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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收視率調查在數位時代為因應大媒體環境的變異而在內

涵面、技術面以及執行面上產生哪些改變。並從一個前瞻性的視野檢視電視台、

廣告主以及收視率三方間的共生關係將如何發展。

根據本研究的文獻探討發現，收視率調查向來都是順應媒體發展的產物。原

本三台獨霸的年代，因為廣告時段有限，廣告主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只能搶破

頭爭取，不惜賤價出售廣告，沒有多餘的心力去參考收視率數值。因為收視率的

高低對廣告主來說不重要，廣告能搶到曝光率才是重點；此外，因為過去只有三

台，收視率數字被一分為三之後，高達 20-30％是常見的事，因此廣告主也不會

去斤斤計較收視率數字的高低起伏。

但是隨著電視生態的改變，有線電視的出現使得頻道數瞬間成長，廣告主和

媒體購買公司從過去弱勢的「賣方市場」轉為強勢的「買方市場」，原本高姿態

的無線電視台開始奮力爭取廣告預算，因此不惜將廣告時段賤價出售。而廣告主

和媒體購買公司這方為了做出有效且有利的選擇，便紛紛開始倚賴客觀的量化數

據做為廣告效益的評估標準，收視率的重要性從此浮出檯面。

而數位電視時代所帶來的多頻道媒體環境、子母畫面分割、互動功能等這些

趨勢，勢必都將增加收視率調查的複雜性、困難度、以及不可預測性。

所以本研究計畫以數位電視時代的收視率調查為重點核心，然後再延伸探討

未來收視率與電視台、以及廣告主及媒體購買公司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有以下的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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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一、從狹義變成廣義的收視率內涵

今年四月廣電人退出收視率調查市場後，AC Nielsen 又回到一家獨大的時

代。從AC Nielsen 使用 people meter 進行收視率調查以來，調查的對象單位都是

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或其成員，測量的時間單位都是以即時收視的部分為主，測量

的內容為電視頻道的節目。由於測量的母體是以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或其成員為

主，因此藉由其他裝置，譬如透過錄放影機等機器錄影或播送的電視節目，或是

個人電腦收視的部分，皆不被列入收視率的計算範圍。

但是當電視從類比大步跨向數位時，數位化的特質替閱聽人帶來了大解放，

除了收視空間、收視時間可以自行選擇之外，還能夠選擇要收視的內容以及輕易

閃避廣告。做為一個應變項，收視率調查在內涵面上絕對需要調整，必須依據閱

聽人接觸媒體的方式，找出對應，與之對話。

過去的收視率定義只包含定點、共時性的家戶收視部分，但是由於數位電視

徹底顛覆傳統上對於電視的定義，因此收視率的內涵自然必須隨之調整。大體而

言，內涵面的再定義應該從四個面向著手：

1. 時間面：從即時收視走向延遲收視、共時發展成歷時

2. 空間面：從戶內走向戶外、定點走向移動

3. 接收方式：從電視機發展到手機、PDA、筆記型電腦

4. 廣告時段：從被轉台變成被直接跳過時

從以上的四大面向可以發現，數位時代的收視方式如果單從以上四大面向分

別來看，就已經和過去的收視行為有很大的差異。如果四大面向間再進行排列組

合的話，又可以發展出多種收視行為。因此，顯然過去的那種狹義的收視率定義

必須重新被解構再建構，未來應該從一個廣義的面向來看收視率內涵。簡單來

說，未來的收視率內涵已經不像現在是一種水平的概念，而會發展成分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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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未來收視率調查的進行上，將因為數位化的發展程度不同，調查方法

