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暸解：1. 觀賞者對加值影音與未加值影音的觀賞行為。2

觀賞者對於經過加值後的影音節目的主觀態度。3. 不同年齡、性別、教育程度、

職業的消費者間的觀賞行為比較。4. 不同年齡、性別、教育程度、職業的消費

者對於經過加值後的影音節目的主觀態度有何差異性，以獲得數位影音加值的效

果。 

本章第一節將整理研究中所獲得的資料之結果討論；第二節為本研究對於戲

劇類型的數位影音產品行銷策略的貢獻；第三、四節為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 研究結果彙總和討論 

(一) 在整體受測者的五種觀賞行為方面： 

1. 主行為–相對時間： 

    「觀賞加值影片」的每次相對停留時間百分比是 59.702%，高於「原始整集

影片」的每次相對停留時間百分比 10.481%。故推論，加值影片比未經加值的原

始整集影片有較高的吸引力，受測者對於加值過的影片有較高的意願觀賞完畢。

換言之，相較於未經加值的影音，使用者看完加值影音的意願較高。 

2. 主行為–絕對時間： 

    「觀賞加值影片」的每次平均絕對停留時間是 171.83 秒，小於「原始整集

影片」的每次平均絕對停留時間 566.01 秒。吾人推論雖然未經加值的原始整集

影片的每次平均絕對停留時間高於加值影片的每次平均絕對停留時間，但可能是

由於原始整集影片每片的長度是 90 分鐘，遠高於加值影片經過切割，每段影片

平均長度只有 4~10 分鐘。因此絕對停留時間是否有效反應觀賞者對影片的偏好

度，仍有待商榷。 

3. 次行為–點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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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集次」搜尋且觀賞的次數為 151 次、以「角色」搜尋且觀賞的次數為

245 次、以「主要劇情」為 141 次、「特殊劇情」為 264 次。使用者觀賞加值過

的影音行為上，以「特殊劇情」搜尋且觀賞的次數最多、其次是「角色」，可以

初步推論加值過的影音可以讓觀賞者用不同的方式觀賞影片是具有意義的。 

4. 次行為–相對時間： 

    以「集次」搜尋的平均相對停留時間為 56.24%；以「角色」搜尋的平均相

對停留時間為 57.522%；以「主要劇情」搜尋的平均相對停留時間為 51.728%；

以「特殊劇情」搜尋的平均相對停留時間為 58.466%。 

    從以上數據資料顯示，在使用者觀賞加值過的影音行為上，以各種方式搜尋

且觀賞的影片的相對停留時間都差不多，無顯著的差異。但是仍可以發現這幾種

搜尋方式下的影片平均相對停留時間非常平均，也皆高於未經加值的影音﹙原始

整及影片﹚的平均相對停留時間 10.481%。表示以「角色」搜尋、以「主要劇情」

搜尋、以「特殊劇情」搜尋這三種方式有一定的市場，因而可以初步推論加值過

的影音可以讓觀賞者用不同的方式觀賞影片是具有意義的，可以提供觀眾不同的

選擇。 

5. 次行為–絕對時間： 

    以「集次」搜尋的平均每次絕對停留時間為 174.23 秒；以「角色」搜尋的

平均每次絕對停留時間為 167.33 秒；以「主要劇情」搜尋的平均每次絕對停留

時間為 157.15 秒；以「特殊劇情」搜尋的平均每次絕對停留時間為 203.49 秒。

從以上數據資料顯示，在使用者觀賞加值過的影音行為上，以各種方式搜尋且觀

賞的影片的平均每次絕對停留時間都差不多，無顯著的差異。但是仍可以發現這

幾種搜尋方式下的影片平均每次絕對停留時間非常平均，表示以「角色」搜尋、

以「主要劇情」搜尋、以「特殊劇情」搜尋這三種方式不劣於以「集次」搜尋的

觀賞方式。因而可以初步推論加值過的影音可以讓觀賞者用不同的方式觀賞影片

是具有意義的，可以提供觀眾不同的選擇。 

(二) 不同年齡、性別、教育程度、職業的消費者間的觀賞行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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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觀賞整集的未加值影音與加值影音的相對停留時間百分比和絕對停留時間

