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電視傳播產業互動電視服務的基本特質 
3  
3  

從前章的文獻探討，雖然了解互動電視服務的一般化原則，卻未能理清電視

傳播產業推展互動電視服務的獨特且必然項目，亦未能掌握電視傳播產業推展互

動電視服務與電視服務之異同。所以，本章根據文獻對電視服務與互動媒體的說

明及對互動電視服務的定義、必要回饋要素、觀念、供需關係、類型、範圍與程

度等一般化原則，再輔以電視傳播產業與資訊管理之技術與理念，而分析歸納電

視傳播產業推展互動電視服務的內容、流程與要件、資料、績效追求及與電視服

務異同等基本特質，以奠定後續對各類互動電視服務探討的方向。  

 

第1節  服務的內容-互動電視內容 

互動電視服務的內容，以互動電視內容稱之，其乃指內嵌互動電視附增碼

(itv enhancement)6的電視內容7。而互動電視附增碼，乃提供用戶按選(click)以觸

發另一個互動電視內容的程式碼。目前電視內容沒有內嵌互動電視附增碼。為促

使對上述名詞的了解，則以全球資訊網(World-Wide Web)的運作為例說明。全球

                                                 
6目前對建立觸發互動電視內容附增碼的標準協議的組織有很多，如歐洲的ETSI(Eur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美國的ATSE(Advance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日

本ARIB(Association of Radio Industries and Business)、ATVEF (Advanced Television Enhancement 

Forum) 等。其中ATVEF所訂定的ATVEF協議，乃由節目商、電視台、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硬

體製造商與軟體開發商組成的跨產業團體所制定，其目的乃為各項互動電視附增內容的傳輸而創

建的標準協議。ATVEF網址是http://www.atvef.com。 
7電視內容目前是以MPEG (Moving Pictures Expert Group) 影視流(video stream)為主。MPEG之全

文為Moving Picture Export Group，此名詞原指研究視頻與音頻標準的小組，而該小組於 1988 年

組成，至今已制定MPEG-1、MPEG-2、MPEG-4、MPEG-7 等多個標準，而MPEG-21 正在制定

中。然現在已經將此名詞泛指為該小組所制定的一系列視頻編碼標準，是作為視訊在動態畫面之

壓縮及儲存的標準，而壓縮比可達 50:1 到 200:1，並包含音訊的壓縮，是一種非對稱成形的壓縮。

資料來源：http://www.mpeg.org/MPEG/index.html#m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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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的網頁(Web page)乃是文字稿加上超連結(Hyperlink)程式碼8而可供用戶

按選，並於按選後出現另一個網頁內容。目前電視內容猶如上述之未加超連結程

式碼的文字稿；互動電視內容則猶如上述的加上超連結程式碼的網頁；互動電視

附增碼猶如隱於網頁內的超連結程式碼；而按選互動電視附增碼後所觸發的另一

個互動電視內容，猶如按選網頁超連結程式碼而觸發的另一個網頁。 

互動電視內容可於訂戶打開電視就出現，亦可經按選才出現。如下從互動

電視服務的呈現與用戶交流之觀點，將互動電視內容分成互動電視轉播內容、互

動電視附增內容與互動電視插播內容等三類說明如下： 

 

一、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互動電視轉播內容乃是按照既定時程而經轉播系統9主動播放於所屬頻道

