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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二章的文獻探討，雖然了解互動電視服務的一般化原則、個人化服務

機會的重要與可行方向、績效的呈現與追求的基本架構與方向，卻未能針對電視

傳播產業的各類互動電視服務進行個體化的深入分析。有鑑於此，本研究根據文

獻所述的互動電視服務開啟的個人化服務機會之方向-內容觀看、電視購物、電

視商務，而將互動電視服務分成觀看型、電視購物型、商務型，並依序分章闡述。

而對各章的分析方向，因各類互動電視服務都具備如第三章所述之基本特質，故

不再贅述。但因於各類互動電視服務都有其主要訴求，以致其運作所需的觀念、

主業務流程、必要條件都有差異，而使其運作所得的回饋要素亦不同，進而影響

投入運作的產業績效呈現與公司績效追求。所以，各章以上述運作及所需、運作

所得與運作的產業與公司之績效呈現與追求為分析方向，以供業者了解其運作及

所需、所得資料、產業之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架構與公司之生存競爭績效追

求，以供相關業者投入運作之參酌。 

第1節  觀念、主業務流程及必要條件 

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觀念，乃指閱聽人向（互動電視）系統業者(itv system 

operator)要求提供此服務而成為用戶，則可對互動電視內容享有互動電視服務要

求權；而於觀看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時，可以電視操作設備按選內嵌互動電

視附增碼的內容，而獲得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以啟動與（互動電視）系統業者、

電視台業者、內容提供者（如節目製作商、廣告代理商等）或廣告主企業等的對

話。而用戶可獲得對內容的觀賞、直接之參與（如投票、答題等）、意見表達、

資訊取得等活動的權利，但是這些活動不包含任何交易買賣的直接進行，亦即訂

戶不能與上述業者直接進行任何交易買賣。所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具有提供

用戶以電視設備即可與電視內容相關業者進行直接交流活動（但不可直接交易）

的功能，故與 Galperin and Bar (2002)所述的可供用戶與電視節目交流之「與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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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電視節目結合的互動電視服務」類似。 

（互動電視）系統業者，是用戶要求提供互動電視服務的窗口，乃負責包含

互動電視內容的頻道內容之播放，並可作為用戶與互動電視內容交流的傳輸與記

錄者。若在互動電視服務未普遍時，閱聽人乃向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訂閱互動電視

服務；若在互動電視服務普遍時，多數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為追求生存應已轉型為

互動電視系統業者，閱聽人乃向互動電視系統業者訂閱互動電視服務。而（互動

電視）系統業者提供的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之交流範圍，只限制其頻道內容的互

動電視內容之相關業者，故是屬於圍牆花園式的服務範圍。而為避免後續說明的

繁瑣，故以系統業者代表其中從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轉為互動電視系統業者之意。 

電視台業者，乃負責整合互動電視內容於頻道內容，亦可擔任互動電視轉

播內容之產製。電視台業者整合於頻道內容的互動電視內容範圍，只限與其有關

係的公司，故亦是屬於圍牆花園式的服務範圍。 

節目製作商與廣告代理商，乃負責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的產製。若是節

目形態的內容則由節目製作商產製，若是廣告形態的內容則由廣告代理商產製。 

廣告主企業，乃（互動）電視節目的贊助者、或是（付費）委請廣告代理商

向電視台業者購買廣告時段及產製（互動）電視廣告的企業。 

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雖然從上述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觀念說明並未提

及此業者，但是其乃負責互動電視服務任何業者委外的任務。不過，其任務主要

包含對目前電視內容之互動加工、互動電視內容之管理、對用戶使用的回傳資料

回之彙編等相關軟體或硬體的服務。而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可全部接受，或僅專

注於其一或其二的工作。 

閱聽人轉為用戶，其使用方式與設備猶如觀看電視般，只需使用遙控器、電

視機、機上盒等電視設備即可，而以操作設備（之遙控器）按選電視機螢幕內嵌

互動電視附增碼的互動電視內容之選項，即可直接與系統業者、電視台業者、內

容提供者（如節目製作商、廣告代理商等）或廣告主企業等表達想法或獲得更進

一步內容等之交流，而不需要再使用電話、網路或傳真等其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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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方面，互動電視內容亦如第三章所述也有互動電視轉播內容、互動電