也會有所不同：

1. 數位化初期

從一個時間軸的觀點來看，如果在數位化初期，經濟規模還沒有達到一定標

準，就企圖發展出對應技術用來測量每一層次的收視率，那將會耗費巨大成

本。但是此一部分觀眾的收視行為還是很重要，不能棄之不管，因此在這段

青黃不接的時候，為了節省開銷，以及避免貿然技術投資的風險，其實可以

運用一些比 people meter 更傳統的收視調查方式，像是問卷、日記法進行測

量。至於所獲得的資料不該只是拿來詮釋究竟獲得多少收視量，而是應該拿

來做為幫助未來規劃的使用。

2. 數位普及化

而當時間軸走到「普及」階段時，如果要同時獲得節目/廣告在兩個以上不

同區塊中的表現，收視率調查公司必須和電視台、媒體購買公司與廣告主達

成共識，共同討論究竟是要用「加法」還是「加值」的概念來計算同一套節

目/廣告的總體收視值。唯有達成協議，收視率才能繼續成為一種流通於媒

體市場上的有效貨幣。

二、發展出與新收視方式相對應的測量技術

因為類比電視的重要特質就是一個頻率即代表一個頻道，因此目前 people

meter 的技術，就是在接收端測得頻率，用以推知樣本戶所收視的頻道。

但是數位電視時代，一個頻率會承載多個頻道，一個頻率只對應一個頻道的

時代不再，因此頻率比對已經不再適用。本研究中，AC Nielsen 表示他們早在技

術面上做好萬全準備，目前只是停留在觀望市場動態的階段，等到數位電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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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時，他們會馬上進場。未來他們所採用的收視率調查技術，主要是以非入侵

式、聲音做為比對技術的 people meter 為測量技術。但是這項技術主要還是以測

量家庭內的收視為主。至於其他方式的收視行為，像是行動接收這一部份，AC

Nielsen 認為技術問題永遠不會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投資大筆金額研發、生

產新技術之後，能否回收成本。因此除非市場上已達到相當水準的經濟規模，否

則不會貿然投資。

另一方面，目前無線電視有去無回的傳播路徑還無法達到互動的功能，因此

相較於有線電視就顯得相對弱勢，但是未來無線電視可以和電信業者合作，用電

話線做為回傳路徑。有了這條聯繫頭端與接收端的線纜後，未來除了可以和觀眾

進行互動外，還可以進一步自行進行收視率調查，取得自家頻道的收視狀況。

對於自行調查收視率，雖然各家電視台都表示技術可行，而且未來也很可能

往此趨勢發展，但是各家電視台的態度和看法不盡相同。樂觀者認為，自行進行

收視率調查可以獲得最真實的數據，因為收視率不會因為收視率調查公司的疏忽

或不足流失，所以在和廣告主、媒體購買公司談判時，可以有更多的籌碼賣得好

價錢。悲觀者認為，如果透過機上盒以及回傳系統自行進行收視率調查，那麼頻

道每一分鐘、甚至每一秒鐘有多少人進出都可以看的清清楚楚，等於是提供給廣

告主一座顯微鏡來觀察電視台每一週期的表現，如此其實對於電視更不利。

至於專家學者、廣告公司以及媒體購買公司這些旁觀者也都同樣表示，未來

電視台自行進行收視率調查在執行技術上絕對不是問題，但是他們質疑這種自行

調查出來的結果是否具有公信力，以及是否足以獲得認同。

收視率調查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收視率調查需要由一個公正的第三人機

構來進行。各家電視台自行對自己進行評分，難免有「球員兼裁判」之嫌，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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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數據資料就沒有辦法被別人信服。而且收視率是電視台與廣告主、媒體購買

公司之間拿來進行商業行為的貨幣，未來如果各家電視台都自行發行貨幣，將造

成市場上的混亂。

此外，自行進行收視率調查還有兩個問題。其一是這種方式只能擁有自己的

收視率，而缺少比較的對象，因此就算測出了真實的數字，也無從得知自己的收

視率究竟是高還是低，也沒辦法從巨觀的角度來看其他電視台的收視率表現，陷

入一種「見林不見樹」的危機。其二，雖然與AC Nielsen 的抽樣調查相比，電視

台可以做到普查，但是AC Nielsen 的調查單位是家戶中的個人，而電視台的普查

卻是以「戶」為單位。未來隨著數位化的發展，個人收視習性將更為多元、變異，

電視將趨向個人化媒體發展，因此家戶共同收視的概念已不適用。即使電視台在

技術上能夠改良到和當前的 people meter 一樣、以個人為測量單位，還是無法避

免數據不被採信的問題。

但是如果各家電視台將自行調查而來的收視率，當作是自己替自己的表現所

打的分數，並從中找出自己不足之處，而非用來做為議價的用途，那麼對於未來

的節目製作、以及時段編排將有很大的助益。

三、收視率的重要性將隨數位化發展而逐漸遞減

如果將大媒體環境的改變視為自變項，那麼收視率調查絕對是應變項。過去

當媒體生態從只有無線電視發展到有線電視的加入時，測量收視率的方法以及收

視率在廣告主、廣告代理商的電視媒體購買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就已經

發生第一次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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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媒體環境又即將從類比進展到數位，收視率調查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

