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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理清本研究的重點與方向，並奠定後續的發展基礎，如下乃首先探討研究

主體之電視傳播產業與其提供的電視服務，以建立研究的基本觀念；其次探討互

動與互動媒體的觀念，以確認研究主體之互動電視服務的重點；再者澄清互動電

視服務的定義、觀念、範疇，並與網際網路服務相較，以闡明研究的方向；接著

探討日漸成為電視服務要項的電視購物，以開啟後續互動電視購物頻道研究基

礎；還有延伸電視購物所促進的電視商務及商務活動的探討，以延伸互動電視服

務的商機發展；最後，探討產業與電視傳播產業之市場結構-行為-績效，以作為

互動電視服務形成產業之市場結構-行為-績效的基礎，而作為其績效呈現之說

明；並探討互動電視服務產業中的各類公司之績效追求。 

第1節  電視傳播產業與電視服務 

從事電視經營活動的一群事業體之總稱為電視傳播產業（劉幼琍，1997）。

電視傳播產業是屬於媒體產業的一種，具有雙元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的

運作方式。這種運作方式，意指其提供一種產品或勞務，卻可在兩個市場運作，

而該產品或勞務在兩個市場的表現也相互影響。其中，第一個是電視（收視）市

場，閱聽人以收視時間或訂閱費交換電視媒體提供的產品-電視內容。第二則是

廣告市場，電視媒體提供節目給閱聽人時，也提供廣告時段給欲在電視進行廣告

的企業，即是將閱聽人觀看電視內容的收視情形賣給欲進行電視廣告的企業。而

欲進行廣告的企業即期待閱聽人收視電視內容中的廣告訊息後，能到一般產品市

場購買其廣告的產品（劉幼琍，1997）。 

電視傳播產業的運作，還具有因電視台性質不同而影響其運作的地理區域

之特性，而地理區域的範圍是由電視產業、政府或電視媒體界定。例如：無線電

視台的節目與廣告都應於全國性市場運作；而區域性有線電視台的節目與廣告則

只於地方性市場運作（劉幼琍，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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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電視服務，Kim and Sawhney (2002)認為電視服務具有控管資訊的產生

與交易之能力。而狹義的電視服務是運用單向電子媒體傳輸視覺性的資訊給大批

觀眾、而廣義的電視服務則是對應到一個複雜的溝通系統，糾纏著文化、制度

(institutions)與技術。在文化方面，觀眾只能被動地接受業者（電視台與系統業

者）提供的服務；在制度方面，電視服務受到政府單位與監督團體的管控；在技

術方面，電視服務維持中央集權管控的階層架構。 

而電視服務將內容呈現給閱聽人收視的電視設備之轉播過程，雖可因地點

與內容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但是過程大致相同（如圖 2-1 所示）；並且因光纖電

纜與直播衛星的加入，使電視服務的轉播過程之作業形態比過去更廣泛，自然也

影響電視轉播內容的多元化（蔡念中、劉立行、陳清河，2005）。 

 

圖 2.1 電視內容轉播過程 

資料來源：電視節目製作(蔡念中、劉立行、陳清河，2005) 
 

電視服務的時代，歷經第一代福特式(大量)的電視服務、第二代的多頻道電

視服務，至今已是第三代的互動電視服務。而每一代的電視服務，在服務方式、

收入模式、控制策略與規範模式都有差異，而這些差異可參見表 2-1 (Galperin and 

Ba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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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電視服務時代比較表 

時代

項目 
第一代: 

福特式(大量)電視服務 
第二代: 

多頻道電視服務 
第三代: 

互動電視服務 
服務 
方式 

少量視訊頻道 
的單向廣播 

多量視訊頻道 
的單向廣播 

多視訊頻道的雙向傳輸

與其他互動服務 
收入

模式 
收取大量廣告費 
或收視執照費 

收取大量廣告費、收視

執照費、訂閱收視費 
收取目標對象廣告費、

使用者收視費、交易費

控制

策略 
以頻譜執照的 
財產權控制 

以整合傳輸與 
內容資產控制 

以使用接收及 
專屬標準控制 

規範

模式 
公共信託 

(保護現有業者) 
混合公共信託 

及有限公共事業規範 
尚未定義 

資料來源：Galperin and Bar (2002) 