視附增內容及互動電視插播內容等三類，且三類內容都內嵌互動電視附增碼，經

用戶按選相關選項即可獲得相應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進而直接與相關業者對

話。互動電視轉播內容，是互動電視節目和互動電視廣告，用戶按選即可啟動與

系統業者、電視台業者、內容提供者或廣告主企業的對話或訊息。互動電視附增

內容，乃用戶按選各類互動電視內容相關選項（如歌星專輯、簽唱地點、或商品

特點、試用品取得方式等）而獲得深入說明或要求用戶（以操作設備）輸入資料

的內容。互動電視插播內容，乃視所需而機動地插入於互動電視轉播內容或互動

電視附增內容之各種相關訊息（如歌星簽唱會、新商品項目等訊息）。 

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可能的）使用與提供流程與第三章第二節所述相同，

但是主業務流程略有差異，說明於下。 

用戶使用流程如下： 

步驟一：收看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用戶從電視機螢幕收看某一頻道提供的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步驟二：提出與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互動要求 

用戶欲了解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表達意見等，可以操作設備

按選內嵌互動電視附增碼的選項，而提出互動要求-要求互動電視

附增內容或表達意見。 

步驟三：獲得相關業者回應 

用戶以操作設備按選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選項或輸入資料，即

可獲得內容提供者或系統業者回應其互動要求之互動電視附增內

容。 

步驟四：繼續或結束與內容互動要求 

用戶想繼續提出與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互動要求時，可用操作

設備對互動電視附增或插播內容按選選項或輸入資料，而回到步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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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欲結束對內容的互動要求，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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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用操作設備直接按選頻道的

選項而回步驟一；或關掉電視。 

系統業者提供服務流程如下： 

步驟一：播放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系統業者播放電視台業者已整合互動電視轉播內容的頻道內容到

訂戶處。 

步驟二：獲得用戶與互動電視轉播或插播內容互動要求並記錄 

系統業者的總管系統獲得訂戶處機上盒傳來要求互動電視附增內

容或表達意見的指示，解讀後，將此互動要求指示傳送到相關業者

之影視流伺服器電腦系統，並傳送相關內容到訂戶處機上盒而立即

呈現於電視螢幕，並記錄此要求。 

步驟三：獲得返回互動電視轉播內容要求 

當用戶從互動電視附增內容按選返回互動電視轉播內容選項，系統

業者的總管系統獲得從訂戶處機上盒傳來的返回指示，解讀後，即

將用戶螢幕內容返回互動電視轉播內容。 

 

當然，所有流程應於瞬間完成，盡量減少用戶的等待時間，以免用戶失去

耐心而減少需求，而影響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發展。上述流程，可參見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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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主業務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上述流程可知，需求端用戶與供給端業者之系統業者、電視台業者、內

容提供者，乃須具備如下的要件方能運作： 

用戶端： 

1.先向系統業者要求提供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 

2.具有可接收與處理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互動電視內容及可與系統業者

系統溝通的家庭終端設備，如機上盒。 

3.具有可觸發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互動電視內容的互動電視附增碼及可

表達其對內容提出互動要求的操作設備，如遙控器。 

內容提供者（節目製作商、廣告代理商等）： 

1.具有提供互動電視轉播、插播與附增內容的相關技術、設備或能力。 

2.具有可與系統業者溝通的相關技術、設備或能力。 

電視台業者： 

具有整合互動電視轉播、插播內容於頻道內容的相關技術、設備或能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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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可成為內容提供者，而具有提供互動電視轉播、插播與附增內容的相

關技術、設備或能力。 

系統業者： 

 必要性服務之要件： 

1.具有轉播整合互動電視內容的頻道內容之相關技術、設備（如轉播系統等）

或能力； 

2.具有與內容提供者、訂戶端溝通之相關技術、設備（如系統、網路、回傳

通道等）或能力； 

3.具有記錄用戶進行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所需資料之相關技術、設備（如資

訊系統、資料庫等）或能力。 

 選擇性服務之要件： 

成為加工（如解讀、綜整、編輯等）回傳資料為已加工回傳資訊的提供者，

而具有相關技術、設備（資訊系統等）或能力。 

 