性勢必將發生第二次變革。但是由於數位電視要達到高普及率還需要很長的一段

時間，因此短期內並無法看出顯著的差異，必須把時間拉長，用時間軸的概念來

審視收視率調查在數位電視時代所扮演的角色，那麼就會發現收視率的重要性呈

現遞減狀態。

現階段收視率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要提供給廣告主和媒體購買公司一個參考

的依據。但是當觀眾可以藉由DVR 這種機器輕易將廣告跳過時，傳統的 30 秒

完全消失了，觀眾得到的是完整而不被打擾的節目收視，因此DVR 被視為是收

視率的頭號殺手。

就算觀眾將節目錄下，延遲收視時沒有將廣告跳掉，這一部份還是給收視率

調查帶來挑戰。因為目前的收視率調查只能測得即時收視的部分，但是就理論面

來說，只要收視行為有發生，就該被納入收視率數值中。對此，收視率調查公司

想出了一套因應對策，就是每隔一個禮拜，將 time-shift 部分的收視率數據交給

客戶，讓客戶知道有多少人是 real time 收視，有多少人是 time-shift 收視。但是廣

告主這方認為 time-shift 讓廣告失去了時效性，失去時效性的廣告也就失去了價

值，所以這一部份的收視率被認為是無效的。

從未來廣告的表現手法來說，如果說數位電視時代廣告終究難逃被閃避的危

機，那麼廣告就必須尋找新出路。本研究結果發現，「置入性行銷」、「互動廣告」

以及「客製化廣告」都是未來廣告的發展趨勢。但是除了積極尋找新出路之外，

原本的廣告也不該棄守。如何製作出吸引人的精緻廣告，才是正面迎戰 DVR 的

方法。

至於在媒體購買策略這一部份，當前的廣告主都是看收視率的高低做為是否

購買的依據，但是當 DVR 勢不可擋之時，頻道的概念將不再，黃金時段的概念

也不再，因此當前的購買策略將面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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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廣告主的購買參考可能是節目屬性，而不是節目收視率高低。因為使用

DVR 將節目錄下來收視的行為，並不會發生在每一類的節目上，閱聽眾會因為

節目屬性的不同，而決定使用 DVR 與否。如果像是連續劇這一類的節目，因為

不具有時效性、急迫性，所以使用 DVR 將節目錄下進行延遲收視的行為就比較

容易發生，廣告被跳過的機率也相對增加。但是由於新聞類的節目具有即時性，

如果沒有準時收看，節目的觀看價值就會降低，因此比較不會使用 DVR 將新聞

節目錄下來事後收看，廣告被跳調的機率也因此減少。因此未來除了收視率可以

做為購買策略的參考之外，節目屬性可能也是一項新的參考指標。

表 5-1：習慣性收視V.S.約定型收視

習慣性收視 約定型收視

連續劇、單元劇等 新聞節目、大型賽事

使用DVR 的機率較高 使用DVR 的機率較低

廣告較常被跳掉 廣告較少被跳掉

廣告時段價格低 廣告時段價格高

另外，如果說當前的多頻道環境是一種「類數位」的環境，那麼未來真正走

向數位化時，頻道數目再次暴增，頻道增多的結果造成收視率數值被稀釋，發展

成彼此差距在正負誤差間的「微收視率」。當頻道再次增多造成分眾再分眾時，

收視率的參考價值也大為降低。

因此未來必須重視收視質的調查，採取一個質量並重的角度來選擇媒體、評

估媒體。收視質能提供比純粹數字更深入的思考角度，有助於了解一個節目的收

視人口對於該節目的喜愛程度以及涉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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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收視率是在測量收視廣度的話，那麼收視質就是在測量收視深度。必

