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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数位电视发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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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的电视业者目前面临营收下降的问题 ,各业者无不想尽办法试图增加营收来源。数位电视所强调的互动性似乎

为电视业者带来新的机会。 文章尝试分析目前有线电视业面临的问题及数位电视的价值链 ,试图找出目前电视业者推动数

位电视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为数位电视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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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f digital televis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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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 t, Taiw an Poli tical Univ ersi ty, Taib ei, China)

Abstract: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is having a hard time to make profi ts in Taiw an, and most companies

t ry v ery hard to find new revenue sources. Interactivi ty enabled by digi tal telev ision seems to promise

television industry a new good w o rl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in Taiwan and

the value chain of the digital television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Some suggestions fo r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digi tal television are also provided fo r the purpose tha t the findings are

useful to resea rchers as w ell as the indus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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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线电视的问题

有线电视业的生产流程 ,最初是由有才能的创意人员 ,如剧作家、导演等构思节目的内容与表达方

式。节目商则负责提供设备与资金来制作节目 ,并将节目卖给频道商。 频道商所经营的频道 ,可能是综

合频道、新闻专属频道或幼教专属频道 ,视频道商自己的角色定位而定。 主要收入来源是广告收益与周

边相关营业收入 ,如 Discovery频道的录影带销售。 平台业者则提供收视户线路供其接收讯息 ,并收取

线路费用。

整个生产过程中 ,由于类比讯号压缩困难 ,导致能分配的频道有限 ,频道成为通路中最稀有的资源 ,

所以频道商相当强势。 一方面握有播放频道的安排权以牵制节目商 ;另一方面 ,处于接收端的平台业者



及收视户 ,也受制于频道商。最终的收视户虽然享受到只需要付基本费用就可以看全部节目的好处 ,但

事实上 ,电视台重播旧片的频率很频繁 ,且收视户由于个人喜好 ,收看范围常仅限于某几个固定频道 ,其

它频道的利用率相对很低。 目前有线电视业的生产流程 ,如图 1所示。

图 1　目前有线电视业的生产流程

由于偷接有线电视讯号的技术门槛低 ,且近年来有线电视布线率趋近饱和 ,囿于广电法限制 ,平台

业者收取的费用无法调涨 ,广告收益亦因频道增加而分散。在基本收费无调涨 ,而正式申请的收视户又

没有显著增长的情况下 ,平台业者面临营收不易增加且维护成本不易下降的问题。

数位电视的条件式接收机制 (conditional access, 以下简称 CA) ,将可提高讯号窃取的技术门槛 ,解

决偷接户的问题 ,对平台业者的营收大为有益。 此外 ,根据文献 [2]在 2000年 3月的报告 ,透过数位化 ,

除了可提升画质、更有效地利用频道资源、节目内容的编辑应用更多样化、数位内容的共通性也使得与

电视网网络业的合作更加容易 ,业者也可利用数位科技提供消费者加值服务 (如线上游戏、电视购物

等 ) ,以另辟财源 ,如图 2所示。

图 2　互动电视的定位与相关衍生服务

2　数位电视的价值链

参考台湾地区数位电视委员会在 2002年所提出的广播电视市场连横合纵架构图
[3 ]
,提出数位电视

的价值链 ,如图 3所示。下面就各业者所面临的挑战 ,分述如下。

图 3　数位电视的价值链

2. 1　内容与应用节目

在图 3中 ,最上层是由节目商提供的内容与应用节目。节目商将面临三多的情况: ①因为数位电视

将提供更多的频道 ,所以需要更多的节目。②为了要满足不同的收视户 ,节目要多样化。③ 节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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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 ,合作对象也因此更加多元化 ,如网际网络服务供应商或电信业者。

对于节目商而言 ,目前数位电视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确定能获利的互动节目形态。很多人尝试从网际

网络上吸取经验 ,然而我们认为最终数位电视与网际网络仍会有很大差异 ,理由如下:

( 1)电视与电脑的使用状态不同。大多数人收看电视的目的是为了休闲 ,消费者是被动地接受娱乐

性资讯 ;而使用电脑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动 ,大多数的人随时需要使用鼠标、键盘与电脑互动。如果数

位电视与电脑一样 ,配备功能复杂的键盘组及多样的应用程式 ,观看节目的时候 ,还不时跳出“新邮件”

