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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這是個什麼都數位化的時代，零與一已經逐漸佔據我們的生活。從 Tape 到

CD，從紙本到 e 化，連電視都跟著進入數位化電視的時代。

目前全球提供數位電視服務業者可以分為地面廣播、衛星廣播、有線系統、

電信網路與行動通訊業者五種。業者透過傳輸方式提供不同類型的電視服務，搭

配終端接收裝置例如Digital STB、Digital tuner 等來提供服務。電視數位化後，業

者提供了許許多多的服務，例如有趣的電視內容、互動專屬化的電視服務、高畫

質的電視節目等。

為了加速數位電視產業之發展，建立數位電視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我國

政府於民國 86 年 11 月 10 日核定數位電視推動時程，並要求無線電視台於 90 年

12 月全區開播。2010 年時，將停止現有的類比電視訊號播送，全面改為數位訊

號播送。為了因應無線電視的整體大改變，有線電視業者如東森集團、和信集團，

也開始積極推動數位化有線電視及數位加值內容服務付費頻道之經營。

2004 年 7 月 1 日，當 5家無線電視台總經理在數位電視聯合開播典禮上，按

下遙控器那一刻，代表著民眾看電視的經驗將近入新紀元。然而，數位電視的開

播不僅是一場電視觀看經驗的革命，也將促動許多產業發展的契機。

無線電視台數位頻道的開播，將提供收視戶（含固定及行動）多頻道、多媒

體、多通路的媒體整合服務。基於數位資訊系統的互通性，電視頻道與電信網路

也可順利的結合，促使原有的收視戶成為電信服務用戶。在相輔相成的推動效果

下，同步擴大無線電視台與電信公司的營收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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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的數位電視採歐規系統，因此將可有效提供行動與攜帶式接收的寬

頻影音服務載具。戶外電視接收是一個嶄新的經驗，可以轉變固有的收視習慣，

是觀眾感受到數位電視進步的最好門路（台灣無線數位電視產業白皮書，2003）。

回顧無線電視的發展史，可謂有三波重要的變革階段，第一波是黑白電視的

誕生，美國在 1930 年代開始播送，聲音的部分只有單聲道。第二波是彩色電視

的發展，逾 1953 年採用 NTSC 頻譜相容的彩色電視系統，閱聽人因此可收看彩

色畫面，而到了 1984 年，又加入立體聲信號，之後並有雙語廣播技術的出現。

而在彩色電視出現四十多年後，目前正走向電視的第三波—數位電視。而電視從

類比訊號播送變成數位訊號播送，其潛在意涵遠非當年從黑白電視轉成彩色電視

所能相提並論。如果把電視畫面的黑白轉彩色視為第一次電視革命，那麼從類比

轉數位就是第二次革命。

表 1-1：第二次電視革命

類比電視 數位電視

Push 播 Pull 播

Broadcaster

播映者

Content provider

內容提供者

Information receiver

信息接收者

Information seeker

信息尋求者

資料來源：李光輝（2005）

拜科技所賜，數位電視不再是一個夢幻名詞，而是一項正在發生的事情。數

位電視除了在硬體上代表了從類比訊號轉變成0與1的數位化訊號傳送影音訊號

之外，在軟體上還代表了許多傳統類比電視無法做到的特殊服務與功能。

從業者端來說，由於數位訊號可以壓縮，原來的一個電視頻道在數位化之後

至少可以變成四個頻道；數位訊號的畫質和音效也優於目前的類比訊號，可以帶

來更高的視聽享受；更重要的是，數位訊號可以涵蓋文字、圖片和影像等各種內

容，因此數位電視除了播放傳統的影音節目以外，還可以播放其他型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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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新的商機（傅尚裕，2001）。

