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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壹、研究緣起 

通訊傳播媒介不斷發展，傳統的「電視」服務，已跨越既有科技的界線，而因數位匯流

而啟動的大媒體潮，復因全球化的趨勢更形劇烈。傳統上兼具經濟、產業、文化、教育、民

生、育樂等意義的電視體制面對前此衝擊，閱聽人權益應如何保障及促進，尚有賴主管機關

積極擘劃。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就閱聽人角度理解如何在此匯流環境中使用「電視」，並從

接收端反映出之「滿意度」反思合理的管制作為。 

本研究根據電視節目及廣告呈現、使用行為及數位化等面向之問題透過電話調查，了解

不同背景的閱聽眾近用不同電視平臺的使用行為及滿意度，以及對於各項匯流環境下之監理

政策的理解及滿意程度，以進一步了解電視在電視節目及廣告呈現、使用行為、數位化等面

向所產生的問題，並分析可行的解套之道。 

貳、研究方法 

調查對象主要是針對年齡在 13 歲以上之「各種平臺收視者」，同時採用量化及質化研究

方式調查收視者對不同視訊媒介服務使用行為，並從收視者的角度探討其使用行為、電視節

目及廣告呈現滿意度，藉以提供主管機關推動政策時擬定參考。 

第一階段為量化研究，運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法」（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CATI），分別用市話及行動電話進行電話訪問，抽樣設計採分層隨機抽樣法，

將抽樣母體依縣市分層，再依各縣市 13 歲及以上之人口比率隨機抽出所需樣本數。 

本次調查期間為 105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於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18:30 至

22:00 執行調查；假日（週末及例假日）則自 13:30 至 17:00、18:30 至 22:00，調查共計成功

訪問 6,051 份(市話完成 5,050 份，行動電話完成 1,001 份)臺閩地區民眾(包含電視收視群及非

電視收視群)，其中有效樣本為 5,071 份，有效樣本定義為：「年滿 13 歲以上，且最近一個星

期內有收看電視節目之民眾。」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全體年滿 13 歲及以上的受訪樣本（含

電視收視群及非電視收視群）的抽樣誤差在±1.26％之間；而電視收視群受訪樣本的抽樣誤差

則在±1.38％之間。 

第二階段為質化研究，分別針對「一般收視者」、「特殊收視者」、「專家學者」舉辦「焦

點團體座談會」。一般收視者共舉辦 4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分別邀請北、中、南、東部四區

的一般閱聽人，對於內容呈現、廣告呈現與主管機關管理之相關意見等進行深入探討；特殊

收視者共舉辦 5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身心障礙者(視障、聽障)、新住民、原住民、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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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長者等特殊族群與所屬的非營利組織，以瞭解特殊族群對於電視服務之需求與意見；最

後 1 場邀請「學者專家」，包含學者、電視業主、協會，分別從傳播權觀點針對「電視節目」

與「廣告呈現」提出政策建議。 

參、研究結果 

一、臺閩地區民眾電視收視行為分析 

臺閩地區民眾有 83.80%最近一個星期曾經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有 16.20%最近

一個星期內沒有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主要是因為「沒時間」，佔 64.24%，其

次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21.57%)。 

有 92.73%民眾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40.01%會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有 73.01%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他裝置，

而有使用其他裝置的民眾，以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最高，佔 23.21%，而收看電視

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進行的活動，以「看社群網站」的比例最高。 

二、各類節目收視行為分析 

(一)新聞類節目 

有 27.7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59.09%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

原因，以「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45.49%，其次依序為「新聞對臺灣

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力不高」(36.86%)、「報導國際或國外新聞事件的比例太少」(17.67%)、

「新聞臺整體新聞報導可信度不高」(14.65%)、「新聞報導不公正」(14.03%)、「新聞對於重

大議題不能提供深入且充足的資訊」(10.86%)、「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10.45%)。 

(二)戲劇類節目 

受訪者收看外國戲劇較多，佔 39.11%，其次為看臺灣戲劇較多(31.65%)，外國戲劇以韓

國地區戲劇的比例最高，佔 64.26%，其次為歐美地區(44.30%)；有 42.28%民眾對於本國自

製戲劇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37.37%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劇情不吸引人的

比例(57.46%)最高，其次依序為內容品質不佳(47.60%)、拖戲(27.64%)。 

(三)綜藝類節目 

有 61.23%民眾對於本國自製綜藝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20.90%民眾感到不滿意，不

滿意的原因，以內容品質不佳的比例(91.76%)最高，其次依序為參與來賓不喜歡(4.24%)、場

景布置不佳(3.10%)、重播率太高(2.53%)、主持人素質要再提升(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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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類節目 

有 86.78%民眾對於體育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5.70%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以節目種類太少的比例 (54.04%)最高，其次依序為畫質不好 (20.85%)、內容品質不佳

(12.83%)、拍攝技巧不好(8.19%)，樣本數僅 24 筆，內容僅供參考。 

(五)電影類節目 

有 76.26%民眾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15.49%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

因，以重播率太高的比例(84.96%)最高，其次依序為電影節目更新太慢(20.43%)、電影種類

太少(12.92%)、廣告太多(5.36%)、收訊/畫質不好(2.72%)。 

三、民眾對相關政策之看法分析 

(一)民眾對外來節目播放限制之看法 

民眾對於外來節目播放時段的限制，以不需要管制的比例最高，有 46.83%民眾認為需

要管制的時段以 19:00～21:59 的比例較高，皆超過 15%，認為在收視黃金時段限制外來節

目播放比例，較能保障自製節目的播出，質化討論結果亦表示可針對黃金收視時段限制播

放外來節目的比例，其餘時間不需要管制；民眾認為政府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的比例，以

應占 41%～50%的比例最高，占 23.74%，其次依序為 51%~60%及 61%~70%，分別占 12.74%

及 12.35%。 

(二)民眾對分級制度之認知 

觀眾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最高，佔 29.95%，有 23.77%

完全沒注意，觀眾對於級數與級別皆錯誤(69.2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級數與級別皆正確

(16.97%)，觀眾認為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以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

時段的比例最高，有 16.65%，其次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14.88%)。 

受訪者認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三者應該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的比例最高，有

64.54%，其次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不需有通依的分級規定，各自規定就可以(14.37%)；

觀眾認為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的時間太長的比例最高，佔 40.47%，其次為剛好(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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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類視訊媒介使用行為分析 

(一)數位有線電視使用行為分析 

有 63.50%民眾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22.77%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以收訊品質不佳的比例最高，佔 31.75%，其次為費用太貴(30.42%)。而目前未使用數位

有線電視且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43.94%)的

比例最高，其次為不想增加花費(10.10%)。 

(二)數位無線電視使用行為分析 

68.63%民眾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20.59%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主要為頻道收訊不清晰，佔 36.72%，其次為節目內容不精采(32.43%)，再其次為節目重

播率太高(28.52%)。 

(三)中華電信 MOD 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採用 MOD 方式收看電視主要原因為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

惠服務，佔 26.87%，其次為費率低(25.97%)，有 74.15%民眾對於使用 MOD 收看電視節

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15.53%感到不滿意，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以有比較多喜歡

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最高，佔 48.20%，其次為畫面品質(36.96%)，對 MOD 感到不滿意

的部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比例最高，佔 60.20%，其次為連線不順暢(18.87%)。 

(四)網路收看影音內容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主要原因為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佔

59.13%，其次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34.48%)，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主要收看

類型為韓劇，佔 26.96%，其次依序為綜藝節目(22.09%)、外國電影(21.69%)，收看時間

最多集中在 1~未滿 3 小時，佔 62.61%，其次為 3~未滿 5 小時(16.54%)。有 89.26%民眾

對於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5.82%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

「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最高，佔 55.75%，其次為「畫質不佳」及「節目內容不足」，分

別佔 17.40%及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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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建議事項 

以電話量化調查及質化焦點座談方式，瞭解一般民眾的電視使用行為、對於電視現行節

目制度的看法、特殊族群對於電視服務的需求、使用新媒體收視的改變等，彙整使用者及專

家學者的意見，擬定出下列建議方案，供相關政府部門參考與調整。 

(一) 電視節目分級制度建議 

1.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應持續了解民眾與社會反應 

透過量化與質化調查發現，民眾認為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應嚴格規

定不同級別節目的播放時段，讓觀眾能清楚各播出時段，以挑選適合的時段收看電視節

目；根據 2017 年 6 月 13 日新施行的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將電視節目原來的 4 級調

整為 5 級，更能符合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的需求，並且在電視、電影、錄影帶及遊戲

軟體皆調整成統一的分級規定。推出新的電視節目分級辦法之後，分級制度的落實是後

續的重要觀察重點，特別針對新增加的輔導級 15 歲級的部分，深入了解新的分級制度推

行後，有沒有徹底地落實，民眾對於新的分級制度的反應，以便作為日後修正以及管理

的參考。 

2.電視節目分級宜加強宣導 

透過 105 年量化調查發現，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時，約 44.12%會注意節目的分級(含

20.17%一定會注意及 23.95%偶而會注意)，有 53.72%不會注意(含 23.77%完全沒注意及

29.95%不太會注意)，顯示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在瞭解程度方面，

民眾對於現行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不太瞭解，僅有 16.97%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正確，高

達 69.22%民眾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錯誤。 

建議政府部門多加宣導新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的內容及其重要性，提高民眾的認

知，可透過簡單易懂的動畫、順口溜或是微電影方式進行廣宣，讓民眾對節目分級制度

能清楚明瞭，圖示讓民眾能一看就瞭解其意涵，提高民眾對節目分級制度的認知，進而

改變自身的行為，徹底落實節目分級制度。 

(二) 電視廣告規管建議 

1.訂定更具體可行的廣告比例和播放原則 

透過量化調查發現，40.47%民眾認為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較長，31.69%認為剛

好，質化調查發現，建議電視廣告時間應採取彈性做法，偏向以 1 小時為單位進行管制，

建議需要訂定更具體可行的廣告比例和播放原則，可因應不同時段或是不同節目類型，

而調整廣告比例，讓電視業者更能清楚的遵循廣告播放原則；對於廣告超秒的部分應根

據現行法規，徹底落實管理，避免影響民眾的收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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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察數位匯流趨勢下產生的新廣告型態 

對於新型態廣告，考量新型態廣告發展初期，市場尚未成熟，產業資源投入有限，

因此政府單位對於新廣告型態不宜做過多管制，建議採取「觀眾具有主導權，先開放再

視發展規管」，亦即應先採取較為開放之政策，在發展過程中再視情況適度進行規範。但

必須督促業者新型態廣告機制中，賦予消費者主動決定權，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是否可以

