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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圖 2-5-1研究架構的基礎之下，第三章將就「研究面向」、「資料蒐集、

轉換」、「操作性定義」以及「研究設計與分析模式」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節  研究面向 

壹、研究目的與用途 

根據研究者的目標，可將研究分為三種類型：探索（Exploratory Research）

新課題、描述（Descriptive Research）社會現象與解釋（Explanatory Research）

發生事情的原因（李美華譯，1998：128-132；朱柔若譯，2000：38）。研究者

首先必須清楚而完整的加以「描述」，使得研究者本身或是他人能夠完整而明確

的理解該議題內涵與屬性，進一步「解釋」其成因與脈絡，探討現象之間的關聯

性（邱皓政，2002：1-3）。本研究主要試圖解釋影響大眾媒體消費與總體經濟

變項間關連性的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所持立論基礎即源引：Scripps（1959

）研究美國 1929-1957年大眾媒體消費與總體經濟關連性分析中主要焦點包含兩

個主要論述： 

‧ 大眾媒介消費與總體經濟之間的關係 

‧ 媒介市場內不同類型、特性的媒介彼此之間的關係 

與 1972年McCombs源引 Scripps觀念，所提出的「常數假說」（Constancy 

Hypothesis）：消費者在媒體支出花費佔所有消費支出的百分比呈現一種穩定的

關係，也就是指說當總體經濟表現呈正成長時，媒介消費支出也會成相對性的成

長，反之，當總體經濟表現不佳之時，媒介消費支出亦呈相同幅度的衰減；探究

台灣大眾媒介消費與總體經濟間的關聯性，佔總體消費支出的百分比例維持穩定

的說法在台灣是否可以得到驗證；同時瞭解在不同類型、特性媒介之間的關係及

長期趨勢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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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時間與範圍  

分析編年變動為主的資料在經濟統計中屬非常重要的，即便是小規模的商業

計畫，都必須靠研究過去的趨勢和變動，比較相關數列的波動（余國壽，1969

：pp.184）；而時間資料的變化情形可能會有三種：長期趨勢（Secular Trends）、

週期性波動（Cyclical Movements）和不規則波動（Irregular Movements）（李沛

良，1988：327），大多數經濟統計數列呈現一定的趨勢，包含正、負兩種的變

化（余國壽，1969：187）。 

而經濟發展過程一般可分為五個階段：（轉引自顏伯勤，1991：120-123）

一、傳統性社會階段；二、經濟起飛的過渡階段；三、進入起飛階段；四、起飛

成熟階段；五、高度大眾化消費階段，而台灣近幾十年來，在經濟方向有快速的

成長。 

故，關於時間處理，本研究採一個時間點以上的時間序列研究（Time-series 

Research），針對台灣公布總體經濟指標、媒體有效廣告量等現成統計資料研究

（Existing Statistics Research）重新組織與組合這些資料，經過必要的調整，時間

橫跨 41年（1962-2002年），透過這些資料，觀察變項中的關聯性，探討台灣經

歷 41年中不同時點下的情況改變。 

在量化研究架構下的基本元素是由數字構成的變項（Variable），藉以描述

變項與變項之間的假設（Hypothesis），所謂的變項，是在表現被研究對象的某

一屬性因時地人的不同，在質或量上的變化（邱皓政，2002：pp.1-6）。 

所以，本研究自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的操作上，以不同的經濟指標，

如同第二章文獻探討中主要討論的變項：經濟成長率（Economics Growth Rate）、

國民可支配所得（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失業率

（Unemployment）、中央銀行重貼現率（Rediscount Rate of CBC）為主要指標

；依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的操作上，採用媒體廣告總量、報紙、雜誌、

廣播、電視、印刷媒體、廣電媒體七大項為主要分析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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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主要研究指標 