的影視流(video stream)；訂戶只需以某種操作設備（目前是遙控器）選擇此頻道

後即可收看此內容。而此內容可以是節目或廣告。互動電視轉播內容裡具有內嵌

互動電視附增碼的選項10。訂戶可以用此操作設備按選選項，而傳遞其意見或看

到其對應之互動電視附增內容--這就是互動電視服務的起頭。換言之，對訂戶而

言，互動電視轉播內容提供定時轉播的收看內容以及（開始）進行互動電視服務

的窗口。 

                                                 
8乃指超文本標記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此語言是網路世界進行資訊交換的主要語

言之一。（劉彤、周工業，2001）。 
9根據蔡念中等 (2005)所述，轉播的廣義解釋，乃指將所有電視節目傳送到家中電視機的過程。

而轉播系統，即是在戶外將所製作的節目直接傳送回攝影棚，再由電視台發射出去的系統，亦稱

為轉播傳輸系統。而轉播的傳送方式，一般有線纜(如同軸纜線、光纖電纜)、電波(或微波)、衛

星。不過，上述的轉播系統，其轉播內容為目前的傳統電視內容。而本文所言的轉播系統，其轉

播的內容除了目前的電視內容，尚包含互動電視內容。因此，為符合本文轉播內容的需求，故其

轉播系統應於硬體或軟體上進行調整，以利運作。 
10可以是遙控器的某按鍵表示互動服務種類，如按「0」兩次即表示離開互動電視服務視窗而回

到原頻道、或是以遙控器號碼按鍵組合為互動服務種類，如「201」即表示某互動電視服務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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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動電視附增內容： 

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乃是需要用戶以操作設備按選互動電視內容裡具有內嵌

互動電視附增碼的選項後，才會被動地從視訊網站傳送過來的影視檔(video 

file)。互動電視附增內容裡具有內嵌互動電視附增碼的選項，用戶可用操作設備

按選選項，而傳遞其意見或看到其對應之互動電視附增內容--這就是互動電視服

務的延續。換言之，對用戶而言，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乃提供額外的收看內容以及

（持續）進行互動電視服務的窗口。 

 

三、互動電視插播內容： 

互動電視插播內容乃是轉播系統或視訊網站主動地以跑馬燈或另開小視窗

方式而呈現於互動電視轉播內容或互動電視附增內容裡之文字串或圖形，不需用

戶按選即主動出現。互動電視插播內容裡具有內嵌互動電視附增碼的選項，用戶

可用操作設備按選選項，而傳遞其意見或看到其對應之互動電視附增內容--這就

是互動電視服務的起頭或延續。換言之，對用戶而言，互動電視插播內容提供額

外的收看內容以及（開始或持續）進行互動電視服務的窗口。 

舉例而言，用戶於觀看轉播系統所播放之互動電視職棒節目內容時，可用遙控

器按選選項，如球員背號或贊助廠商代號等，而收看球員資歷或廠商產品說明的互

動電視附增內容。若有「某商品特惠」跑馬燈出現時，用戶可用遙控器按選其選項，

而獲得對「某商品特惠」說明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甚至與其進行購物交易或購物

前、後的意見交流。又如用戶於觀看轉播系統所播放之互動電視轉播內容之政論節

目時，亦可用遙控器對某議題的「贊成」或「反對」之選項進行按選，而直接參與

此政論節目的民意調查。 

第2節  服務的供用-互動的電視服務之流程與要件 

互動電視服務的享用與提供流程及所需要件，如下從需求端的訂戶與供給

端直接與訂戶接觸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之觀點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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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流程 

需求端訂戶的享用流程如下： 

步驟一：收視--收看轉播的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訂戶收看某一頻道的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步驟二：要求--提出互動電視服務要求 

訂戶欲提出互動電視服務要求時，即以操作設備（如遙控器）按選

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的選項，而傳遞資料或提出要求互動

電視附增內容等使用要求。 

步驟三：回覆要求--互動服務要求的回覆 

若是傳遞資料，則按其說明而以操作設備輸入；若是要轉換頻道，

則回到步驟一；若是看到其要求之互動電視附增內容，則到步驟四。 

步驟四：繼續或結束要求--繼續或結束互動服務要求 

訂戶欲繼續提出互動服務要求時，即再以操作設備按選互動電視

（附增或插播）內容的選項而繼續使用（如傳遞意見或再要求互動

電視附增內容）、或轉換頻道，而回到步驟三。 

訂戶欲結束互動服務要求時，即以操作設備按選互動電視附增內容

的結束選項而回到步驟一；亦可以操作設備直接按選頻道的選項而

回到步驟一；或關掉電視。 

供給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提供流程如下： 

步驟一：轉播--轉播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取得電視台業者包含互動電視轉播內容的頻