觀看廣告及接受行銷活動。 

(三) 對本國自製節目製播質量提升之建議 

1.加強輔導影音製作及行銷人才，將自製節目推廣至國外，提供政府補助，提高自製

節目的質量 

透過量化調查發現，在戲劇類節目方面，有 48.28%民眾收看外國戲劇較多或是都看

外國戲劇，比例超過收看臺灣戲劇較多或是都看臺灣戲劇者(42.63%)，目前臺灣戲劇製

播人才缺乏，建議應與文化部或相關部會共同瞭解民眾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看法，

研擬加強培訓相關專業人才，以提升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另外，建議政府輔導本

國自製戲劇國際行銷，加強跨國合作，提高戲劇的曝光程度，讓國內優質戲劇有機會能

夠行銷到國外，吸引更多電視業者投入製作高品質的戲劇。 

2.鼓勵業者建立兒少專屬頻道，製作優質兒少節目 

為了提升國內自製節目的製播質量，政府可提高自製節目的補助、獎勵措施或是在

稅方面的優惠，吸引電視業者挹注資金製作優質節目，建議自製節目可先從兒少節目做

起，建立兒少專屬頻道，邀集相關政府部會如衛福部、文化部、教育部、NCC 等共同研

議，提升兒少節目的品質，保障兒少的權益，讓兒童教育能從電視開始，讓優質兒少電

視節目當做義務教育的一部分，讓父母對於兒少節目是能夠放心，為了增加兒少優質自

製節目，建議可以從有線電視業者發照方面進行規範，鼓勵業者增加兒少頻道專區，製

作優質兒少節目。 

3.政府應定期檢視置入性行銷的規範 

質化訪談結果發現，對於商業置入受訪者普遍表示肯定，認為置入應可帶來資金的

挹注，進而提升節目的製作品質，但置入的形式應自然呈現，以不破壞節目內容為主，

建議政府可舉辦業者座談會，定期檢討置入性的規範，是否在執行上有什麼困難或是需

要什麼協助等，協助業者在置入方面能夠有所精進，進而讓更多的資金挹入，提升節目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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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續精進本國自製節目播放比例規範 

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民眾對於外來節目播放時段的限制，以不需要管制的比例最高，

有 46.83%，認為需要管制的時段以 19:00～21:59 的比例較高，皆超過 15%，民眾認為政

府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的比例，以應占 41%～50%的比例最高，占 23.74%，質化訪談結

果發現，民眾對於自製節目的數量較不在意，認為有好的品質比較重要，因此對於本國

節目自製率的規範，如專屬頻道要不要規範，不同時段有沒有不同的規範，平日假日是

否要有不同的規範等，這些應該再更深入的探討，讓自製節目播放比例的規範能更完善，

達到保障本國自製節目播出的目的。 

(四) 對提升有線電視服務質量之建議 

1.制定有效政策與機制，鼓勵業者開發數位有線電視創新應用與服務 

OTT 對我國有線電視之影響已經開始，預估我國 3-5 年之後網路影音對有線電視勢

必造成衝擊。建議 NCC 以及政府其他相關單位，應該及早制定鼓勵政策與機制，提供

業者開發創新數位有線電視應用與服務之誘因，並且透過獎勵措施引導積極投入之業者

成為典範，提供其他後起業者觀摩參考。 

2.鼓勵業者善用有線電視數位化大數據分析，據此分析民眾需求及提升節目安排和服

務品質 

數位有線電視雙向互動之優勢，可以得到上百萬月租民眾大數據資料。大數據分析

可以海量資料，顯示民眾對於有線電視收看行為與選擇的過程和結果；建議政府關注此

類新型態收視行為調查，並且提供適切獎補助經費，鼓勵有線電視業者善用數位化大數

據分析，了解民眾需求以及提升節目安排和服務品質。 

3.敦促業者強化現有客戶服務，提升收視戶滿意度 

建議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者應提供 24 小時客戶服務，包括設立 24 小時客服中

心，且客服人員電話接聽率須達 95%以上，並且加強客服人員專業能力的訓練，讓客服

人員能協助收視戶在線上能直接解決問題，故有線電視業者可從加強訓練客服人員的專

業能力方面開始。 

4.要求業者提供更加公開、透明之收視費用資訊，以供消費者選擇 

政府應監督各縣市有線電視業者在規劃分組付費的內容及費用時，應要更透明及清

楚，讓民眾能清楚瞭解分組付費的內容，在民眾願意支付的金額下挑選節目組合方案，

以降低消費糾紛的發生；另外，有線電視業者應主動告知費用優惠的訊息給收視戶，避

免訂購同一家有線電視業者但費用卻不同狀況，影響民眾的權益。 



xx 

 

5.應重視節目重播率過高的問題，研擬相關法令或具體方案，以促頻道節目供應業者

改善 

根據電話訪問與民眾焦點團體訪談結果顯示，民眾普遍對於有線電視節目重播率過

高的長久問題，表示極大的不滿。雖然節目重播率屬於頻道內容業者的問題，並非系統

業者所能主導，並且 NCC 對於重播率過高問題，列有相關裁罰規定，然而研究結果顯

示民眾高度的不滿，因此建議 NCC 仍應持續關注此議題，並且提出具體改善法令與方

案。 

6.要求業者改善機上盒軟硬體，使其規格統一化、介面人性化 

目前數位機上盒操作及介面對於民眾或是長者來說是較複雜，且各系統業者所提供

的數位機上盒硬體尚未統一，或是收視戶家中的視聽設備未能與數位機上盒整合，導致

收視戶在使用上感到混亂、麻煩，甚至拒絕使用，建議應統一數位機上盒之硬體規格並

提升數位機上盒硬體的品質，在操作上也要更人性化，以提升民眾使用的意願，而硬體

設備遇到的問題也將會簡化。 

(五) 對新媒體平臺接收和移轉之建議 

1.應隨時掌握全球先進國家與我國新媒體發展趨勢，預作政策性規劃 

透過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有 38.11%民眾會透過各種載具使用網路上網收視電視節目

或網路影片，有 15.82%民眾會使用中華電信 MOD 收視，有 2.64%民眾會使用聯網/智慧

電視收視，有 2.50%民眾會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有線電視系統之外的新媒體，

其使用比例與歷年比較皆有遞增的趨勢。透過質化訪談結果發現，民眾對於目前收看電

視的方式日益多元，受訪者認為電腦、行動電話及平板等工具有一部份取代了電視，主

要是因為電腦等收視工具可以非線性、跳躍性的收看電視節目，不會錯過時間而失去再

看一次的機會。由此可看出，民眾的收視方式有逐漸移轉到新媒體的趨勢。 

2.持續定期觀察民眾媒體使用行為的改變 

民眾使用新媒體收視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比例，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隨時掌握全球

先進國家與我國新媒體發展趨勢，預作政策性規劃，並且全面檢視目前對於新媒體之規

管措施，OTT 業者還是需要遵守「消費者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也必須遵守

「著作權法」、「兒少法」、藥物食品與衛生相關法令等，於促進我國本土新媒體發展和必

要規管之間尋求適當平衡點。同時，定期且深入了解民眾媒體使用行為的改變，透過了

解民眾移轉到新媒體的原因，進而協助有線電視產業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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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電視新聞報導節目品質之建議 

1.建議政府持續推動，或引導民間建立質量並重「二元指標」:「收視質」與「收視率」，

以新聞頻道優先推動 

建議政府持續推動臺灣收視質指標調查機制之建立，或者引領社會民間力量成立。

並且應就指標評鑑的「公正性」與「永續評鑑」等焦點，提出有效且令各界均認同之運

作模式。為了提升國內各頻道的品質，並協助國內電視評估及調查系統能與國際接軌，

建議政府部門應盡速研擬完整的「收視質」指標衡量架構，以達到「評估－檢討－提升」

的目標。 

2.建議推動新媒體收視調查機制建立，大數據分析收視率與收視質 

透過不同的收視率調查方式，更能瞭解民眾對於電視節目的喜好與忠誠度，讓業者

以節目品質為主要製作宗旨，而不以電視節目數量為考量，藉此讓我國電視內容能夠質

量並重，以提升電視節目的品質。建議政府關注此類新型態收視行為調查，並且提供適

切獎補助經費，將大數據分析的潛力有效發揮在收視率與收視質二元指標與機制的建

立，對於臺灣影視產業未來良性發展必定有重要貢獻。 

3.政府補助訓練課程，鼓勵產業公會對新聞記者進行職前訓練 

透過量化調查瞭解民眾對於各種類型節目的滿意度，在本國新聞類節目方面，

59.0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的節目感到不滿意，因此建議在新聞節目方面，政府應補助

相關訓練課程以鼓勵產業公會或業者對新聞記者進行職前訓練，提升其新聞記者的專業

素養以及新聞製作內容，將正向且具教育意義的新聞議題節目提供給民眾，透過電視節

目內容的傳遞，加強民眾的認知，進而改變其自身的行為。 

4.明顯違規之新聞內容應加強規範 

透過量化調查，在本國新聞類節目方面，59.0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的節目感到不

滿意，最不滿意的原因為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建議應該針對新聞重播率進行規

管，避免單一議題重複報導，可多增加一些深入報導的新聞內容，另外應落實新聞內容

普級化，內容若涉及超過普級的內容，應落實執行馬賽克、警語的部分，善盡告知的義

務，除了文字警語之外，主播或是記者在播報時也要加強提醒，讓新聞內容確實符合普

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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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對保障弱勢權益及多元文化之電視節目內容建議 