 

所以，電視傳播產業乃以雙元產品市場進行運作，但因電視台性質不同而影

響其運作的地理區域；而提供的電視服務可以控管資訊的產生與交易，並是糾纏

文化、制度與技術的溝通系統，提供服務的轉播過程亦涉及電視台業者的播放與

系統業者的轉送；並因作業形態日益廣泛，使其服務方式、收入模式、控制策略

與規範模式日異形成差異，而電視服務已邁向互動電視服務時代。 

第2節  互動與互動媒體 

因電視服務已邁向互動電視服務時代，則其意為何？根據 Kim and Sawhney 

(2002)之述，未與媒體技術結合的互動(interactivity)（或互動溝通(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乃指面對面的對話；但若與媒體技術結合，則互動就有溝通

(communication)、中介環境(mediated environment)與賦予用戶權利(empowerment 

of the users)三種定義方式(approach)。溝通的定義方式乃認為互動的關鍵成份是

資訊的分享與交換、中介環境的定義方式乃強調對中介環境的知覺廣度與經驗深

度，而溝通是較重視與中介環境的溝通經驗、賦予用戶權利的定義方式則認為互

動媒體可提供具有不同層級溝通工具之平台而供用戶使用，以控制資訊的產生與

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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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互動媒體乃指可提供用戶各種目的（如從娛樂到知識分享）的溝通平台。

由此可知，用戶可以消費娛樂，亦可以產製知識而達到分享，而授予用戶在其他

大眾傳播媒體難以想像的溝通方式。因此，互動媒體應可包含四成份：可溝通性

(communicability)－可以各種溝通形式（如一對多、多對多、多對一）進行溝通；

可適應性(malleability)－ 可適應個人或團體所需，而提供其使用聲音－資料－影

像的彈性；可規劃性(programmability)－ 可規劃為處理與生產資訊平台之用；創

造性(creativity)－ 可創造個人訊息的潛力。所以，在這些成份的觀點，互動媒體

已經超過傳統媒體的電視媒體只單向提供成套節目的頻道內容給閱聽人。另外，

互動媒體的控制權屬於中心點的周遭，而傳統媒體的電視媒體之控制權屬於中心

點，並且不能容忍控制權的轉移。(Kim and Sawhney, 2002) 

Pramataris et al (2001) 則認為互動媒體最重要的貢獻，是開啟媒體的個人化

(Personalization)服務之新機會。在傳統媒體方面，賣方或廣告主必須從市場調查

公司或直接進行消費者的調查，才能獲得消費者對其宣傳資訊的反應，藉以改善

其廣告或服務。這種做法很難驗證這些廣告或服務是否正確地吸引潛在的目標顧

客群。而藉由互動媒體，消費者可以經由其互動的行為而直接或暗示地向賣方或

廣告主表達其觀看過或使用後的資訊，而賣方或廣告即可據此獲得消費者或顧客

的個人資訊，而非一大群的顧客資訊，進而進行媒體的個人化服務。 

所以，藉由電視媒體的轉播技術而提供的互動電視服務，即與媒體技術結

合，則可從溝通、中介環境與賦予用權利的定義說明；並具有溝通性、適應性、

可規劃性與創造性的成份；而且運用互動電視服務的互動媒體特性有助賣方或廣

告獲得消費者或顧客的個人資訊而開啟媒體的個人化服務機會。 

第3節  互動電視服務 

根據英國獨立電視委員會(Independent TV Committee)對互動電視服務的定

義：互動是一種功能，而不是一種特別型式的服務，且互動可應用於各種情況。

用戶可以如下兩種方法之任一種進行交流：一是藉由改變出現於電視螢幕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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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呈現所得電視節目或廣告的資訊、改變取景的角度、同時觀看一個以上的

