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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數位電視

「數位化」就是將聲音或畫面的資訊轉換成 0與 1的訊號來傳送，「數位化」

能將文字、圖形、語音、影像等資訊多重化，因此可以用同一線路有效率地輸送

大量資訊。由於「數位化」的傳播特性，電視數位化傳播之後，可以因而增加播

出頻道數目，畫質音質效果提高，還可以傳遞傳統電視節目以外的數據資訊，同

時也可以利用周邊配備和觀眾進行互動傳播，增加電視經營者的多元發展的商機

（覃逸萍，2000）。

數位科技改變了電視播放和接收的方式，從電視製作、傳輸一直到接收的過

程全部都數位處理（postnote，2004）。李長龍（1998）指出，所謂電視數位化乃

是指完成一套數位電視系統。從發射端的信號處理、取樣壓縮、調變傳輸，到接

收端的解調解碼和信號還原播放等步驟，全部都是以數位方式處理。而在閱聽大

眾的訊號接收部分，則須購置新的電視機，或於現有的類比電視機上加裝視訊轉

換盒（Set Top Box）接收數位節目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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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尚裕，2001）。黃葳威教授（2002）歸結了電視數

位化後，傳統媒體所產生的變革：

1. 節目訊號數位化

所謂的數位電視，是指電視訊號在發射端就是以數位方式紀錄、處理、

壓縮、編碼、調變及傳送；換言之，真正的DTV 在信號的所有傳播過程都是

全數位化（full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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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輸管線網路化

由於各式通訊網路技術普遍應用於有線電視、電話、電腦網路、廣播網路等，

這些應用促使跨媒介的聯絡結合，建構了更寬廣的溝通形式。

3. 使用方式多樣化

簡單來說，過去觀看電視節目是藉由電視，一旦數位媒體日益普及，閱聽人

可以經由電腦來看電視，甚至是手機。

4. 節目內容分殊化

數位電視系統將訊號數位化後加以傳送，業者可採用不同規格播送節目，例

如一個頻道播送一個高畫質電視節目或四個標準畫質節目。除了節目播送外

也可以播送數位化資料，此外還可以發展連接網際網路、點播節目等互動功

能。這意味著內容供應者將朝向更區隔、專業化的方向努力

表 2-1：類比電視 V.S.數位電視

(資料整理自：李光輝，2005)

從上表可以看出，數位化之後，「無線台」變成了「無限台」。這裡的無限指

的不單單只是頻道無限，從電視台、廣告主的角度來看，還包含了商機無限、風

險無限、未知無線；再從觀眾的角度來看，則是選擇無限、權力也無限。

通路 頻道數 特性

無線電視 數台 綜合頻道

有線電視 數十台 專業、分眾

數位電視 幾百台 更細分化

VOD 隨選視訊、DVR、

MOBILE、BORDBAND…
無限台 觀眾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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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整理了近年來對於數位電視所下的定義：

表 2-2：數位電視定義

數位電視解釋 來源

採用數位方式編碼、解碼與傳輸訊號的數位電視，最大優點是不受雜訊

影響，可忠實還原訊號原貌，並可提供許多類似電腦的功能。

汪琪、

鍾蔚文

數位電視是將電視訊號以數位方式記錄、處理、壓縮、編碼、調變、及

傳送、而在接收端也是以數位方式接收、解調、解碼、解壓縮、及播放。

李長龍

數位電視是以和電腦相同的資料位元（bit）型態傳輸訊號，再加上使用

訊號壓縮等技術，因此所傳送的畫質與音質可遠勝過或略優於現有的電

視。

景崇剛

數位電視可提供給消費者更清晰明亮的畫質、更多的頻道數、CD 般的

音質、更大的話面。除此之外，還具備現有電視無法辦到的功能，如同

時顯示多個節目的影像、或是在傳送電視節目時同時提供數據服務、與

個人電腦的網際網路互連互通、以及互動服務。

余淑美

低雜訊、高畫質、多節目、多樣化、高傳輸速度的電視節目服務，數位

化後許多資訊如聲音、影像、圖片或動畫等可以被輕易地整合形成多媒

體，應用上除了家庭劇院般的視聽品質外，還可提供加值服務，如上網

等。

王行

數位電視指的不僅是那一個叫做「數位化」的電視機，而是在電視訊號

傳送與接收的過程中，將資訊全部數位化，不論是有線電視、無線地面

廣播或衛星直播電視皆然。

洪儀芳

數位電視其實指的是製作與傳輸過程全部數位化的電視產業，在這之

中，因為全部數位化的關係，其所能提供的服務將不僅止於像以前一樣

的單向地播送電視節目，而是可以加入很多如互動、電視電子商務

（T-commerce）等多元化的服務。

正確理解數位電視的觀念應該是：數位電視 = 製程數位化 + 播送數位

化 + 內容多樣化 + 服務多元化 + 市場分眾化 +…等等。而不僅是製

程與播送的數位化。

高億憲

數位科技改變了電視被傳送以及被觀看的方式，除了提供更多頻道以及

互動服務之外，也能夠輕易的被錄下來。而數位科技被使用在電視的製

作、傳輸以及接收上。

Postnote



23

從類比傳輸進展到數位傳輸，就好比從 LP發展到 CDs 一樣。數位電視

最主要的優點就是傳輸上很有效率，因為一個頻寬可以同時提供 6套不

同的數位頻道，因此可以提供更多頻道以及更多節目的服務。

UK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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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收視率調查