來看，加值影音較受到 36~40 的女性的歡迎。 

2. 由觀賞整集的未加值影音與加值影音的相對停留時間百分比和絕對停留時間

來看，家庭主婦偏好加值影音的程度遠高於其他職業類別的觀賞者對加值影音的

偏好度，加值影音較受到家庭主婦歡迎。 

3. 其他細節以敘述在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分析。 

(三) 觀賞者對於經過加值後的影音節目的主觀態度 

    觀賞者對加值影音的主觀態度上普遍是呈現正面的現象。414 份問卷中，有

七成以上﹙31.15%+39.85%=71%﹚認為本實驗中經過加值影音是非常方便和很方

便的；認為不方便者不到 2%；另外，對於加值影音的喜好方面，有六成以上

(28.98% + 34.29% = 63.27%﹚非常喜歡和很喜歡本實驗中經過加值影音。因此

可以結論，觀賞者對加值影音的偏好度是高的。 

    在不同年齡、性別、教育程度、職業的消費者對於經過加值後的影音節目的

主觀態度的差異性方面，只有性別和方便度有相關性，女性主觀認為的方便度普

便高於男性。 

二. 研究結果總結 

本研究發現： 

(一) 相較於未經加值的影音，使用者看完加值影音的意願較高。 

(二) 從使用者觀賞行為追蹤研究發現，加值的影音給予使用者多樣化的觀賞方

式是有意義的。 

(三) 使用者對經過加值的影音，在主觀上的態度呈現正面的現象。六成以上使

用很喜歡加值過的影音、七成以上使用者認為加值後的影音在觀賞上是很

方便的；不喜歡加值影音和認為加值影音不方便者各低於百分之二。 

    從以上結果總體觀之，顯示加值影片比未經加值影音對觀賞者有較高的偏

好，影音加值行動是具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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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從數位影音產業二手資料的搜集、觀察數位影音產業廠商和消費者的

現況、透過訪談整理民視走向數位化的個案、到產生出一個數位影音的產品銷售

實驗﹙以戲劇節目為例﹚、最後以此實驗來探討消費者的觀賞行為，最終目的不

外乎是能夠為此產業的所有生產者和消費大眾創造價值。另一方面，也希望此研

究能夠開啟數位影音銷售的新思維，以此正面的初步結果供未來的研究者做更深

入、更全面的研究的參考。本研究的貢獻歸納幾點如下： 

一. 對數位影音內容生產者的貢獻： 

數位影音內容的生產者例如各大電視公司等，經過多年來節目製作的

投入，皆累積了相當豐富的影音資料庫。而在節目的產製過程中，雖然每

一部節目的投入成本都很高，但無論該部影音節目當初耗費了多少廣大的

資源來投入、也無論節目播出時廣受多少好評，只要節目一下檔，節目便

存入公司的影音資料庫，此時能創造的價值便相對於上檔的期間低很多。

亦即節目下檔後，該節目能發揮的價值就很小了。經過本實驗研究，初步

得出消費者較偏好經過加值過、能夠自由選擇觀賞的影音節目。換言之，

本結論能夠給這些數位影音內容生產者的貢獻可以分三部份來說明： 

    首先，本研究結果得出加值後的影音比未經加值的影音具有價值，因此

能夠給這些數位影音內容生產者一個經營的思考方向：消費者更喜歡透過

影音的加值、能上網自由選擇觀賞自己喜歡的影音片段的型式，是故影音

加值方式將是一個能夠讓下檔後的影音節目繼續創造價值、再次被利用的

重要方向。如此一來，能夠延長每一部節目所能創造價值的時間、增加每

一部節目所能創造的價值總量。 

    其次，由於在節目製作的產製過程中，戲劇拍攝前就已經有「劇本」，

詳細紀錄場景、演員、台詞、動作、表情敘述等等的現有資料，拍攝時也

是「單景拍攝」，亦即依照場景來拍攝，因此本來就是一段一段的。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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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前把各段落串連在一起成為連續性的播放檔案。這些稱為本來製作節