影片、觀看主要影片的同時亦可觀看附屬影片等而轉換電視螢幕的內容；二是藉

由回傳通道（通常是電話線）而提供資訊給電視台，如對節目進行意見投票或參

與節目猜謎節目、訂購商品等，而與電視內容交流。這些服務，無論是以衛星、

有線或數位無線提供，卻都只有具有數位設備的會員才能公開使用。並且，英國

獨立電視委員認為互動電視服務的一般進行方式(general approach)與網路服務不

同，其內容與服務是在發展良好並被廣泛認同的標準所支持之電視環境下提供，

才可使電視台業者、廣告代理商及閱聽人較願意信任而使用(Independent TV 

Commission, 2000)。 

另外，劉幼琍(1997)認為雙向電視服務的互動電視服務，雖然有狹義與廣義

的定義，但是一定包含回饋要素。而狹義的互動電視服務乃指系統（或頻道）業

者將節目儲存在影視流伺服器(video server)，影視流伺服器隨時可回應訂戶的需

求，並透過業者的傳輸網路而將內容訊號傳送至用戶處，再藉由數位解碼器將訊

號解碼，輸出至電視機，用戶即可從電視機收到所需的服務或想看的節目，並可

從業者的傳輸網路提出反應的回饋要素。廣義的互動電視服務乃指能和節目源頭

產生互動即可，不一定經由業者的傳輸網路而產生互動之回饋要素，亦可經由電

話線相互溝通，如點歌、Call-in節目、語音等方式提出回饋要素。所以，以狹義

的觀點而言，Call-in節目不算是真正的互動，利用電話線進行的每次付費觀看節

目(pay per view)也只算是準互動5。 

Brown and Anderson(1994)認為互動電視服務的觀念，在於用戶參與程度的

明顯提高，用戶可以成為節目的管理者，也可以進入資訊與娛樂區域，使電視變

成用戶的娛樂中心與購物車。而且，互動電視服務還強調主動性與立即性，會主

動提供用戶很多資訊，立即呈現用戶的意見與排名等資料。 

                                                 
5只是接近互動，但未達到劉幼琍(1997)所述的狹義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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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perin and Bar (2002) 乃認為互動電視服務，是由訂戶向多頻道影視節目

分送商(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 MVPD)要求的拉式(pull)服

務，並不必然與任何特定(specific)影視節目流(video programming)結合，則互動

電視服務已超越只是目前電視內容的簡單擴充之觀念。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商亦

可稱為多頻道影視節目通路商，而根據聯邦通訊委員會(2005) 的說明，多頻道

影視節目分送商是一個不受限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無線電視系統提供者、直

接廣播衛星服務者、接收衛星節目電視通路者、或衛星天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擔

任，是負責提供訂戶向其訂購多頻道影視節目（含觀看性與商務性）的個體。目

前我國業者有中華電信、東森國際網路等公司，其可視為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

商。而根據 Coughlan, et al. (2001)的說明，「拉式策略（Pull Strategy）」是一種藉

由不斷向消費者進行強烈暗示的廣告手法，直接誘發消費者的購買慾望，而由消

費者向零售商、而零售商向批發商、而批發商向製造商求購的由下向上的層層拉

動購買之策略，進而使製造商、供應商可以跟消費者建立一種直接關係，並樹立

自己的品牌。而本處的拉式服務，乃借用上述概念，表示互動電視服務是由閱聽

人或用戶（消費者）自己主動向互動電視服務的供應端要求訂購，而非互動電視

服務供應端主動提供的服務。 

而 Galperin and Bar (2002)也從互動電視服務結合的內容而分成兩類：一是

與任何特定影視節目流結合之與轉播電視節目結合的(Program-related)互動電視

服務，以及不與任何特定影視節目流結合之專用的(Dedicated)互動電視服務。前

者直接與一個或多個影視節目流結合，可用以加強並擴大電視台的核心業務。後

者獨立於任何具體節目流，乃由與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商簽約的第三方業者

(third party)提供之娛樂、資訊和交易服務，而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商乃扮演平台

經營商，提供第三方業者一個電視商務的窗口。一般廣告主企業的汽車業者、銀

行業者、食品業者等皆可為第三方業者。而第三方業者不僅要求廣告的播放，更

欲藉由互動電視父服務的管道而與用戶直接進行商品之售前推廣、商品銷售與售

後運作活動的業者。若從電視傳播產業的價值鏈角度觀之，其既不屬於傳統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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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產業價值鏈的電視台公司、廣告代理商、節目製作商、系統業者，也不屬於