道內容後，透過其轉播系統播放。而相關但簡短的互動電視附增內

容也可被轉播系統同時傳送，並暫存於訂戶端的機上盒。 

步驟二：處理要求--互動電視服務要求的回應與記錄 

當用戶提出互動電視服務要求時，若對應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已暫

存於訂戶端的機上盒時，機上盒隨即將其呈現於用戶的電視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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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回傳通道(return path)傳送相關用戶使用互動電視服務資料到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用以處理互動電視服務的總管系統與記錄用

戶使用情形的資料之資料記錄系統進行記錄。 

 

若對應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未暫存於訂戶端的機上盒，則機上盒立即從回

傳通道到相關之遠端視訊網站11內的後端系統（如影視流伺服器電腦系統、交易

系統、客服系統等）要求提供對應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並從回傳通道傳送相關

用戶使用情形的資料到（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總管系統的資料記錄系統記錄。 

根據 Galperin and Bar(2002)所述，回傳通道乃提供機上盒（或終端設備）與

多頻道影視節目分送商之間的網路連線。回傳通道亦即用以傳遞訂戶端服務要求

訊號給互動電視服務處理者之視訊網站，及用以傳遞後端系統回應之影視流給訂

戶處的機上盒。而回傳通道的型式，可以採用標準的撥接網路連線(a standard 

dial-up internet connection)、專用的撥接連線(a proprietary version of a dial-up 

connection)、傳輸服務頻道外的備用資料頻道(out-of-band reverse data channel)、

無線的雙向無線電波(a wireless two-way radio connection)。然而，互動電視服務，

不能容忍時間延遲或需要整個螢幕以完整地呈現影視流，則需要高速、高容量的

回傳通道，才可與上述要求之影視流輸入緊密結合。而這種配備對創造一種臨場

性的互動電視服務之經驗很重要。故通常而言，經由寬頻網路連線(broadband 

internet connection)的做法是最能達成這些要求的型式(Galperin and Bar, 2002)。 

當然，上述的運作過程都應在瞬間完成，盡量減少需求端用戶的等待時間，

以免用戶失去耐心而減少需求，進而影響互動電視服務的發展。而上述的互動電

視服務之提供與使用流程及相關設備，可參見圖 3.1。 

                                                 
11可以在內容或服務提供者（即第三方業者）處或電視台業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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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互動電視服務提供與使用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要件： 

上述流程的進行，供給端與需求端必須投入要件才能完成，故如下分述之。 

（一）內容或服務的提供  

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的提供者，可為節目製作商、電視台業者、廣告代理商、

廣告主企業（或第三方業者）等。負責內容或服務的提供者應具備人才、素材、

軟硬體與資金等資源，以完成如下兩項要件：提供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以及確

保互動電視服務過程的平順。 

要件一的提供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 

一、產製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 

二、管理與控制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 

而產製互動電視內容，有兩種方式： 

方式一：將傳統電視內容再加工為互動電視內容； 

方式二：直接製作為互動電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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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論哪種方式，皆需包含：a.將內容規劃、製作為互動電視服務所需的電

視內容之 MPEG 影視流；b.內嵌其相對應的互動電視附增碼於前述 a 的電視內容

MPEG 影視流；c.針對前述之互動電視內容進行管理與控制。 

方式一將傳統電視內容再加工為互動電視內容的工作項目：1.電視內容

MPEG 影視流的產製；2.針對前述 1 的電視內容再規劃、產製互動電視服務互動

情境所需內容，如邀請用戶回應的議題、用戶回應後的說明等內容的 MPEG 影

視流之產製；3.針對前述 1 與 2 的電視內容 MPEG 影視流內嵌相對應的互動電視

附增碼及相關工作；4.針對前述之互動電視內容進行管理與控制。而這些工作，

可由內容或服務提供者自行全部負責；或 1 與 2 工作委由其他節目製作商、電視

台業者、廣告代理商負責；或第 2、3、4 項工作委由請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itv 