從閱聽人這一頭來說，電視數位化之後，再也不用守在電視機旁當奴隸，屆

時「看」電視會變成「用」電視。因為數位電視不僅可以提供現場般逼真的聲光

效果，閱聽人也不用守在電視機旁，被動地等待節目播出，更不必擔心錯過任何

一個鏡頭，可以隨時選擇想看的節目、隨心調閱相關資料，或任意暫停、回溯、

重播，還可以透過電視進行線上遊戲。拜數位化與網路之賜，電視數位化之後加

入了互動的元素，讓電視服務跳脫單向的傳遞，讓收視戶對電視可以有更多的掌

控權。

也就是說，數位電視將引導傳統電視媒體朝向「以網際網路為導向」

（Internet-Oriented Content）的內容發展。未來數位電視將和現在的 Internet 一樣，

允許多量、分眾、檢索式的內容同時播送，並且優先考慮使用者的需求，再提供

服務內容；同時又以拉播（Pull）代替推播（Push）技術，落實隨選視訊的服務。

因此電視媒體線性、單向的服務在數位寬頻時代即將受到結構性的挑戰，因為數

位媒體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互動性，讓消費者使用媒體時，享有權力，而不再是單

向、被動、無回饋的傳播路徑。

傳統電視採用廣播（Broadcast），是一種點對點的單向傳輸網路，不需要使

用者要求，它也會對外進行資料及節目的傳送。這種播送方式為 Push Mode（推

模式），不等用戶要求，就將資訊主動往外送。也就是說，它是一種不論用戶看

與不看都會發送訊號與節目的服務方式。發展到數位電視階段時，除了節目與系

統端主動「推」（Push，訂閱發送）資訊與節目到用戶端，例如付費頻道（Pay Service）

之外，用戶也可以主動到系統或節目端來「拉」（Pull，虛擬點播）他所中意的節

目，例如VOD（Video-On-Demand）與 PPV（Pay-Per-View）。這種 Pull Mode（拉

模式）：又稱點選（On-Demand）模式。在此種模式中，收視者需要主動擷取他

所需要的內容，資料與節目只有在收視者即時要求之下才會依他的要求進行播

放。

而DVR（Digital video recorder）這項殺手級硬體的誕生，代表著閱聽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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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從「被動」轉為「主動」。DVR 可以讓觀眾藉由內建於數位電視機或數位視訊

轉接器（Set Top Box：STB）的硬碟錄製正在進行中的電視節目，或以預約錄影

（Time-Shift）的方式將想看的節目錄下來，在適當的時間播出、暫停或倒轉以

方便觀賞（張慧君，2002）。DVR 的應用徹底打破傳統認知—電視傳播是稍縱即

逝、電視傳播收視者不能暫停節目播送、電視傳播不能重複收看（覃逸萍，2000）。

而數位電視這種暫停、側錄、重複播放的特性，徹底打破傳統認知—電視傳播是

稍縱即逝、電視傳播收視者不能暫停節目播送、電視傳播不能重複收看（覃逸萍，

2000），因此對於電視生態帶來幾個值得思索的方向。

表 1-2：DVR 帶來的衝擊

Real Time Personal Video Recorder

即時播映 Digital Video Recorder

延遲收視

Rating Issues

收視率調查的問題

AD Skipping

跳過廣告的問題
資料來源：李光輝（2005）

數位電視的出現，絕對是傳播媒介的一大革命，電視將不再只是電視。可以

預見的是，台灣的電視生態，將慢慢踏入一個全新的領域。在未來幾年裡，數位

電視將引發整個媒體生態的大動盪。電視從類比走向數位化，影響的範疇包含了

閱聽人的收看模式、頻道的節目策略、收視率的調查方法、政府相關法令，以及

廣告的新形貌等（謝清豪，2005）。

經濟學者 Picard（1989）認為，媒體產業與其他產業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在一

個雙元市場中運作。在「媒介產品市場」中，它提供的是「產品」（good），即資

訊與娛樂內容。而在「廣告市場」上，它提供的是「服務」（service），成為廣告

的載具（劉幼琍，1997）。王道平（2004）也認為：媒體主有時候其實本身是一

個廣告主也是一個商品。媒體不只是一個傳播的工具，不只是一個管道而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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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某些時候也是一個商品，需要去做行銷的。