須同時兼顧深度和廣度，才能獲知觀眾收視行為的完整輪廓。並且在未來分眾再

分眾的時代，閱聽人的How，其實比 How much 更重要。

四、ABR是執行收視率數據分析、處理的另一種可能機制

鄭自隆（2005）認為，電視數位化後，收視率的調查並不困難，各家電視台

頭端都具有自行偵測收視端收視狀況的能力，因此只要電視台願意提供正確、誠

實的資料，收視率數據並不難取得。他認為未來應該仿照ABC 組織，由電視媒

體業者、廣告代理商、廣告主共同成立ABR(Audit Bureau of Rating, 收視率稽核

組織)，在電視台頭端直接稽核各台節目的收視率，以做為電視廣告計價與節目

效果評估的參考。

表 5-2： ABR 和 AC Nielsen 的比較

ABR AC Nielsen

本土，非營利機構 外商，營利機構

從「頭端」測量 從「接收端」測量

普查 抽樣

以「戶」為測量單位 以「個人」為測量單位

由廣告主、廣告公司、

電視台組成

以企業為主體

對於ABR 的成立，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示樂見其成，但是卻覺得在實行面

上困難重重。因為ABR 機制若要有效的運作，必須要有全體電視媒體業者、廣

告代理商、廣告主的共同參與。但是要把這麼多的異議團體整合起來，除非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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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的介入，否則很難達成。因此ABR 組織的推動應該由政府主導，使ABR 成

為一個半官方的非營利機構，並由專家學者從旁進行監督、觀察的工作，以維持

機構的正常運作。

至於ABR 成立之後，與AC Nielsen 的關係可能有兩種：一是相互平行、二

是相互整合。如果是前者，那麼未來視媒體業者、廣告代理商、廣告主的將多出

一份收視率數據，幫助他們進行 double check 動作。如果是後者，那麼 AC Nielsen

可以提供專業的數據分析技術給 ABR、ABR 也可以提供各家電視台的收視率給

AC Nielsen，達到相互合作的一種共生關係。

至於究竟會如何發展，真的需要政府的介入，以及各方業者以及專家學者坐

下來共同思考，才能讓ABR 順利的成立，然後開始順利的運作。

第二節 建議

1. 對廣告主及媒體購買公司的建議

由於台灣的電視環境頻道充斥，廣告主或媒體購買公司在進行媒體企劃時有

太多選擇，因此為了簡化抉擇的過程，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收視率每一單

位成本）被拿來當作是評估媒體購買的績效。

事實上，將 CPRP 和「廣告效果」之間劃上等號，是太過簡單的錯誤歸因。

或許對於廣告主及媒體購買公司來說，這是一種最方便的購買策略，但是這種策

略是否最有效，沒有人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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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率本來只是提供給電視台以及廣告商做為參考之用，它的價值是中性

的。但是 CPRP 購買方式的興起，使得收視率被「工具化」，無論是廣告主或是

電視台都將數字和鈔票劃上等號。這種偏差性的使用方式，讓它背負了媒體亂象

的原罪。收視率在被神化的同時，也被妖魔化了。

收視率會說話，但是沒有人能肯定它說的百分之百是真話，因此廣告主或媒

體購買公司將數字的高低奉為圭臬，其實是危險的投資方式。廣告主和媒體購買

公司在使用收視率之餘，應該去了解什麼是收視率，以及收視率的原理及操作流

程，如此才能正確有效的使用收視率，而不是被收視率所用。

未來當電視走向數位化之時，每個頻道會繁衍出更多的頻道，媒體生態將再

產生一次規模更強大的頻道爆炸。但是頻道暴增，觀眾的數量卻維持不變，屆時

收視率將被稀釋到一個極小的數值，各台的收視率差距可能會縮小到零點零幾、

甚至零點零零幾這樣的正負誤差範圍內。到時候如果還是只看收視率高低來投放

廣告，其實是很不智的。

在閱聽眾市場越趨區隔化的今天，廣告主和媒體購買公司不光要知道閱聽眾

有多少人，更需要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以及他們的收視行為及消費行為。收視

率數據只能提供一種參考的角度，但是做為媒體企劃人員，還有很多需要考慮的

指標，比方說：這個節目的調性跟產品是否吻合？以及目標對象的收視特性為

何？這些都是收視率數字所無法提供的。

因此廣告主和媒體購買公司未來應該開始重視收視質，對於閱聽眾的特質、

收視行為、以及收視習慣進行研究分析。事實上，閱聽眾的 how，其實比 how much

來的更重要。如果能夠了解閱聽眾的屬性及需求後再進行廣告投放，那麼將能觸

及到最多數的目標對象，而不再是亂槍打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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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收視率調查公司的建議