互動電視服務產業的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商、平台經營商或互動電視服務供應

商，其角色猶如網際網路世界各產業的電子零售商(electronic retailer) ，故為有

所區別而以第三方業者稱之。 

根據 Tsaih et al. (2005) 所述，互動電視服務的範疇可分成受制多頻道影視

節目分送商運作範疇的圍牆花園式(Walled-garden)之互動電視服務，以及不受限

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商運作範疇的網際網路森林式(Wild-forest)之互動電視服

務。圍牆花園式與網際網路森林式之互動電視服務的差異，乃在於用戶能否獲得

未與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商有合作關係的第三方業者的內容或服務。 

至於互動電視服務的應用範圍，已從可得到用戶簡單的回饋及用戶可得到

有限的節目選擇彈性之範圍，而邁向如網際網路用戶的完全互動經驗之複雜範

圍。而互動電視服務的商務運用範圍，可從用戶對互動電視服務的節目或廣告表

示興趣的簡單互動、到獲得外資訊、甚至進行交易的範圍(Pramataris et al. 2001) 。 

而互動電視服務的互動程度， Pramataris et al. (2001)認為不同類的互動電

視內容會引起用戶不同程度的互動。所以，互動是一種二維架構，其一維度取決

於互動電視內容的本質，另一維度則是用戶的互動傾向。而劉幼琍(1997)認為互

動電視服務的雙向互動程度，可分為五個等級，每層層級的用戶操控方式、溝通

媒介與應用皆不同（詳見表 2.2），但是層級越高則表示互動程度越複雜。 

 

表2.2 雙向互動電視服務層級表 

互動層級 用戶操控方式 溝通媒介 應用 

無(0) 線性播送，用戶可轉換頻道

與節目。 

電話 近似於付費電視

的隨選視訊。 

低(1) 線性播送，用戶可與提供內

容的頭端交談，像控制

有線電視網路，非即

時運作。 

付費電視的隨選

視訊。 

 14



VCR 般地操縱節目播送。

中(2) 非線性播送，用戶可與提供

內容的頭端交談，像控制

LD 般地操縱節目播送。 

有線電視網路，即時

運作。 

電子目錄。 

高(3) 非線性播送，用戶可選擇伺

服器與服務項目。 

有線電視網路，即時

運作。 

電子銀行 

完全(4) 非線性播送，用戶可選擇伺

服器與服務項目，並可與其

他用戶交談。 

有線電視網路，即時

運作，並可提供即時

語音與影像通訊。 

視訊會議、多人

電子遊戲。 

資料來源：劉幼琍 (1997) 

 

而互動電視服務的與同屬互動媒體的網際網路服務有何差異？根據 Press 

(1993)對二者的比較而提出表 2.3 所列的互動電視服務與網際網路服務之比較。 

 

表2.3 互動電視服務與網際網路服務比較表 

比較項目 互動電視服務 網際網路服務 

應用範圍 家庭電影與家庭購物 學術研究與溝通 

用戶族群 家庭族群 早期是大學、研究工作者族群，

但迅速傳佈到學校與企業族群。

資料型式 影視與音訊 文字為主但已變成多媒體 

終端裝置 電視機與機上盒 電腦與網路 

地理範圍 區域性 全球性 

媒介 有線電視公司 電話公司與提供無線服務的公司

取得與發佈 中央產製與廣播 自由取得與發佈 

經濟導向 從提供教育與社區資訊開始，須 從教育與研究溝通開始，不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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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需要具有潛在利益才可促

其發展。 

費；最近才涉及商業與付費議題

資訊評價 著重版權資訊的使用 著重學術社群資訊的分享 

開始時間表 測試已開始，但需直到有很多家

庭或企業擁有互動的連接設備才

可開始。 

已經開始。 

資料來源： Press (1993) 

 