壹、 收視率的定義與意義

一、定義

《英漢大眾傳播辭典》對收視率所下的定義是：指樹立電視節目流行程度之

任何數字，或是節目所播映的廣告得到的暴露，通常由調查公司予以測定，而用

來代表能夠收到某個節目，而又實際收視該節目的家庭之百分比。這樣的定義是

在 1970 年代產生的，其意涵是以家庭為測量對象及測量單位，不含個人，這樣

的定義反映當時的電視收視行為是以集體化收看為主（梁世武、郭魯萍，2000）。

《大眾媒介辭典》則將收視率解釋為一種以百分比關係所表達的閱聽人數值，從

量化的觀點來詮釋收視率，指的是所有擁有電視的家庭用戶或成員在特定時間、

時段或節目播出時間轉向一特定頻道或節目服務的比例。

廣電人的網站上把收視率分成兩種：個人收視率與家戶收視率。家戶收視率

顯示了擁有電視機的家戶中收看某一時段某一電視節目的比例。而個人收視率則

顯示出擁有電視機家戶裡的個人，依其性別、年齡、職業等個人的特徵，在某一

時段收看某一節目的比例。也就是說，測量收視率的對象單位為擁有電視機的家

庭或其成員，測量的時間單位含特定時間、特定時段、特定節目播出時間等，測

量的收視內容有特定電視頻道、特定電視節目、與開機與否，測量母體以擁有電

視機的家庭或其成員為主，不含家中沒有電視機的家庭與其成員（黃葳威，

2005）。

綜合以上觀點可以得出當前收視率的操作定義：將整體收視家戶或家戶中的

個人視為母體，經過精算抽樣後選出固定樣本，並使用測量技術測得樣本戶在看

什麼？看多久？以及誰在看的資訊。然後將所得的資訊進行縱向與橫向的分析，

即可以知道某台在某時段中擁有多少比例的樣本戶。台灣目前的收視率主要是以

people meter 測量在某個特定時段和空間中，收看某頻道節目的人口佔所有收視

人口的平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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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義

郭景哲（2000）提出了兩項收視率的主要用途：（1）它為電視台提供重要的

反餽訊息，幫助電視台進行改進工作，更好地為受眾服務，贏得更多的受眾。（2）

它是制定廣告時間價格的重要依據，電視台、廣告客戶、廣告公司都以收視率調

查公司對受眾的總數、年齡、性別結構的調查為依據，確定自己的節目方針、宣

傳策略、廣告投入等。

鄭明椿（2003）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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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嵩音（1995）也曾表

示：「收視率如同人體的神經系統，是電視事業重要的回饋機制。一方面協助電

視台的節目規劃，以加強對於觀眾的服務；另一方面提供廣告商重要的行銷指

標，以提高廣告的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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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節目收視率的表現，成了影響廣告時段價值的關鍵因素，收視率數字

成為廣告銷售業務的主要談判籌碼。對此鄭明樁（2003）表示，其實收視率的主

要服務對象不是電視台，而是廣告客戶。收視率在目前市場運作機制下，尤其是

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幾乎成為買賣雙方計價的唯一依據（魏宏展，2002）。對電

視媒體來說，收視率就是收入，就是金錢（郭振璽，2000）。其實不只是電視台，

對於廣告主來說，收視率也代表可預期的收入及金錢。

東森電視台執行副理馬詠睿（2005）以上、中、下游的概念來形容廣告主、

廣告代理商、和電視台之間的關係：如果說上游的廣告主是 buyer，那麼中游的

廣告代理商就是大盤商，向下游的電視台購買頻道和時段。廣告客戶從電視媒體

購買到的是受眾。廣告客戶最關心的是某一節目的受眾有多少？這些受眾是怎樣

的人（年齡、性別、收入等）？這些問題可以用收視率數據來描述。收視率是廣

告客戶、廣告公司及媒體之間溝通及交流的通用語言，也是電視媒體做好廣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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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最關鍵因素。