1.提供手語及字幕服務協助聽障朋友收視 

透過質化訪談瞭解特殊族群對於電視節目的需求，聽障朋友對於目前提供的手語服

務，認為有困難的地方為手語畫面太小，建議可以做子母畫面，一個變大、一個變小，

讓手語框拉大、主播框變小；在字幕服務方面遇到的困難，包含有些節目沒有字幕以及

字幕太長會被擋住沒辦法看到。聽障朋友希望手語及字幕服務都能提供，希望在數位機

上盒遙控器上有字幕的按鈕，看電視節目時按下字幕按鈕，節目就能顯現字幕；聽障朋

友希望在新聞、災害報導、運動節目、紀錄片，深度報導、知識性的這種節目能提供手

語服務。 

2.提供口述影像、語音說明服務協助視障朋友收視 

視障朋友在收看電視節目時遇到的困難，包含沒有口述影像的頻道，有些節目內容

只能靠音樂的呈現來瞭解節目播放的內容，在電視遙控操作上也有遭遇到困難，因目前

使用遙控器操作電視，當點選到某個畫面出來時並沒有語音說明，讓視障朋友會不知道

有沒有選對或是發生什麼狀況，或是不知道點選到哪一臺，希望可以像行動電話一樣提

供語音功能，說明現在點選到的臺數或是發生的狀況，也建議電視遙控器可以統一規格，

如按鈕形狀、位置等，讓視障朋友不用一直去熟悉不同的遙控器；另外關於電視節目的

部份，有些訊息只透過跑馬燈的形式呈現，並沒有進行播報，如新聞、購物臺等，建議

數位電視可以有切換到口述影像的功能，如此電視節目中的所有資訊就可以都聽的到。 

3.成立服務特殊文化與族群的「頻道專區」 

建議政府對於促進身心障礙、性別、兒少、多元文化觀眾收視權益增進有幫助的項

目，例如增加手語、字幕、影像口述、性別友善、適合兒少等服務和功能，提供適當補

助給設立頻道專區的業者，有效引導有線電視業者使用此補助經費，協同頻道業者進行

手語或是影像口述等服務，使我國影視節目在手語或是影像口述等服務日漸穩定發展，

以長期保障身心障礙族群與性別、兒少、多元文化等民眾的收視權益。 

關鍵字：電視使用行為、滿意度、數位化、節目類型收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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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search Origin 

Due to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dia, traditional 

“television” services have transcended the boundaries of existing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ga-media trend initiated by digital convergence has become further prominent due to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ow can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audience members be ensured and 

promoted when the television system, which traditionally includes economic, industr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livelihood, and entertaining dimensions, is faced with such impact, and relies on the 

aggressive arrangement of related authoriti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tarts off from the audience's 

perspective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y use “television” under this convergent environment, and 

thus reflect on appropriate control measures from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recipients. 

In this research, questions regarding TV programs, commercial presentations, viewing 

behaviors, and digitalization were asked through telephone surveys to understand the viewing 

behaviors and satisfaction of audience memb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when viewing different 

television platforms, and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and satisfaction regarding monitoring 

policies under various convergent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V programs,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viewing behavior and digitalization, and 

analyze feasible solutions. 

B. Research Methods 

Primary research targets were “platform viewers”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simultaneously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viewing behaviors of different video media and underst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viewing 

behaviors, TV programs and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from the viewer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authorities when stipulating policies.  

The first phase was quantitative research.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was used to conduct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the urban telephone system and mobile phone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s were used regarding the sampling design of this survey, in 

which the sampling population was stratified according to counties and cities before randomly 

choosing the required amount of samples who are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from each 

county/city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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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urvey was conducted between October 19
th

 and December 28
th

 of 2016. During the 

weekdays (Monday to Friday),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18:30 to 22:00. On holidays 

(weekends and national holiday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13:30 to 17:00 and from 18:30 

to 22:00. The survey successfully interviewed 6,051 people in the Taiwan region (including 5,050 

people via the urban telephone system and 1,001 via mobile phones). Among them, there were 

5,071 valid samples. The definition of valid samples were, “Interviewees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and having watched TV programs within the past week.” Under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95%, the sampling error of the interviewed samples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including 

television viewers and non-television viewers) were between ±1.26%, while the sampling error of 

interviewed samples for television viewers was between ±1.38%. 

The second phase was qualitative research. “Focus group sessions” were separately held 

targeting “common viewers”, “special viewers”, and “researchers”. Four focus group sessions were 

held for common viewers, in which common audience members from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Taiwan were separately invited in order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related 

opinions regarding content presentation,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and the monitoring of related 

authorities. Five focus group sessions were held for special viewers, in which disabled people 

(visually impaired and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new immigrants, aborigines, seniors above the 

age of 65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them were invi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mands and opinions on television services regarding special viewers. Finally, a focus group 

session was held for researchers, in which scholars, television network owners, and related 

associations proposed policy suggestions targeting “TV programs” and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rights. 

C. Results of Research 

1.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o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Region 

83.80%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region had view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in the past 

week, while 16.20% of them had not view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in the past week.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latter were “no available time” (64.24%) and “the programs were not 

interesting” (21.57%). 

92.73% of the people view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with television sets, while 

40.01% of the people viewed them with smart phones. When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73.01% of the people were not using other devices simultaneously. As for those who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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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ther devices while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most of them were using “smart 

phones” simultaneously, with 23.21% of them doing so. As for the activity they would do 

simultaneously while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surfing SNS websites” was the 

most common activity. 

2. TV program Genre Behavior Analysis 

(1) News Programs 

27.79%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domestic news programs while 59.09% of the 

people were not satisfied. As for the reasons of not being satisfied, “reporting a single issue 

over and over again” occupie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with 45.49%, followed by “the low 

positive influence of news on the overall Taiwanese society” (36.86%),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or foreign news is too little” (17.67%), “the overall credibility of Taiwanese 

news reports are not high” (14.65%), “news reports were biased” (14.03%), “news reports 

were not capable of providing in-depth and sufficient information” (10.86%), and “news 

reports handle violent incidents inappropriately” (10.45%).  

(2) Dramas 

Most interviewees watch foreign dramas, which occupied 39.11% of the total 

interviewees, while those watching Taiwanese dramas followed successively with 31.65%. 

For those who watch foreign dramas, most of them watch Korean dramas, taking up 64.26% 

of the total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dramas (44.30%). 42.28%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dramas while 37.37%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m. The major reason they felt unsatisfied was the unattractive plot (57.46%), 

followed by poor content quality (47.60%) and over-stretched plot (27.64%). 

(3) Variety Shows 

61.23%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variety shows, while 

20.90%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they did not feel satisfied was because of the 

poor content quality (91.76%), followed by disliking participating guests (4.24%), poor sets 

(3.10%), high replay rates (2.53%), and the insufficient capability of the hosts (2.48%). 

(4) Sport Programs 

86.78%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sport programs, while 5.70%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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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for not being satisfied was due to little sport program variety 

(54.04%), followed by poor definition (20.85%), poor content quality (12.83%), and poor 

shooting techniques (8.19%). Given that there were only 24 samples, the result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5) Movie Programs 

76.26%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movie programs, while 15.49%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for not being satisfied was due high replay rate (84.96%), 

followed by slow update on movie programs (20.43%), too little movie selections (12.92%), 

too many commercials (5.36%), and poor signal/definition (2.72%). 

3. Analysis on People’s Opinion regarding Related Policies 

(1) Opinions on Restricting Foreign Program Broadcasts 

Regarding time slot restriction for foreign programs, most people think no restrictions 

should be applied. As for those who think restrictions are needed, 46.83% of them think that 

the time slot for restriction should be applied between 19:00 and 21:59, exceeding 15% of the 

people. They believe that applying broadcast proportion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programs 

during golden hours can further ensure the broadcast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The 

conclusion of qualitative discussion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programs 

can be restricted during the golden hours, while no restrictions are needed during other times 

slots. Most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 proportion for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should be 

41%-50%, taking up 23.74%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51%-60% (12.74%) and 

61%-70% (12.35%). 

(2) People’s Understanding on Classification 

Most viewers seldom paid atten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V programs, taking up 

29.95% of the interviewees, while 23.77% of them did not notic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V 

programs at all. Most people were incorrect on the age restriction and number of 

classifications (69.22%), followed by those who answered them both correctly (16.97%). As 

for the improvement needed for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as many as 16.65% of them think 

that the programs with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should be broadcast in different times slots,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at classification should also be applied on news contents 

(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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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interviewees believe that a unified rule of 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TV 

programs, movies and video games, taking up 64.54%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at no unified rule of classification are needed and each can have their own 

classification rule (14.37%). Most people, as many as 40.47% of the interviewees, think that 

the proportion for the time of TV commercials within an hour is too long,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e proportion is just fine (31.69%). 

4.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on Different Media 

(1) Digital Cable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63.50%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digital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they use, 

while 22.77% of them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was poor 

signal and quality, taking up 31.75%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expensive fares (30.42%). As 

for those who had yet to convert to a digital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43.94% of them think that the 

original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has already provided sufficient contents, while 10.10% of them did 

not want to pay extra fares. 

(2) Digital Wireless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68.63%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digital wireless television system they use, while 

20.59% of them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that were not satisfied was poor signal, 

taking up 36.72%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poor program contents (32.43%) and high 

program replay rate (28.52%). 

(3) Chunghwa Telecom MOD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The may reason for interviewees to watch TV programs using MOD is that there was a 

package discount for installing the urban telephone system, ADSL and MOD TV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up 26.87%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e fare for 

MOD is low (25.97%). 74.15%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using MOD, while 15.53% were not satisfied. As for the reason of their 

satisfaction, as many as 48.20% people think that more contents they prefer are available, 

followed by the quality of its program definition (36.96%). As for those who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MOD, as many as 60.20% of them we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they cannot watch the 

program they want to watch, followed by poor connection (18.87%). 

(4)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for those Watching Video & Audio Content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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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y reason for interviewees watching TV programs online was due to flexible 

viewing time, taking up 59.13%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the versatility of program 

contents and more selections available (34.48%). The major genre of programs viewed through 

the internet is Korean dramas (26.96%), followed by variety shows (22.09%) and foreign 

movies (21.69%). As for the amount of time viewing programs online, 62.21% of them watch 

1 to 3 hours, while 16.54% of them watch 3 to 5 hours. 89.26% of them were satisfied with 

watch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online, while 5.82% of them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m not being satisfied in because of “playing instability”, which takes up 

55.75%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poor definition” (17.40%) and “insufficient program 

contents” (17.03%). 

5. Major Suggestions 

With quantitative telephone investigation and qualitative focus sessions, this research has 

surveyed common people’s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s, their opinions on the current TV program 

system, the television service demands for special audience groups, what have changed after 

viewing programs with new media, etc. After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the opinions of users and 

experts, this research proposed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o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take 

reference and conduct adjustment. 

(1) Suggestions on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1. The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should constantly understand the reactions of 

audience members and society. 

Regarding the improvements needed for the television sho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es,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broadcast time slot for TV programs with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strictly restricted, 

so that audience members are well aware of their broadcast hours in order to view TV 

programs at appropriate hours. According to the newly implemented “Television Programs 

Classification Handling Regulations” of June 13th, 2017, the 4-class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V programs will be changed into a 5-class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further suit the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needs of the people. Moreover, the classification rules regarding TV 

programs, movies, video tapes and video games will also be unified.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new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regul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the key to successive observation. Targeting the newly-added rate of PG-15, we have to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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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whether it was thoroughly implemented after new measures are released and the 

people’s reaction to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adjustment and management. 

