看了，反正其他

的老師也沒什麼好看的，都是一樣的技兩，還不是要騙我們，沒什

麼意思就不看了。(G 太太，台北，62 歲，國小畢，家管，投資金額

一百萬以下) 

 
晚上會看一下電視投顧頻道的節目，我不喜歡那些報名牌、講來講

去只會報牌的人，我也不喜歡那些講技術面的老師，我根本不信相

信線型；我看電視會比較喜歡貼近基本面看公司的那些老師，由產

業供需、產業特性、國際股市連動什麼的開始講，看這些才比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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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I 先生，台中，43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

萬到一千萬) 

 

我發現每個人喜歡的投顧老師都不太一樣，雖然都是會想找比較準

的那個，但最後會看的投顧老師都是和自己個性比較合的，可能是

根本就沒有很準的老師，那就選自己看的最順眼的老師。像我就喜

歡林隆炫，我也不道為什麼喜歡看他，說有多厲害、好像也沒有，

可能就是喜歡他慢慢說、慢慢分析、不會炫耀、也沒有很誇張。(L

太太，高雄，50 歲，高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以上四位受訪者，有特定喜歡的電視投顧老師或老師類型，收看電視投

顧節目確實能滿足其對股市投資資訊的需求，喜歡的原因為觀眾真的覺得投

顧老師準、覺得投顧老師講話很實在且會明確告知買賣時間點或是能由基本

面為基礎提供觀點。 

 

4.覺得電視投顧節目根本在騙人，以前看但後來不看了 

有受訪者曾經收看過電視投顧老師節目但後來不看了，不再看的原因多

是覺得沒有收看節目的動機、不認為電視投顧節目能滿足其需求： 

電視投顧頻道的節目我知道，但我很少看，我不喜歡、沒什麼好看

的，講得天花亂墜的，看那些節目根本就是浪費時間。(H 小姐，新

竹，42 歲，大學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上下) 

 
電視投顧頻道的節目現在很少看了，那些節目要看是看很久，只看

一段是看不懂的，但都是要我們加入會員，講來講去就是要我們加

入會員，久了我就不愛看了。以前看的時候，老師的名字我是不知

道啦，但那種不會只說自己有多好，只是在分析，要我們自己想、

自己看的我是會比較喜歡，不過後來有一天，我想到我又沒有買很

種股票，我看那麼多節目、聽那麼多要做什麼？也沒什麼趣味，所

以就不看了。(J 太太，雲林，70 歲，初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

萬到二百萬間) 

 
電視投顧頻道那些人都是在拉抬他們己經持有的股票，我不是很愛

看，以前偶爾看看，現在沒有了。以前比較喜歡講話有根據，不會

原本在喊漲，然後股票一跌人就消失了的老師，這種會消失的人還

不少呢！(K 太太，高雄，48 歲，高中畢，金融退休人員，投資金額

一百萬到五百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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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觀眾對資訊表達方式的偏好 

一、喜歡的資訊表達方式 

在收看即時股市財經節目或電視投顧老師的節目中，觀眾喜歡什麼樣的口語

表達方式，訪談結果出現二大極端，有人認為簡單明瞭就好： 

簡單明瞭最好。(A 先生，台北，45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

額一千萬以上) 

我喜歡簡單、口語化的訊息，會開著電視就是想要知道有時效性、即

時性的資訊，而且那些訊息是可以讓我在最短時間理解的，我不喜歡

那種講半天都聽不懂到底在講什麼的東西，但也不能太白話，比如說

EPS，總不能每次都要花時間先講解 EPS 然後再進行資訊說明，那就太

好笑了。(B 先生，台北，37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

萬到一千萬間) 

完整而簡單、深入而淺出。(C 先生，台北，33 歲，研究所畢，證券金

融業，投資金額一百到五百萬間) 

簡單口語話的比較好啦，講太多或是一堆什麼名詞的聽了也不太懂。

(E 小姐，台北，36 歲，研究所畢，公務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講重點就好，若是直接報名牌又報的很準最好。(F 先生，台北，45 歲，

國中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五百萬) 