電視是一個提供大眾資訊與娛樂的媒體，同時也是強而有力的廣告載具。做

為以營收為目的的媒體，電視的財源主要來自兩方面：閱聽眾使用費及廣告，因

此收視率調查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黃彥達（2003）就表示：電視台的命脈是

什麼？當然是廣告。而與廣告收入習習相關的，則是收視率。電視沒人看，廣告

就不會有廠商買。電視台就不會有收入。

長久以來，電視和收視率調查就像連體嬰的關係，密不可分。也可以說它們

之間就如同魚幫水、水幫魚一般。鄭明椿（2003）就說：「收視率調查就是觀眾

的分身、商業電視的連體嬰、廣告業務的代言人、以及對廣告主的溝通語言與貨

幣。」蔡淑瑜（2003）也說：「高低起伏的收視率數字，牽動了電視公司、廣告

主、製作單位龐大的利潤，也決定節目播出的長短。因此過去曾有人以『三角習

題』來形容收視率與電視台、廣告客戶、觀眾之間的複雜關係。」

收視率調查是一個很重要的反饋機制，除了讓電視台知道觀眾對節目的反

應，也讓廣告商得知商品訊息是否能有效地接觸某些觀眾。收視率調查在台灣已

經有超過二十年的歷史，採用的方式包括：電話調查法、留置問卷日記法、以及

個人/家庭收視記錄器。上述的方法各自有各自的優點，但是卻也同樣存在著不

足之處。

從收視率調查方法的演進可以發現，收視率調查向來都是順應電視媒體環境

下的產物。如果說數位電視發展的過程是自變項的話，那麼收視率調查的方式就

是應變項。林宜蓁（2004）就認為，收視率調查是一項需要適應科技、市場需求、

觀眾收視行為、產業結構等改變的作業。

未來，收視率調查將面臨以下的難題與挑戰：多頻道媒體環境，多頻道子母

畫面分割、寬頻網路時代、電視內裝電子偵測器（梁世武、郭魯萍，2000），這

些趨勢都增加了收視率調查的複雜性、困難度、以及不可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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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的電視媒體生態慢慢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無線電視數位化，可以預

見，在前進的路上會遭遇許多波折、帶來許多變異。收視率調查是一項需要適應

科技、市場需求、觀眾收視行為、產業結構等改變的作業（林宜蓁，2004）。當

媒體大環境改變時，收視測量技術必須與新的電視技術同步發展，並針對日益細

分、複雜化的電視市場迅速做出反應。因此無線數位電視環境下的收視率調查將

面臨哪些內涵面、技術面以及執行面上的改變，是本研究聚焦深探的重點。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 我國無線數位電視發展概況

數位電視是繼黑白電視、彩色電視後，電視技術上的一大突破，也是電視技

術歷史上的一大革命。我國於民國 87 年由交通部宣布我國無線數位電視的規

格，決定採用美規的ATSC（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之標準。

五家電視台在執行經濟部贊助的「地面廣播數位電視實驗台試播發展計畫」

過程中，發現美規ATSC 數位電視的種種限制，例如抗多重路徑（Multi-path）的

能力不足，室內接收表現不佳，以及不能做行動接收等等缺點。在我國地狹人稠

的特殊地理環境及都會區內高樓櫛比鱗次的條件下，美規ATSC 無線數位電視標

準顯得難以伸展伸手；而從種種文獻報導來看，反而是歐規DVB-T（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Terrestrial）無線數位電視標準較適合我國特殊地理環境，如都會區

的發展及行動接收需求。在秉持技術中立的原則下，我國於民國 90 年 6 月決定

改採歐規DVB-T 為標準（台灣無線數位電視產業白皮書，2003）。

和傳統的類比傳播方式相比，採用DVB-T 的優點有（蔡念中，2003）：

1. 可於每一個頻道 6MHz 頻寬內，同時傳送一個高畫質節目（HDTV）或四個基

本畫質頻道（Standard Definition Television , SDTV）。

2. 具有單頻網的特性（Single Frequency Network , SFN），從北到南，從西到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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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更換頻率（美規ATSC 數位電視及現行之類比電視皆為多頻網 Multiple

Frequency Network , MFN）。即北、中、南、東區之同一節目之頻率需跳開，

避免干擾。

3. 亦可採用多頻網之設計。

4. 可定點廣播（區域性）。

5. 可傳送數據資訊服務（電視節目與數據資訊同時傳送）。

6. 可製作電子節目表單（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 EPG）選節目而不用選頻率。