2. Strengthen the advertising for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survey of 2016,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while viewing TV 

programs, 44.12% of them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ng of the program (20.17% of them 

will definitely pay attention to it and 23.95% pay attention to it occasionally), while 53.72% 

pay no attention to it (including 23.77% of them who pay no attention to it completely and 

29.95% of them who pay attention to it occasionally), indicating that the people’s degree of 

emphasis regarding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As for how well they 

understan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nly 16.97% of them can answer both the age restriction 

and number of classifications correctly and as many as 69.22% of the interviewees answer 

them both incorrect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further advocate the content and 

importance of the new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enhance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towards it. Easily conceived animation, slogans or video clips can be used for 

such advertising, so that the peopl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m. Illustrations can also be used 

so that people can instantly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s.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n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y can change their personal 

behaviors and thus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2) Suggestions on Television Commercial Regulations 

1. Stipulate specific and feasible commercial proportions and broadcast principles. 

Through quantitative surve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40.47% of the people think that 

the broadcasting time of commercials is too lengthy per hour, while 31.69% of them think the 

length is just fine. Through qualitative survey, participants suggested that flexible regula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TV commercial times hourly. They suggested that specific and feasible 

commercial proportions and broadcast principles should be stipulated,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commercials can be adjusted due to different time slots or different TV program genres, in 

order to provide TV network owners a clear commercial broadcast principle to follow. For 

commercials that exceed the length, thorough monitoring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s to protect the viewing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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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bservation on the new-types of commercials under the digital convergent trend. 

Given that new-type commercials are still at the early phase of their development, only 

limited industrial resources are being invested. Therefor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hould not 

apply too many restrictions on new-type commercial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Allow 

audience members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Allow it to develop first, before applying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meaning an open-minded policy should be applied at first 

before applying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Howev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have to urge owners to allow consumers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in the mechanism of new-type commercials, allowing consumers to decide on 

whether they want to view the commercials or accept marketing campaigns on their own. 

(3) Suggestions 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1. Enhance the assistance on training video & audio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personnel, 

promote domestically programs oversea, and provide governmental subsidi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 produced programs. 

Through quantitative surve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regarding dramas, 48.28% of 

the people preferred to only watch foreign dramas, more than those who preferred to only 

watch Taiwanese dramas (42.63%). Given that Taiwan currently has a lack of drama 

production personnel,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 or other 

related authorities should cooperate in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s opinions on domestic 

dramas and stipulate plans to further train related professional personnel,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m. On the other hand, this research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guid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dramas i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drama’s exposure, so that outstanding domestic 

drama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exported and attract more television network owners to 

invest in producing high quality dramas. 

2. Encourage owners to establish children & youth exclusive channels and produce 

outstanding programs for children & youth. 

T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can increase the subsidy, rewarding measures, or taxation discounts 

on self-produced programs, to attract TV network owners to invest funds in producing 

outstanding program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elf-produced programs can start off from 



xxxi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and establish exclusive channels for children & youth.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CC and others can be gathered to discuss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ensur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children & youth, 

starting education from TV programs, making outstanding children & youth TV programs a 

par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and making parents feel safe and at ease on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outstanding self-produced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egulations can be applied when issuing licenses on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by encouraging them to add children & youth channels and produce 

outstanding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rly examine the regulations on placement marketing.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interviewees generally 

recognize commercial placements and believed that placement marketing can bring about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production quality of programs. However, 

placements should be added naturally and should not ruin the contents of the program.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old owners’ sessions regularly to examine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placement marketing, discuss the difficulties on its implementation or 

what sort of assistance is needed, in order to help owners improve their placement techniques, 

allowing more financial invest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grams.  

4. Continue to improve regulations on the broadcast proportion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antitative surve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as many 

as 46.83% of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 that no restrictions should be applied on the time slot of 

foreign programs. For those who believed restriction should be applied, most people believed 

restrictions should be applied between 19:00 and 21:59, exceeding 15% of the people. For 

those who believ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most of them believed the proportion should be 41%-50%, taking up 

23.74% of the interviewees.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s discovered that people were 

less aware of the amount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and cared more about their 

quality. Therefore, regarding issues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such as should there be regulations applied to exclusive channel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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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be different regulations on different time slots, should there be different regulations on 

weekdays and holidays, etc., further discussion should be conducted to consummate the 

regulations on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eir 

broadcast.  

(4) Suggestions 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able TV Service 

1. Stipulat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to encourage owners to develop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of digital cable TV. 

The affect of OTT on Taiwan’s cable TV network has begun 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3 to 5 

years later, internet video and audio will definitely have an impact on Taiwan’s cable TV 

network. This research suggests NCC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in stipulating 

encouragement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provide owners with 

incentives to develop innovative digital cable TV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Rewarding 

measur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make aggressive investor role models for other cable TV 

networks to take reference on.  

2. Encourage owners to utilize cable TV digitalization big data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people’s demands and enhance program arrang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accordingly. 

The mutual interaction advantage of digital cable TV is that the owner can obtain millions 

of monthly user data items. Big data analysis can be utilized to analyze this numerous amount 

of dat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s viewing behaviors, selection process and selection 

results on cable TV.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sorts of new-type viewing behavior survey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rewarding and subsidy 

measures to encourage cable TV owners in utilizing digitalized big data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s demands and enhance program arrang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accordingly.  

3. Urge owners to strengthen current customer service to improve the viewers’ satisfact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mand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owners to provide 24 hour customer services, including founding a 24 h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demanding the telephone answer rate of customer service telephones to be above 95%, 

and enhancing the training of customer service personnel on their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for them to help viewers by directly solving problem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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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mand owners to provide more transparent charging standards for consumers to select 

from. 

When the government is monitoring a la carte content and the price of local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related information should be made more transparent and clear to allow the 

peopl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a la carte and allow them to choose the channel 

combination plans they prefer under the price they are willing to pa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onsumer disputes. In addition to that,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should 

actively notify viewers on information regarding preferential prices, in order to prevent 

consumers from being charged differently despite accepting the service from the same 

network owner and thus affect their rights and privileges.  

5. The issue of high program replay rate should be emphasized. Related legal regulations or 

specific plans should be stipulated to urge channel program providers to improve. 

The results of telephone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sessions both indicated that people 

generally showed great disappointment on the long term issue of high program replay rate on 

cable TV networks. Although the program replay rate is caused by channel owners instead of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and the NCC has stipulated related punishments regarding high 

replay rate,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people are still highly disappointed.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NCC should continue to pay great attention on this 

issue and propose specific legal regulations and plans to improve such situation.  

6. Demand owners to improve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STBs to unify their 

specifications and make the interface more user-friendly. 

The operation and interface of current digital STB interfaces a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for the people or seniors. Moreover, the STB hardware provided by different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is yet to be unified or the audiovisual equipment of the viewers cannot be 

integrated with digital STBs, making the viewers feel chaotic, troublesome in using them, or 

even refuse to use STB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hardware specifications of digital 

STBs should be unified and their quality should be improved. In addition to that, their 

interface should be made more user-friendly to enhance the people’s usage intention and 

simplify the problems the hardware equipment may face. 

(5) Suggestions on the Reception and Switching of New Media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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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new media development trend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d Taiwan should be identified 

at all time for preliminary policy planning.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survey discovered that, as many as 38.11%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online using various devices, 15.82%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hem via Chunghwa Telecom MOD, 2.64%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hem 

with smart televisions, and 2.50%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hem with online multimedia 

players. The usage proportion of new media besides cable TV network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survey discovered that, people now have versatile 

means to watch TV programs. Interviewees believed that devices such as PCs, mobile phones 

and tablet PCs have partially replaced the functions of TV sets, because the former can be 

used to watch TV programs in non-linear fashion, so users would not miss the chance of 

watching the program after they missed its broadcast hour. Such results indicated a trend that 

the people’s viewing methods have gradually switched to new media.  

2. Constantly observe the change of people’s media viewing behavior regularly. 

Given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using new media to view program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nual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related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should identify the 

new media development trends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d Taiwan at all times, stipulate 

preliminary policy planning, and thoroughly examine current new media regulation measures. 

OTT owners still have to follow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the Copyright Act”,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Welfares and 

Rights Act” and related legal regulations on medicines, foods and public health. Wh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new media, it must hit the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necessary regu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y regularly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the people’s media viewing behaviors, the government can 

understand the reasons to why people have switched to new media and further assist the cable 

TV industry to improve. 

(6) Suggestions on the Quality of News Report Programs 

1.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or lead society to introduce the 

“dual indicators” of “viewing quality” and “viewing rate” that emphasizes both the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News channels should be the first type of channels to introduce 

such indicator. 



xxxv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viewing quality indicator survey mechanism of Taiwan, or lead civil forces to establishment 

such mechanism. Effective and generally recognized operational models regarding the 

“fairness” and “sustainable evaluation” of such indicative evaluation should b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TV channels and assist domestic TV evaluation and survey 

system to be gear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to stipulate a comprehensive “viewing quality” indicator evaluation structur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valuation-review-improvement”. 

2.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edia viewing survey mechanism and analyze its 

viewing rate and viewing quality with big data.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eople’s preferences and loyalty towards TV programs 

through different viewing rate survey methods. This allows owners to produce programs 

based on their quality instead of their amount. By doing so,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 TV programs can be emphasized, thus enhancing their qualit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note on such new media viewing behavior survey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awarding and subsidy measur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big data analy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al indicators” and related 

mechanism of “viewing rate” and “viewing quality”. This will definitely result in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training courses and encourage the industrial union to 

conduct orientation training for journalists. 

This research surveyed the people’s satisfaction on various genres of programs through 

quantitative survey. Regarding domestic news programs, 59.09% of the peopl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m.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related training courses to encourage industrial unions or owners in conducting orientation 

trainings for journalists, so that positive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with news agendas can be 

provided to the people. Through the conveyance of such TV programs, it can strengthen the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thus change their behaviors.  

4. Regula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obviously inappropriate news content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survey of this research, 59.09% of the people we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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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ied domestic news programs. Their primary reason for them not being satisfied was 

reporting a single issue over and over agai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egulations should be 

applied on the replay rate of news to avoid repeated reporting on a certain issue. New reports 

with in-depth contents can be added also. Moreover, the generalization of news conten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which contents exceeding the general ratings should be blurred and 

warnings should be added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Besides text warnings, the 

announcer or reporter should also remind the viewers, so that news contents can meet the 

regulations of general rated programs. 