service provider)負責。 

方式二直接製作為互動電視內容的工作項目，主要有二項：1.是將電視內容

直接規劃、製作為互動電視服務所需內容，亦即將服務中的互動情境如邀請用戶

回應的議題、用戶回應後的說明等內容一併納入互動電視內容 MPEG 影視流之

產製，進而嵌入所需的互動電視附增碼於內容裡；2.針對前述之互動電視內容進

行管理與控制。而這些工作，亦可由內容或服務提供者自行全部負責；或 2 的工

作委由請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負責。 

至於要件二的確保互動電視服務過程平順之要件，其工作項目需與頻道內

容整合者如電視台業者簽訂合約，以取得互動電視內容呈現無誤、互動電視服務

不受干擾的允諾。 

 

（二）頻道（轉播）內容的整合與呈現 

整合與呈現互動電視頻道內容者，可為電視台業者或系統業者等。負責整

合與呈現互動電視頻道內容者應具備人才、素材、軟硬體與資金等資源，以完成

如下兩項要件：提供已整合互動電視內容的頻道內容和確保互動電視內容的完全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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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一的提供已整合互動電視內容的頻道內容（包含節目、廣告等），意指

將互動電視轉播、附增、插播內容與非互動的電視內容整合為一個或多個頻道的

內容。 

至於要件二的確保互動電視服務內容的完全呈現要件，需與播送頻道內容

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簽訂合約，以取得互動電視內容的播送服務不受干擾的

允諾。而不受干擾的允諾，包括 1.使已整合互動電視內容的頻道內容之轉播無

誤；2.使互動電視附增內容與互動電視插播內容之傳送無誤；3.使訂戶端的機上

盒或家庭終端設備(Home Terminal)可處理而完全呈現所有的互動電視內容。 

 

（三）互動電視頻道內容的轉播及互動電視服務的處理 

互動電視頻道內容的轉播及互動電視服務的處理者，可為系統業者。負責

內容轉播與服務處理者應具備人才、素材、軟硬體與資金等資源，以完成如下兩

項要件：完全轉播互動電視內容及完整處理與記錄用戶的互動電視服務之要求。 

對於要件一的互動電視服務完全轉播的要件，其工作項目是必須提供轉播

系統及所屬可用以傳送轉播系統訊號的管道12以播放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而要件二的完整處理與記錄用戶互動電視服務的要件，主要有四項：1.回傳

通道以傳遞用戶提出服務要求的訊號給系統業者的視訊網站，和傳遞從後端系統

（如內容提供者或電視台業者影視伺服器電腦系統）所送出之互動電視（附增與

插播）內容至訂戶處；2.視訊網站、後端系統及其網路連線(network connection)

以接受與解讀用戶的服務要求訊號，而回應用戶的服務要求；3.（訂戶端）機上

盒或家庭終端設備以顯示業者傳遞的互動電視內容；4.記錄用戶使用情形的資料

之資料記錄系統，而記錄訂戶使用情形的相關資料。 

另外，負責記錄用戶使用情形的資料之資料記錄者，還可擔任對用戶使用

                                                 
12可以同軸電纜、光纖電纜、微波或衛星傳送（蔡念中、劉立行、陳清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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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電視服務的相關資料之彙編工作，但此工作乃選擇性服務而非必要條件。至

於此項選擇性服務之彙編工作，乃需要記錄資料、彙編資料之專屬資訊系統與專

業人力等相關資源，以因應不同的資料需求者（如節目製作商、電視台業者等）

的服務要求，而對不同的資料需求者提供客製化或固定式內容的加工服務。 

對於要件一所述的回傳通道，根據 Galperin and Bar(2002)所述，互動電視服

務以寬頻網路連線作為回傳通道，應是最好方式。 

而要件一所述的視訊網站，乃負責處理並記錄用戶服務要求，其接受與解

讀訂戶處機上盒或其他系統傳送過來的用戶要求訊號、記錄用戶相關的回應資

料、指揮自我的相關系統或後端系統運作以回應用戶的服務要求等，故視訊網站

通常包含總管系統、資料記錄系統等系統。 

而後端系統，乃指接受視訊網站指揮而傳送適當的回覆給訂戶處機上盒各

種互動電視服務所需的系統；通常包含影視伺服器電腦系統、交易系統、客服系

統等；這些系統可與視訊網站為同一業者所屬，亦可隸屬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提

供者。其中的影視伺服器電腦系統，為使服務以電視內容格式呈現故為必要的系

統，其可存放大量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並接受指揮而傳送適當的互動電視附增

內容給訂戶處的機上盒。 

對於要件一與二有關互動電視服務加工的工作，可由業者自行處理，亦可

全部或部份委由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負責。所以，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可提供三