信息通知您有电视邮件 ,这样的应用形态 ,不仅与电脑的功能重叠性太高 ,且会丧失电视应有之休闲形

态 ,容易流失原有的收视户市场。

( 2)两者讯息传播方式不同。网际网络上讯息为点对点的传播 ,而电视却是以广播 ( broad-casting )

的形态。所以有些在网际网络上简单的互动 ,放到数位电视的环境上是不可行的。

因此 ,数位电视的时代应以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 ,必须跳出网际网络的框架 ,强调电视业本身的特

性 ,才能策划出属于电视业的互动性。不然 ,互动性对电视业来说就永远是个梦想。

2. 2　节目组合商与频道商

第 2层是节目组合商、频道商提供服务的范围。 频道在数位化之后不再是稀有财源 ,频道业者需要

重新考量各自的市场定位与获利来源 ,例如 ,应经营依赖广告等收入的基本频道 ,或是提供服务获利收

费频道以。

2. 3　平　台

第 3层是平台业者 ,主要是条件式接收系统的管理与控制。由于平台技术的改变 ,平台业者所面临

的挑战包括:

( 1) 数位化的技术成本高且有进入门槛。 因为应数位化环境的需求 ,业者势必面临全面的设备转

换 ,然而数位广播技术仍属于初期拓展阶段 ,设备价格仍相当昂贵 ,对于电视业将有很大的投资风险。

( 2)管理 CA机制与客户管理系统的能力有待加强。 CA机制与客户管理系统的顺畅运作是收费机

制是否运行的关键 ,所以业者必须建立足够的资讯管理能力。

2. 4　网络系统

第 4层是网络系统 ,为系统业者所提供的业务范围 ,为实体电视网络设备提供者 ,包括线路、机房与

软硬件设备。业者需要考量是否建立自己的机房与租用多少线路 ,或是与具有技术规模的网际网络服务

提供业者 ( Internet Service Prov ider,简称 ISP)合作 ,将相关技术服务外包 ,自身的业务则专注于相关管

理工作之上。

2. 5　终端设备

第 5层是终端设备提供者。 这个层次包含显示器、接收器及机顶盒等接收显示设备。 目前电视机

图 4　预估 2005年全球资讯家电销售形势分析

的普及率已超过 99% ,且电视机是耐用消费品 ,

使用周期长 ,电视机新开拓的需求市场几乎为零 ,

显示器业者面临断炊之忧。 而数位化后全然不同

的播放技术将促使电视接收设备的换代 ,因此带

动机顶盒与显示器市场的商机 ,为电视家电业紧

缩的市场带来曙光。

根据 IDC
[4 ]
在 2001年的预估 , 2005年全球资

讯家电的出货量中 ,互动电视 ( interactive TV

enabled,简称 iTV-enabled)的设备将占全球资讯

家电出货的 33% ,其销售形势如图 4所示 ,居所

有产品的首位。然而 ,机顶盒与数位电视机互为替代品 ,虽然电视机短期市场需求皆逐步上升 ,但终将面

临版图之争 ,业者应未雨绸缪 ,思考长期的应对之道。

772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第 26卷



3　数位电视中整体性的问题

提出数位电视的资讯流、物流与资金流架构图如图 5所示 ,强调为了促成数位电视的兴起与繁荣 ,

电视产业需要与物流业、金融业合作。另外 ,由于数位电视平台的改变 ,需要完备的通讯服务 ,所以电视

业亦面临与网络、电信等产业的合作与竞争。整个数位电视产业 ,其实也受到家电业者、家用平台、技术

业者的变化带来的牵引与冲击。 接下来将针对产业面、技术及标准、法令及管理等方面说明数位电视中

整体性的问题。

图 5　数位电视产业的资讯流、物流与资金流

3. 1　产业面

( 1)基础通讯设备不足。 要有顺畅的回传机制 ,连接使用者与伺服器之间的通讯 ,才能进行加值服

务。然而考虑电视长期以单点广播方式传播 ,缺乏相关的通讯连接设施 ,使得目前回传机制难以完备 ,以

至于数位电视所强调的互动功能现今仍无法实践。 业者除了考虑自行铺设通讯网络外 ,与网络业者合

作 ,藉由网络业者已建立的完备的通讯基础设施提供回传机制 ,亦是不错的解决方案 ,但仍须注意与其

他媒体之间的整合问题。

( 2)需求市场不明确。数位电视提供不同以往的新服务 ,收视户的功能需求仍不明显 ,无法预测市

场价格 ,在市场不明确的状况下 ,业者也无法贸然投资推动数位电视业务。主管部门应拟定政策来协助

业者推动数位电视试播 ,使消费者了解相关服务 ,以推动产业的发展。

( 3)缺乏合理的收费标准。付费节目存在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价格的制定 ,怎样的价位是消费者可接