 當然，上述業者若不具有相關系統、技術、設備或能力，亦可透過委外，而

由其他業者（如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資訊軟體業者等）提供相關之內容、服務、

系統、技術、設備或能力。 

第2節  回傳資料 

從前節所述可知，系統業者的資料記錄系統，亦會直接且即時地記載用戶

瀏覽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反應、與內容相關業者提出互動要求及回答之回傳資

料。換言之，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回傳資料之細目，亦有兩類：一類是用戶對

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內容進行開啟或轉換的動作時，訂戶處機上盒即自行收集當

下用戶以操作設備按選頻道或內容（互動電視轉播、附增、插播內容）時的瀏覽

情境之細目資料，如用戶按選的內容、時段與次數等；另一類則是用戶以操作設

備按選選項或輸入資料的回答之細目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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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回傳資料，目前的電視服務業者亦有收集，而其收集的目的為何？根

據劉幼琍(2001)所述，如有線電視服務業者會收集安裝率、市場佔有率、收看或

不收看的原因、收視的時段、頻率與收視多少時間、喜愛或希望增加的頻道與節

目類型、節目或服務的滿意度、對節目內容要求、對廣告、廣告頻道、購物頻道

的看法，以作為有線電視台在節目、廣告、業務、財務等營運計畫的參考依據。

然而，目前電視服務業者如何收集如此重要的資料？目前電視服務業者的收集方

法，主要有電話訪談、親身訪問、日誌留置法(diary method)、個人收視記錄器調

查法(people meter)及郵寄問卷調查方式等（劉幼琍，2001）。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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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一段時

間後再由訪員詢問而記錄。因此，所得資料乃經過一段時間再由用戶回答，則這

樣的資料較不易立即捕捉觀眾當下的收看反應、並且也非用戶直接表達，而是經

訪員再間接表達，進而易受到訪員的影響、還有也易有訪員記載不明或不實的偏

差或錯誤。因此，目前電視服務時代所收集的回傳資料是具有時間落差性與表達

間接性，且易產生人為的偏誤性。 

反觀，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所收集的回傳資料，是訂戶端的家庭終端設備

自行、直接且及時地記錄用戶當時閱聽狀況的資料，或由用戶自己點選或輸入意

見的資料。如此產生的資料，不僅能降低時間落差、亦可減少訪員的影響與人為

的偏誤、且用戶表達較直接，當然更有利互動電視服務的節目製作商、廣告代理

商、電視台業者、系統業者等對用戶偏好之了解，而助其改進節目、廣告、業務、

財務等營運計畫。 

所收集的回傳資料與第三章所述的回傳資料相同，亦是數列般的原始記

錄，須經過資訊系統的解讀、綜整、編輯等加工後，才能變成已加工回傳資訊，

而清楚地了解訂戶的閱聽情境與收視意見。例如，針對某節目各月的收視率、收

視意見及要求互動服務率而進行解讀、綜整、編輯等加工，才能得到對節目的收

視率、收視意見及互動服務率的已加工回傳資訊，而可更明確了解此節目的收視

情形、用戶要求，進而改進該節目的內容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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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隨著資訊、通訊等科技的迅速進展與相關軟硬體價格的日漸下跌，記錄

回傳資料的技術難度與資源成本亦日漸降低，且記錄的深度或廣度亦可更佳。但

是，欲收集回傳資料的業者應注意用戶使用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主要目的是享用

其服務，則欲記錄與此目的無關之回傳資料，必須加以設計或提供獎勵措施才能

吸引訂戶踴躍回答。還有，應考量回傳資料的項目越多時，不僅業者的記錄與處

理成本越高、訂戶操作越費時也越易引起其反感，反而不易取得符合所需的資

料。除此，尚須注意法令的規範、隱私的尊重與人性（如心理抗拒、操作費時等）

的安撫等，以提高回傳資料的品質與數量。而欲提升已加工回傳資訊的價值，亦

與第三章所述相同，必須從回傳資料的記錄細項、用戶表達需求的機制、處理回

傳資料的資訊系統等進行整體性地規劃與執行。例如，可增加訂戶端機上盒運算

的能力與記錄的欄位（如次數加總、停留時間加總等）使所得的回傳資料更詳細、

或可增加用戶對各節目的意見表達或滿意度的選項以利用戶表達、或可增加資訊

系統彙總用戶意見的功能與報表以加速用戶意見彙整的時間等。如此，業者即可

直接取得訂戶各節目的總收視時間及總體收視意見而無須再加工處理，進而助於

業者的改進。 

雖然系統業者可記錄、收集的回傳資料可以很多，但是其可多加關注的回

傳資料，主要是收視率、收視時段、收視內容的屬性、收視看法等可從中分析或

推理用戶對內容或服務的觀看或使用偏好、習性等特性，而利於節目製作商、廣

告代理商對內容產製的改進、電視台業者對頻道內容之選擇或編排的改進、系統

業者對播送內容之選擇與服務的改進，故這類回傳資料乃系統業者可多加關注。 

第3節  產業之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 

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產業的主要運作者(key player)，乃包含內容提供者、