目就已經有的前製資料，與本次線上實驗影音的切割和加註有異曲同工之

妙，只是過去節目製播單位未曾想過這些前製資料是可以拿來做利用，直

接成為現成的加值型影音，讓線上觀眾能夠自由搜尋自己想要收看的片

段。所以，本研究能夠給這些數位影音內容生產者第二個經營的思考方向：

既然加值後的影音比未經加值的影音具有價值，那麼如果能夠在初次拍攝

的同時做好影音的加值，就能以最小成本的支出來達成影音加值，那麼影

音加值就更具有意義了。換言之，數位影音內容生產者未來要從事影音加

值的時候，就可以用本來製作節目﹙這裡的節目包含戲劇、綜藝、談話、

美食等類型的節目﹚就已經存在的前製作業資料為加值的基礎，能夠以最

不費吹灰之力的方式來達成影音加值所產生的效益。 

最後，透過觀察和訪談，我們已知目前國內經營線上數位影音的企業

都非常辛苦，無論是線上影音平台經營者亦或內容生產者皆是。本研究發

現：消費者較偏好加值過的影音，此有助於經營線上數位影音的廠商一個

創造價值、增進獲利的重要方向。 

二. 對消費者的貢獻 

在 Web2.0 的時代，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線變得較為模糊，消費者能透

過網路與生產者互動、也能夠當起生產者自行製作數位內容放到網路上與

其他網友分享、甚至有機會從中獲利而當起生產者。在這樣的時代下，消

費者的自主行為能力更強了，不再希望只能被動地接受生產者所提供的產

品。在這樣的趨勢下，本研究發現透過影音的加值，消費者不再只能照單

全收生產者所拍好的那部戲，而能夠在一部已經拍攝製作好的戲劇中，進

一步再自行搜尋和選擇所偏好的影音戲劇類型。例如：喜歡看愛情戲碼的

人，可以只搜尋整齣戲中愛情戲碼的部份；喜歡看武打戲碼的，可以只選

擇武打的戲碼觀看；單獨對戲中某事件的發展有興趣的，也可以只搜尋該

事件的來龍去脈，就像自己當個導演一樣，能夠在拍攝好的劇碼中再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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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編劇、自由欣賞劇情。 

消費者所能獲得的「價值」﹙value﹚是以消費者所獲得的「效用」扣

除獲得該效用所要花的「成本」，那麼，加值型的影音能夠讓消費者用「最

精簡的時間」收看「最喜歡的部份」，就能為消費者創造更大的價值。 

三. 對未來研究者的貢獻 

目前在數位影音節目的經營這一塊來看，不論是哪種類型的影音節

目，內容廠商在進行數位化時只是將這些原本是類比型式的影音節目轉檔

成數位檔案，擺上架提供網友觀賞整齣戲劇，影音內容本身並沒有經過重

新設計或加值，也沒有因為播出的通路由電視改成網路而做任何的改變。

一整集從頭播放到尾的電視播放型式放到網路上，仍是一整集從頭播放到

尾地在銷售。「影音數位化」這時候也只限於「技術層面」的應用而已，並

沒有站在消費者的角度做行銷策略的思考。 

    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一方面讓未來研究者能夠繼續針對加值型的影音

型式的有效性做更進一步的探討；另方面也提醒所有從事數位影音研究者

一個觀念：『數位化』這一詞彙絕對不是單單局限於科技和技術的層面而

已，要以數位科技替自己的產品創造價值，也不能只是花錢投入技術、把

傳統產品轉成數位化的內容，用和傳統產品同樣的產品設計方式、同樣的

行銷和銷售模式，就能創造數位商品的價值。這一點是很多研究者容易犯

的迷失。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藉由設計一個線上的影音實驗，來蒐集、觀察、和分析使用者的點選

和觀賞行為、並透過網路問卷來調查使用者對加值影音的喜好度、以及使用者基

本資料，來研究消費者對加值過的影音是否較偏好於傳統未經加值的影音，並探

討使用者的年齡、性別、職業、和教育程度是否影響對影音加值與否的偏好度。

因此對整個研究結果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線上影音實驗的設計和功能。也因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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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時間、技術有所限制、以及在實驗設計過程中有所疏忽，使得本研就存在以