(7) Suggestions on Ensur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Social Vulnerable People and 

Multicultural TV Programs 

1. Provide sign language or subtitle services to assist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Special groups’ demands on TV programs were surveyed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Regarding the sign language currently available,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felt that the sign 

language screen is too small. They suggested that split screens can be utilized to enlarge the 

sign language screen and shrink the screen with the announcer. As for the difficulti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regarding subtitle services, there are programs without subtitle services and 

occasionally, the subtitle is so long that it was blocked and could not be read.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expect both sign language and subtitle services to be available. They hope 

that the “subtitle” button can be added on the remote controllers of STBs, so that subtitles can 

occur after they press that button when viewing TV programs. Also, they hope sign language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for programs such as news, disaster coverage, sports, documentaries, 

in-depth reports and other knowledge programs. 

2. Provide descriptive video and audio services to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s for the difficulty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encounter, it includes channels without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s, so that they can only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relying on its music. They also face difficulty using the remote controller. No audio service is 

available when they switch channels, so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have switched to the correct channel or not, do not know what is happening, or do not know 

which channel they have switched to. They hope audio services similar to those of mobile 

phones can be provided, telling them which channel they have switched to or w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levision is. This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at the specification of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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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s, such as the shape and location of the buttons, should be unified, so that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do not have to constantly get familiar with different remote controllers. In 

addition to that, some messages on TV programs, such as news or shopping channels, are only 

shown with crawlers and no further audio broadcast is mad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unction of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 can be added on digital televisions, so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in the TV program can he heard. 

3. “Special channels” serving special cultures and group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o the government that for services that are conducive in 

promo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physically & mentally disabled people, gender, 

children & youth and multi-cultural viewers, such as sign language, subtitle, descriptive video, 

gender-friendly contents and contents that are appropriate to children & youth, appropriate 

subsidi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network owners who have established special channels for 

th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effectively guide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in utilizing this 

subsidy and collaborate with channel owners to provide sign language or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s. This will allow the gradual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sign language or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s in domestic TV programs and ensure the viewing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physically & mentally disabled people, LGBT, children & youth and multi-cultural viewers in 

the long term. 

Keywords: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satisfaction, digitalization, TV program genre 

view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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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當代社會已經轉變成一個視訊化的媒介社會，許多人瞭解世界的方式，並非

依賴傳統的文字閱讀，而是以閱讀符號、圖像等視覺傳播訊息來瞭解世界。而視

訊化的媒介又以電視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電視就好像是人類後天的感覺器官，

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隨著連網和創新技術的進步，消費者從多樣化終端裝置享受視聽內容之需

求，帶動 OTT TV 產業如 Netflix、You tube 等提供線上觀看影集、影片之蓬勃

發展。科技進步及整合服務帶動下，以新加坡、日本及韓國而言，亦提供跨螢服

務、寬頻服務及智慧家庭等各種促銷方案爭取消費者之青睞。OTT TV 業者相對

於有線電視，透過開放網路雙向互動之特色，除提供使用者收視外，亦提供如社

群分享及購物多元應用。民眾轉向 OTT TV 服務之收視行為，對傳統有線電視

產業影響甚大。 

通訊傳播媒介不斷發展，影音視訊已非傳統「電視」專屬服務，各類透過新

科技傳輸的視訊平臺不斷出現，輸出與接收關係不再受限於一對多的線性播出，

而朝隨選、互動的方向發展，高畫質的呈現更非早期類比訊號的成像可相提並

論。這波因數位匯流而啟動的大媒體潮，視訊服務範疇逐步由電視往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及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方向延伸，「多螢一雲」的架構儼然形成，反映在

我國 MOD 用戶數現約 130 萬戶（2014 年資料），寬頻普及後，聯網電視（OTT）

網路媒體隨之興起，以及「雲端暨聯網電視論壇」（CCTF）的組成，都顯示全球

化的競爭趨勢及充滿想像的遠景。 

通訊傳播媒介不斷發展，傳統的「電視」服務，已跨越既有科技的界線，而

因數位匯流而啟動的大媒體潮，復因全球化的趨勢更形劇烈。傳統上兼具經濟、

產業、文化、教育、民生、育樂等意義的電視體制面對前此衝擊，閱聽人權益應

如何保障暨促進，尚有賴主管機關積極擘劃。有鑑於此，貴會辦理「電視使用行

為及滿意度調查」委託研究案，擬就閱聽人角度理解渠等如何在此匯流環境中使

用「電視」，並從接收端反映出之「滿意度」反思合理的管制作為。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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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過對視聽眾的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對於現行的視聽設備使用情形進行瞭

解，以做為相關部門制定後續相關政策的參考依據。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為促進我國多頻道視訊節目供給之競爭與多樣性、增進通傳服務蓬勃發展、

帶動通傳技術發展暨保障視聽大眾權益，本研究期透過客觀的量化統計及質化調

查，了解擬就各類視訊平臺使用人角度理解其如何在此匯流環境中使用電視服

務，並從接收端反映出之「滿意度」，進而研析可行規範政策與配套措施，反思

合理的管制作為，以提升臺灣電視產業發展。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視聽眾電視節目收視使用行為 

1. 視聽眾電視節目收視平臺 

(1) 收視電視節目的載具(例如電視、行動電話、平板電腦、桌上型電

腦等) 

(2) 收視電視節目的平臺(例如數位無線電視、類比／數位有線電視、

車用電視、直播衛星、雲端多媒體播放器、聯網/智慧電視、電信

及網路影音平臺等) 

(3) 使用電視以外平臺收視的原因(例如免費、更新速度快、收視時間

彈性等) 

(4) 同時使用第二螢幕的比例(多螢收視使用哪些載具、多螢收視原因) 

2. 視聽眾電視節目收視內容 

(1) 主要收視頻道 (例如中視新聞臺、民視無線臺、TVBS歡樂臺等) 

(2) 主要收視節目類型（例如新聞、戲劇、綜藝、體育、電影等） 

3. 視聽眾電視節目收視時間 

(1)  主要收視時段 (例如20:00-21:00、21:00-22:00等) 

(2)  平均收視長度 (例如：2小時、3小時等) 

4. 視聽眾電視節目收視地點 

(1) 主要收視地點(例如：客廳、臥房、捷運、任何地方) 

(2) 收視主導者(例如父母、其他長輩、兄弟姐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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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了解視聽眾電視節目收視滿意度 

1. 視聽眾對電視節目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1) 對收視載具的滿意度(含行動電話、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電視) 

(2) 對傳統收視平臺的滿意度(含數位無線電視、類比／數位有線電視) 

(3) 對新型收視平臺的滿意度(含車用電視、直播衛星、電信及網路影

音平臺) 

(4) 對收視載具、傳統/新型收視平臺不滿意的原因 

2. 視聽眾對電視節目收視內容的滿意度 

(1)  對各種收視頻道的滿意度 

(2) 對電視節目內容的滿意度(含本國自製節目、外國節目之製播質量

和播出時間、自製率比例要求) 

(3)  對電視節目從事商業置入及贊助的滿意度 

(4) 對電視新聞報導節目質量的滿意度（含新聞公平性、正確性、畫面

尺度、新聞報導集中單一事件、多元性、插播式字幕運用及整體鏡

面設計等） 

(5) 對電視節目內容多元化（是否顧及兒少、身障、性別、族群、65

歲以上視聽眾，以及偏鄉之視聽眾的收視權益）。 

(三) 了解視聽眾對重要政策的意見 

1. 電視節目內容分級(含電視電影遊戲軟體分級一致化、適齡兒童節目標

章) 

2. 廣告規管(含商業置入性行銷、冠名贊助) 

3. 本國自製節目製播規範和質量(黃金時段自製率、戲劇節目自製率) 

4. 有線電視數位化、跨區經營、分組付費 

5. 新媒體平臺接收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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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 

第一節、新媒體平臺及通訊傳播匯流議題評析 

壹、通訊傳播匯流及新媒體 IPTV 平臺 

一、通訊傳播匯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於 2016 年 12 月 28 日提出「電信

管理法」與「數位通訊傳播法」兩草案，透過從下層的基礎建設到上層的應用

服務流通的整體觀照，目標是透過法規再造，參考先進國家規管經驗，因應科

技技術所帶來的各項新的服務樣態與衝擊，也為維護多元價值及國民權益，在

替產業引入新的活水時，也讓全體國民透過更富多元的電信服務，分享數位經

濟發展所帶來的各項成果，相信也可協助行政院落實近期宣示推動的「數位國

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的政策目標。 

為因應廣電產業數位匯流，「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精神接近網際網路基

本法，因網際網路興起所帶來對傳統產業與服務的衝擊，如：電子商務、網路

分享經濟、第三方支付、遠距醫療、智慧家庭、串流視聽服務，尚需依據「網

路治理」的精神逐一探討檢視，涉及政府所有機關各該權責，尚須相關機關攜

手同心，共同因應數位轉換所帶來的衝擊。數位通訊傳播法為基本規範，若有

其他法律規定，則優先適用其他法律規定，依據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第二次公

聽會資料說明，該法將以公共參與方式進行社會共識擬聚之討論，提供相關主

管機關於職權上，認定應如何作為之方向。然而，對於 OTT TV 與廣電平臺的

差別管理議題，通傳會將依前述之精神與機制，於未來廣電三法修法討論時，

並檢視 2015 年修正三讀過程中因尚未形成共識而未完成之部分，持續進行研

議。 

二、新媒體 IPTV 平臺 

所謂的網路電視(Internet Protocol TV，以下簡稱為 IPTV)是數位匯流下最

典型的產物。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簡稱 ITU)

對 IPTV 的定義為透過具有服務品質(QoS)、經管理安全可靠網際網路協定之

網路提供串流音訊、視訊與其他形式內容給持有智慧型終端設備(intelligent 

terminals)的收視戶，智慧型終端設備可以是各種形式，像個人電腦、PDA、電

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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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的 IPTV 經營業者以中華電信 MOD 為主要服務業者，2016 年第

1 季 MOD 用戶數為 1,310,593 戶。中華電信有線電視系統 MOD 服務，於 2003

年 10 月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取得有線電視經營許可，並於 2004 年 3 月 3