7. 可結合 GSM、電話線路、雙向有線電視網路為回傳路線，具有互動性服務。

8. 具有較佳之行動接收能力。

為確定數位電視的願景，朝向「數位電視普及化、數位頻道多元化、數位內

容優質化、數位落差極小化」發展，行政院在今年通過「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

草案，明年元旦起 29 吋以上電視機一律內建或附加數位接收器，民國 97 年元旦

起，電視機全面內建或附加數位接收器；政府將在 99 年底前，陸續收回類比無

線電視電波頻率，無線電視台全面進入數位時代（蘇秀慧，2005）。

國內五家無線電視台於 2004 年 7 月 1 日舉行無線數位電視聯合開播儀式，

典禮中宣告台灣已經完成第三波電視產業革命，正式進入無線數位電視的新時代

里程碑。無線數位電視強調「免費、行動、優質」。民眾只要加裝收訊設備，就

能免費收看十四個頻道的節目，如果裝設行動接受設備，更可以走到那裡就看到

那裡，收視品質將遠比傳統的類比電視清晰與穩定。另外，也有部分無線電視數

位頻道將和有線頻道一樣二十四小時全天播出。（黃心慈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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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最新數位電視頻道播出一覽表

頻道 節目 頻譜分配

中視

中視

中視新聞台

中視生活台

24/25

公視 公視

DIMO TV

26/27

民視

民視無線台

台灣交通電視台

民視奧運台

28/29

台視

台灣電視台

台灣家庭台

台灣財經台

31/32

華視 華視

華視教學台

優新聞體育頻道

34/35

可收看五家無線數位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公視、民視）

共 13～15 個數位頻道內容。

資料來源：華視網站

中環公司也在今年結合國內無線電視台、廣播電台、行動電話系統業者、手

機大廠諾基亞等，共同推動「行動電視策略聯盟」，未來將共同致力於國內數位

電視與行動通訊的整合發展。預計下半年起，用手機接上數位電視接收器，就可

以不占無線頻寬，隨時隨地收看無線電視台的行動電視（Mobile TV），並且還可

以結合行動通訊網進行雙向互動溝通。 這項新技術是透過國內去年已開播的數

位電視無線頻率（歐規DVB-T 標準），擴展應用於手機傳輸的DVB-H 標準，讓

手機透過接收器直接接收數位電視的訊號（胡明揚，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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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無線數位電視的危機和契機

數位化後，無線五台推出 14 個頻道。不過無線電視數位化的發展過程中也

面臨了一些困境與挑戰，歸納整理如下：

1. 內容軟體與科技硬體是否同步發展

數位電視開播後，無線頻道的數量由原來 5個變成 14 個，內容豐富度的確大

增，可變化的空間也多，因此無線電視台認為這是突破現有經營困境的契機。

資策會資深產業顧問楊中傑說：「數位電視的發展，最終還是會回到內容面的

競爭」特別是目前率先全面播出的無線電視台會面臨最大的挑戰。能否提供

與目前有線電視不同的節目，足以吸引觀眾的興趣，將會是無線數位電視發

展是否成功的關鍵之一。否則，如果只是更新了載具，卻少了承載的優質內

容，那麼絕對無法吸引閱聽眾的加入。因為閱聽眾最在意的部分不是硬體設

備是否創新，而是軟體部分有無打動人心。

2. 如何解決收視死角，讓訊號無所不至

要達到全區收視效果必須在全台建設九個主塔台及 20-30 個轉播站，平均一

個塔台的成本約 3,000 萬元，主要地區的塔台及轉播站已經於 91 年建置完成，

偏遠地區及東部的硬體建設將逐步推動，95 年底建置完成。無線數位電視想

達到 80％的覆蓋率，仍須投入大量資金才能消滅所有死角。根據陳清河教授

估計，光大台北地區就需投入 20 億元，無線台目前普遍營收不佳，難以調度

資金完成轉播站與塔台的建設。而且過去各台各自建設塔台及轉播站，傳輸

範圍多所重複，未來成立共同傳輸平台，成本如何分攤、新的建設成本如何

分攤、如何公平分配，會是一大難題。

3. 市場接受度低，該如何提高市場熱度

無線數位有三種形式，分別是家用電視的機上盒、車用及電腦用，預估 2008

年可以達到 85％的數位市場佔有率。不過，市場需求迄今仍未出現。無線電

視台原本希望奧運轉播可以帶來 30 萬台機上盒商機，但根據工業局數位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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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小組統計，無線數位機上盒僅推廣了 9.5 萬台（家用 2.5 萬、車用 4.5 萬