 國內經濟指標  媒體消費額 媒體廣告總量  

主要分
析指標  

Ø 經濟成長率 

Ø 國民可支配所得  

Ø 國民生產毛額  

Ø 消費者物價指數  

Ø 失業率  

Ø 中央銀行重貼現率 

Ø 娛樂消遣教育及文
化服務費  

Ø 媒體廣告總量  

Ø 報紙廣告量 

Ø 雜誌廣告量 

Ø 廣播廣告量 

Ø 電視廣告量 

Ø 印刷媒體廣告量  

Ø 廣電媒體廣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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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蒐集與轉換 

壹、資料蒐集 

本研究主要研究大眾媒介消費與總體經濟之間的關係，以經濟成長率

（Economics Growth Rate）、國民可支配所得（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

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失業率（Unemployment）、中央銀行重貼現率（Rediscount Rate 

of CBC）、媒體廣告量為分析變項依據，進行時間、收入趨勢分析。 

    國內總體經濟指標，以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局所統計「社會指標統計」、「國

民所得統計摘要」、「中華民國統計月報」、「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國民所

得年刊」與經濟部「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資料為主，歷年來相關指標詳見《附

錄一》。 

    在大眾媒介消費指標上，如同前述，媒介運作於雙元市場中，而運作的兩個

市場其實是會彼此影響，一個的市場表現會影響另一個市場的反應，也因此討論

媒介市場相關議題時，必須關注「閱聽人」、「廣告量」兩個不同的市場；但因

台灣從事家戶收支統計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將媒體支

出費用歸納為「娛樂消遣及教育文化支出」大項，次項分別為：娛樂消遣服務、

書報雜誌文具、消遣康樂器材及其附屬品，細目為：運動相關費用、其他娛樂消

遣、租購錄影帶軟體色帶滑鼠及有線電視費用、電視機、電腦等家庭設備本年內

購置及修理保養費以及租購碟片費購置唱片錄影帶底片費沖洗費，無法得到有效

的分析資料，故僅以民間消費實質成長率中「娛樂消遣教育及文化支出」分析與

總體經濟指標關聯性，其餘以廣告量來討論大眾媒體消費趨勢。 

    台灣開始使用大眾媒體廣告活動始自 1896年，開啟了台灣近代廣告經營的

序幕；1945年終戰，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而 1962年台視開播，以及六 0年代

東方廣告社、台灣廣告公司、國際工商傳播、華商廣告公司等廣告代理先驅的創

業，則將台灣廣告專業導入了電視時代（鄭自隆，1999）。 

    台灣廣告量的計算，早期有顏伯勤教授，後來有台北市廣告代理商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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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潤利公司，由於各家的計算基礎不一，以及資料取得不易，因此數據的