電視台業者、系統業者、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且知此產業提供的服務乃以多頻

道電視服務為基礎，並對部份電視服務內容進行互動加工，而提供用戶不涉及交

易買賣之觀看與交流的互動電視服務。由此可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乃以多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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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電視服務與電視服務直接互動化為基礎而發展，則對此產業的市場結構-行為-

績效分析之探討，一方面需包含多頻道電視服務產業，另一方面需包含多頻道電

視服務直接互動化。 

對於多頻道電視服務產業的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之探討，乃以劉幼琍

(1997)所提之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參見圖 2.1）為基礎，並對其中談及

多頻道電視服務的項目調整為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項目。然而，對於電視服務

直接互動化方面，因劉幼琍(1997)所提之分析並未涵蓋，故如下探討之。 

對於多頻道電視服務的直接互動化方面，可從直接互動的層次及範疇18兩方

面探討。對直接互動的層次，從Lee and Lee (1995)的研究發現，很多閱聽人使用

電視服務僅有低層次直接互動的需求–即單向的選擇節目方式，仍是閱聽人最常

使用的收視方式；無需與電視內容進行高層次的直接互動就能收視內容，是閱聽

人最想得到的效益。另外，若是對節目進行太多層次的直接互動化，則不易與他

人分享收看該電視節目的經驗，進而易失去與人分享的樂趣，並且也無法展現電

視完整表述故事的特性。不過，Lee and Lee (1995)認為未來可將高層次的直接互

動化投入於娛樂性、資訊性、商業性節目的發展。對於直接互動的範疇，根據

Hoffman and Novak (1996)的研究發現，由於傳統一對多的大眾媒介廣告模式乃

設定消費者是被動的，而具有多對多交流模式的網頁超連結功能，則可使消費者

主動選擇廣告，甚至使消費者可設定交流的內容與範疇，而使互動的內容與範疇

擴大；除此，具有超連結功能的網頁之成功主因乃內容之持續創新而使內容範疇

變豐富，則內容之持續創新會影響網頁互動化的範疇。而上述直接互動化之論

述，用於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時，超連結的內容乃指「互動電視附增內容」，其

他亦是同理；即進行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運作時，應考慮提供用戶的直接互動之

層次高低及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之範疇多寡。所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產業的市

                                                 
18範疇乃包含數量、深度和更新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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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亦須納入「直接互動層次」與「附增內容範疇」。 

然而，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產業對於多頻道電視服務直接互動化的「直接

互動層次」與「附增內容範疇」之追求，因這兩項無法獨立呈現，而須藉由內容

或服務才能表現「直接互動層次」的高低與「附增內容範疇」的多寡，故對這兩

項的績效追求，非直接性而是間接性從節目或服務追求。並且，在互動電視觀看

型服務產業的節目或服務，還須思考節目或服務的劇本或腳本、場景或舞台、特

效或字幕等如何產製或插入，以呈現節目或服務的直接互動化。所以，在互動電

視觀看型服務產業探討節目或服務，即需包含「直接互動層次」與「附增內容範

疇」，並需納入如何展現直接互動化的觀點。 

還有，由於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直接互動化，比多頻道電視服務時代在

供給面需要投入更多的資訊科技，以呈現「直接互動層次」與「附增內容範疇」，

並可增加產業服務機制的基礎建設性效益(Weill & Broadbent,1998)。因此，「資訊

科技」應成為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供給面的項目，以利此產業節目（或服務）的

直接互動化。 

另外，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商品之意，除了電視服務的節目、頻道、廣

告、廣告時段，還有因其具有直接互動化而使產業可取得用戶的回傳資料，進而

可對資料或資訊需求者進行販售、加工或管理等服務、或是對電視服務直接互動

化的需求者提供直接互動化的互動電視服務等。故在圖 2-1 具有商品的項目，都

可視為具有節目、頻道、廣告、廣告時段、資料、服務之意。 

除此，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提供，不僅需要器材的硬體資源，還需要資

料、服務、委外管理等軟性資源。故在圖 2.1 基本要件裡的「器材」項目應改為

「資源」項目，而此資源乃涵蓋器材、資料、服務、委外管理等各種資源，以顯

現此產業對硬體或軟性資源的重視。 

 