種選擇性服務：負責電視內容 MPEG 影視流內嵌相對應互動電視附增碼及相關

工作、互動電視內容的管理與控制、彙編用戶使用情形的相關資料。若是第一項

與第二項的工作項目，為協助內容提供者進行互動電視內容與互動電視附增碼的

存取、維護等，故所需的資源乃針對上述運作項目所需的人才、素材、軟硬體、

資金等資源。若是第三項彙編用戶使用互動電視服務資料，其所需的資源是記

錄、彙編用戶使用資料之專屬資訊系統與專業人力等相關資源，以因應不同的資

料需求者（如節目製作商、電視台業者等）的服務需求，而對這些資料需求者提

供客製化或固定式內容的加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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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的享用 

享用互動電視服務，則訂戶首先需向互動電視服務處理者（如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訂購互動電視服務；其次是具備可用以接收與處理互動電視服務或內容

及可與互動電視服務處理者視訊網站之總管系統溝通的機上盒或家庭終端設

備；再者是可觸發互動電視服務或內容的互動電視附增碼及可表達其互動電視服

務要求的操作設備，如遙控器。 

簡言之，提供與享用互動電視服務的要件如下。這些要件所構成的互動電

視服務的要件架構，可參見圖 3.2。 

 可引起用戶服務要求的互動電視轉播內容及可平順播放互動電視轉播

內容的轉播系統、及所屬傳送轉播系統訊號的管道； 

 可被視訊網站指揮而傳送互動電視附增內容的後端系統（如影視伺服

器電腦系統等）的內容、可傳輸視訊網站的指揮之網路線、可提供回

應用戶服務要求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與互動電視插播內容； 

 可平順接受與記錄用戶服務要求、指揮相關系統運作、回應用戶互動

電視服務要求的相關系統或視訊網站。 

 可供用戶與後端視訊網站平順傳遞訊息的回傳通道； 

 可正常播放轉播系統播放的互動電視轉播內容與影視伺服器電腦系統

傳送的互動電視（附增與插播）內容，並可與視訊網站溝通的機上盒

或家庭終端設備； 

 可觸發互動電視內容的互動電視附增碼之操作設備，如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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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互動電視服務提供與享用要件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3節  服務的回饋要素-回傳資料 

從互動電視服務的提供與享用流程，可知其須取得用戶使用互動電視服務

情形的資料，方能進行後續運作，而這些資料的內容為何？ 

若從資料的產生而言，乃指用戶對互動電視服務或內容有反應或回答時，

而由訂戶端的終端設備（目前是機上盒）主動直接地記錄後、或由用戶以某操作

設備（目前是遙控器）傳達到前述之訂戶端終端設備後，再由回傳通道將兩種方

式所得的記錄傳回系統業者的視訊網站的總管系統、資料記錄系統處理與記錄。 

若從資料的細目而言，可分成：1.情境細目（反應性）：指訂戶對某互動電

視內容進行開啟、轉換或停留等動作時，如訂戶開電視機、轉換頻道或內容時，

訂戶端的終端設備即自行記錄的當下情境之細目資料，如訂戶收看的頻道、內容

或時段，藉此資料可有效地了解實際的使用反應；2.意見細目（回答性）：指訂

戶以某操作設備輸入選項或數字等動作時，如輸入代表選項的號碼而票選最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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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者或主題、或輸入數目而參與服務的內容、品質等項目的評分、或輸入代表意