呈現亦有出入（陳清河、鄭自隆，2002：60-62），本研究採用陳清河、鄭自隆

《加入世貿組織後國內廣告潛在市場分析》採用潤利公司、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

同業公會所統計的媒體廣告量資料為主，歷年國內媒體廣告量數據詳見《附錄二

》。 

貳、資料轉換 

時間數列的資料相較於次數分配的統計資料而言，較不需要初步的編集，但

是需注意原始資料以及轉手資料的數字原樣是否符合分析形式。在任何的時間數

列分析中，不同時日的資料間必須有嚴格的「可比較性」，分析一個性質不一致

的數列，任何企圖都是白費心機（余國壽，1969：185）。 

再，如果經濟指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則會有兩種可能發生：一為該經濟生產

更大量的財貨與勞務；二則是指財貨與勞務以更高的價格售出，因此，在研究經

濟隨時間變化時，須要計算出未受價格變動影響的財貨與勞務（林建甫譯，2001

：546）；故，本研究在進一步分析資料之前，蒐集的數據仍須經幾道轉換的手

續（當期價格與固定價格轉換），使得進入統計分析，調整方法如下所述： 

「經濟成長率」以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變動衡量；「物價指數」

1981年以前有區分都市、鄉村，故 1981年前「消費者物價指數」以都市消費者

物價（Urban Consumer Prices）為主；中央銀行重貼現率 1952-1960年以台灣銀

行重貼現率為主，所列的重貼現率是指平均年息。 

因分析資料橫跨不同的時間，會受到物價波動的影響，為了消除不同時期物

價波動的影響，必須不受物價水準變動的實際值（Real Value）來做為比較價格

的基礎，所以將「消費者物價指數」轉換為以 1996年為基期的固定價格分析。 

由於潤利公司及台北市廣告代理商同業公會所提供之廣告量資料，缺少

1996、1997及 1998等三年「廣播廣告量數據」，故以 1996年之前五年（1991-1995

年）的廣播廣告平均成長率（10%）設算之。而總廣告量之加總則以此設算之三

年資料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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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項與操作性定義 

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是在界定一個概念或是變項時，舉出測

量該變項或產生該事項所作的操作活動，而非描述變項或現象的性質或特徵（邱

皓政，2002：1-7）；科學採用操作性定義主要有下列優點：第一，使研究者的

思考具體而清晰，防止含混的陳述；再者，定義操作化可以減少一門科學中所使

用的概念或變項的數目，只有在操作程序顯著不同時，才會增加一個新的概念或

是變項；第三，操作型地定義可以確保研究者溝通的正確性，防止誤解產生（楊

國樞，1989：20）。 

是故，本研究針對分析變項與時間範圍操作性定義如下所述（林建甫等譯，

2001：634；高希均，1987：82-83；陳文蔚，2000：273-290；黃金樹，2002：

321+326-327+348-351+421+471+490-492）： 

自變項：關於「常數假說」（Constancy Hypothesis）自變項的操作仍未有統

一指標，故本研究延續 Dupagne（1997：7）所歸納出歷年從事相關研究學者所

採用的指標，逐一檢視： 

‧ 經濟成長率（Economics Growth Rate）：一般而言經濟成長指一經濟體的潛

在實質 GDP 水準或平均每人潛在實質 GDP 水準，長時間的增長情形，不過

，各國最常見的經濟成長率以其實際的實質 GDP 水準（分潛在 GDP）所計

算得到。 

‧ 國民可支配所得（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首先釐清 GDP所延伸出相

關概念。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以一經濟體的地理範圍定義，GNP

，是以一國的國民或是國籍來定義。 

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NI）：從國民的角度來看，經發展的過程中，

因為折舊或是間接稅淨額的提高，而使 GNP變大，但要素所得並沒有增加，

所以要瞭解一國消費或儲蓄行為，會以 NI 來討論；NI=GNP-折舊-間接稅淨

額。 

個人所得（Personal Income，PI）：NI強調以國家立場來看所得要素，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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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場來看個人實際所得，一般就稱為個人所得，NI 與 PI 間的差別在於前