收視率調查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廣告主以及提供電視台製播節目參考之用，

所以調查的定義及變項必須與業界的需求一致。

未來當電視從類比階段進化到數位階段時，收視率調查將面臨許多難題與挑

戰。因為數位化的特質以及觀眾隨之改變的收視習性都將增加收視率調查的複雜

性與困難度，因此收視率公司必須即早做好準備。

對於收視率調查公司來說，技術的研發永遠都不是問題。其當前首要應該思

索的問題是：該如何重新定義收視率調查的內涵。因為從過去到現在，收視率調

查範疇都只是侷限在家戶內的即時收視，但是未來閱聽人的收視行為不再只發生

於定點、定時，空間、時間以及接收裝置這三者間的排列組合可以發展出許多種

不同的收視方式，因此收視率調查公司必須即早針對這個趨勢做出技術上、分析

上的對應，等到市場成熟時，才能馬上順利地將技術導入，即時提供給客戶所需

要的資訊。

收視率調查在雙元經濟架構中所扮演的重要資訊提供者角色，未來短期內還

不會面臨太大的動搖。但是隨著數位化的發展，收視質的重要性會與日遽增，因

此收視率調查公司應該開始著手進行收視質的調查工作。雖然初期的成本耗費會

很驚人，但是一旦建立起資料庫之後，將會是很大的資產。

3. 對電視台的建議

在商業掛帥的環境下，電視台只能每天盯著收視率數字，喜怒哀樂都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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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高低而起伏。一個節目的生死完全由收視率決定，如果一檔節目不能替電視

台賺進大筆鈔票，那麼無論節目品質如何優良，都很難不面臨腰斬的命運。

目前廣告主大部分都是依據廣告時段的收視率而不是節目時段的收視率來

跟電視台談判價碼，使得電視台往往會有一種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的困惑，因而

導致各台都無心製作節目。但是其實電視台最好的策略還是致力於節目的安排規

劃，只要能精確的掌握觀眾特質，抓住觀眾的胃口，製作出優質的節目，那麼觀

眾將會源源不絕的湧入。如此一來節目收視率數字拉高了，廣告收視率也會相對

提高。

此外，目前為了爭取到「最多觀眾」，電視節目便依循大眾口味製作節目以

爭取廣告預算。這樣的結果造成了各個頻道的節目內容都差不多，過於同質化的

結果，收視率數字自然也不見起色。

其實在分眾時代，電視台在節目製播時，必須先選定好目標觀眾，不要妄想

能將所有的觀眾一把抓；數位化以後更是如此，因為頻道的擴增將使得分眾再分

眾，電視台想要回歸到舊三台時代那種收視率動輒上 20-30％的光榮時代，已經

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譚。電視台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確認好目標觀眾。只要定位夠

清楚，目標觀眾自然會送上門來，如此也將使得廣告主、媒體購買公司的投資發

揮最大的效果

電視媒體本來就是存在於一個商業機制中，因此會在意收視率的高低乃是無

可厚非。無線電視台更因為不像有線電視台可以一手收廣告費，一手收頻道收視

費，因此它的生存之道完全是建立在廣告市場上的競爭，因此更難以跳脫收視率

數字所建構的邏輯去發展節目策略。但是如果各家電視台能夠努力擺脫收視率的

束縛，從數字的表象意義跳脫，花更多的精力在製作節目上，那麼收視率數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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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攀升。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受限於研究者的時間和能力，因此對於研究主題的掌握及研究設

計的執行，產生一些研究限制。

雖然本論文的題目為「論數位電視之收視率調查」，但是研究範疇還是以無

線數位電視為主，對於有線數位電視的收視率調查甚少著墨。這個限制是由於台

灣目前的數位電視發展，無線的腳步先於有線，而且無線電視從類比邁向數位是

整體同步升級，並且有一明確的時程表，不像有線電視為各自發展。

此外，由於國內的數位電視發展還未成熟，市場上針對數位電視收視率進

行調查的機制也還沒開始運作，因此本研究為一前瞻性的初探，所引借的案例多

來自於外國實際經驗，可能與台灣本身發展環境有所差距。

因本研究的性質屬於探索性的質性研究，所以同時採取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

談法做為資料蒐集的管道。探索性研究的缺點在於：很少能圓滿的回答研究問

題，其所能提供的是對於研究問題的提示，或僅能指點了研究問題的答案方向，

而不能提供絕對性的答案

而在深度訪談受訪者的選擇上，雖然本研究希望能與研究範疇的專業人士進

行訪談，以獲得具有代表性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在樣本選取時具有主觀性，可能

缺乏客觀標準。更進一步來說，深度訪談必須在對方有高度配合意願的條件下才

能進行，否則縱使受訪者有高度代表性，也無法獲得高訪談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