下限制： 

一.在實驗受測對象的樣本採集方面：由於實驗是以民視的本土戲劇類型為影音

內容的主體，實驗網站也主要是透過民視首頁的廣告來招募受測對象，故受

測樣本未必能完全代表所有線上影音的使用者。會上民視首頁的人、或對本

土類型的戲劇有興趣的觀眾可能僅是所有線上影音的使用者的某一部份族群

而已。 

二.在加值內容設計方面：影音的加值內容設計指的是影音段落的切割、註解、

和分類的方式，在加值內容設計方面的限制說明如下兩點。 

       第一，理想上的實驗設計是能夠在具有大量的影音內容資料庫的狀況

下，讓使用者可以自行輸入關鍵字、從巨量的資料中搜尋自己有興趣的影音

片段來欣賞。但本實驗因為受限於成本、時間、資源，因此只提供八集總長

度共七百二十分鐘左右的戲劇影片。由於影片內容資料不夠龐大，因此如果

讓觀眾自行輸入關鍵字搜尋可能導致搜尋不到結果，因此本實驗在影音切割

和加註之後，再把所有片段的影音依照幾種不同形式來做分類，讓觀眾從已

經分類好的大分類去找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意義在幫觀眾定義關鍵字，讓觀

眾能夠搜尋得到影片。因此，此種方式比起讓觀眾自行輸入關鍵字的自由搜

尋的彈性度相對來說較小。 

       第二，在影音段落的分類方面，承第一點的說明，由於影片內容資料不

夠龐大，因此本實驗在影音切割和加註之後，再把所有片段的影音做分類以

方便觀眾直接透過分類來做搜尋動作。而影片的分類方式是透過觀察線上影

音平台上使用者所分享出來的戲劇影音片段、和由「愛」劇的官方網站討論

區大家所偏好的主題來模擬和歸納幾個使用者可能較喜歡的搜尋方式﹙搜尋

方式分為四大分類：以角色搜尋、以集次搜尋、以主要劇情搜尋、以特殊劇

情搜尋，和數個細項分類，每個大分類各有很多小分類﹚。但此分類方式未必

是最適當、最符合觀眾需求的分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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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測者的線上觀賞行為和受測者基本資料的蒐集方面： 

    受測者的線上觀賞行為方面，由於此種影音的加值方式為初步測試，對

於觀賞者而言是一種全新觀賞方式，因此測試的一開始必然有一段期間由於

初步嚐試的觀賞者因為不熟悉操作，所以試著隨意點選影片。雖然在資料分

析的時候已經儘可能地排除可能是無意義的行為，例如：點選觀賞的時間小

於 30 秒、或是只有搜尋而沒有點入影片觀賞，但可能還是會出現其他觀賞者

處於學習階段而任意嘗試的點選行為是現階段在資料分析時沒有被排除的。

再者由於頻寬的限制播放影音偶爾會出現停格的現象、或傳輸的中斷使得使

用者可能觀賞到一半或超過 30 秒發現情況仍不理想，就關閉了視窗，但由於

超過了我們設定的有效觀賞秒數 30 秒，因此仍會被紀錄觀賞行為，但卻著時

影響了統計的數據。 

       另外，在受測者的基本資料蒐集方面，點選且有觀賞的總人數為 6620

人次，但有填問卷且被視為有效問卷的人數只有 414 人，因此在使用者基本

資料分析上，具有多少的代表性，可能有待商榷。 

        

四.功能介面設計方面 

       線上影音實驗在功能設計方面的操作便利性和容易的程度也會影響線上

受測者使用加值影音觀賞的意願和時間，這些會進而影響到觀賞者觀賞影片

的次數、停留時間、以及在各種搜尋影片方式下的觀賞次數和各影片的停留

時間。功能介面設計方面有以下幾點是有待改進的： 

       第一，影片播放時使用者無法在播放器上快轉，且播放時也無法得知該

影片總長度、以及目前總共已經播放了多久、還剩下多少時間。個人主觀推

論此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是：當觀賞者在觀賞越長的影音片段的時候，相對

停留時間可能會越短，因為觀賞者無法快轉、且不知道還有多久的時間才會

看完該影片，可能導致提早關閉播放視窗。 

       第二，該介面無法提供觀賞者點選不同影片片段然後進行連續播放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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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加值過的影音片段的觀賞介面上，當線上觀賞者依據各種分類來搜尋