由上述可知，收視率的定義就是將觀眾的收視行為數量化之後得到一個估計

值，藉由測量代表樣本觀眾來推估整體觀眾收視的情形。所以收視率調查其實就

是在進行數人頭、數眼珠的動作。根據調查結果，廣告主買到了人頭與眼珠，以

及這些數字背後所可能代表的消費行為。

另外，對於電視台和廣告商來說，收視率的意義就是提供給廣告主做為廣告

支出的參考，也是電視台與廣告主爭取廣告費的談判籌碼。電視台和廣告主雙方

都認定收視率高的節目，就代表擁有較多的收視觀眾，而廣大的收視戶看過該節

目與廣告後，就會誘發購買商品的行為，達到廣告促銷的目的。對於廣告主或是

電視台來說，收視率就像「溫度計」一樣，可以用來測量節目、廣告、以及商品

在市場上的熱度。這種直線式的歸因，其實是太過簡單，也充滿謬誤。

貳、收視率調查的發展

收視率調查緣起於美國 50 年代末期。當時電視廣告的費用節節上昇，廣告

主迫切需要一個客觀性的製造、分配、行銷及定價的統合系統。而收視率串起了

個人與電子媒體間的連結，成為廣告人與傳播人在買賣觀眾時的評量工具

（Buzzard，1997）。

台灣地區的電視收視率調查歷史已經超過二十年。早期，潤利與紅木是較具

規模的兩家收視率調查公司。潤利公司自 1977 年開始進入媒體調查領域，從 1981

年開始提供電視收視率調查，調查方式是以大台北地區（含台北市、台北縣、基

隆市）家庭為調查對象，調查方式是電話調查法。紅木公司於 1983 年成立，其

收視率調查先後採取三種方式：電話調查、留置日記法、個人收視記錄器調查。

其中，電話調查是以家庭為調查對象，留置日記調查法和個人收視記錄器調查則

是以個人為調查對象（梁世武、郭魯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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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初期，聯亞公司引進個人收視記錄器，因為它的相對準確性，所以

逐漸獲得市場的認同（鄭明椿，2003）。跨國性的市場調查公司AC Nielsen 在 1982

年成立台灣分公司，並進而併購聯亞，於 1991 年底問世。1993 年時，尼爾森公

司自國外引進個人收視記錄器（People meter），提供分眾每分鐘的收視率數字。

自此一直到 2001 年 1 月廣電人成立、2002 年 12 月 2 日廣電人開始同樣以個人收

視記錄器提供收視率數據前，尼爾森都是台灣媒體調查市場的龍頭。但是成立四

年的廣電人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因為長期虧損、經營效益不佳、股東不願繼

續增資，在 2005 年的 4月解散，走入歷史。廣電人結束營業，台灣電視收視率

調查又將回到AC Nielsen 一家獨大的局面。

在無線電視的時代裡，收視率的資料無論在蒐集、和解釋上均極單純（王嵩

音，1995）。當電視廣告市場脫離了早期無線三台極盛時期，時段一秒難求的榮

景，買賣雙方的交易態勢由供不應求轉換成供過於求，可挑選的廣告時段、商品

越趨多元化。更在有限的廣告預算下，買方的交易態勢越顯強勢（劉美琪，1998）。

張依雯（2002）也認為，隨著電視媒體生態的改變，廣告市場從「賣方市場」逐

漸轉變成「買方市場」，無論是有線電視、衛星頻道、或者過去擺高姿態的無線

電視台，莫不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取廣告預算；相對的，廣告主及媒體購買公司也

面臨了更多的選擇、更複雜的環境，不免要倚賴客觀的量化數據做為廣告效益的

評估標準（張依雯，2000）。

林宜蓁（2003）將台灣收視率調查方法的演進分為兩個階段：

一、日記式調查法/電話調查法時代（1987-1994）

在日記式調查法時代，因為調查結果的出爐和調查時間有落差，通常一個星

期之後才會知道所調查節目的收視狀況。這對媒體企畫和媒體銷售而言，緩

不濟急，所以僅被視為參考的數據之一。

二、個人收視記錄器時代（1994-今）

隨著有線電視逾 1994 年加入分食廣告市場大餅，在頻道、節目擴增的情況

下，廣告主和代理商有更多的選擇，不必再像過去一樣受限於三台的「強制

搭售」購買條件。廣告界意識到多頻道時代來臨，媒體環境日趨複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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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化的客觀數字分析更形重要。個人收視記錄器被普遍認為準確性較高的