見的選項而對服務的內容、品質等項目的意見表達，而藉此資料可有效地了解訂

戶對的使用想法、要求與期望等意見。而這些資料因經由回傳通道傳遞，故以回

傳資料稱之。對於經過彙編等加工程序的資料，則以已加工回傳資訊稱之。 

由上可知，回傳資料乃用戶對互動電視服務的反應或回答。然而，（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為何需要處理與記錄這些回傳資料？因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一則可對這些資料加以整理分析，以掌握轉播或提供的內容或服務之優劣而改

進，而促使收視率或使用率的提升；二則可以原始的回傳資料或加工的已加工回

傳資訊對資料（資訊）需求者進行提供或銷售，而獲得需求者的合作或購買等無

形或有形的利益。例如：系統業者或資料需求者之節目製作商、電視台業者等，

可從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了解用戶收視內容或使用服務的情形與想法，而

有助掌握用戶對內容、服務的收視或使用偏好、時段、習性等特性以改進，進而

促使其收視率或使用率的提升。或如廣告代理商或廣告主企業，亦可從回傳資料

或已加工回傳資訊分析其廣告於內容、服務或時段等項目對用戶的吸引力，而調

整其廣告的決策，進而促使廣告效力的提升。所以，回傳資料對於節目製作商、

電視台業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廣告代理商或廣告主企業十分重要。 

當然，對業者如此重要的回傳資料在目前電視服務時代也有記錄，而其記

錄的方法主要有電話訪談、親身訪問、日誌留置法(diary method)13、個人收視記

錄器調查法(people meter)14及郵寄問卷調查方式等（劉幼琍，2001）。不過，除

了個人收視記錄器調查法之外，其他方法所得的資料，都是觀眾看完電視節目，

                                                 
13日誌留置法是選擇一群具有代表性的觀眾，義務地收看有線電視台的節目，並將其收視情形記

錄在日誌上，以供電視台參考。而有線電視台將贈送紀念品或其他優惠以示感謝。（劉幼琍，2001） 
14個人收視記錄器調查法是請家庭成員開始或停止觀看電視時，都在個人收視記錄器按下個人的

代號，訂戶中每台電視配置一台收視記錄器會以燈號提醒收視成員按鍵，並辨識與記錄收視的節

目、頻道，最後將資料傳到資料儲存器，資料儲存器在每天定時傳輸資料回公司。(羅文輝，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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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段時間後再由訪員詢問而記錄。因此，所得的回傳資料是屬於事後性，較不

