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隨著傳播、網路、資訊等科技等發展，電視服務已可邁向互動電視服務。

然而，因於互動電視服務不僅涉及科技、商業、政策等層面，更因其具有電視服

務的大眾傳播特點，而影響社會大眾、法律規範，並促使商業運作的改變，故互

動電視服務的研究，可以非常廣泛與深入。然而本研究為促研究聚焦而著力電視

傳播產業投入互動電視觀看型、購物頻道型與商務型服務時，所需考量的觀念面

和營運面之探討。 

其中，可發現電視傳播產業提供互動電視觀看型、購物頻道型與商務型服

務，具有的共同點：業者需具有的能力，包含提供互動電視轉播、附增與插播內

容與服務等以滿足用戶觀看、交流與交易所需的前端與後端能力、對訂戶端收視

情況與收視意見的回傳資料直接取得與運用的能力；而用戶需具有可與接收業者

內容與其交流的家庭終端設備與操作設備。 

互動電視服務與目前多頻道電視服務異同處是電視傳播產業業者在運作互

動電視服務時應考量的要項。本研究發現可以延伸多頻道電視市場之市場結構－

行為－績效而建構電視傳播產業運作互動電視服務時應考量的項目與架構。另

外，多頻道電視服務演變為互動電視服務是需要時間；電視傳播產業業者應有互

動電視服務市場開創期（即多頻道電視服務為主，而互動電視服務為副的時期）

與互動電視服務市場競爭期（即互動電視服務普及化的時期）之觀念。業者身處

於市場開創期之策略思維與身處於市場競爭期之策略思維應有異。 

而業者投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應了解此型互動電視服務乃著重提供用

戶不涉及商務交易之觀看及交流的內容與服務，則拓展用戶的閱聽範圍與收視便

利性是其著力點；用戶於節目收視面與廣告效力面的回傳資料是可幫助業者了解

用戶的收視而利於營運的改進。至於探討電視傳播產業投入此型互動電視服務的

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可以劉幼琍(1997)所提的多頻道電視市場結構－行

為－績效分析為基礎，但須增加「資訊科技」以表達對直接互動層次與附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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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等直接互動化層面之重視。而個別公司投入績效之探討，於開創期時，可從

扮演互動電視服務先驅者角色之權威性優勢、附加互動電視服務而建立有線電視

服務之差異化優勢、或以掌握訂戶直接回應而強化有線電視服務之資訊性優勢等

探討之；於競爭期時，可從公司於以訂戶收視為終端、以企業廣告為終端、以回

傳資料應用為終端等價值鏈之角度探討之。 

而業者投入互動電視購物頻道型服務，應了解此型互動電視服務乃著重以

提供用戶電視線上購物的內容與服務，則提供吸引用戶進行電視線上購物的內容

及便利性是其著力點，亦即完善提供吸引用戶購物之前端內容以及購物前、購物

時與購物後的（包括物流、客服等）商務流程，是提供此型互動電視服務的要件。

而用戶呈現於購物前反應與購物後意見的回傳資料，可助業者對商品挑選、流程

設計、服務內容等營運層面的改進。至於探討電視傳播產業投入此型互動電視服

務的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可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市場結構－行為－績

效分析為前端內容基礎，並於節目製作項目納入電視購物服務內容分析之考量，

以表達對電視購物情境設計的重視，再加上流通業與 Scherer and Ross(1990)產業

研究的結構-行為-績效模型發展後端買賣執行的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而

個別公司投入績效之探討，可以與其相近的線上零售商 (Afuah and Tucci,2003) 

為探討方向。 

而業者投入互動電視商務型服務，應了解此型互動電視服務乃著重提供用

戶與加盟的第三方業者進行電視線上交流或交易的內容與服務為主，則拓展用戶

進行電視商務的便利性是其著力點，即互動電視商務平台經營商須著重提供吸引

並完善導引用戶到加盟的第三方業者視訊網站的（互動電視）內容/服務，而購

物前、購物時與購物後的商務流程是加盟的第三方業者所需注意。而用戶呈現於

要求導引前的回傳資料有助業者改進包含導引服務的內容與服務、導引後的反應

及與加盟的第三方業者交易之回傳資料會影響業者與第三方業者加盟條件，故皆

須注意、用戶於節目收視面與廣告效力面的回傳資料，可助業者對商品挑選、流

程設計、服務內容等營運層面的改進。至於探討電視傳播產業投入此型互動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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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可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市場結構－行為－

績效分析為前端內容基礎，但部份項目須加入擔任導引服務提供者的考量，並須

加上「入口加值服務」項目，以表達對導引服務提供者的注重。而個別公司投入

互動電視商務平台經營商績效之探討，可以訂戶收視為終端或以企業廣告為終端

等兩種價值鏈斟酌追求權威性、差異化或低成本策略為探討方向。 

本研究期藉由對電視傳播產業投入互動電視觀看型、電視購物型、商務型

服務運作的探討，而鼓勵資訊與電視傳播產業投入互動電視服務，以利互動電視

服務的實務營運，進而發展電視商務，開創另一商務高峰，即是本研究目前貢獻。 

對後續的研究建議，從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提出。在研究內容方面，一則

可深入互動電視服務運作以外層面的探討，如與收入、投資、產業合作等層面，

以利互動電視服務的實務發展。二則可深入其他互動電視服務類型的探討，如

Tsaih et al. (2005)所提的互動電視網際網路型服務等類型，以促研究的完整。在

研究方法方面，一則可以個案方式進行研究，而以第一手的實務資料擴大或深入

研究。二則可以量化方式進行研究，而以數據資料的佐證、統計檢定的類推、真

偽假說的實證等量化資料而強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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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televisual technology has led to a nascent market 

for interactive TV (hereafter, itv ) service.  Since the provision of itv involves 

numerous sector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itv service including 

viewing, shopping and business service. 

 

In this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service provider is analyzed at two 

different phases: the phas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phase of competition. The study of 

the former focuses on pioneering authority,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and information, 

whereas study of the latter examines the value chain of user-viewing, 

business-advertising and data collec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providers of itv shopping channel service are concerned with 

creating attractive content and managing easy shopping service. In analyzing the 

market structure,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this study includes the “TV shopping 

service content” and “design of TV-shopping surroundings” factors in investigation of 

the front end, and utilizes the model of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cherer and Ross (1990) for examination of the back end.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providers of business service are concerned with 

enhancing the content and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service for users and third 

parties. Market research on viewing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can offer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service providers. In analyzing market structure,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this study builds upon the model of front end research with the addition of “portal 

servic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factor of “guidance”. The perform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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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provider is assessed by examining the value chain of user-viewing, 

business-advertising and data collection. Issues of authority, differentiation and 

operational cost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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