收視率調查技術，它可以避免記憶的錯誤，降低轉台行為造成的偏差。它也

可以記錄樣本每一分鐘的收視移轉，也包括「廣告收視率」在內。

總歸來說，在日記法/電話調查法時代，因為技術上的限制，收視率數字被

認為是不精確的。雖然如此，在無線三台獨大的年代，廣告市場因為身處「賣方」

的劣勢位置，對於電視台只能逆來順受。收視率的高低完全不會影響到電視台的

廣告銷售行為，甚至電視台對於收視率數字也抱持著存疑的態度。所以有線電視

開始發展之後，頻道增生。在頻道日益競爭激烈的同時，廣告主和媒體購買公司

的選擇性也大增，廣告主順勢從被動性強的「賣方」搖身變成主動的「買方」。

此時再加上收視率調查技術（people meter）上的突破，「數字導向」的時代宣告

來臨。在「數字換鈔票」的運作體制下，收視率開始被當成一種工具、一種籌碼

使用。

因此可以把有線電視的出現視為一個分水嶺。在有線電視還沒出現的年代，

收視率比較不受到重視，即使當時收視率調查技術上面臨了限制，使得收視率數

字常常被質疑。但是廣告主面臨的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因此收視率準確與否並不

被在意。而隨著有線電視的出現也扭轉了電視台與廣告主之間的權力關係，也讓

收視率調查開始被重視與重用。對照分水嶺前後可以發現，收視率調查方法的轉

變，是隨著媒體大環境的改變進行修正、改良。

參、收視率調查方法

世界各國常用的收視率調查法，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電話調查法（即時及回

溯）、留置日記法、家庭收視記錄器、個人收視記錄器，分別介紹如下（王嵩音，

1995；李玟譯，Buzzard 著，1997；王婷玉，1999；黃葳威，1999；陳華峰，2000；

梁世武、郭魯萍，2001；鄭明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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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話調查法

電話調查法是以電話簿的號碼為母體，採用隨機抽樣方式選取其中的部分，

經由電話訪問得到收視資料。早期，電話的普及率是一個問題，擁有電話者的社

經背景也是問題。它的代表性因此存疑。另外，這種方是僅能訪問到最基本的答

案，像是有沒有看電視、看哪一個節目或頻道等等，不能有深入的個人收視細節，

例如收看時間的長短。它也不適合複雜的多頻道電視環境，很多人叫不出正在收

看哪一台的哪一個節目。

電話調查法是最傳統的收視率調查調查方法，分為回憶調查和即時調查。電

話回憶調查法是由調查者打一通電話，蒐集受訪者 24 小時前的收視情況；電話

即時調查法則是節目播出時打電話到樣本戶家中，詢問當時正在收看什麼節目。

優點是調查時段不受限制，除了可以得知受訪者前一時段的收視情形之外，也可

提供家中之外的收視行為。缺點在於受訪者的記憶偏差可能使得受訪者僅能提供

自己有印象的部分，因此得到的資料較為零碎。

再以即時電話調查來說，它的優點是沒有記憶偏差、較快得知結果、調查時

間及地區較有彈性、訪員較不需訓練、程序簡單，以及高回應率。不過，每次即

時電話調查只能獲得極短時間的收視記錄，而且無法在深夜或凌晨進行調查，如

果要蒐集每小時、每天、乃至每週的資料，則必須時時課課都要進行調查，費時

又耗金。此外，也無法確切掌握受訪者的人口資料、樣本代表性的問題，也不能

得知受訪者收視行為的變化。

2. 留置日記法

日記法是用一本印妥一週每 15 分鐘一個時段的表格，每戶以一架電視機為

單位，參與者必須填寫看電視的時間、頻道、節目名稱以及觀眾的組成。它有一

個很明顯的特點是：整個數據採集的過程基本上都是人工進行的。從調查記錄表

的發放、收回到核查，都是由訪員完成；而調查記錄表的填寫則是由樣本戶完成。

因此日記法調查所獲得的數據是否準確可靠，有很大程度取決於人為因素。填寫

資料的正確性是其中關鍵，因為沒有人會邊看電視邊填寫日誌，絕大多數都是一

週填一次，而很少人會記得數天前看什麼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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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法的優點是價格低廉、可獲知收視戶的個人收視行為以及固定樣本可提