者多一項由國內外對家戶單位的移轉性收入（包括本國政府給付退休年金、

失業或災難救濟金與國外捐贈淨額等項目）；PI=NI+國內外對家戶單位的移

轉性支出-（營利事業所得稅、公司未分配盈餘、社會安全保險費等項未分配

到個人手中所得）。 

可支配所得（Disposable Income，DI）：個人實際得到的所得中（PI），仍

須繳納直接稅之後，才可算是可支配所得；DI=PI-家戶及民間非營利團體的

直接稅。 

‧ 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指一個國家的國民，在一

定期間生產最終財貨與勞務的價值。 

‧ 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當物價上升時，貨幣的價

值就會下降，就是所謂的貨幣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貨幣購買

力的增減與物價水準呈反方向變動；物價水準指所有（或部分）商品的平均

價格，由於不同商品使用單位不完全相同，即便相同，商品的重要性也有差

異，所以利用加權平均數的概念，以某一個基本時期某商品成交量與價格，

作為計算物價水準的依據，同時以該一基本時期的物價水準訂為 100%。 

‧ 失業率（Unemployment Rate）：「失業人口」是由十五歲以上「經濟活動

人口」中扣除「就業人口」所得；而失業率為勞動力（Labor Force：所有工

作者的人數，包括有工作以及失業的人）中失業人口所佔的百分比，代表經

濟活動人口中失業人數；失業率＝勞動力/成人人口*100%。 

‧ 中央銀行重貼現率（Rediscount Rate of CBC）：中央銀行存在的目的在於執

行以及擬定本國的貨幣政策，以維護金融、物價及匯率的穩定。一般銀行向

央行融通的方式有二：重貼現（Rediscount）、短期融通兩種；重貼現是一般

銀行，將其所持有未到期來自顧客向其貼現的商業票據，轉向央行「再貼現

」，以取得現金，因此當央行提高或降低重貼現率時一般銀行就會減少或是

增加其再貼現所能取得的現金。 

依變項：因為受限於現有統計資料的限制，所以依變項的操作仍是沿用原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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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單位所劃分：歷年媒介廣告總量、報紙廣告量、雜誌廣告量、廣播廣告量、電

視廣告量；但，為了不僅僅只瞭解大眾媒介消費與總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常數

假說」（Constancy Hypothesis），Dupagne（1996：613）指出早期的驗證多著重

在「常數」檢驗，其實「功能均等」假說亦是重要驗證模式，所以更進一步想要

解釋媒介市場內不同類型、特性的媒介彼此之間的關係 --功能均等假說

(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ssumption)，故依照媒體特性與演進時程劃分為：印刷

媒體（報紙、雜誌）廣告量、電子媒體（廣播、電視）廣告量等七大項進行分析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近年來網際網路乃至於戶外媒體的廣告量有不同單

位已著手進行統計分析，但礙於所累積的年數有限（n<10），Dupagne（1996）

指出過小的樣本數，會導致假說的推論有疑義，所以在本次研究中並未涵括在內

。 

時間範圍：時間的長短對於經濟學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個體經濟學主要分

三個時期：暫時性、短期、長期，總體經濟學加上「很長期」（the Secular Long-run

）的概念，指某經濟事物的長期趨勢（陳文蔚，2000：9）。 

「常數假說」（Constancy Hypothesis）如同 Wood（1986）援引 McCombs

所提出的觀念，針對較長時間研究歸納「時間趨勢的常數假說」( Time-trend 

Constancy Hypothesis）一般，是非常強調長、短期時間的影響，同時 Son（1990

：615）指出 25個樣本數，是為較為符合「常數假說」檢定，所以本研究時間以

橫跨 41年（1962-2002年）的資料為主要分析依據。 

文獻探討中同時發現雖然發現長時期的媒介消費市場是支持相對常數原則

的，也就是媒介市場無論是否因為新傳播科技的導入，市場消費量始終與總體經

濟維持著穩定的關係；但，多數研究也發現，若將研究樣本放在 70或 80年代以

後的較短時距，特別是在新媒體出現時，媒介消費市場卻有擴大的趨勢，這種擴

大並未侵噬舊有媒介，而是消費的額外增加，所以將研究分為兩大部分：長期（41

年）的分析、短期（1962-1975年、1976-1988年、1989-2002年，共 3個間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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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分析模式 

本研究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檢驗上述所選經濟指標與媒體消費額、媒

體廣告量分別進行關聯性分析，瞭解自、依變項間的關聯性強度。第二部分：瞭

解民眾對於媒體消費的支出，是否如同 Scripps（1959）提出結論般：與食物、

衣服的花費一樣，在社會之中呈現一個穩定的消費常數（Constancy）；即為「相

對常數原則」（Principle of Relative Constancy）檢定；第三部分：瞭解不同媒體

的消長趨勢，即「功能均等假說」（Functional Equivalence Assumption）的檢定

。 

第一部份，檢驗媒體市場的成長或衰退與總體經濟指標兩者間是否具有顯著

關連情形，建立一個用以描述相關情形的量數，即相關係數（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有鑑於媒體市場消費量、廣告量、經濟指標等數據，為一無母數