將上述觀點納入，即形成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產業前端的市場結構－行為

－績效分析圖（參見圖 4.2）。而圖 2.1 與圖 4.2 之差異有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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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 4.2 具有節目（或服務）的項目： 

都視為具有互動節目（或互動服務）的項目，以表示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

節目（或服務）乃具有「直接互動層次」與「附增內容範疇」兩方面的議題，且

產製時需納入展現直接互動化的觀點； 

 

2.圖 4.2 裡具有商品的項目： 

都視為具有節目、頻道、廣告、廣告時段，還有資料及（與直接互動相關的）

服務之項目，以表示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商品具有直接互動化觀念的商品； 

 

3.圖 4.2 裡具有「器材」 的項目： 

都改為「資源」，則在基本要件之供給面裡，於圖 2.1 的「器材供應」項目

改為圖 4.2 的「資源供應」項目；而於基本要件之需求面裡，於圖 2.1 的「購買

節目或器材方式」項目，除了將「器材」 改為「資源」 之外，另因節目或資源

的取得，可以購買方式取得或以合作方式取得，則為擴大其意而將「購買」改成

「取得」，故圖 4.2 的「購買節目或器材方式」項目，乃改為「取得節目或資源

方式」；  

 

4.對圖 4.2 增加項目： 

增加「資訊科技」項目在圖 4-2 的基本要件之供給面裡，以表示互動電視觀

看型服務對直接互動化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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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市場結構-行為-績效分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4節  公司生存競爭之績效追求 

雖然目前並無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但是隨著網際網路蓬勃興盛所帶起的

用戶直接互動風潮，勢必延伸於電視服務，而激起互動電視服務的發展。其中，

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僅需對部份電視服務進行直接互動的加工，即可使原來多頻

道有線電視服務用戶享有互動電視服務與有線電視服務的雙重功能，亦可使業者

獲得與有線電視服務業者差異化的競爭優勢、或使業者運用互動機制而獲得更多

用戶回饋資訊進而改善的好處。所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將可從多頻道有線電

視服務時期僅少數業者投入的市場開創期，而邁入引起大量業者投入的市場競爭

期。然而，於市場開創期與市場競爭期，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公司如何追求如

Afuah and Tucci(2003)所言的超越競爭者、獲取利益、促所得與支出平衡等生存

競爭方面等績效，即是本節的目的。  

不過，基於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公司，一方面於互動電視服務未普及的市

場開創期可隱於有線電視服務的公司進行推廣，互動電視服務普及後的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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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即可直接以互動電視服務公司進行營運，以致公司所處的市場時期不同所負責

的工作即不同，追求生存競爭之績效亦不同；二方面因於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產

生的價值，除了具有劉幼琍(1997)所提的電視服務雙元市場之價值，還因其具有

直接獲得回傳資料之價值，故不僅具有用戶觀賞的價值鏈與企業廣告的價值鏈，

尚具有回傳資料收集或整理者對（回傳）資料運用的價值鏈，而價值鏈不同亦影

響公司提供的商品與生存競爭績效之追求。有鑑於此，如下對互動電視觀看型服

務公司的生存競爭績效之追求，先依市場時期分類，再按公司於價值鏈所處地位

與提供的商品，而說明其相對應之遠景、實現遠景之策略、執行策略之作法。當

然，執行策略的作法，公司可以獨立進行，亦可與目前電視傳播產業或相關產業

的公司合作進行。 

 

一、市場開創期 

基於多頻道有線電視19服務已具有訂戶基礎而易於推動互動電視觀看型服

務，則在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市場開創期，可從多頻道有線電視服務著手，故

市場開創期的主要投入者為有線電視服務業者。不過，雖然以有線電視服務業者

為主而進行績效之追求，但對於互動電視服務市場亦可進行績效之追求，故市場

開創期的公司可追求如下三類績效。 

（一）在互動電視服務市場，以扮演先驅者角色而建立權威性優勢； 

（二）在有線電視服務市場，以附加互動電視服務而建立差異化優勢； 

（三）在有線電視服務市場，以附加互動電視服務而強化資訊性優勢。 

 

而對應於上述三類生存競爭績效的遠景、策略、作法，於下說明： 

（一）在互動電視服務市場，以扮演先驅者角色而建立權威性優勢； 
                                                 
19根據劉幼琍（2001）所述，有線電視是透過同軸線纜(coaxial cable)或光纖 (optical fiber)，而將

電視訊號、聲音、其他資訊等，由線纜總工作站送到各訂戶的終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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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這方面優勢公司的遠景，期互動電視服務不久可成為電視服務市場之