供收視趨勢訊息。但是由於日記法一般是以 10 分鐘或 15 分鐘為依記錄時間單

位，長的時間間隔難以看出穿插在節目中播出的廣告的收視情況，也不能看出短

節目分時間段的收視走勢。如果把記錄時間的單位縮小（如 5分鐘），將會成為

樣本戶的負擔，操作上也難以實踐。所以缺點為是無法分辨節目/廣告收視率，

也無法明確反應轉台行為，因此本質上存在著難以避免的調查死角。

除了本質上的限制之外，日記法也難以避開人為因素造成的誤差。樣本戶成

員填寫調查記錄表是一項容易使人疲勞、厭煩的工作，樣本戶可能產生「寫日記

疲乏」（Diary fatigue）。此外，早期的媒體環境由於觀眾可以收看的頻道及節目較

少，收視行為較為單一，因此填寫日記的工作相對輕鬆容易許多。但是隨著電視

業的發展，日記法調查收視率開始暴露出弊端。自有線電視普及，以及遙控器越

來越流行後，日記法顯得很無力。觀眾可能手拿遙控器在 15 分鐘內，換過二十

個節目。要確實記錄的確有困難。何況有線電視尚未定頻前，頻道經常的變動也

容易造成記憶錯誤。因此，使得收視率數據的真實性、客觀性及精確性面臨質疑。

在這種情形下，一種更客觀、更精確、較少依賴人工的調查方法因而產生，

就是收視記錄器。

3. 家庭收視記錄器

家庭收視記錄器是安裝於電視機上的小型電腦記錄器，它記錄著電視開機的

時間以及頻道。記錄資料透過電話線與收視率公司的電腦連線進行分析。

家庭收視記錄器消除了日記法所可能產生的人為誤差，其速度和準確度也非

日記法可及。但是除了機器昂貴之外，這種記錄器只能記錄電視機的關機與開

機，它是以電視機為單位，只能統計「戶」收視率，而不能統計「個人」收視率，

因此無法做樣本人口的結構分析。於是業界又發展出新的個人收視記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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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收視記錄器

個人收視記錄器是目前的主流，是由顯示器、儲存盒、遙控器三部分構成，

這相當於一部電腦的螢幕、硬碟、鍵盤。樣本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專屬的

按鈕，而且還留有客人的按鈕。此種調查方法唯一的人工勞動便是兩次按鍵，這

要比用筆填寫繁複的日記記錄表容易許多，而且免除了回憶的困難。

當家庭成員開始看電視時，必須先按一下遙控器上代表自己的按鈕；不看電

視時，再按一下按鈕。因此每個樣本家庭中的每個成員收看電視的情況及個人資

料（如年齡、性別、收入、教育程度等）都可以採集到，因而進行詳細的分析，

提供給廣告主及電視人更為精細的目標觀眾群。

個人收視記錄器的優點有：調查時間完全不受限制、可克服記憶誤差和日記

填寫疲乏、可自動辨識頻道、可獲知個人資料，記錄個人收視行為、可分辨節目

/廣告收視率、固定樣本可提供收視趨勢訊息。缺點是：拒絕安裝率高、樣本戶

成員必須識科技（會按鈕）、可能因操作錯誤產生不正確的資料、因惰性產生「按

鍵疲乏」、因忘性影響正確統計結果、造價及維修費用很高因此樣本規模較小等。

個人收視記錄器就像日記法一樣，也會有回收率低以及誤差大的問題。因此

為了克服這樣的缺點，不需要觀眾去按鍵的被動記錄器（passive people meter）便

應運而生了三種偵測觀眾的技術：第一種是紅外線掃描器，以熱感應電視機前的

「生物」，但是紅外線無法分辨大人或小孩，甚至無法分辨人與狗。第二種是利

用音波感應活動的物體，但是一樣無法分辨人或舞動的窗簾。第三種是以一套電

子儀器，把每個家庭成員的形象儲存於記憶體中，只要電視機一開，儀器會掃瞄

電視機前的觀眾，然後和記憶體中的形象比對，以辨識觀眾身份（王嵩音，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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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各種收視率調查方法的優缺點比較

日記式調查法 電話訪問法 個人收視記錄器

年代 1987 1991 1994 迄今

樣本代表性 高

（台灣地區）

較低

（限於大台北地區）

高

（台灣地區）

樣本戶管理 不易 較不需要 不易

調查週期 長

（每週）

短

（半每日）

短

（每日）

計算時間長短 中等

（15 分鐘）

長

（半小時）

短

（秒）

準確度 較低

1. 問卷回收率低

2. 樣本記憶錯誤

3. 他人代填影響調

查結果

普通

1. 頻道指認錯誤

2. 節目記憶錯誤

高

（科技儀器可降低人

為記憶的錯誤）

精確度 普通

（調查週期太長，影響

精確度）

低

1. 抽樣母體只限於大台

北地區

2. 所得數字為家庭收視

率，無法得知個人收

視行為

高

1. 以秒為計算單位

2. 樣本代表依全台人

口結構分配

優點 ‧ 最便宜

‧ 提供較多有關收視

家庭戶的資料

‧ 提供 24 小時的記錄

‧ 可蒐集長期資料

‧ 調查特定節目的收視率

‧ 蒐集資料速度快

‧ 觀眾配合度高

‧ 便宜

‧ 記錄詳細

‧ 可蒐集累積資料

‧ 快速

‧ 適合各種收視分析

‧ 可蒐集到個人收視

記錄

缺點 ‧ 收視戶記錄與實際

狀況有誤差

‧ 易忽略青少年或兒

童的收視行為

‧ 回收率低

‧ 不適合教育程度低

的觀眾

‧ 無法調查未登錄在電話

簿之收視戶

‧ 無法蒐集累積資料

‧ 昂貴

‧ 有安全疑慮，參與率

低

‧ 收視觀眾的惰性和

忘性，影響資料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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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收視率調查的相關爭議