日在臺北（縣）市、基隆市取得通過縣市政府費率審查後，開始撥放並營運。

推出同時，採用機上盒免費，月租費 150 元，並用半買半相送的行銷管道促銷，

打亂有線電視系統的市場生態。 

根據 2014 年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指出，目前民眾使用 MOD

收看電視主要原因為「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惠服務」，佔

26.99%，其次為「費率低」(24.19%)；其他原因依序為「有喜歡的頻道節目內

容」(21.18%)、「畫質較好」(20.11%)、「收訊較清晰」(11.35%)、「頻道比較多」

(9.47%)、「家人決定/朋友推薦」(7.69%)、「有隨選收視功能」(4.83%)、「機上

盒免費提供」(3.63%)、「遙控介面操作方便」(2.56%)、「廣告少」(2.11%)、「有

雙向互動功能」(1.50%)、「智慧錄影功能」(0.42%)、「有無親子鎖服務」(0.21%)。

顯示對於閱聽眾而言，MOD 所提供的三合一套裝服務為最大優勢，其基本費

率低於有線電視、限定節目內容、內容品質好皆為吸引民眾使用的前幾名因

素，反觀 MOD 特有的隨選視訊、雙向互動、智慧錄影、親子鎖服務等功能成

為民眾收看 MOD 的因素所佔比例較低。進一步詢問民眾使用 MOD 所感到滿

意的部分，以「畫面品質」(43.07%)最高，其次為「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

選」(34.37%)，顯現 MOD 電視節目內容面較受到民眾滿意，也是其優勢部份。 

貳、聯網電視、OTT 網路影音服務及行動收視 

一、 聯網電視、OTT 網路影音服務 

聯網電視(Connected TV)為整合傳統廣播電視與網路服務的電視機，本身

即具有線或無線連網功能或介面，根據 DFC Intelligence 的研究報告顯示，2012

年 7 月，北美有 2 千 4 百萬的家庭擁有聯網電視「智慧型電視」(Smart TV)則

因聯網電視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結合，內建作業系統，如 Google 的 Android、

Apple 的 iOS，可連線到開放或封閉服務平臺進行安裝或連結應用後進行服務

或內容消費，使得智慧型電視成為聯網電視產品的主流。 

聯網電視可依 OTT(over-the-top)使用模式分為兩種：第一種為透過

STB/Game console/Media Player 提供 OTT 服務，例如 Apple TV、Google TV、

X-box。透過 Apple TV、Google TV 以 OTT Box 的裝置形式，讓傳統電視機

擴充連網能力，Apple TV 除自有之影片租賃、音樂下載應用外，還提供 YouTube

等網路應用服務；而 Google 推出的 Google TV，則以 Android 為系統底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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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OTT Box 的連接形式，讓傳統電視具備相對完整之 Internet 資源接取能

力，而不會有綁定特定內容服務商的應用限制。第二種是透過智慧電視(Smart 

TV)內建提供 OTT 服務，例如 Samsung、LG 與 Sony 的部份電視款式（MIC

網路通訊研究團隊，2010 年 5 月 17 日；DIGITIMES，2011 年 10 月 31 日）。 

從 2014 年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將臺灣現行的聯網電視服務包

含 5TV 雲端電視、Apple TV、Google TV、三星 smart TV、LG 智慧電視、SONY 

Internet TV、BenQ Smart TV、Fujimaru Smart TV 燦坤自有品牌等。 

二、 行動收視 

隨著寬頻網路及數位多媒體的發展，電腦(computer)、通訊(communication)

及內容(content)產業界線已逐漸模糊，網路電視應運而生。在國內視聽眾收視

型態上，根據臺灣傳播調查(TCS)觀察指出，近年來民眾觀看線上影音的行為

愈加成長，在 2008 年中研院臺灣社會變遷、2012 年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

針對臺灣民眾傳播行為調查時發現，「經常」上網看網路影音/影片或電視節目

的民眾，從 8.8%增加到 26.7%，短短四年就成長了近兩成，同樣的，在 2013

年 Google 公佈臺灣地區 YouTube 成長高達 6 成，其中晚間八點時段的觀賞率

直逼傳統電視節目觀賞率，顯示臺灣民眾觀看習慣的改變，不一定要守在電視

機前觀看影片（臺灣傳播調查，2014 年 6 月 10 日）。 

關於行動收視的消費行為，可由近期資策會公布的《2017 新媒體趨勢解

密報告》觀察之，臺灣 4G 用戶數已超過 1,700 萬戶，但其中僅有兩成多曾經

付費看線上影音，更有三成的人會使用 AdBlock 等工具將廣告過濾，其中以

18-24 歲的年輕族群拒看廣告的比率最高，高達五成；此報告進一步指出，八

成五的人會用行動電話觀看影音內容，但僅管整體串流服務市場看似發展蓬

勃，但用戶付費意願卻差強人意，調查中只有 23%曾付費看線上影音，遠低於

逾六成願意花錢買通訊軟體貼圖、半數願意付費聽音樂（李彥瑾，2016 年 12

月 13 日）。 

依全球地區來看視聽眾在行動收視的影視消費行為發現，亞洲國家封鎖行

動電話廣告的用戶比率最高，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等新興市

場，佔整體智慧型行動電話用戶的 36%，遠高出 22%的世界平均值；其中又

以中國人數最多，將近 1 億 6,000 萬人的行動電話裝載廣告阻擋程式。相反地，

北美、歐洲國家會封鎖廣告的用戶則顯得少得多，兩者相加僅 1,400 萬人；

PageFair 分析認為，廣告阻擋程式之所以會在新興市場興盛，反而在已開發國

家使用率低，主要原因在於透過阻擋廣告，能節省網路數據用量，進而減少不

必要的網路流量支出（PageFai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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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媒體 OTT 加值服務 

臺灣 OTT 線上影視業者大致可分為電信、ISP 與有線電視營運商、內容頻

道或電視臺業者，以及新創 OTT 線上影視服務三大類別。其中營運商發展 OTT

加值服務中，又以電信業者最為積極，主要原因是臺灣電信業者握擁固網以及行

動網路資源，同時又已積累眾多用戶，OTT 影音可作為應用加值服務，提升訂

戶 ARPU 收入創造新營收（鍾曉君，2016 年 12 月 11 日）。 

OTT 的服務業務因具有互動與瀏覽(Browser)功能，具有 B2C 以及 C2B 的

機制，因此所提供的加值服務也相當多元，以下分述之（謝進男，2015，頁 50-51）： 

1. 提供影視節目可年租、月租、週租、日租及單次觀看等各種不同組

合。 

2. 免費以及付費的雲端空間使用加值服務，此空間可以儲存任何的視

訊、音訊、資訊…等供自己或群組分享。 

3. 電子或電視商務加值服務，利用 OTT 系統所提供的 Browser 搜尋所

要的物品，若符合需求可直接在遙控器上下單，OTT 系統配合金流以

及物流盡可能在一小時內將物品送到客戶指定的地方。相同方式用戶

可在 OTT 系統上觀看股市並直接下單買股票。 

4. 電動遊戲的加值服務，OTT 系統可提供聲控、體感、遊戲機、遙控

器…等配合使用者玩各種遊戲，包含 3D 的遊戲。 

5. 視訊電話以及視訊會議的加值服務，利用 OTT 系統平臺、IP 以及電

碼組成視訊電話或視訊會議群組。 

6. 餐廳訂位、訂餐、用餐以及支付的加值服務，機票、高鐵車票購買、

臺鐵或車票購買、客運車買…等。 

7. 與智慧商圈配合做 O2O（Online-toOffline）的生意，智慧商圈除實體商

店外亦可使用 OTT 平臺的虛擬商店，供用戶在實體與虛擬商店購買智

慧商圈的任何產品，虛擬部分配合物流將產品配送到指定地點交貨。 

8. 健康照護的加值服務，可配合穿載系統隨時監管家中需要照護的人的

基本身體狀況。 

9. 家庭相關設備的監視控制加值服務，可利用 OTT 系統監視家中的防

盜系統。 

10. 收視率調查的加值服務，在每一個使用者在  OTT 所用的每一種服

務，都會被經營者的大數據分析整理，可作為節目與廣告行銷的重要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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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新媒體平臺轉移行為及收視差異 

2015 年臺灣諸多業者紛紛加入 OTT 線上影視服務之戰局，三大電信業者亦

發展新一代 OTT 線上影視平臺；此外，新興線上影視業者的部分，則有 Line TV

以 1,700 萬在臺社群用戶優勢，強勢進軍臺灣；2015 年 9 月全球擁有 6,000 多萬

用戶的線上影視服務商—Netflix 也於 2016 年在臺灣推出服務，臺灣市場 OTT 線

上影視服務業者 2015 年大動作佈局、積極推出相關服務，使得競爭趨於白熱化，

然面對臺灣消費者 OTT 服務之新型需求，業者擁有各自優勢之下，預計將會在

產業中形成新的競合關係。以下將自 2015 年以來，從視聽眾角度探究各類視訊

平臺上服務的使用及滿意情形。 

壹、數位影視與傳統電視收視行為 

根據資誠全球聯盟組織(PwC)針對合法的付費訂戶調查資料顯示，截至 2014

年為止，全球的付費電視訂戶數已達 8 億 3,140 萬戶，有些地區的付費電視市場

已達到飽和，故而部份地區的業者開始關注於既有客戶開發及提供額外的加值服

務，如：HD、多元頻道、寬頻、隨選節目、電子購物(electronic sellthrough，簡

稱 EST)、多螢服務。所以在付費電視已開發國家中，如何整合使用者體驗及傳

播內容之「創新」將成為業者發展重點。預計全球付費電視訂戶費及執照費等收

入在未來幾年至 2019 年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3.1%增加至 2,798 億美元，其中付費

電視訂戶費用將成長至 2,438 億美元。 

全球有線電視雖為付費電視市場之大宗，但整體成長趨勢日漸緩慢，預期訂

戶數在未來幾年至 2019 年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0.9%增加至約 5 億 6 千萬美元，對

於有線電視而言，因多為低資費訂戶，要促使訂戶改變消費模式有其困難度；再

者，針對網路傳輸業者來勢洶洶，隨即而來的美國剪線風潮(cord-cutting)所衍生

出的 OTT 影音服務業崛起（如：Netflix），促使付費電視業者也開始有相關因應

措施。傳統付費電視業者以提供多螢服務、加值的運動賽事、新聞、直播節目以

因應 OTT 的來襲，相關的因應措施亦包含產業整合，未來 OTT 與傳統付費電視

業者的整合將為常態。 

另一方面，有鑑於有線電視成長漸緩，衛星電視及 IPTV 將成為最大受益者，

其中衛星電視預期訂戶數在未來幾年至 2019年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4.0%增加至約

2 億 4 千萬美元，衛星電視業者透過爭取國際性的運動賽事播放權。由於 IPTV

可提供寬頻、電信等跨界服務，因而全球 IPTV 訂戶數預期將以年複合成長率

9.9%增加至約 1 億 3 千萬美元，未來亦可開發家庭照護監測等新興服務系統之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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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付費電視消費者及閱聽眾方面，因大量的電視頻道出現致使閱聽眾分