主流，且公司可因其率先投入而成為市場的領導者，進而可多方面享有影響力或

決定權的權威性，以獲得獨占或寡占的利益。追求此優勢的公司所提供的商品是

互動電視服務，主要的行銷對象是社會大眾為主，而為實現此遠景的公司策略可

著力於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接受度的提高及專業或獨特的關鍵資源（如特許證

照、設備規模、專屬技術、營運能力等）之掌握或取得。 

執行策略可採取的作法：對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接受度的提高，公司可強

力投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之行銷，如與有線電視服務結合而以優惠提供訂戶使

用、或與廣告主企業合作而隨有線電視服務的商品廣告融入企業或閱聽人、或與

社區老人照護結合而以公益服務建立形象等，以促使閱聽人、企業或政府單位等

組織深刻感受互動電視服務的好處，而逐漸接受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對於關鍵

資源的掌握，公司可率先投入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關鍵資源之研究、開發或申

請，如獨特技術、設備規模、營運能力、特許證照等而優先取得或獨占擁有，而

逐漸掌握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的關鍵資源。 

 

（二）在有線電視服務市場，以附加互動電視服務而建立差異化優勢； 

追求這方面優勢的公司之遠景，是攻堅於有線電視服務市場之銷售、代理

或訂閱量提升，使公司可以具有互動電視內容/服務的有線電視內容/服務而與一

般只有有線電視內容/服務有差異，進而開拓其在有線電視內容/服務市場的銷

售、代理或訂閱量。追求此優勢的公司所提供的商品是有線電視服務為主，互動

電視服務為輔，主要的行銷對象是有線電視服務的用戶為主。而因各類公司提供

的商品不同，其對應之遠景、策略與作法亦有不同，故如下分述之： 

1.節目製作商 

公司提供的商品是電視節目，但是期以部份附加互動電視節目而攻堅

於有線電視節目市場，使公司可以具有互動電視節目而與一般只提供非互動

電視節目之有線電視節目者產生差異，而開拓其在有線電視節目市場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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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而為能實現此遠景，公司策略可著力提供用戶參與性高的互動電視節目

之產製。而執行此策略可採取的作法，如可於戲劇節目提供用戶直接票選劇

情的選項或直接觀看演員 NG 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之選項、或可於綜藝節目

提供用戶直接猜獎或直接票選的選項等，以期增加參與性而提高有線電視用

戶對節目的收視或使用意願，進而鞏固有線電視節目市場的既有客戶之銷售

量，並吸引新客戶的購買。 

2.廣告代理商 

公司提供的商品是電視廣告，但是期以部份附加互動電視廣告而攻堅

於有線電視廣告市場，使公司可以具有互動電視廣告而與一般只提供非互動

電視廣告之有線電視廣告者產生差異，而開拓其在有線電視廣告市場的代理

量。而為能實現此遠景，公司策略可著力提供用戶特殊性高的互動電視廣

告。而執行此策略可採取的作法，如製作提供用戶參與票選廣告結局或命名

的選項，並於用戶直接票選就立即反應票數的互動電視廣告、或製作包含用

戶可直接得到贈品代號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以期增加特殊性而提高有線電

視用戶對廣告的收視或使用意願，進而鞏固有線電視廣告市場的既有客戶之

代理量，並吸引新客戶的僱用。 

3.電視台業者 

公司提供的商品是有線電視頻道內容/服務，但是期以部份附加互動電

視內容/服務而攻堅於有線電視台市場，使公司可以具有互動電視內容/服務

的頻道內容而與一般只提供不具有互動電視內容/服務的頻道內容之有線電

視台有差異，以開拓電視台業者廣告時段的銷售量。而為能實現此遠景，公

司策略可著力提供促使用戶停留該頻道的時間或開啟該頻道的頻率之互動

電視內容。而執行此策略可採取的作法，除了可如節目製作商的策略而著力

提供用戶樂於參與的互動電視節目，還可著力互動電視插播內容的應用，如

可提供互動電視插播內容的即時新聞或歌星簽唱會等可供用戶隨時按選以

取得詳情等，而提高用戶停留該頻道的時間以促使各時段收視表現提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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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鞏固有線電視服務市場的既有收視或時段銷售量，並吸引新客戶的收視或