所以，互動電視服務是一種可應用於各種情況的電視功能，而此功能可以

轉換電視內容或提供可回傳資訊的方式，且一定包含互動的回饋要素，並於電視

環境提供才可使業者與用戶較願意信任而使用，則回饋要素須經由業者的傳輸網

路產生；互動電視服務有助提高用戶參與程度，且可強調主動性與立即性；互動

電視服務是用戶向業者要求才可取得的服務。對於互動電視服務的分類，可按結

合的內容分成與轉播電視節目結合的互動電視服務及專用的互動電視服務、或按

範疇分成圍牆花園式與網際網路森林式。而運用的範圍或程度，使用可從用戶簡

單的回饋及有限的節目選擇彈性，而邁向如網際網路用戶完全互動的範圍；商務

可從用戶對節目或廣告簡單互動到交易的範圍；程度可從線性播送、用戶僅可與

提供內容的頭端交談，而邁向非線性播送、用戶可選擇伺服器與服務項目、與其

他用戶交談。 

第4節  電視購物 

根據吳若蘭(1995)之述，電視購物的原理是電視台業者直接從工廠以最低價

而大量購入貨品，然後透過電視影像的解說，直接告訴消費者商品訊息，而消費

者只要使用電話，以貨到付款或信用卡簽帳的方式就能得到商品。因為電視購物

的銷售利潤可比原先該商品的廣告收入更多，而使業者競相投入。 

應菁(1995)表示，經營電視購物的業者必須向系統業者租用頻道，而每月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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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高達（台幣）十萬元至三十萬元；不過有線電視普及後，電視購物形成風氣，

則需面臨系統業者以招標方式決定頻道價格的情形。所以，有些電視購物業者開

始轉向無線電視台購買時段（如無限快買）。除了上述方式，亦有整合有線系統

與電視台業者而進行，如新視線；或是以兼具有線系統業者與電視台業者雙重身

分而運作，如寶福有線。由此可知，經營電視購物的業者將日益多樣化。 

而根據李海容(1997)之述，電視購物所形成的節目，在美國大致分成兩種。

一種是事先攝製好的電視購物節目，短則三十秒或一、兩分鐘，長則三十分鐘或

一小時，大多在週末或凌晨、午後較便宜的電視時段播出。這類事先攝製的節目，

統稱「信息廣告 (infomercials)」。另一類則是實況轉播的節目，於專屬的電視購

物頻道播出，節目主持人對產品逐一介紹，觀眾可打電話給主持人進行交談或交

易。而這類實況轉播的節目，被稱為 「電視購物(TV shopping)節目」  。 

根據黃吉村等(2006)之研究，提供電視購物服務應考量氣氛因子、設計因子

與社會因子，而這些因子亦有搭配的組成、內容及項目等，乃以表 2.4 之電視購

物服務內容分析項目表呈現。 

 

表2.4 電視購物服務內容分析項目表 

服務基架 服務基架之

組成 

內容類目 類目項目 

氣氛因子 周遭狀況 音樂 背景音樂形態： 

古典、軟性搖滾、剛性搖滾、電音、新世

紀、宗教音樂。 

歌詞： 

英語、華語、日語、其他。 

設計因子 符號 /符碼 /

人造物 

螢幕 / 畫面

出現的文字

價格、市價、所節省的價格、頻道標誌、

品牌標誌、技術設定（如倒數計時、倒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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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 所剩件數）。 

空間/機能 場景 / 攝影

棚場景 

客廳、浴室、廚房、健身房、辦公室、工

作室、簡易攝影棚、大自然、沙發、咖啡

桌、窗戶、花朵。 

員工反應 主持人 / 來

賓/模特兒 

年齡、性別、接觸方式、頭銜、穿著。 社會因子 

顧客回應 觀眾 call-in 年齡、性別、頭銜。 

資料來源：黃吉村、渥頓、劉宗其(2006) 

 

至於電視購物的經營，其商品應具有易購性、特殊性、新奇性、保障性與

易於透過電視表達商品特性等性質；而從長遠的經營理念，其不僅包括商品的包

裝與促銷作業，還需要處理倉儲、運送，甚至是售後的作業。所以，電視購物可

視為廠商和消費者間直接的流通點。而這個流通點乃扮演促銷、送貨、售後服務

的角色（劉幼琍，2001）。 

另外，雖然電視購物的經營必須擔負多種角色，但是因電視購物改變國內

消費者的購物習慣，再加上交通成本（時間、費用等）、生活習性與消費者保護

法令的成立等因素之影響，致使越來越多人願意向電視購物的節目進行購物。所

以，引起大財團、百貨業或大型倉儲業的高度興趣（劉幼琍，2001）。 

所以，電視購物可於無線或有線電視台業者、有線系統業者等以獨立或兼

具雙重身分運作。而電視購物節目，美國分成事先攝製的「信息廣告」及可與觀

眾交談或交易的實況轉播之「電視購物節目」，但提供電視購物的服務乃需考量

氣氛因子、設計因子與社會因子。對於電視購物的商品應具有易於透過電視表達

的特性，經營上可視為廠商和消費者間直接的流通點，而可扮演促銷、送貨、售

後服務的角色。因越來越多人願意從電視購物節目購物，故引起多種產業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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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  電視商務與商務活動 