儘管是科學的抽樣，樣本終歸是樣本，不是母體，所以收視率始終有一些難

解的謎題。洪永泰（2004）就表示，如果我們想要知道「有多少人」在「某一個

時刻」經由「某一個地方」的「某一架電視機」在觀看「某一個電視節目」，這

裡面的每一個詞句都需要科學而且具有實務上操作可行的定義。有些情況下定義

完成了，但是在實務上執行抽樣調查相當困難而不得不將其排除在外，例如軍隊

營房、醫院病房、或是車站、酒吧等等。為了符合科學的要求，在收視率的母體

涵蓋率方面先天就有了一些限制。

收視率調查公司除了考慮到投資成本的問題之外，為了使得操作、分析過程

更簡易，因此將收視率調查範疇狹義的定位在家庭內個人的收視。但是收視行為

並不只在家庭中發生，就像每當有大型賽事，或是選舉開票時，戶外的大型螢幕

前總會聚集眾多人群駐足，但是這樣的收視方式卻因為在操作定義外，因此被排

除在計算範圍內。另外，雖然小吃店、商店中的客人也會集體發生收視行為，但

是這部分同樣不予以計算。

至於身為樣本戶，多少會造成些許不便，因此鄭明樁（2004）認為，樣本戶

之所以願意成為樣本，一定有特別的原因和誘因。如果多數人都不願意成為樣本

戶，那麼少數願意的這群人的收視行為就成了代表。他認為樣本戶中應該缺乏金

字塔頂端的族群，而這群人在看什麼電視，沒有人知道。因此沒有人敢宣稱現在

的受眾調查系統是完美的或是完全正確的，因此美國尼爾森公司的收視率調查法

不斷受到來自各界的批判。

除了抽樣上所面臨的質疑之外，以收視率架構出來的「統計觀眾」，已經像

幽靈般肘制著電視經營者、節目產製者及廣告業務交易等層面（鍾起惠，2005）。

在商業掛帥的環境下，電視台每天盯著收視率數字，用以決定節目的生死。如果

這些節目不能為電視台會廣告商賺錢，則無論品質、口碑如何，都可能遭遇停播

或被迫調整內容的命運（梁世武、郭魯萍，2000），這種情形使得電視產業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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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大受影響，也使得觀眾完全被數字化，成為小數點的俘虜。

為了提高收視率數字，電視節目流於追逐「最多觀眾」的競爭，造成節目品

質上的價值扭曲。電視台及節目製作單位屢次與收視率調查公司發生爭論，其關

鍵就在於收視率高低直接影響到電視廣告的銷售，對頻道經營者而言，「高收視

率」即等於「高業務收入」（林宜蓁，2003）。

當電視台的人喜怒哀樂都隨著收視率的變化而改變，收視率低的一方就可能

遷怒、怪罪於收視率調查不公、不準（郭振璽，2000）。對此宣明（2000）做了

一個有趣的比喻：「收視率就像女孩子，是被愛的，不是被理解的」。

鍾起惠（2005）綜合學者的反思，歸納出涉及收視率理論的三重神話：

一、統計神話

十九世紀中期，統計方法被援引到社會集體現象的研究中，二十世紀初，也

被應用到大眾媒體領域，以做為掌握閱聽眾的主要工具。學者將透過統計工具掌

握的閱聽眾視做可知的實體，此一實體具有可延展性及可預測性。這種能夠預測

閱聽眾行為及其特徵屬性的科學，被視為「統計式的思考」。

以收視率的統計工具而言，它是建立在或然率理論的基礎上，因此根據抽樣

理論而得的收視率資料，必然伴隨著抽樣誤差、無反應誤差、反應誤差與過程誤

差等四種來源之誤差。

此外，收視率還隱含著雙重偏誤性，一是樣本與母體代表性的問題；二是個

人收視記錄器使用及其限制性的討論。因此，樣本代表性、資料來源誤差及個人

收視記錄器的限制，使得收視率資料內在信度具備了高度變異性。

二、科技神話

現行的個人收視記錄器，必須由裝機家庭的觀者，主動地按下代碼，如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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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者沒有主動配合此一紀錄器，那麼收視率研究公司的整體資料無從校正。此一