及電腦用 2.5 萬），目前無線數位電視總戶數約 20 萬戶，普及率約 3％。市場

接受度不高與機上盒售價偏高有關，而售價偏高則是因為經濟規模不足。要

如何擴大市場規模以降低價格，有賴於政府明確的產業政策。

4. 有線電視收視版圖大於無線電視

雖然民視總經理陳剛信在開播典禮代表各台發言表示：「打開中華民國電視

史，民眾都是靠天線看電視，直到 10 年前有線電視興起，頂樓的天線都消失

了，現在無線台反而得靠有線電視傳輸，但數位電視開播後，民眾又從有線

中解放出來。」然而，在台灣擁有將近 500 萬有線電視用戶、占全國電視戶

的八成的有線業者，當然也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特別是比起無線業者訊號

無法回傳，以及共同平台技術尚未成熟的限制，數位電視訴求的互動功能反

而早一步在有線的平台上出現。因此該如何突破有線台的高佔有率成了重要

的課題。目前台灣電視生態，有線電視收視版圖大於無線電視，收視習慣已

經養成，除非有重大刺激因素，電視生態基本盤尚不致改變。

5. 如何拓展業外收入，創造高營收

數位化投資規模龐大，但目前各媒體仍在摸索獲利機制的模式，因為內容不

能收費，廣告收入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再加上附加或互動服務尚未成熟，更

難收費。因此未來不只是行銷的嘗試，在經營策略上也要有新的思考。中視

曠湘霞表示，過去電視台的經營模式，就是靠著收視率來爭取廣告客戶的認

同，但是現在數位電視已經開播了，卻還沒有一套標準來衡量，更何況數位

電視又具有新科技的想像空間，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未來營運上的困難度以及

不確定性。

但是數位電視未來的發展並非全然悲觀。有悲觀面，就會有樂觀面；有危機，

就會有契機。林瑞榮（2004）就提出了無線數位電視應該發揮、把握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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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電視無線家族推展策略

（一）以無線傳播之優點鞏固無線基本盤

無線電視收視戶數退至總收視戶人口的 15％，成為弱勢族群，分析此無線

收視戶存在理由有三：1.不願負擔有線電視費用、2.不願小孩收看不雅內容、3.

沒有收看有線電視的需求。

數位電視推出初期首要對象為此類收視族群，以數位播出品質（DVD 以上

的品質，擺脫以往重影或雪花現象）及有利接收條件（室內天線可接收，免除戶

外天線安裝困難）促其轉換為數位電視收視族群。另外因為可行動接收之條件，

可再增闢交通族群人口（轎車、計程車、大眾運輸之族群）。因此健全廣播服務

涵蓋範圍為此階段非常重要且不可忽視的任務。

（二）以觀眾需求的內容擄獲觀眾的心

因為節目頻道數增加，數位化電視的推展開啟了回流無線電視平台的契機。

如果僅以舊有類比內容轉換成數位塞滿通道的觀點出發，則無法吸引觀眾加入。

再因時間拉長後收視族群若無法增加，在多頻道多負擔情況下，將墜入負面循環。

各台有各台的經營策略乃無庸置疑，但在一邊競爭情形下不妨有合作機會。

例如共商聯購Discovery、Nation Geographic、Animal Channel、Knowledge Channel

等節目於無線平台播放，另為平衡效益可各台出一節目通道播放聯購之節目，並

共享聯購節目之廣告收益。

（三）以數位加值服務擴爭收視族群

拜多媒體平台之賜，無線家族可進行數位加值服務，以各自發展之數位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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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擴爭收視族群，例 TV-Commerce（購物、股市）、TV-Game、TV-Government、