時段購買。 

4.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公司提供的商品是有線電視服務收視權，但是期以部份頻道附加互動

電視內容/服務而攻堅於有線電視系統市場，使公司可以具有互動電視內容/

服務而與一般只提供不具有互動電視內容/服務的頻道內容之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產生差異，而開拓其在有線電視市場的訂閱量。而為能實現此遠景，公

司策略可著力提供用戶感受差異的互動電視服務的便利。而執行此策略可採

取的作法，除了與具有互動電視內容的電視台業者合作，還可著力提供有線

電視內容以外的互動服務機制，如可提供具有簡介節目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

而供用戶掌握節目、或提供具有訂戶社區資訊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而供用戶

掌握社區資訊等，以鞏固其在有線電視市場既有客戶之訂閱量，並吸引新客

戶的訂閱。 

 

（三）在有線電視服務市場，以附加互動電視服務而強化資訊性優勢。 

追求這方面優勢公司的遠景，乃期公司可獲得用戶對內容或服務的直接回

應以強化對用戶的反應或意見等資訊之掌握，而改善其內容或服務品質，進而提

升其滿意度與市場地位。追求此優勢的公司所提供的商品是有線電視服務，而互

動電視服務乃用以收集用戶回應（反應或意見）的調查機制，主要的實施對象是

有線電視服務用戶為主，則為實現此遠景，公司策略可著力促使用戶意見表達的

踴躍性與用戶反應收集的豐富性。 

執行策略可採取的作法，可提供用戶對內容或服務（節目、廣告、頻道、

系統等）踴躍表達意見之鼓勵，如可對提供意見的訂戶給予贈品或立即提供對用

戶回應的說明、或是以互動電視插播內容呈現對表達意見的用戶之感謝等；亦可

提供利於訂戶快速回應之直接互動化機制的設計，如提供選按一個號碼即可表達

一串文字、或是以選按聲音大小鍵即可顯示滿意度等方式，而激發用戶熱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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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還可開發全面記錄用戶任何反應（如停留節目的時間、轉台的時間點、轉台

時所停留的節目等）之系統，而完整取得用戶收視或使用的回應；以改善其內容

品質並可提升滿意度。 

 

二、市場競爭期 

當互動電視服務邁向市場競爭期，在商業利基的導引而促投入者日增，並

為能掌握不同的商業利基，而促投入者按產出價值進行不同的分工，進而如電視

服務雙元市場特性（劉幼琍，1997）而形成各種價值鏈。然而，無論那種價值鏈，

處於互動電視觀看型服務市場競爭期的公司，應了解競爭期的互動電視觀看型服

務已非少數公司為了追求生存競爭優勢的方式，而是成為必要的電視服務機制。

所以，在市場競爭期，公司唯有採行差異化(differentification)和低成本(cost down)

方能建立生存競爭優勢。而公司採行差異化的遠景，期建立不易取代的市場地

位；採行低成本的遠景，期獲得生存競爭的空間與賺取利益。因公司在不同市場

所提供的商品與價值不同，則如下以訂戶收視為終端、以企業廣告為終端、以回

傳資料應用為終端等三種價值鏈，分別說明各公司追求上述生存競爭優勢與遠景

績效相對之策略與執行策略的作法。 

 

（一）以訂戶收視為終端的價值鏈 

以訂戶收視為終端的價值鏈，乃由訂戶向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訂購收視權，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乃向電視台業者購買頻道內容，電視台業者可向（互動電視）

節目製作商購買或自製互動電視節目。所以，電視台業者是互動電視節目製作商

的主要銷售對象，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是電視台業者的主要銷售對象，而訂戶是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的主要銷售對象。若委由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協助互動電視內容

或服務的製作與管理，則需要此方面內容或服務者是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的主要

銷售對象。 

採取差異化者，可以專門提供吸引某目標觀眾的節目或頻道為策略，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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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提供吸引兒童、學生或婦女等觀眾等節目。而執行此策略可採取的作法，可