電視商務，根據 Fitzgerald(2001)與 Gmbh(2004)所述，乃指閱聽人依其所見

的電視螢幕內容，而進行商品（產品或服務）購買等的商務活動，而電視螢幕乃

扮演購買等的商務活動的主要入口。 

商務活動，根據 Futrell(2002)所述，其認為商務活動可分為售前(presale)、

銷售(sale)與售後(post-sale)三階段，且各階段都有不同的目的與步驟：售前階段，

是指進行銷售所需的前期準備以促顧客對商品的接受，其步驟包含對潛在顧客的

了解，進行接觸前的準備，以及等待獲得與顧客接觸的機會等三步驟；銷售階段，

是指透過銷售人員與潛在顧客之間的資訊溝通，而說服顧客購買並取得某種商

品，這些商品包括各種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貨物、服務或創意等，而此過程的步驟

包含顧客調查、接觸前準備、接觸顧客、銷售陳述、嘗試結束買賣、發現異議、

解除異議、解除異議後嘗試結束買賣、執行買賣等九步驟；售後階段，是指完成

銷售後對顧客使用所購產品的了解與協助；即一則需要確定顧客所購產品對其真

正產生價值的確切時刻；二則需要對任何購買產品後的個人、家庭或組織提供專

業性服務之幫助，藉以提供與顧客保持連結的機會。 

所以，電視商務即是商品業者運用電視螢幕作為對用戶購買商品時，進行

售前、銷售與售後三階段活動的主要入口。 

第6節  產業的績效呈現與公司的績效追求 

產業績效如何呈現？根據 Scherer and Ross(1990)所提的結構-行為-績效 

(The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paradigm)模型（如圖 2.2 所示），即指出產業

績效可經由基本要件、市場結構與行為等方面的相互作用而呈現，而各方面可包

含如下各項目。 

一、基本要件：分成供給面與需求面 

（一）供給面： 

原物料(raw materials)，乃指重要原物料的位置與所有權的情形。技術，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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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相關技術的性質，如事批次生產或持續性生產等性質。工會化(unionization)，

乃指工作人力參與工會的數量與程度。產品持久性(product durability)，乃指商品

的銷售期間長短的耐久性。價值或比重，乃指商品的價值或於供應過程的比率高

低。企業生產形態(business attitude)，乃指商品生產模式，如是訂單式生產或存

貨式生產的形態。法律架構，乃指業者需遵守的法律規範之多寡。 

（二）需求面： 

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乃指每增加一元，消費端願意增加或減少購買商

品數量的情形。替代性(substitutes)，乃指消費端可購買性質相同的商品之可能性

大小。週期與季節特點成長率(rate of growth cyclical and seasonal character)，乃指

消費端隨著季節時間所形成的消費變化或成長幅度高低。購買方式(purchase 

method)，乃指消費端購買商品對價格確認的方式（如是固定價格或可以討價還

價等的方式）。行銷形態(marketing type)，乃指消費端購買商品的形態，是單價

低且日常所需的商品而無需要比價的商品（如牙膏、面紙等）、或是價值高但不

常買而需要比價的商品（如家具、衣服等）、或是單價高需考慮較多而且需要某

些品牌保證的專賣品（如保養品、家電等）都是。 

 

二、市場結構面： 

買方與賣方人數，乃指業者與顧客的數量多寡與分布範圍。產品差異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乃指賣方商品與其他商品的差異化程度。進入障礙，乃

指新公司進入市場的障礙高低。成本結構，乃指成本曲線的形狀，亦即其成本是

遞減或遞增的情形。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乃指業者從原物料生產到零

售配送的整合程度高低。多角化(diversification)，乃指業者商品線種類多樣性的

範圍大小。 

 

三、行為面： 

訂價行為(pricing behavior)，乃指業者訂價的政策與實務定價的情形。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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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略與廣告(product strategy and advertising)，乃指業者對商品的營運方向與廣