由上述訪談可發現即使是偏好較簡單的資訊，簡單之中仍有其他的東西，如

係要深入淺出或直接講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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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喜歡簡單的訊息呈現方式。但亦有人認為電視應提供較豐富的

訊息： 

要專業而完整的訊息吧，比較完整時如果有錯比較容易發現。(D 小姐，

台北，32 歲，大專畢，半職老闆娘，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股市訊息當然有很多專業名詞，少了反而更難瞭解，但還是應該多點

生活化、口語化的說法或表達方式，這樣觀眾會聽的比較懂，比如「封

裝」、「TFT-LCD」、「IC 設計」常常聽但又不太知道，只知這些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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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什麼、長什麼樣、怎麼進行，大部份的觀眾應該都不知道吧！

若能增加一般人一聽就懂的東西，我會喜歡這樣的東西。(H 小姐，新

竹，42 歲，大學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上下) 

喜歡專業、完整的東西，不過很少看到有什麼節目是可以提供完整的

訊息，要提供完整的訊息本身具有很高的難度。(I 先生，台中，43 歲，

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 

喜歡完整的東西，講的越多越仔細越好，不要先替觀眾過濾掉太多東

西，因為越完整的東西越有利於自己判斷何時可能是爆發的時間點，

以及短、中期內可能的變化。至於是專業化口言化的訊息表達方式，

都可以啦，聽得懂就行了。(K 太太，高雄，48 歲，高中畢，金融退休

人員，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五百萬間) 

當然是完整的，我最想要投顧老師講完整、不要賣關子，但有可能嗎？

(大笑！)，我告訴你喔，投顧老師不是每次都會用一個板子秀出他手

上的飆股，把個股的名子塗掉，只留下線型、價格什麼的，我以前還

會把它有秀出來的東西畫下來，然後一檔一檔去找，去猜是哪一檔，

但我現在不會了！因為找到也沒用、也不一定會漲，以前比較喜歡聽

明牌，不想聽太多也聽不懂，但現在會自己做功課了，不過還是會踩

到地雷(大笑) (L 太太，高雄，50 歲，高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

萬以下) 

有部份受訪者認為電視節目應提供較完整而豐富的資訊，有人認為完整的東

西有助於觀眾判斷資訊的正確性；有人認為經刪減的東西可能把觀眾個人所需的

資訊刪掉了；有人認為專有名詞不應一句話就帶過了，多點生活化、口語化的詮

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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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對股市節目訊息的喜好方式除了有簡單或完整之區別，亦有受訪者表

示，他只需要符合特定需求如投資個股之價量資訊，整體資訊是簡是繁，對他們

而言並不重要： 

我現在都覺得算了，事後君子很厲害，講得再怎麼厲害過幾天還不是

可以跌得一蹋糊塗，我現在就是看看價格、看有多少單、多少量，漲

了就賣、跌了就買，其他的也沒有什麼想知道的了。(G 太太，台北，

62 歲，國小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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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只喜歡聽我會買賣的那些公司的東西，會想聽電視的分析，講

那些公司賺不賺錢、最近有什麼消息……，就是會影響股價起起落落

的東西，其他的講太多我也聽不是很懂，也不愛聽。(J 太太，雲林，

70 歲，初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二百萬間) 

 

二、股市電視節目是否應具教育功能 

  既然訊息呈現的方式與個人需求與喜好有關，差異及紛歧較大，而對股市

電視節目的定位，認為是否需具有效育功能還是僅提供資訊即可？亦出現了截然

不同的二種聲音： 

提供資訊就好了，有什麼好教育的，懂得還是懂、不懂的還是不懂。

(A 先生，台北，45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千萬以上) 

資訊提供就好了啊，談教育要先問要教什麼，交易和看盤是不同的二

堂課，觀眾要的是什麼？其實台灣的投資人都很會講、也會有一套自

己的看法，但還是賠了啊，為什麼？那是因為交易牽涉到的是更多的

人性，投資人能不能完全掌握自己的行為、壓抑住人性，這些東西是

無法教的。(C 先生，台北，33 歲，研究所畢，證券金融業，投資金額

一百到五百萬間) 