TV-Learning 等等，以開發或滿足收視戶之需求為出發點。

二、無線電視台電信公司整合營運模式

數位電視無線地面廣播之加值服務如欲營造任何地點（Anywhere）、任何時

間（Anytime）的優勢，除本身是無線、行動廣播外，對用戶有互動需求之服務

時則需有回傳網路之建立，因此若能結合電信公司的網路（GPRS、ADSL）即可

解決回傳鏈路問題，另可將GPRS 系統之服務(如 emome)移植至數位電視平台運

用，更可擴大數位電視加值服務內容，因此數位電視與電信的結合可創造雙贏之

局勢。

綜合以上文獻，分析整理出無線數位電視的 SWOT，整理表格如下：

表 1-4：無線數位電視的 SWOT分析

優勢 免費收視

頻道從一變多

劣勢 機上盒不普及

數位電視機不普及

節目內容不足

與有線電視相比，少了回傳機制

機會 行動接收

數位內容

挑戰 2008 政策

和電信業者合作

提供加值服務，增加業外收入

威脅 政策不明

民眾接收度不高

商業模式不明

經濟不景氣

數位版權

（資料來源：劉幼琍，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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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得知，和有線電視相比，免費收視將是無線電視爭取觀眾群的最

大利基，而且壓縮技術使得每家無線電視台多出了 2-3 個頻道可以經營，這是無

線電視台的優勢。

但是由於閱聽眾如果要成為無線電視的收視戶，必須要添購機上盒，而機上

盒一台動輒上千元，對於部分家庭而言，實在具有進入門檻障礙。而且有線電視

早就已經佔據了台灣大半部的電視市場，並且早就多頻道經營。再加上有線電視

本身具有線纜可以提供頭端與接收端進行互動，本質上早就已經是「類數位化」

了，因此和有線電視相比，無線電視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劣勢。

無線數位電視的未來也不見得就如此悲觀，雖然不像有線電視先天上就具有

回傳機制，但是未來若能與電信業者合作，就能解決原本「有去無回」的傳輸困

境，同樣也能與閱聽眾進行互動。此外，未來無線電視具有的最大機會點就是「行

動接收」，而這一部份是有線電視技術上所無法突破的，因此無線電視台應該好

好開發這一部份的收視群，成為未來經營的利基。

至於威脅點的部分，由於全是來自於外在的無法控制因素，像是政府政策不

明、民眾接收度不高或是經濟不景氣的問題，因此無線電視所能做的，就是時時

與政府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主動告知政府經營困境在哪裡，並且要求政府幫忙

向大眾宣導數位電視究竟為何。總之，對於未來發展可能面臨的威脅，無線電視

所能做的，就是時時觀察大環境的走向，然後做出對應。

參、數位電視和類比電視的差異

一、普通畫質、音質 V.S. 高畫質、音質

數位電視的出現是為了漸進取代傳統的類比電視，而傳統電視所提供的不外

乎影音的播送，因此數位電視在畫質、音質上的提昇是必然的（余俊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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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eer 2004 年在報紙上刊登的數位電視廣告，主標加上「Television」斗大的字，

「Tele」卻被兩道紅線刪掉，修改成「PURE」；產品型錄也以「PURE vision（純

粹的視野）」為主題（蕭掬今，2004），正是強調著數位電視時代的高畫質。但是

數位科技的意涵，不只是更銳利化的影像而已（Burt Helm，2004），高畫質、音

質只能說是數位電視的基本特質而已。

二、單一頻道V.S.多元頻道

因為壓縮技術的精進，同樣的數位頻寬可以容納一個以上的頻道。以往一家

無線電視台在同一時段內只會有也只能有一個節目播出，除非另外再投資另一個

電視頻道。可是現在運用壓縮技術，能夠在同一個時段內傳送一個以上的節目，

也就是說，擁有了一家無線電視台就等於擁有一個以上的電視頻道（覃逸萍，

2000）。

從無線電視台經營的角度來看，電視數位化以後頻道的數目增加，可以差異

化的市場區隔規劃各種專業頻道的內容與服務，滿足閱聽人的各類需求，讓現有

的無線電視業者擺脫單一頻道的困境；也能針對特定觀眾（如少數族群、弱勢團

體等需要社會關懷者）提供的各類公益頻道服務（台灣無線數位電視產業白皮

書，2003）。

三、電視節目 V.S.數據傳輸

幾十年來，傳統對於收看電視的認知，就是收看電視影音節目內容，即使在

電視發達之後，電視仍然是電視。可是數位化之後的電視除了仍然具備傳統電視

功能，還可以提供數據資訊。

類比電視原本僅是單向的廣播、單純的節目內容，故一向被歸類為消費性電

子產業。數位化後，除影音外，還包含數據資訊服務，數位內容千變萬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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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也更為複雜，而種種信號加密與接取控制的需求也與日俱增。更進一步，