告做法。研究與創新，乃指業者對研究與創新的允諾程度。廠房投資，乃指業者

對生產設備的投資。法律戰術(legal tactics)，乃指業者所強調的法律議題與做法。 

 

四、績效面： 

生產與分配效率(production and allocation efficiency)，乃指業者如何使有限

資源不浪費，以及使生產決策可反應消費者所需商品的品質與數量之速度與成

果。成長進步 (progress)，乃指業者運作的進步，使每人實際所得可長期成長的

情形。資源充分運用(full employment)，乃指業者如何對資源進行充分運用，特

別是人力資源的充分運用。公平(equity)，乃指營運的所得或利潤是否合理、是

否足以分配合理利潤給利益關係人（如股東、員工等）。 

 
圖 2.2 產業結構-行為-績效分析 

資料來源：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Scherer and Ro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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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電視傳播產業的績效如何呈現，劉幼琍(1997)亦對多頻道電視產業之

績效呈現，提出如圖 2.3 所示的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其亦須經由基本要件

之供給面與需求面、市場結構與行為，方能呈現績效。而且，劉幼琍(1997)表示

這種結構-行為-績效 (S-C-P)模型，是可用以分析電視產業。而此模型的對績效

的呈現，亦是基本要件會影響市場結構、市場結構會影響行為、行為再影響績效，

而且行為亦將影響基本要件與市場結構、市場結構亦將影響基本要件，進而再影

響績效之呈現。亦即此模型，除了需要注意各要件的項目，也需要注意各要件之

間的相互作用，亦即當某要件改變，亦將影響另一要件並促其包含項目產生變化。 

不過，各方面所包含的項目，乃針對多頻道電視產業而有所調整。其認為

市場結構的「集中」，可分為賣方與買方的集中度；而「整合」主要分成垂直或

水平整合；而「進入障礙」，因經營電視台或有線電視系統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

執照，故法規政策為第一道障礙，而達不到電視產業的經濟規模或技術無法突

破，亦會面臨障礙；而電視產業的固定資產花費高、其他設備器材與節目軟體的

購置經費也高，則須對成本結構有效掌握；而「市場需求成長」，因電視傳播產

業須增加市場的需求才會帶來更多競爭與差異性節目、或避免新服務的停止，故

將此項目列於市場結構。至於行為的「產品策略」是指節目、頻道與廣告的策略；

而「研究/創新」乃指對電視觀眾行為的研究；而「價格」乃指電視節目、頻道

與廣告時段如何定價，以及有線電視系統如何分級付費；而「品質」乃指不影響

收視及整體形象的以上水準。至於績效，劉幼琍(1997)亦表示較難認定，且項目

很多（如收視率、裝機率、頻道普及率、廣告收入、節目授權金、觀眾滿意度等），

則「效率」乃指有效運用各種資源（如資金、人力、設備器材與節目等）；而「穩

定性」乃指節目、頻道與廣告的定價的穩定及人事的安定；而「成長進步」乃指

營業額；而因於電視產業亦須注意公眾利益，故「合理利潤」乃指須將觀眾利益

納入考量後之合理的利潤。 

 22



 

圖 2.3 多頻道電視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 

資料來源：多頻道電視與觀眾(劉幼琍，1997) 

 

至於產業中的各類公司如何追求其績效？根據 Afuah and Tucci(2003)所

述，大多數具有公司成份的組織，都想以追求超越競爭者、獲取利益、促進所得

與支出平衡等生存競爭力，而展現其績效的追求。但是如何公司可追求績效？

Afuah and Tucci(2003)提出由企業模式(business model)、環境與變化所組成的企

業績效決定因子(determinants)圖（如圖 2.4 所示），亦即可經由企業模式、環境與

變化等方面，而進行績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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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企業績效決定因子圖 

資料來源：Internet Business Models and Strategies (Afuah and Tucci, 2003) 

 