從互動電視轉播內容著手，如從劇情、服飾、特效、演員或主持人等投入，而提

供吸引目標觀眾收視的轉播內容；亦可從互動服務機制著手，如從互動層次的延

伸或附增內容的豐富等投入，而提供適合目標觀眾使用的互動服務機制；亦可從

互動電視附增內容著手，如從內容、風格、呈現等投入，而提供令目標觀眾有興

趣使用的互動電視附增內容等，而使用戶感受觀看或使用該頻道的（互動電視）

節目可帶來獨特價值，進而建立其在節目市場不易取代的（互動電視）節目或頻

道的地位，猶如目前電視服務節目的國家地理頻道之全球生態環境報導節目，即

以其內容獨特而在市場奠立差異化的生存競爭優勢。 

採取低成本者，可以部份資源由其他業者負擔或以二手內容而降低節目或

頻道的支出為策略。而執行此策略可採取的作法，如從取得資源的方式著手，如

以委外、策略聯盟、聯播方式等，而取得如拍攝用的影棚、充場面的演員、產製

的技術等資源，而降低相關方面的支出；從互動電視轉播內容著手，如減少外景

數量、降低舞台規模、重播二手節目等方式，而降低產製轉播內容的支出；亦可

從互動服務機制著手，如從減少互動層次或附增內容而降低產製互動服務機制的

支出，而以低成本的低價吸引用戶或顧客的採購或訂閱，進而獲得生存競爭空間

與賺取利益，猶如目前很多電視頻道播放的談話性節目或重播他台節目，即以其

產製或取得成本較少而在市場奠立低成本的生存競爭優勢。 

 

（二）以企業廣告為終端的價值鏈 

以企業廣告為終端的價值鏈，乃由廣告主企業委由廣告代理商處理互動電

視廣告，而廣告代理商完成互動電視廣告乃向電視台業者購買廣告時段，電視台

業者再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進行其包含廣告的頻道內容之播送。所以，電視台業

者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主要銷售對象，廣告代理商是電視台業者的主要銷售對

象，而廣告主企業是廣告代理商的主要銷售對象。若委由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協

助互動電視內容或服務的製作與管理，需此方面內容或服務者是互動電視服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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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的主要銷售對象。 

採取差異化者，可以提供額外或細緻化服務為策略。而執行此策略可採取

的作法，可從系統業者著手，如提供未播送頻道內容的頻道供廣告代理商運用，

擴大廣告範圍；亦可從電視台業者著手，可針對收視族群而細分為女童、男童、

家庭主婦、銀髮族等時段，再提供給廣告代理商精細選擇等；亦可從廣告代理商

著手，可以產製隱含廣告而以非廣告式的節目呈現廣告，如目前所謂的美食或養

顏節目而為廣告主企業行廣告之實、或產製具有特效的跑馬燈、小視窗之互動電

視插播內容的廣告等，而使廣告主企業感受此頻道、時段或廣告內容的廣告效

力，進而建立其在廣告市場不易取代的（互動電視）廣告或頻道的地位。 

採取低成本者，可以降低額外服務的支出為策略。而執行此策略可採取的

作法，可從系統業者著手，如力求頻道內容播送平順即可，而無須提供額外頻道

或服務而減少相關支出；亦可從電視台業者著手，不對任何廣告時段按收視族群

細分，而減少收視調查與時段細分等支出；按照傳統方式製作如口號形式或室內

景的廣告，而減少廣告腳本或場景創新或研發之支出等，而以低成本之低價吸引

顧客的採購，進而獲得生存競爭空間與賺取利益。 

 

（三）以回傳資料應用為終端的價值鏈 

以回傳資料之應用為終端的價值鏈，乃由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需求

者（如互動電視節目製作商、電視台業者、廣告代理商等）向系統業者購買訂戶

的反應與意見之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或是委由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協助

回傳資料之加工而形成已加工回傳資訊。所以，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需求

者是系統業者或互動電視服務供應商的主要銷售對象。 

採取差異化者，可以客製化服務為策略。而執行客製化策略可採取的作法，

可先深入了解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需求者的需求，如是針對時間或內容方

面的資料或資訊之需求，再為其量身定做產出其所需的資料或資訊、亦可根據客

戶所需而為其開發專屬其運作的系統或服務，使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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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受此內容、服務或系統的運作效力，進而建立其在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

訊市場不易取代的地位。 

採取低成本者，可以標準式或固定化格式服務而避免額外支出為策略。而

執行標準式服務策略的作法，產製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的公司可於提供內

容、服務或系統前，先自行制定或完成各種內容、服務或系統的標準程序或範圍，

而於回傳資料或已加工回傳資訊需求者提出要求，即可按事先制定的標準程序或

工作範圍進行，以避免用戶無邊需求而超過成本範圍的要求，進而減少額外的支

出，即可以較低成本之低價吸引顧客的委託，進而獲得生存競爭空間與賺取利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