 

提供資訊即可，要教育誰？看不懂的不會來看；會看的多少也懂一些，

但多和少的差異很大，台股投資人的相關知識和能力差距很大，要教

哪些人？若說要教育，不如就讓節目自由去發揮，每種節目都有適合

看的人，提供看的人適合他的資訊，這樣會不會比你講的教育功能好

一點？(I 先生，台中，43 歲，大學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

到一千萬) 

 

有二位專職投資人及一位證券金融業的從業人員認為，股市節目提供資訊即

可，他們共同的看法和預設是相同的，認為懂的人本來就懂，不懂的則因程度或

相關能力的差異很大，很難透過股市節目進行教育。將三位受訪者的背景與回答

內容並陳，可發現在股市投資相關知識能力高者，有些認為股市電視節目是無法

進行教育的；但卻無股市投資相關知識能力低者認為電視節目是無法進行教育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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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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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需要有教育功能，因為資訊更新太快，新名詞和事件出現的又

多又快，要短時間知道這些東西，最好的方式就是看財經節目，所以

財經節目應該要有教育的功能在。(B 先生，台北，37 歲，大學畢，專

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間) 

我覺得需要有教育功能吔，因為我們真的需要，很多投資的東西不是

我們本來就懂、不是以前有學過的，但要投資還是要知道才能投資啊，

所以這些電視節目是應該多點教育的東西，而且這樣觀眾的水準也可

以因為電視節目而提升啊，不管是告訴我們新聞、上市櫃公司的事情、

產業或投資環境變化等等的東西，我們都很需要。(H 小姐，新竹，42

歲，大學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上下) 

有二位受訪者表示，因為股市的相關資訊更新太快，新名詞和事件短時間內

透過財金節目來掌握，或是上市櫃公司、產業、投資環境的變化，這都需要透過

電視節目來瞭解，唯此二位受訪者個人所定義的教育，有很大一塊是資訊的提

供，且不僅只是表面或簡單的資訊，而是更深層的資訊解讀與資訊的意涵與影響

分析。其他的受訪者有人需要的教育是帶投資人看財報、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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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基礎知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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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教育功能也是不錯，教教我們怎麼看財務報表、看公司、看產

業，都很好啊。(D 小姐，台北，32 歲，大專畢，半職老闆娘，投資金

額一百萬以下) 

需要有教育功能吧，不能只有訊息，訊息真真假假，也不知節目講真

的還是講假的，倒不如教我們一些根本的東西，還更有意義。(E 小姐，

台北，36 歲，研究所畢，公務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要教我們吧，教我們什麼時候買比較好、什麼時候賣比較好，不過如

果己經漲過的還叫我們買就不太好了。通常我就是聽自己有投資的公

司現在是什麼價錢、有沒有什麼新聞、來看看今天要不要買賣，那些

沒聽過或沒有買過的，有時候不想聽、轉掉了，有時候相同的東西多

聽幾次、多看幾天，我也會去買來試試。(J 太太，雲林，70 歲，初中

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二百萬間) 

一定要有教育功能，不然菜籃族很可憐，其實很多股市相關的資訊和

知識是一般菜籃族或退休人員本來就不太清楚的，也沒有什麼管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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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會，如果電視節目能扮演起教育的角色，對於這些小散戶應很有

幫助，不然他們總是沒有什麼信心，買了一檔股票也不是很清楚為什

麼要買，二天沒漲或一跌就會很緊張的把它賣掉，其實投資台股能不

能賺到錢，還是要回來看買的人到底懂不懂，如果懂就能忍過一時的

波動、才會真的等到獲利。(K 太太，高雄，48 歲，高中畢，金融退休

人員，投資金額一百萬到五百萬間) 

要啦，我們還是會想學啦，其實就算以前不懂、做久了還是會想學一

下。其實要投資台股很容易，像我爸爸不識字也不會玩股票，不過有

一次我要去美國，出發前有大概交待他一下如何幫我顧股票，結果就

那麼一次，他也開始進出股市了，他雖然不認得字，但他會記得股票

代號，會看價格，還開始看報紙喔，不認識字沒關係還是繼續看代號

和價格(大笑)。(L 太太，高雄，50 歲，高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

萬以下) 