統計（Nonparametric）1，沒有滿足常態性假設的等距資料；再者，在線性關係

的討論之中，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可能受到其他變項的干擾，且不一定是在同

一時間發生，可能是隔一年才會發生，所以進行延遲相關2（Lagging Correlation

）的分析（李沛良，1988：333）；同時採用淨相關（Partial Correlation）3分析

，將第三變項的效果進行統計的控制（黃國光，2000：9-27；邱皓政，2002：12-8

），以便確切瞭解所欲分析兩變項的關聯性；因為分析兩變項的關係時，相關的

兩變項不一定有因果之分，可能是共同變化，所以藉由交叉延遲淨相關

（ Cross-lagged Partial Correlation）分析，瞭解兩者之間的不對稱關係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4（李沛良，1988：73）。 

第二部分：媒體市場的成長或衰退乃是與總體經濟具有顯著關係性，也就是

說民眾對於媒體消費的支出，終究與食物、衣服的花費一樣，在社會之中呈現一

                                                 
1 無母數檢定（Nonparametic Tests）處理母體分佈為非常態或未知的情況。  
2 延遲相關又稱墮後相關。  
3 若兩變項均同時與另外一個或多個變項間有關聯存在，將影響此兩個變項的其他變數除去之後
，此兩個變數之間純相關的程度即稱為淨相關（Partial Correlations），稱之為偏相關。  

4 不確定或不區分兩變數影響方向，此一情況稱為對稱關係（Symmetrical Relationship）；反之
，確定兩變項影響的因果關係即稱為不對稱關係（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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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穩定的消費常數（Constancy）。首先，引用 Yooung& Grant（1997）所提出分

析模式概念，進行初步分析： 

IC(t)= PC(t)- MM(t) 

其中，IC(t)代表一常數值；PC(t)則指個人消費金額百分比；MM(t)是指民眾

對大眾媒體支出百分比； t代表年。 

再者，檢驗媒體廣告量成長趨勢與總體經濟指標，援引Wood（1986）針對

較長時間研究歸納統稱為「時間趨勢的常數假說」（Time-trend Constancy 

Hypothesis），提出的迴歸分析模式如下： 

媒體廣告量＝ß0 + ß1時間變項 + 總體經濟指標 + e 

以及Wood（1986）提出所謂的「收入分配常數假說」（Income-share Constancy 

Hypothesis )，迴歸模式表現可以如下： 

媒體廣告量= ß0 + ß1總體經濟指標 + e 

    進行基礎迴歸分析，但以時間序列進行分析容易出現自我相關

（Autocorrelation）的干擾，所以運用 Durbin-Watson檢驗，Durbin-Watson檢驗

假設迴歸誤差具有第一階段的自我相關誤差（First-ordered Autocorrelation），當

Durbin-Watson 檢驗值大於臨界上限則會表示自我相關干擾不存在；小於臨界值

則表示自我相關干擾存在（李沛良，1988；張劭勳、林秀娟，1999；邱皓政，2002

）。 

第三部分瞭解媒體市場內不同類型、特性媒體彼此之間的關係。如同前上述

的命題為真，則表示媒體市場大餅乃是相當恆定的，任何一項新媒體市場的擴張

，必定會剝奪舊有媒體的市場佔有率，因為即便傳播產業中的競爭結構或是新傳

播科技的引進等因素影響，都不會影響上述二者之間的關係；換言之，無論如何

，媒介的總體市場是衡定的。 

故，首先以 Young& Grant（1997）提出公式，檢驗不同媒體在媒體消費支

出中的消長趨勢： 

DCi(t)=MIi(t)/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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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Ci(t)代表對某一媒體增加消費金額百分比；MIi(t)是指民眾對某一媒

體（與前述同一媒體）支出金額；TI(t)則指所有民眾所有大眾媒體支出金額；t

代表年； 

再者，承接上述時間、收入趨勢分析模式，將不同類型媒體（報紙廣告量、

雜誌廣告量、廣播廣告量、電視廣告量、印刷媒體、電子媒體）分別進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