電視廣播還能結合電信網路成為雙向迴路，以提供更多新穎的服務項目（台灣無

線數位電視產業白皮書，2003）

可以預知的是，未來電視和電腦之間的界線將變得模糊，兩者之間的關係也

將更為緊密，電腦可以辦到的事情，電視也可以。因此 Bill Gate 認為：「電腦將

取代電視，電視將成為一個巨大的Google（PC will replace TV , TV will become a

giant Google ）」（Andrew Oriowski，2004）。

四、單向傳播 V.S. 雙向互動

互動的可行是建立在可用的頻寬上，也許是透過電話線或是線纜與電視台連

結，讓接收者可以傳送資訊給傳送者（postnote，2004）現在台灣數位電視發展，

分為有線數位電視以及無線數位電視兩種，其中有線電視的優勢在於利用 cable

作為互動雙向的回傳路徑，與觀眾成為一個互動的網路。無線電視是透過無線電

波進行有去無回的單向傳送，但是若能夠結合電信網路，如寬頻ADSL、手機…

等作為迴路，要達到互動並非不無可能（謝清豪，2005）。

互動性提供了媒體傳播者與閱聽大眾間更多元的「溝通」可能性，使得無線

電視台更有利於發展以閱聽人需求為導向的節目內容與服務（台灣無線數位電視

產業白皮書，2003）。

數位電視的互動，像是一種反動/反應，使用者向系統送出請求，系統也針

對使用者的請求做出回應。互動性的「雙向機能」除了讓觀眾可以直接參與正在

看的趣味問答比賽、電視郵購、享受便利的情報檢索服務外（蕭掬今，2004），

觀眾還可以投票決定劇情的發展。因此未來的戲劇節目勢必要走向多線發展、多

重結局的劇情（傅尚裕，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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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Bob Greenberg 認為，互動性將賦予「production（演出、作品）」這個字

眼全新的意義，因為它不是線性的、它是互動的，因此將產生一個全新的局面。

肆、數位電視環境下的閱聽人角色

數位電視徹底打破傳統認知—電視傳播是稍縱即逝、電視傳播收視者不能暫

停節目播送、電視傳播不能重複收看（覃逸萍，2000）。數位電視這種暫停、側

錄、重複播放的特性，也徹底改變傳播者和接收者間的關係。其中最顯而易見的

改變，就是權力平衡關係的移轉。在類比時代，消費者是被操控的，傳播者可以

選擇要播放什麼、何時播放、以及放映的頻率。但是在數位時代，消費者變得更

有權力，他們具有能力可以精確地選擇他們要什麼，以及何時需要它（Peter

Edwards，2005）。

謝清豪（2005）提出了數位電視時代閱聽人將享有的四大權力：

一、主動選擇的權力：

數位電視將引導傳統電視媒體朝向「以網際網路為導向」（Internet-Oriented

Content）的內容發展。未來數位電視將和現在的 Internet 一樣，允許多量、分眾、

檢索式的內容同時播送，並且優先考慮使用者的需求，再提供服務內容；同時又

以拉播（Pull）代替推播（Push）技術，落實隨選視訊的服務。因此電視媒體線

性、單向的服務在數位寬頻時代即將受到結構性的挑戰，因為數位媒體最大的貢

獻就在於互動性，讓消費者使用媒體時，享有權力，而不是單向、被動、無回饋

的傳播路徑（李桂芝，2002）。

利用電子節目表（EPG/Electronic Program Guide）的服務，能夠了解節目內容、

演員背景等，方便選擇自己想看的節目；也可以輸入演員的名字，來檢索想收視

的節目（蕭掬今，2004）。因此頻道色彩將趨於淡化，滿足閱聽人需求類型屬性

的節目收看才是媒介使用的最大理由（謝清豪，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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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的權力：