由以上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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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L 太太所言，她父親即使不

認識字、沒有投資的概念和經驗，在女兒出國期間以女兒訂下的買賣價格及個股

代號的幾個數字進出幾次後，自己就可以開始投資股市了。而台灣散戶比率高或

許就是因為每個人周遭都有太多類似的故事，耳聞太多學經歷普通的人可在股市

獲利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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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誠如三位投資知識較為豐富的專職或專業投資人

所表示，股市節目觀眾先前知識差異太大能教什麼？怎麼教？而 C 先生亦點出

「交易和看盤是不同的二堂課，觀眾要的是什麼？其實台灣的投資人都很會講、

也會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但還是賠了啊，為什麼？那是因為交易牽涉到的是更多

的人性……」。總而言之，如 K 太太所言「其實很多股市相關的資訊和知識是一

般菜籃族或退休人員本來就不太清楚的，也沒有什麼管道可以學會，如果電視節

目能扮演起教育的角色，對於這些小散戶應很有幫助，不然他們總是沒有什麼信

心，買了一檔股票也不是很清楚為什麼要買，二天沒漲或一跌就會很緊張的把它

賣掉，其實投資台股能不能賺到錢，還是要回來看買的人到底懂不懂，如果懂就

能忍過一時的波動、才會真的等到獲利」或許股市財經節目面對差異甚大的觀眾

群難以進行系統性的教育規劃，唯若能進行更系統性的資訊介紹，將有助於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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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投資知識的建立，對台股投資環境亦能有所助益。 

 

三、希望的社群經營方式 

於訪談的最後，問到受訪者期待電視節目舉辦什麼活動或進行何種方式的社

群經營時，總是陷入一片無聲況狀，大部份受訪者回答從來沒想過，有的則是想

想後說沒有： 

沒想過吔，因為如果是辦活動，星期一到五要看盤、周休假日老公、

小孩在家，我可能都沒辦法去，所以我也不知道辦什麼活動比較好。

(L 太太，高雄，50 歲，高中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有的則在補問較引導式的句子如演講、參訪、旅遊等等後，開始有了想法，

但最多的還是各種形式的演講活動和參訪行程： 

比較好的活動是展望說明會，因為個股變化太快，講那些即時的東西

不如講一季、半年、一年的總經變化或股市展望；至於參訪，也可以

考慮，但參訪的重點是要看公司的規模和老闆的企圖心，如果不能看

到這二個東西，我就沒什麼興趣了。(B 先生，台北，37 歲，大學畢，

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間) 

 

我喜歡有主題的專題講座，比如說電視上會出現的那些財經專家講什

麼聰明理財、或日本大師來講全球或日本財經趨勢等等，我都會想參

加，不要是什麼投顧老師解盤或演講，那些我就沒什麼興趣了。(E 小

姐，台北，36 歲，研究所畢，公務員，投資金額一百萬以下) 

演講吧，講些產業面或景氣循環的東西。(I 先生，台中，43 歲，大學

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五百萬到一千萬) 

演講、解盤那些不用了啦，不過我會想去看廠吔，上市櫃公司不是我

們想去參觀就能參觀的，像我就真的很想去看看 IC 設計或封裝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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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幹什麼，如果有這樣的活動，我又有空，那我就會去。(H 小姐，新

竹，42 歲，大學畢，家管，投資金額一百萬上下) 

參訪最好，但可能性不大，一般公司哪有什麼機會讓我們去參訪；講

座、演講也不錯，會想和演講的人面對面溝通、詢問。我喜歡那種很

多人來參加的講座，那往往是有影響力的，你不要以為謝金河演講來

二百人就只是二百人喔，這二百人如果認同、回去影響的結果可能是

四五百人以上喔，所以辦演講去的人多不多是我會不會參加的考慮因

素。(K 太太，高雄，48 歲，高中畢，金融退休人員，投資金額一百萬

到五百萬間) 