受的?一旦启动收视者付费机制 ,收视户势必审慎评估每一个收费节目 ,若收费标准制定不合理 ,当初预

估因频道节目增加所获得的加乘收益 ,或许会因观众不愿支付收看费用而面临窘境。

产品推出前的市场调查为制定合理收费标准的第一步 ,业者亦应随时观察市场变化 ,调整收费策

略 ,以获得最佳利润。

( 4)第一次投资成本过高。因适应制式传播方式的改变 ,业者将面临高额的投资成本 ,而收视户也

需加装机顶盒等来接收信号。当前为了拓展市场 ,业者多考虑自行吸收机顶盒成本 ,以赠送或折扣的方

式吸引订户 ,然而这笔费用对于设备投资成本已达高峰的业者 ,更显沉重 ,故须多方考量成本分摊所采

取的可能合作方案 ,发掘吸引其他产业合作的基础。

( 5)小额付款处理问题。 电视商务的目标客户为一般民众 ,它所售的多属低价且生活化的商品 ,每

笔交易金额低而总笔数多 ,概称为小额付款 ( micro-payment )。若委托银行以转账拨款的交易方式处理

收费 ,银行按笔数索取手续费的抽佣方式 ,对电视商务经营相当不利。所幸 ,信用卡在同属小额付款类型

的电子商务中经营得相当成功 ,可供电视业者参考。 业者也可以考虑与便利商店等通路合作 ,善用便利

商店 24 h不打烊的便利性 ,委托便利商店贩售其储值卡或代收款项 ,以利于收视户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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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技术及标准

( 1)多种 CA演算法。由于多种 CA演算法同时存在 ,收视户如果更换平台业者 ,就需重新购买一

个机顶盒 ,这相当不方便且转购成本过高。因此 ,机顶盒的设计应采用共同平台 ( common interface) ,而

头端平台业者可以参考网际网络的多重协定标签交换 ( multi-pro tocol label sw itching ,简称 MPLS)机

制 ,建立头端的共通平台 ( inter-opera tional plat fo rm) ,以应用于接收不同系统的 CA机制 ,提高收视户

使用便利性。

( 2)中文显示问题。目前机顶盒已能正常显示英文 ,但是中文显示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问题。若希望

数位电视在华语地区顺利推行 ,中文显示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 UN ICODE提出的目的是为

了解决不同语系编码间的互通问题 ,适合全球化经营的推动 ,因此为相当合适的编码标准。

3. 3　法令及管理

( 1)知识产权保护仍显不足。 数位内容复制成本低廉 ,易遭盗版威胁 ,目前台湾地区对知识产权保

护仍显不足。若不能健全相关法规环境 ,将成为合法业者的一大隐忧。因此应尽速推动相关法令的制定

实行 ,为健全产业环境的一个重要步骤。

( 2)多重主管机关管辖问题。目前对数位电视的发展与管理分属于不同机关 ,工研院的任务主要是

在技术的研发与整合 ,而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标准的选用与规定 ,新闻主管部门负责频道的规划与管理 ,

行政主管部门 N ICI小组则是最高的指导单位
[ 5]
。数位电视同受这些主管机关管辖 ,易生多头马车之忧。

应尽快成立一个统筹管理的单位专职负责。目前 ,通讯委员会 ( Na tional Communica tion Commit tee,简

称 NCC)正在筹备成立中 ,目的是在改善此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数位电视的推动成本很高 ,而利润趋于分散 ,电视业者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考验其创新能力与附加

价值。 数位电视的互动性听起来极具吸引力 ,但由于电视的基础通讯设备不足 ,数位电视的好处无法被

观众了解。兼以高额的投资成本及尚不清楚的营运模式 ,使得数位电视的推动遇到了阻碍。目前各界都

在积极设法突破此一瓶颈 ,然而大家目前仍未逃脱网际网络的框架来谈数位电视 ,所以未有真正适合数

位电视的服务。业者应以服务收视户为本 ,善用电视的特点来构想新的服务 ,积极改善基础建设 ,以加速

数位电视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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