易立即捕捉觀眾當下的收看反應；所記錄的回傳資料也屬於間接性，不是由用戶

直接表達而易受訪員影響、或易有訪員表達不明或不實的偏差或錯誤。因此，目

前電視服務時代所記錄的回傳資料是具有時間落差性與表達間接性，而易產生偏

誤，故而不利相關業者的改進。 

反觀，互動電視服務時代所記錄的回傳資料，是訂戶處的終端設備（即機

上盒）自行、直接且及時地記錄用戶當下閱聽或使用狀況的資料，或由用戶自己

按選或輸入意見的資料，則不僅較能降低時間落差、亦因由用戶直接表達而無訪

員的影響、或訪員表達不佳的偏差或錯誤。因此，時間較及時、表達較直接、人

為影響與偏誤較低的回傳資料，當然更有利互動電視服務的節目製作商、電視台

業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廣告代理商或廣告主企業對用戶實際需求之了解，進

而助於業者的改進。 

另外，業者應了解這些回傳資料是一種如數列般的原始記錄，故須經過資

訊系統的解讀、綜整、編輯等加工後，才能得到有助其了解用戶真實需求的閱聽

情境、收視或使用意見等之已加工回傳資訊，而助於內容或服務的改進。例如，

針對某節目各月的收視或使用次數、收視或使用意見、要求互動電視服務的次數

等，而進行解讀、綜整、編輯等動作，才能得到的收視率或使用率、收視或使用

意見、互動電視服務率的已加工回傳資訊，方可更明確地了解此內容或服務的收

視或使用情形、用戶要求等，而改進該內容或服務。 

還有，雖然隨著資訊、傳播、通訊等科技的迅速進展與相關軟硬體價格的

逐日下跌，記錄回傳資料的技術難度與資源成本亦日漸遞減，而記錄的內容亦可

逐日深入與廣泛。但是，業者收集回傳資料的態度，不應持有想收集那些回傳資

料即可收集的態度。因為業者應注意訂戶使用互動電視服務的主要目的是享用互

動電視服務，則欲收集與用戶享用互動電視服務目的無關之回傳資料，則須於方

式或內容等或加以設計、或是提供相關獎勵措施才能吸引用戶的踴躍回答。還

有，應考量回傳資料要求的項目越多時，不僅業者成本越高、用戶操作費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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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易引起訂戶的反感，反而不易取得，而影響分析的正確度。除此之外，尚須注

意法令的規範、隱私的尊重與人性的安撫（心理抗拒之調節、操作費時之鼓勵等）

等因素之處理，都對回傳資料的品質與數量有所限制，而使樣本數無法全面性。 

除此，排除上述對回傳資料收集的限制，其實回傳資料可以收集許多細項，

亦可彙編為許多已加工回傳資訊。但是，欲使已加工回傳資訊確實利於了解訂戶

真實需求，則應對回傳資料的細項、負責收集或加工回傳資料的資訊系統及相關

機制，有系列地規劃與執行。例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欲了解訂戶對各種內容或

服務的收視或使用情形，以利對內容或服務改進，則應對回傳資料的回答方式更

體貼訂戶地設計，如增加對內容的轉台次數或轉台時點之記錄、對每次收視或使

用時間長度之記錄等、增加機上盒的功能，如不僅可以自行記錄，亦可進行收視

或使用時間的加總等、還可增加用戶對各節目表達意見的便利設計，如以遙控器

某個按鍵即可代表一串文字意見或滿意度高低等意見。如此，藉由更體貼訂戶的

回答方式，以促進訂戶更願意表達意見，並可使記錄的回傳資料更完整、或使已

加工回傳資訊更明確，進而更利於業者的改進。 

第4節  服務的績效-產業績效呈現與公司績效追求 

互動電視服務的提供，也是需要節目製作商、電視台業者、（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廣告代理商、廣告主企業等業者的支持。而這些業者為求生存競爭，亦

需要追求績效。 

對於產業的績效呈現之探討，由於互動電視服務主要由屬於電視傳播產業

的節目製作商、廣告代理商、電視台業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等所提供，故

其進行產業績效呈現之探討，乃以電視傳播產業之績效呈現為主。但是，因為有

些互動電視服務已超越電視傳播產業的範圍，而可加入一般產業績效呈現的考

量。所以，可以結構-行為-績效模型之多頻道電視市場結構-行為-績效與產業結

構-行為-績效進行互動電視服務產業績效呈現之探討基礎。 

對於公司的績效追求主要著力於生存競爭優勢的績效追求之探討，乃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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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不同互動電視服務類型所扮演的角色不同、且互動電視服務並未普及，致

各公司於目前未普及與日後普及所需投入的方向亦不同，故而不宜如產業般的總

體性探討。所以，互動電視服務公司的績效追求之探討，乃先按互動電視服務的

類型分類探討、次而按互動電視服務市場普及與否而分時期探討、再按公司所擔

任的角色而分工探討。 

至於市場時期的分類，目前僅有零星資訊（如微軟等）或通訊大廠（如中

華電信等）15投入互動電視服務的研發和實驗，且成效未明顯而需要更多公司投

入才能開創市場的時期，則稱為互動電視服務的市場開創期。而日後互動電視服

務普及且具有市場規模與充滿商業利基時，則投入的公司將日增而形成激烈競爭

的時期，則稱為互動電視服務的市場競爭期。 

第5節  服務的影響因子-與電視服務的異同 

互動電視服務因具有與目前電視服務相同與不同點，而對業者與用戶帶來

不同的影響。 

 