而企業進行績效追求的決定因子，企業模式乃指公司如何建立資源與使用

資源，而提供顧客比公司競爭對手更具有價值的產品，以獲取利益或口碑的自我

長期規劃與作為；而環境乃指公司營運的環境，其中包含各競爭者以其企業模式

進行營運所形成的競爭環境(competitive environment)，以及包含政府政策、自然

環境、對規範的限制或放寬、整體技術變革等公司無法操作的總體環境(macro 

environment)；而變化則指固有性質(properties)或無法確定事項(underpinnings)的

改變，這是公司無法全面或直接掌控的因子( Afuah and Tucci, 2003)。所以，公司

追求績效時，可由公司全面或直接掌控的決定因子是企業模式。 

而 Afuah(2004)也表示公司追求績效，可由各種用以說明企業追求績效的活

動、企業如何於現況執行這些活動、企業如何使用資源而執行活動等相關成份

(component) 組成，而使其所屬產業創造更高的顧客價值，促使其居於產業中有

價值的地位，進而賺取利益(profit)。而績效的追求，不是只有收入(revenue)方面，

收入只是其中的一項的績效追求，其他藉由對表現利益的優勢之掌握、或是對成

本的降低也是績效的追求，故各種績效的追求都是公司追求績效的整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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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uah, 2004)。 

而吳思華(1996)對於公司績效的追求，其認為用以評估並可界定企業市場地

位的生存利基之建立、建立並維持企業不敗的競爭優勢之取得、達成企業目標的

重大系列活動之執行、形成內部資源有效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之設立等的作為，

乃與策略的意義相近，故公司追求績效時亦需注重策略的訂定。 

還有，公司追求績效尚需注意策略與執行策略做法的連接性(linkages)與動

態性(dynamics)。因為公司追求績效猶如系統運作，亦需要組成成份之間、或組

成成份與環境之間具有可運作的關係，這些可運作的關係即是連接性。另外，公

司經理人應於競爭者改變追求績效的成份與關係前就改變或創新其追求績效的

組成成份，這種可因應競爭者變化而可調節的行動力就是動態性 (Afuah and 

Tucci, 2003) 。 

公司對績效的追求，所需注意的要項很多，而有效聚焦公司的努力方向，

可對公司進行分類。其中，網際網路線上公司與互動電視服務都是具有互動服務

特性的公司，而其對公司的分類可作為互動電視服務公司績效追求的參酌。如 

Eisenmnn (2002)對網際網路線上公司之分類(Taxonomy)，乃按公司擔任的角色而

分成網際網路存取權提供者 (internet access provider)、線上入口者 (online 

portals)、線上內容提供者(online content provider)、線上零售商(online retailers)、

線上仲介者(online brokers)、線上市場提供者(online market markers)、應用服務提

供者(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等八種，以利公司對績效的追求。 

所以，互動電視服務的產業績效之呈現，可以 Scherer and Ross(1990)的結

構-行為-績效模型，以及劉幼琍(1997)的多頻道電視產業的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

析為基礎。而互動電視服務的公司績效之追求，可著力公司較能全面或直接掌控

的決定因子（如企業模式）之思考、並需注重策略的訂定、考量策略與執行策略

做法的連接性與動態性、亦可以網際網路線上公司的分類而作為追求績效基礎。 

綜合本章的文獻探討，首先可知互動電視服務乃結合電視服務與互動媒體，但是

與二者有其不同或相同之處，但目前文獻並未指出電視傳播產業推展互動電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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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電視服務之異同，則為能掌握研究主體則需要對這些異同等加以分析。其

次，目前文獻雖提出互動電視服務的定義、必要回饋要素、觀念、（拉式）供需

關係、類型、範圍與程度等一般化原則，但是並未提出電視傳播產業推展各類互

動電視服務的獨特且必然項目，故本研究需要著力這些獨特且必然項目之探討，

以建立研究主題的重點。再者，目前文獻雖指出互動電視服務開啟媒體的個人化

服務機會之重要與可行的方向，如觀看內容、電視購物、電視商務等服務，但並

未指出這些服務機會如何與電視傳播產業的互動電視服務結合，故本研究可著力

這些服務機會的結合而發展各類互動電視服務。最後，目前或未來形成的互動電

視服務產業或公司必然都需追求績效，但目前文獻僅陳述電視服務的產業結構-

行為-績效模型及公司追求績效的觀念，並未提出電視傳播產業推展各類互動電

視服務的產業及公司績效之架構或要項，故本研究可投入而建立其產業呈現績效

的架構與公司追求績效的要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