無從校正或由收視者自主性操控此一記錄器的情形，即是研究方法中的效度問

題。

但是做為繁複科技裝置發明物的個人收視記錄器的出現，又恰恰是在取代傳

統日記法或電話訪問法在資料效度上的疑慮，因此此一收視測量器具備了同步測

量收視的表象，這種時間上的立時性，容易讓資料使用者相信其為真。

但是這種建築在先進科技配備與電腦、通信裝置基礎上而得的收視率資料，

在本質上卻是過去式。當收視資料被使用者用來做為未來節目及廣告市場的預測

時，這些資料已經成為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觀眾行為。因此，就此一觀點來體

會收視率資料的價值，科技的預測性是建立在相當脆弱的基礎上，因為它不能也

無法預測未來，最多只是反映出觀者曾經出現過的行為罷了。

三、觀眾神話

收視率調查的測量技術充其量只解決了觀眾暴露的問題，但是在收視率應用

的領域中，卻隱藏著對收視率觀眾的二種經濟價值上的假定。

第一種假定是：收視率指涉觀眾對節目／頻道的偏好，收視率與觀眾偏好是正向

關係。此一假定的觀點，是將觀眾偏好視做有價值的經濟商品，觀眾偏好也成為

支持某類節目類型可以持續存在於電視頻道的理由。

第二種假定是：在觀眾收視的機會成本與廣告商品被觀眾觸及的成本呈正比

的前題下，節目被視為一種消費品，因此，此一消費品必須是由廣告主贊助的免

費財貨，才可以支持觀眾是從偏好的角度來選擇其所收視之節目的第一種假定才

能成立。

但是這兩種假定都極端化收視率資料的可能想像，在遙控器已經顛覆收視率

測量與廣告效果的當前環境下，收視率觀眾與真實觀眾之間詮釋風險的落差性已

經相當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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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文獻可以將收視率的爭議點分成四個面向：

1. 操作定義上的爭議

當前的收視率調查只測量定點（家戶內）、定時（即時收視）的部分，但是

收視行為還有很多其他可能。收視率調查公司為了操作定義上的便利，將藉

由其他方式收視的人口排除在定義之外，因此這部分的人的收視行為就憑空

消失了。對於這一點，是電視台最沒有辦法忍受的部分，因為數據的高低，

牽引著廣告時段究竟是否賣得出去，以及是否能賣個好價碼。

2. 樣本結構上的爭議

被選為樣本戶後，AC Nielsen 或是廣電人會提供數千元不等的禮券酬謝。樣

本戶則須同意公開家中所有收視隱私，家中每一成員還必須簽署嚴格的保密

協定，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樣本身分。之後每次看電視時都必須經歷繁瑣的按

鍵過程，對於看電視來說，是很大的干擾。因此鍾起惠認為中產階級的家庭

很難同意配合，一般自主性高的知識份子，也很難同意在家裡設置一個這樣

的收視記錄器，讓自己的收視行為大辣辣的攤在陽光下。此外，李光輝也曾

公開質疑，尼爾森樣本戶社經地位可能偏低，因為尼爾森以家庭收入在十萬

元以上為高收入，但很可能一個家庭有二、三個人同時在賺錢，根本不該歸

為高收入。因此樣本結構上，一般普遍認為收視率調查的樣本戶，少了金字

塔頂端的族群。那一群人到底在看什麼，無從得知。

3. 電視文化上的爭議

當前台灣電視產業由於競爭激烈，各台為了換取更多的廣告收入爭取生存利

基，收視率調查數字被不當使用。除了電視節目內容受到收視率嚴重左右，

節目品質也依收視率數字起伏翻動，逐漸走向低俗化甚至惡質化。此外，依

照市場導向原理，只要某一台的某一節目收視率高，各台製作單位就傾向於

製作該類的新聞與節目，久而久之又造成節目內容的同質化。雖然閱聽眾表

面上可以在眾多頻道間遊走，但是實際上選擇性卻非常狹隘。而收視率調查

就被視為是造成電視文化浩劫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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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測量技術上的爭議

現在台灣的調查技術主流是 people meter。這種調查方法需要樣本戶成員徹

底遵守一定的執行程序，在開始收看時按下按鍵顯示自己的身份，然後記錄器會

自動記錄收視與轉台狀況。除了第一個開電視的人要按，中間加入收看的人也要

按，訪客一起看電視也要按；廣告時間離開電視螢幕要按，回來要按、接電話、

做家事先行離開要按，回來再按，這種種繁複又重複的動作給樣本戶成員帶來某

一種程度上的不便。因為人有惰性與忘性，這是這種測量技術本身無法抗拒的人

為因素。所以即使這種技術本身可以測量到百分之百準確度的收視行為，但是來

自於外在的干擾，還是無法避免。

伍、數位電視時代的收視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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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收視率調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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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關光司（2004）以表格表現出媒體數位時代中，收視率的定義將受影響的

四個面向。

表 2-4：數位時代將影響收視率定義的四個面向

類比時代 數位時代

自宅內 Mobile

即時收視 Time shift

架上型電視 PC 收視

電視傳播
數據傳播

Broad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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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現行的收視率調查是偵測家庭中藉由電視進行即時收視的行