但還是有人深思過後認為任何活動都是不必要的，真要辦折合現金最實在也

最不麻煩，因為證券商每次辦活動送的東西，他早已擁有等級更佳的相同產品；

也有人理性的回答，如果是想要做一個股市相關節目，實在不需辦活動，把力氣

集中在股市相關資訊的精進才是首要： 

 

折現吧，折現最省事，其他的就不用了。(A 先生，台北，45 歲，大學

畢，專職投資人，投資金額一千萬以上) 

 

不用辦什麼活動，把力氣放在把內容和資訊做到最好就夠了。(C 先生，

台北，33 歲，研究所畢，證券金融業，投資金額一百到五百萬間) 

 

在試探這群觀眾可能的社群經營方式或活動時，會發現這群觀眾是相當理性

且清楚自己需要或不需要什麼，他們也不期待透過節目或活動進行任何情感性的

交流，且除了 70 歲的 J 太太會回答「沒有參加過也不知道自己比較喜歡什麼，

不過旅遊是我比較喜歡的啦，只要是沒去過的地方我就會想去」這種較為軟性的

需求外，其他人不是不需要就是仍想要和股市資訊相關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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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若

需經營此社群關係仍需有紮實的股市資訊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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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關於股市財經節目觀眾收視行為研究的整理與發現如下： 

 

一、現有節目收視率及現行收看觀眾群的人口學變項 

經取得台灣 AGB 尼爾森媒體研究所以個人收視紀錄器進行收視調查資料， 

2006 年 1 月 1 日至 2007 年 3 月 31 日清晨時段的收視率由最低的五點時段逐步

增加，十二點時段到達高峰後開始遞減。與晚間的黃金時段相較，上午八、九點

到下午二點的股市貼盤節目時間開機狀況並不理想，其中開機率較高的時段為中

午十二點到下午二點，收視主要集中在無線電視台及一般新聞台，股市貼盤節目

僅非凡新聞台收視率均超過 0.3，其後每個名次的收視率僅接近前一名次的一

半，四個股市貼盤節目的收視率相差甚大。而同一個節目在長達五個小時的節目

中，節目本身在不同時間的收視率並無明顯差別，收視率前二名的節目一開播的

收視率與前一小時相較呈倍數成長，節目播完後收視率立刻又往下掉，顯示在九

點到二點的時段中，收視率前二名的股市貼盤節目會有固定的觀眾群在該時段湧

入。 

而收看股市財經節目觀眾群的人口學變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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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節目的觀眾可能有較高的家庭收入。 

 

二、觀眾收視行為 

本節旨在檢驗「使用與滿足」的觀點主張，人們會主動使用大眾媒介來滿足

特定的人類需求，本研究透過深訪所得資料的整理，瞭解閱聽人如何有目的地使

用傳播媒體來滿足其需求：(1)是否除了電視節目仍其他來源的資訊？ (2)由深訪

閱聽人日常生活中收看股市財經節目的行為瞭解收看股市財經節目的觀眾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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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較主動的閱聽人，其使用媒體的型態是否為工具性遠超過儀式性？(3)閱聽

人對節目的選擇標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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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訪者表示，其股市資訊取得的管道僅為網路、電視或號子，但並不會

有人回答僅依賴雜誌或報紙，可能原因為股市交易瞬息萬變，能夠輔佐下單的

資訊必需要能掌握瞬變的訊息，任何報價的落差都可能增加投資人的購入成本

或減少出售利益，所有能掌握瞬變的資訊管道才可依賴成為股市資訊的獨立來

源，若不能掌握瞬變訊息的管道，則仍需其他資訊管道的補強，不能獨立依賴 

 

2.吸收股市資訊的頻道大於下單行為的頻率 

除了專業、專職的受訪者會回答「貼著盤面」掌握訊息，亦即從開盤到收

盤都盯著盤面的變化，其他一週進出一、二次、一個月進出一、二次，甚至好

幾個才下單一次的受訪者，大部份仍天天關心股市變化，只是關心時間的長短

差異很大，有人可能只看幾分鐘，有人看幾小時，這或許可解釋為股市投資行

為關係對個人財務投資面影響甚大，不論什麼什麼性別、年齡、學歷、地區、

投資金額及下單頻率，均需投入相當的時間，累積到一定的資訊量後才能展開

下單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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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一個受訪中，不論是本來就喜歡一個人看股市財經節目還是因為該時