流，再加上許多消費者不滿意現有的有線電視組合，紛紛取消既有付費電視服

務。對此，付費電視業者提出現有付費電視結合 OTT 服務的加值內容，以美國

Dish Sling TV 為例，透過提供額外的加值節目以區隔出特定消費族群，並主推提

供跨影音及低資費的網路節目服務。有鑑於全球付費電視成長趨緩其訂戶平均收

入(average revenue per user，簡稱 ARPU)亦同步漸緩，近年來付費電視的收益項

目中開始出現以分組付費(PPV)及 VOD 等低資費的收視組合，但此新收視組合

的出現也降低了付費電視的訂戶費用。 

整體而言，目前全球電視產業以宏觀的市場趨勢下多著重於 OTT、有線電

視、衛星電視、IPTV 及數位無線電視(DTT)之發展，並面臨盜版猖獗、多裝置創

新開發的趨勢；另一方面，在微觀的消費者及閱聽眾部份，多面臨閱聽眾分眾化、

訂戶 ARPU 下降的現象。 

反觀臺灣視聽眾的收視行為變化，根據 2016 年 3 月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公佈之「2016 上半年數位影視與傳統電視收視行為分析」指出，有五成收視者

沒有因收看數位影視而改變傳統電視收視時間，其中性別方面發現女性(17.7%)

大幅轉移時間至數位影視平臺之比例高於男性(13.4%)，年齡方面發現收視轉移

行為在 55 歲以上者中，有 57.1%者不會因收看數位影視而改變傳統電視收視時

間，在職業方面有二成左右的個人年收入 110 萬以上者轉移 30-50%傳統電視觀

看時間至數位平臺(簡祐延、數位媒體研究群，2016 年 3 月 30 日)。由此可知，

視聽眾的收視轉移行為在部分人口變項族群中已有所增長及變化，而視聽眾的轉

移行為可由電視節目收視平臺、收視內容、收視時間、收視地點觀察之。 

貳、視聽眾電視節目收視轉移行為 

一、電視節目收視平臺及內容 

現今電視節目收視平臺大致可分為傳統收視平臺、數位收視平臺兩者，再

依據視聽眾使用行為亦可細分出行動收視平臺。首先，資策會在 2016 年 3 月

即以數位影視與訂閱第四臺（傳統收視平臺）兩種行為藉以調查視聽眾在收視

平臺之轉移行為，並發現高達七成者不因收看數位影視內容而改變第四臺訂閱

預算，且仍會續訂購第四臺；進一步觀察性別方面，發現近二成女性「近半年

內沒有訂閱第四臺」；在年齡方面，發現高達四分之三的 55 歲以上者不因收看

數位影視內容而改變第四臺訂閱預算；在月收入方面，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個人

年收入 30-50 萬者不因收看數位影視內容而改變第四臺訂閱預算。由此可知，

新興電視節目收視平臺對於部分人口變項族群而言，並非傳統收視平臺的替代

者(簡祐延、數位媒體研究群，2016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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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視聽眾數位收視行為出現的原因，從實務層面來看，有調查指出在不

考慮付費因素下，「時間彈性大」為收視者使用數位平臺的首要原因，而女性

或 55 歲以上視聽眾會因「可略過廣告」而使用數位平臺收視；而若考慮付費

情境下，月租吃到飽、可觀看高畫質影片等因素將會可吸引視聽眾付費收看數

位影視（簡祐延，2015 年 8 月 13 日)。 

因收視載具日異精進的關係，行動收視平臺成為最貼近視聽眾的媒介，對

此資策會在 2016 年上半年針對臺灣地區受訪者進行調查，分析其行動載具上

網收看行動影視之行為（簡祐延、數位媒體研究群，2016 年 3 月 25 日)，結果

發現：  

1. 「YouTube」、「Facebook」、「瀏覽器」為行動上網收看行動影視之

前三大平臺，使用「YouTube」收看行動影視者逾 86%。  

2. 「綜藝節目」為 15-24 歲者行動載具上網收看行動影視內容之首要類

型，「臺灣連續劇/偶像劇」、「音樂 MV」、「華語電影」同時並列

第二。  

3. 個人年收入 110 萬以上者於「學校或公司的休息時間」觀看行動影視之

比例為各年收入者最高。 

二、電視節目收視時間及地點 

在數位收視平臺部分，資策會在 2016 年上半年針對臺灣地區受訪者進行

調查，晚上 6 點後即進入電腦上網收看數位影視之高峰時段在「晚上 8 點—晚

上 10 點」時段，兩性以電腦收視之占比均高於行動收視一成以上 45-54 歲族

群中有六成四會在「晚上 8 點—晚上 10 點」以電腦收看數位影視無論收入水

準為何，「中午 12 點—下午 2 點」中，行動收視之占比均高於電腦收視(簡祐

延、數位媒體研究群，2016 年 3 月 25 日)，結果亦發現：  

1. 相較其餘收視時段，男性於「晚上 10 點—半夜 12 點」電腦收視之占比

高於女性最多。  

2. 55 歲以上者在「早上 10 點—中午 12 點」中，電腦與行動收視之占比

均為各年齡區隔最高者。  

3. 個人年收入 30 萬元以下族群在「下午 2 點—下午 4 點」、「下午 4 點—

晚上 6 點」行動收視之占比均超過其他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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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視聽眾收視需求及滿意度 

壹、視聽眾收視滿意度調查 

一、視聽眾媒體收視行為 

根據尼爾森調查單位統計，2016 年臺灣整體電視視聽眾接觸率較前兩年

下降，但視聽眾每日平均收視時間提升至 3.9 小時，收視時數的提升推論主要

受到當年重大議題（如：年初總統大選、巴西里約奧運）所影響；視聽眾收看

網路影音內容的比例從 2015 年第 4 季的 63.7%上升至 2016 年第 4 季的 66.5%，

電視視聽眾接觸率雖逐年下降，但不論是無線主頻、其他無線頻道、有線及其

他頻道的視聽眾平均收視時間都呈現逐年上升，顯示流失的電視視聽眾應為輕

度使用者；尼爾森調查進一步比較不同媒體平臺之差異，與有線電視有區隔性

的 MOD 平臺，在同類型的頻道已形塑出不同的視聽眾結構，有線電視臺以新

聞頻道收視率較高，MOD 以綜合頻道收視率較高，可見節目內容對頻道、節

目策略及視聽眾結構已有決定性的影響（李瀅，2017）。 

通傳會《從視聽眾角度探討匯流下應維護之傳播內容權益》研究報告指

出，最常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的民眾其持有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高達 92.1%，

收看網路影音內容者，其中民眾較常收看的影音內容以有線電視比例最高，佔

71.5%，其次為網路(38.6%)；進一步了解，不同平臺影音內容平均收看天數與

時數仍以有線電視居首（每週平均收看 6.15 天，每天平均收看 2.81 小時），年

齡層愈高，收看有線電視的天數與時數也較高。 

臺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所公布的臺灣視聽眾媒體收視行為，在 2015 年 12

月份調查結果顯示，視聽眾透過智慧型行動電話 /平板 /電腦 (14.9%)、

MOD(11.0%)收看影視內容的比例首度超越數位無線電視(9.7%)，而有線電視

(62.1%)雖然仍為視聽眾主要收視媒體，但收視比例從 2013 年的 67.7%一路下

滑至 62.1%。另外，觀察視聽眾對有線電視及 MOD 不同媒體平臺在畫面品質、

頻道多元性的滿意度差異，MOD（頻道多元性為 68.9%、畫面品質為 87.6%）

無論在頻道多元性或畫面品質的滿意度均高於有線電視（頻道多元性為

59.4%，畫面品質為 76.0%）。最後，臺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的調查也指出 41.3%

的視聽眾有使用網路隨選串流收視的習慣（包含 16.6%經常使用、19.0%偶爾

使用、5.7%很少使用），完全沒有使用佔 58.5%，且在未來會考慮付費收看

Netflix 的視聽眾佔 20.9%（包含 3.2%一定會、17.7%可能會），細究 72.7%表

示不會付費收看者（37.6%可能不會、35.1%一定不會）對 Netflix 的費用看法，

26.2%視聽眾認為太貴，僅 2.9%認為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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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OTT TV的收視行為，可由近期臺灣OTT TV電視盒業者OVOMEDIA

調查觀察之，2016 年臺灣 OTT 電視使用行為，65%受訪者有訂閱有線電視或

MOD，21%受訪者沒有訂閱，15%受訪者於近兩年停止訂閱傳統付費電視；在

最常使用的裝置中，智慧電視盒/智慧電視棒超過半數，佔 57%，其次依序為

行動電話平板(21%)、電腦(12%)、Smart TV(7%)、投影電視棒(1%)，其中付費

收視 OTT 的比例已達 26%，未來願意付費收看 OTT 影音服務者達 83%，顯見

臺灣消費者對好的內容與服務有非常高的付費意願。 

二、視聽眾媒體多工及多螢使用行為 

各類媒介和媒體內容形成了當代人所棲身的生態環境系統，而同時使用平

板電腦、筆記本電腦、智能行動電話等媒介工具，形成了在傳統第一屏幕外的

跨媒介使用行為，往往又被稱為多屏媒介使用。王喆（2015 年 7 月）認為廣

義上的多屏其實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順時型（sequential）多屏，即為了實現同

一個目標，按照時間順序使用多個屏幕，比如在電影院看完電影以後回家的路

上繼續用行動電話查看電影相關信息，另一種則是即時型（simultaneous）多

屏，有時這種使用並不一定是為了實現同一個目標，這種行為稱為媒介多工

（media multitasking），也就是說明一個人可以同時處理多項任務，而媒介多

工亦可定義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的多媒介暴露、使用或消費。多媒介特指

的是對於傳統第一屏幕以外的使用，影視一般被成為第一屏，而第二屏則通常

指智慧型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各種移動設備。 

根據資策會委託尼爾森調查單位，面訪調查臺灣視聽眾在 2013 年 1 至 10

月的新媒體多螢收視行為研究發現，現代人擁有愈來愈多元的行動裝置，在收

看電視的同時，有 29.9%的家庭同時間會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桌上型/筆記

型電腦、平板電腦等設備，其中又以搭配智慧型行動電話的同時使用情形最多

(90.0%)，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約 25.6%，平板電腦則為 9.5%。若進一步觀察