出所要的影片後，各小段影片無法合併播放/串連播放，舉例來說，當使用者

若搜尋出「馬俊風和王文強父子 20 多年的恩怨」後，將出現 22 個馬俊風和

王文強父子 20 多年的恩怨的影音片段，但使用者若要觀賞必需一個一個影片

地點選，且每一次地點選都有數秒到數十秒不等的影音下載時間，在這種無

法自由地點選自己有興趣的影片來連續播放的狀況下，可能使得觀賞者對〝馬

俊風和王文強父子 20 多年的恩怨〞的劇情有興趣但卻無法一次完整地觀賞、

且時時受到中斷，而降低使用此種加值影音的觀賞意願。 

五.觀賞品質方面 

       觀賞的品質也會影響線上受測者使用加值影音觀賞的意願和時間。以下

幾點因素使得本實驗的觀賞品質可能不近完美： 

       第一，頻寬的限制：本線上實驗的影音頻寬資源與民視新聞網所提供的

線上新聞影音播放服務的頻寬是共享的，且是有限的，因此當人次較多的時

候播放影音就偶爾會出現停格的現象，影響觀賞的品質。 

       第二，畫質的清晰度：受到頻寬和傳輸速率的限制，線上影音無法提供

能夠全螢幕播放且畫質清晰的影音片段。 

第三，播放視窗的大小：使用者觀賞影音只能選擇三種尺寸的播放視窗

大小，分別是 320x240、480x240、640x480 三種。使用者無法放大成全螢幕

來觀賞，此亦為影響觀賞品質的因素之一。 

       第四，由於第一集的加值影音的位元速率因疏失而調得較高，大約是

900Kbps，高於正常的 300Kbps，使得第一集的加值影音相對來說在播放時比

較容易有停格現象。 

       第五，其他。在資料顯示中就有看到好幾筆的觀賞紀錄呈現的是使用者

的停留時間短、點閱的影片數量不多，但在意見欄中該使用者卻大力肯定影

音加值的作法。也同時發現對於影音加值作法喜好度寫＂普通＂者，其觀賞

加值影片的次數和停留時間都非常高。表示在本研究中，觀賞行為可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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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多外在因素影響，例如傳輸速度、畫質清晰度、以及介面方便度，亦或是

本研究所擬訂的五類觀賞行為不能完全代表使用者的偏好度。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目前學術界對此種針對一部完整的影音節目做加值的研究尚非常稀

少，本研究只是初步而簡單的測試結果，且由於各種資源、時間、技術等的限制，

使得在實驗規模、受測者基本資料的蒐集、功能介面的提供、以及觀賞品質等方

面都不盡完美。因此後續研究的範圍仍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在此吾人試圖列出幾

點對於後續研究的可能建議： 

一. 提供更完善的觀賞播放介面 

    本研究原是希望探討透過影音的加值，消費者能夠在一部已經拍攝製作好的

戲劇中，進一步再自行搜尋和選擇所偏好的影音戲劇類型，扮演一部份的導演角

色。但是由於本實驗受限於頻寬、傳輸速度、畫質清晰度、以及功能介面選擇上

無法看到已經播放多少時間和剩餘多少時間、無法快轉、也無法將所選擇的影音

片段透過串連成為一部連續的影音，以上因素都會很直接地造成使用者使用的不

方便、和觀賞影音的品質受到影響而降低觀賞意願，進而影響其點選觀賞的行

為。因此如果後續研究者能夠克服以上因素，便可以增加研究結果的準確度。 

二. 詳細的問卷分析 

    使用者的點選行為嚴格上來說，無法單單透過幾個簡單的變數，如點選觀賞

次數、相對停留時間、平均每次絕對停留時間就能夠判斷使用者對加值影音的想

法、偏好、滿意度等。且就算再完整嚴密的實驗，都有可能出現各種因素造成使

用者停留時間短或觀賞次數不高，但他們對這樣的觀賞行為卻是喜歡或滿意的。

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能夠以詳細的問卷調查法來研究使用者對影音加值的偏好

和滿意度。 

三. 能夠研究出以最低成本製作最適的加值影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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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貢獻之ㄧ是能夠提供內容生產者以影音加值創造價值的構想。當創

造價值的同時如果能夠以最小成本的支出來達成，那麼影音加值就更具有意義。

因此後續研究也可以考慮研究不同方式的影音加值方式，找出製作加值影音成本

最小，但能夠受到使用者歡迎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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