段家中只有自己一個人，結果呈現多數的人自己一個人收看股市財經節目。 

 

2.女性是否收看股市財經節目受到男性影響 

另由兩位有家人陪伴收視的太太深訪中發現，女性是否收看股市財經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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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男性影響；但受訪中並無男性受訪者提到女性陪伴收視及是否受其影響之

情事。 

 

3.收看股市財經節目需高度投入 

   訪談結果發現，除了貼著盤面掌握股市資訊的閱聽人，由於收視時間太長

會待特殊訊息出現才專心收看外，多數受訪者是有限的收看時間但高度的投

入。 

 

4.在收看的過程中對資訊選擇具有高度自主性 

這些股市財經節目的閱聽眾可以自主判斷是否會受到節目的影響或當日有

無買賣機會而選擇開關機、可在重要新聞出現時去增加其他資訊來源而提升自我

判斷力、可以在二個台或很多台間轉來轉去，但還是能掌握股市資訊，代表其有

高度自主掌握資訊的能力，甚至在資訊提供太慢不能滿足特定閱聽人時，他會選

擇去號子看盤，因為那有很多電視，可以一直盯著以掌握住所有的價量變化。 

 

綜上，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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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中僅有一位太太係為陪伴先生，屬消磨時間的儀式性使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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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的結果和收視率調查結果相似，非凡新聞台的收視者較多，且其收

視者多認為非凡新聞台的股市節目內容是較為專業的，主持人亦較為專業、

中立。有趣的是多數的受訪者表示，並不記得主持人的名字或不在乎主持人

是誰，收看的目的主要係在瞭解當下的股市資訊和來賓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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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畫面差異會養成觀眾收視習慣 

訪談中發現，不同的跑盤方式確實能吸引不同的投資人，且因台股價量

變化快，不習慣畫面規劃的觀眾會找不到其所需資訊，造成依賴電視取得所

需個股資訊的投資人會有習慣的收視節目，且習慣後就不易變更收視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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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的二位專職投資人認為電視投顧節目能透露出當下消息面的相關

資訊，認為電視投顧確實有其價值，唯此種資訊取得及整理的過程太沒效率，

因為電視投顧節目始終還是以鼓吹觀眾加入會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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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訪者認為會收看電視投顧節目主要是因為娛樂效果，因為投顧老師

的詮釋方式太過誇張、無厘頭、很好玩，不過只能笑笑，不值得參考或相信，

不會因為看節目而去買賣股票，純屬娛樂。 

 

(3)喜歡講的準又會帶進帶出的投顧老師 

有受訪者有特定喜歡的電視投顧老師或老師類型，收看電視投顧節目確

實能滿足其對股市投資資訊的需求，喜歡的原因為觀眾真的覺得投顧老師

準、覺得投顧老師講話很實在且會明確告知買賣時間點或是能由基本面為基

礎提供觀點。不過雖然收看電視投顧老師節目的人都是想找比較準的老師，

但因為電視投顧老師的個人風格差異甚大，觀眾最後接受的老師往往是其最

能接受的表達方式、看得最順眼的老師。 

 

(4)覺得電視投顧節目根本在騙人，以前看但後來不看了 

有受訪者曾經收看過電視投顧老師節目但後來不看了，不再看的原因多

是覺得沒有收看節目的動機、不認為電視投顧節目能滿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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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眾對資訊表達方式的偏好 

在收看股市貼盤財經節目或電視投顧老師的節目中，觀眾喜歡什麼樣的口語

表達方式，訪談結果出現二大極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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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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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認

為只需提供其投資個股之價量資訊，整體資訊是簡是繁對他們而言並不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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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受訪者的背景

與回答內容並陳後發現：股市投資相關知識能力高者，有些認為股市電視節目是

無法進行教育的；但卻無股市投資相關知識能力低者認為電視節目是無法進行教

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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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透過受訪者瞭解電視節目可進行何種方式的社群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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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