以往所認定的「黃金時段」大概就是八點檔，因此一些好看的、具吸引力的

節目常常安排在這個時段。可是每個人的生活作息不盡相同，對大多數人而言的

黃金時段，對部分的人來說可能不適用。「數位電視」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彌補

因為個人生活作息的不同所造成的收視時間的差異。也就是可以透過數位電視機

內部或者是機上盒（set-top-box）中的硬碟自動錄下想看卻時間無法配合的節目，

或者根本就依據個人的喜好設定想看的電視節目，讓自己來決定每天的電視節目

表，隨著個人的喜好量身訂做電視節目播出順序（覃逸萍，2000）。因此傳統上

所謂「黃金時段」的定義被打破，每個人都可以因個人需求讓任何時間變成自己

的黃金時段。

三：空間的權力：

數位電視的接收、收視方式，不再僅限於使用電視。台灣的數位無線電視採

DVB-T 規格，因此可以在高速移動下進行接收，所以除了家戶收視外，車用的

行動接收也是數位電視的另一大可以發展的市場（AGB Nielsen，2004）。

林清修（2002）認為：「無線電視業者在進行數位化時，除了長遠以建構獨

立於有線電視以外的多頻道影視節目通路之外，近程則主要著眼在增加經營可收

費的無線數據傳輸，並以移動中客戶接收為主要訴求對象。」中視曠湘霞（2004）

也表示：「真的要比起來，免費、行動、優質會是我們跟有線台競爭的關鍵，特

別是行動接收的部分，是目前最大的利基。」

除了在任何地點直接接收電波，收看無線台的數位頻道節目之外，只要透過

數位影像錄放機的數位錄影功能，將錄下來的節目，下載到DVD、筆記型電腦

的硬碟、甚至未來手機若能夠具備存取播放大容量的影音檔案時，就能行動收看

電視節目（謝清豪，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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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閃躲的權力：

傳統電視的線性收看模式，遙控器的轉台功能是閱聽人閃躲廣告最常使用的

策略。進入了數位電視時代，付費的隨選視訊（VOD）或者 PPV（pay per view）

的互動模式，想當然爾當然不會有廣告的出現。另外即時收看的 on line 節目與傳

統的收看模式不會有太大差異，若是使用DVR 錄下節目做延遲性收看，那麼利

用快轉、甚至是過濾的功能，閱聽人就能輕易的閃躲廣告訊息（謝清豪，2005）。

從上述數位電視所賦予閱聽人的四大權力來看，數位電視翻轉了傳統無線電

視單一傳輸或一對多的本質，使被動觀眾轉變成主動收視、即時收視轉變成延遲

收視的行為。閱聽人要怎麼看？用什麼看？何時看？何地看？都具有選擇上的主

動性。

表 1-5：數位電視的三大特質

Anytime

任何時間

PVR

Advanced DVD

Anywhere

任何地方

家庭

移動式接收

Any devices

任何接收裝置

電腦

電視

手機
資料來源：陳耀聰（2005）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因為類比時代的傳播過程是從少數核點將影像傳送給眾多接收者，接收者只

能順從傳送者的安排進行收視，所以收視方式相當一致而簡單。因此無論是之前

的廣電人或是AC Nielsen 都是以 people meter 做為測量技術，這種裝置主要是針

對在「家中」進行「即時」收視的樣本戶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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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未來數位電視允許閱聽眾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藉由任何接收裝置進行

收視，並且允許接收端和頭端進行互動，自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或是資訊。從

數位化之後的電視特質可以發現，傳統上對於電視的基本定義被徹底顛覆。而現

行收視率調查的操作定義如果還是完全原封不動的挪移到數位時代繼續使用，將

顯得太過狹義。數位電視時代的收視率調查，其操作定義實在應該朝向一個比較

廣義的發展才行。至於測量裝置如果還是沿用當前的技術，除了只能繼續測量到

定點、定時的收視外，在未來一個頻率可以釋放出多個頻道的時代也不適用。

因此本研究的範疇界定在數位電視時代的收視率調查。除了探討未來收視率

調查的發展之外，也希望可以研究未來電視台業務部、收視率調查公司、廣告代

理商及媒體購買公司這三方的關係將如何發展，是會更緊密？還是趨向疏離。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

（一）在數位電視環境下，收視率的內涵為何？

（二）為了因應電視數位化，收視率調查在技術上做了哪些改良與發展？

（三）在數位電視時代中，收視率在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媒體購買公司的電視

媒體購買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重要性有何改變？

（四）在收視率調查的執行上，除了收視率調查公司之外，有沒有其他新的可能

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