一、相同點－主要是對業者的管理或監督觀念與用戶的使用平台皆同。 

首先，二者都會受到政府與民間的約束，因皆具有屬於大眾傳播媒介的轉

播系統之轉播服務。而大眾傳播媒介乃國家行政、立法與司法外的第四權16，對

國家社稷影響甚大，故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或民間團體對具有大眾傳播媒介的轉

播服務之內容與服務方式，多設有法規管理或公約監督。所以，同樣具有大眾傳

                                                 
15然而，這些少數的資訊業者或電信業者的投入者，目前投入研發或提供的服務屬於不提供廣播

節目服務的網路電視(IP TV)服務，故與本研究所述必須提供轉播服務的互動電視服務有所差異。 
16乃指第四權理論(the fourth estate theory)，此理論認為新聞自由乃獨立於政府行政、立法、司法

三權之外，而具有對國家監督機制之的第四權功能。此乃源於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Potter 

Stewart 於 1974 年 11 月，根據新聞傳播媒體在現代社會的重要功能而提出此理論，以作為新聞

自由的理論基礎。（李炳炎、陳有方，1975）（方蘭生，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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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媒介的轉播服務之互動電視服務，亦於內容與服務方式受到法規管理或公約監

督。例如，目前電視服務對規定某時點以前不能轉播不宜兒童的內容，而日後亦

會限制互動電視服務在某時點不宜提供某些方面的內容或服務。如此，對用戶或

管理單位而言，都會對互動電視的內容與服務以目前的電視服務觀念進行管理與

監督。而對業者之節目製作商、電視台業者、（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等而言，應

注意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的製作、轉播、傳送與提供，亦須如電視服務般符合政

府民間的管理與監督要求，以免被懲罰或抗拒。 

其次，二者提供與使用服務之平台相同，皆以電視設備（包含呈現內容的

電視機、操作選項的遙控器、解碼的機上盒等）為使用平台，故互動電視服務的

使用方式即與目前收看電視一般，則如使用的距離亦與使用電視機的距離要求相

同等。因此，對於用戶而言，無增購或轉換平台的支出，亦無學習平台操作的情

形；對於業者而言，亦較無推廣平台或抗拒平台的議題。 

 

二、不同點－主要是提供互動電視服務訂戶比電視服務用戶更多的功能，以及

業者產製內容或服務觀念與方式的不同。 

互動電視服務對用戶而言，一則具有直接互動的功能，用戶不需藉由其它機

制（如電話、傳真或網路等）即可直接向業者提出要求與意見，而使雙方交流更

明確。二則具有主動選擇的功能，亦即用戶可自主選擇合宜的服務、內容或時間

等，而使用戶享有更有彈性的服務。三則具有服務授權(empowerment)的功能，

即用戶亦可對業者提出服務或內容的要求，使需求端的用戶也可變成供給端，甚

至日後亦可發展為用戶從服務的使用人變成服務的產製者、從內容的閱聽人變成

內容的創作者等。 

因此，業者為促直接互動功能的平順提供，則相關設備（如機上盒、遙控器

等）最好由系統業者為訂戶統一採買，以避免使用時發生軟體或硬體不相容的問

題。若這些設備乃訂戶自行購買或以其他方式（如以前提供服務的業者所贈送、

或用戶自行採買等）取得時，系統業者為爭取這類用戶的加入，亦應提供相關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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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17以克服使用不相容的問題。當然，這些提供設備或協助處理的成本，可由系

統業者與節目製作商、廣告主企業等商討如何分擔。 

另外，為了促使用戶確實享有主動選擇功能與服務授權功能，則系統業者、

節目製作商、廣告代理商與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等，對互動電視服務的整體流程

與各種內容應深入整合、規劃與合作，以提供更符合用戶所需的服務選項、內容

種類與發表空間等功能或機制。例如，為促使用戶可平順享用上述互動電視服務

的功能或機制，則業者於產製互動電視服務的內容或服務，內容應如電視服務般

以影像為主、文字為輔等。 

 

 
17例如提供轉換的軟體、硬體或人力等協助，以使這些機上盒或家庭終端器亦可接收該互動電視

服務轉播業者提供的互動電視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