為。但是到了數位時代，當收視的空間從室內擴展到室外、收視時間從即時變成

隨時、接收裝置從電視擴充到電腦、傳輸內容從單純的電視傳播加入了數據傳

播，收視率的定義是該重新再建構。

黃國祥等（2000）提出了一些將深入影響未來收視測量方法的趨勢：

1. 寬頻線纜及衛星的廣泛應用

這種趨勢為觀眾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頻道及節目選擇。如果在電視機上加裝

TiVo，可有助於解決日記法樣本戶的厭煩情緒，以及電視觀眾在選擇節目時

不知所措的問題。但是這種技術將產生「非即時收視」，這種收視方式是否有

利進行收視率測量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

2. 擁有多台電視機家庭的增加

這種趨勢增加了記錄器的安裝成本，因為如果想要獲得收視訊息，就要在每

台電視機及附帶的錄影機上安裝記錄器。另一方面，昂貴的記錄器阻礙了抽

樣規模的擴大。此外，針對戶外收視的測量將增加。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

當家庭擁有的電視機台數超過了家中成年人數目時，是否應該根據電視機數

量而非人口數量來分配抽樣比例？

3. 電視走向數位化

在數位化的時代，頻道與頻率間一一對應的關係被打破了，發展數位電視之

後，一個特定的頻道能夠以同樣的頻率轉換不同的節目，頻率和頻道之間不

再有直接關係。因此目前使用的記錄器如果要準確分辨頻道及節目，就必須

要適應新技術的發展，如：圖像吻合技術。

4. 電視、互聯網及電話聯合形成單一的高速網路

透過在電視機上頭加裝一個機器，結果是產生了一些原來想不到的播出形

式，這些新技術是以「相互作用的」、「特定的」、「可隨時播放的」收視為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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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以上的相關意見可以發現，從類比時代跨進數位時代後，閱聽人不只在

時間、空間上面臨解放，接收裝置也不再僅只是電視機，接收內容除了傳統的電

視節目之外，還可以接收數據資訊。這麼多種相關因素經過排列組合之後，可以

搭配出多元的收視方式，可以想見未來的收視行為是何等的複雜。此外，互動的

部分提供了一條頭端與接收端的對話路徑，閱聽眾可以如同使用網路一般的使用

電視，自行選擇想要獲得的內容。這種複雜、雙向、去中心化的傳播過程不同於

以往單純、單向、中心化的傳播方式，這些變革對於收視率公司來說，都將是很

大的挑戰。現行的調查技術在未來顯然已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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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數位化的幾個切入點

圖 2-1：測量數位化時代收視率的幾個切入點

資料來源：尾關光司（2004）

尾關光司（2004）將未來測量數位化時應該考慮的切入點分成三大面向來思

考，分別是「播放數位化」、「通訊數位化」以及「家庭數位化」。

傳播業以外的 contents 配送

Mobile
互動

播放數位化
 多頻道

 Hi-Vision
 數據傳輸，雙向

 移動物體，手機1

segment

 寬頻播放

 Video on
Demand

 傳送路徑

 數位CATV

通訊數位化

 不在自己家裡

 非即時收視

Timeshift

 數位化電視

 HDR
 PC、PDA、手提

電視

家庭數位化

SD 複數頻道

 電視節目的量的擴大

Multi device

 不只家用電視

質的方面並不是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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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數位化」所帶來的多頻道和移動接收，是收視率調查公司比較急需面

對的問題。多頻道的產生是因為數位技術的壓縮，使得原本一個頻道現在可以有

數個頻道同時播出。但是這打破了一個頻率只對應一個頻道的關係，成了多個頻

道共享一個頻率的情形。這項改變使得當前用來測量發射頻率的 people meter 無

用武之地，因此必須發展出新的測量技術做出對應。另外，未來閱聽人可以把手

機當作接收工具，走到哪裡看到哪裡，等於是身處一個「電視無所不在」的世界，

屆時收視率調查的空間範疇如何從家戶中的點，慢慢向外擴及到一整個面，對於

收視率調查公司來說，在測量技術上的開發以及成本的投資都是很艱鉅的考驗。

「家庭數位化」帶來了multi device 的可能。未來在家中也可以透過電視機

之外的裝置，像是桌上型電腦、PDA、手提電視等進行收視。當前的收視率調查

只處理經由電視機收視的部分，但是未來隨著數位化的越發展，電視也將越朝向

個人化媒體發展，接收的裝置也是如此。這一部份，也是收視率調查公司必須思

考的問題。

至於「通訊數位化」的部分，Video on Demand 是最重要的發展，而Video on

Demand 所帶來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其一是，VOD 允許閱聽人自行選擇

在什麼時候、藉由什麼方式、收看想看的什麼節目，而且必須閱聽人主動要求，

頭端才會提供內容。這種類似網路導向的使用方法，不只嘉惠閱聽人，也可以幫

助頭端確實掌握與了解用戶的存在，等於頭端自行就擁有了測量收視率的能力，

那麼這項發展會不會動搖收視率調查公司的重要性，值得思考。其二是，VOD

將打破過去同一節目在同一時段被閱聽眾所收視的模式，閱聽眾可以依照自己的

需要，自行決定收視時間。這種非同步收視的部分應該如何測量、如何定義、以

及如何把數據和即時接收的部分加總在一起？也是數位時代收視率調查勢必面

臨的另一大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