在跨螢幕時，視聽眾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主要活動依序包含了打電話、看社群

網站、使用線上即時通訊軟體、玩線上遊戲等，由此可發現，視聽眾在收看電

視的同時，會透過智慧型行動電話從事三類活動：通訊、社群與遊戲（韓京呈，

2014 年 3 月 26 日）。 

從後續公布的《2015 年尼爾森媒體使用行為研究報告-多螢新常態》指出，

視聽眾觀看電視的同時，也使用其他媒體，例如報紙（6.7％）、雜誌（3.9％）、

還有聽廣播（2.6％），但另外兩個螢幕—網路與行動電話，最令電視觀眾分心，

約四分之一（24.4％）觀眾看電視同時上網，比例較 2014 年再增加 6.2 個百

分點，更有三成以上（31.8％）觀眾看電視同時玩行動電話，比例也較 2014 年

增加 5.6 個百分點；此外，6.8％電視觀眾看電視同時也使用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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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現今數位匯流的脈絡下，劉幼琍（2014）以數位無線電視為例，

建議業者則應朝向「多工平臺」(multiplex)模式經營，同時結合行動多媒體服

務，建立多元數位平臺，而政府為了避免業者一窩蜂地提供同類型頻道，應以

多工平臺的方式發放執照，做到傳輸與內容分離，平臺業者可以讓頻道使用更

有效率，不僅行動多媒體有機會存在，無線電視業者也可以兼做 OTT TV。如

此，未來無線電視也可擺脫 CPRP(cost per rating point)的緊箍咒。在數位多頻

道的時代，有好的自製節目就能為品牌加分，而且可以在多個平臺露出，增加

多種收入。 

三、各縣市電視使用行為變化及收視滿意度調查 

根據 2014 年通傳會《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指出，大臺北地區的

視聽眾每日平均收視時間相對高於其他地區，而有線電視仍為全臺各地區視聽

眾的主要收視平臺，其中觀察 MOD 收視戶之收視行為差異可發現，中彰投地

區的 MOD 收視戶會付費收看額外頻道的比例相對高於其他地區；另外，觀察

視聽眾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的時間，大臺北及中彰投地區的視聽眾收視時間（均

為 10 小時）相對高於其他地區。若從收視平臺滿意度來看，大臺北地區的視

聽眾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度相對高於其他地區；另從節目內容觀察，中彰投

地區視聽眾對於我國自製戲劇節目的滿意度相對高於其他地區。 

表 2-1  2014 年有線電視視聽眾收視行為比較表 

 
收視媒體平臺/頻道 收視時間 收視滿意度 

大

臺

北 

 多數收視戶以電視機

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43.82%)為主 

 28.28%MOD 收視戶

會付費收看額外頻道 

 每日平均收視時間為

3.75 小時 

 多數視聽眾一個禮拜

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為

10 小時 

 32.46%滿意我國自製

戲劇 

 66.15%滿意數位有線

電視 

桃

竹

苗 

 多數收視戶以電視機

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46.82%)為主 

 22.67%MOD 收視戶

會付費收看額外頻道 

 每日平均收視時間為

3.58 小時 

 多數視聽眾一個禮拜

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為

4 小時 

 29.90%滿意我國自製

戲劇 

 62.09%滿意數位有線

電視 

中

彰

投 

 多數收視戶以電視機

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34.28%)為主 

 29.18%MOD 收視戶

會付費收看額外頻道 

 每日平均收視時間為

3.74 小時 

 多數視聽眾一個禮拜

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為

10 小時 

 43.04%滿意我國自製

戲劇 

 61.62%滿意數位有線

電視 

雲

嘉

南 

 多數收視戶以電視機

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45.04%)為主 

 每日平均收視時間為

3.66 小時 

 多數視聽眾一個禮拜

 41.08%滿意我國自製

戲劇 

 56.95%滿意數位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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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媒體平臺/頻道 收視時間 收視滿意度 

 22.70%MOD 收視戶

會付費收看額外頻道 

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為

3 小時 

電視 

高

屏

澎 

 多數收視戶以電視機

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40.41%)為主 

 18.89%MOD 收視戶

會付費收看額外頻道 

 每日平均收視時間為

3.60 小時 

 多數視聽眾一個禮拜

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為

2 小時 

 41.20%滿意我國自製

戲劇 

 63.54%滿意數位有線

電視 

宜

花

東

及

離

島 

 多數收視戶以電視機

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44.42%)為主 

 27.61%MOD 收視戶

會付費收看額外頻道 

 每日平均收視時間為

3.67 小時 

 多數視聽眾一個禮拜

收看網路影音內容為

7 小時 

 35.72%滿意我國自製

戲劇 

 61.25%滿意數位有線

電視 

有鑑於視聽眾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仍佔多數，且相較於其他媒體平臺之滿

意度調查，各縣市政府每年所執行的有線電視收視滿意度調查不僅可有效呈現

各縣市視聽眾的收視差異，亦可有助於地方政府用以評估、改善有線電視的收

視環境。以下將就近年各縣市政府公告之有線電視滿意度調查，整理呈現我國

民眾有線電視收視行為在每日收看電視時間、北中南東及離島區域民眾收視差

異、使用媒體的時間等面向加以說明。 

觀察北部地區的視聽眾收視行為，以 2015 年臺北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服

務品質暨收視戶滿意度調查、2016 年新北市有線電視服務品質暨收視戶滿意

度調查、2016 年桃園市有線電視服務品質暨收視戶滿意度調查、2015 年新竹

市有線電視服務品質及收視戶滿意度調查為主要觀察依據，發現臺北市視聽眾

收看公用頻道的比例相對高於新北市、桃園市及新竹市。另外，新竹市視聽眾

收看有線電視的自製頻道的比例，相對高於臺北市及新北市；換言之，新竹市

視聽眾在收視我國有線電視業者自製節目內容的機會，相對高於臺北市及新北

市。 

表 2-2  近年各縣市有線電視視聽眾收視行為比較表-北部視聽眾 

 

收視媒體平臺/

頻道 
收視時間 收視滿意度 

選擇收視媒體

平臺的原因 
收看節目類型 

臺

北

市 

 43.0%收視戶

使用數位無

線電視收看

節目或影音

內容 

 40.1%收視戶

 41.5%的

MOD 收視戶

每天使用

MOD 收視 

 39.8%的行動

電話或平板電

 65.9%收視戶

滿意 MOD 的

整體服務，其

中 38.8%係因

收視畫面品質

較好而感到滿

 39.5%收視戶

因為電話、寬

頻 上 網 和

MOD 電視的

套裝優惠服務 

 53.9%收視戶

 29.7%收視戶

曾收看公用

頻道 

 35.6%收視戶

曾收看有線

電視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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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媒體平臺/

頻道 
收視時間 收視滿意度 

選擇收視媒體

平臺的原因 
收看節目類型 

使用電腦上

網收看節目

或影音內容 

 39.4%收視戶

使用行動電

話或平版電

腦上網收看

節目或影音

內容 

 22.6%使用中

華電信 MOD

收看節目或

影音內容 

腦收視戶每天

使用行動電話

或平板電腦收

視 

意 

 25.5%曾收看

過公用頻道的

收視戶滿意其

節目內容 

 29.4%曾收看

過有線電視地

方自製頻道的

收視戶滿意節

目內容 

以收視方便為

由而使用行動

電話或平板電

視收看 

製頻道 

 收視戶以收

視有線電視

的新聞、戲劇

為主 

新

北

市 

 55.07% 收 視

戶曾收看高

畫質頻道 

 44.91% 收 視

戶看過免費

數位節目 

 6.80%收視戶

看過付費數

位節目 

 4.26%收視戶

曾收看隨選

付費影片 

 4.38%收視戶

曾使用過業

者提供的互

動服務 

 收視戶平均每

天收看電視的

時數以 2 小時

至不到 4 小時

居多(38.45%) 

 66.13% 曾 收

看過有線電視

地方自製頻道

的收視戶滿意

節目內容 

 60.28% 曾 收

看過公用頻道

的收視戶滿意

其節目內容 

 82.45% 曾 收

視數位節目的

收視戶滿意其

節目內容 

-- 

 收視戶以收

視有線電視

的新聞、外國

電影、綜藝為

主 

 18.16% 收 視

戶曾收看有

線電視地方

自製頻道 

 6.48%收視戶

曾收看公用

頻道 

 曾收看數位

節目的收視

戶以收看電

影及新聞居

多 

桃

園

市 

 74.82% 收 視

戶使用數位

有線電視機

上盒收視 

 收視戶平均每

天收看電視的

時數以 2 小時

至不到 4 小時

居多(40.67%) 

 70.31% 使 用

數位機上盒的

收視戶滿意其

收訊品質 

 26.08% 曾 收

看公用頻道的

收視戶滿意公

用頻道的「全

園來喫桃」節

目 

-- 

 收視戶以收

看新聞、綜

藝、體育、臺

劇(國語)、韓

劇、臺劇(閩南

語 )及國片為

主 

 13.62% 收 視

戶曾收看公

用頻道 

新  77.5%收視戶 --  52.7%曾收看 --  27.6%收視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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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媒體平臺/

頻道 
收視時間 收視滿意度 

選擇收視媒體

平臺的原因 
收看節目類型 

竹

市 

已安裝數位

有線電視機

上盒收視 

 21.8%收視戶

已安裝 MOD

收視 

過公用頻道的

收視戶滿意其

節目內容 

 60.2%曾收看

過有線電視地

方自製頻道的

收視戶滿意節

目內容 

曾收看公用

頻道 

 53.6%收視戶

曾收看有線

電視地方自

製頻道 

觀察中南部地區的視聽眾收視行為，以 2015 年雲林縣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服務品質暨收視戶滿意度調查、2016 年嘉義市有線電視收視滿意度調查為主

要觀察依據，發現雲林縣視聽眾收看公用頻道、有線電視自製頻道的比例相對

高於嘉義市，而七成以上的雲林縣及嘉義市收視戶滿意公用頻道、有線電視的

自製頻道。 

表 2-3  近年各縣市有線電視視聽眾收視行為比較表-中南部視聽眾 

 
收視媒體平臺/頻道 收視滿意度/喜歡度 

選擇收視媒體平

臺的原因 

收看節目

類型 

雲

林

縣 

 53.8%視聽眾已安裝數

位有線電視機上盒收

視 

 6.5%數位有線電視的

收視戶有加購其他節

目套餐 

 

 68.6%收視戶滿意有線電

視節目品質 

 73.0%收視戶滿意有線電

視訊號品質 

 73.5%收視戶滿意有線電

視頻道數量 

 70.4%曾收看過公用頻道

的收視戶滿意其節目內容 

 75.4%曾收看過有線電視

地方自製頻道的收視戶滿

意節目內容 

 26.5%收視戶以

畫質更清晰為

由而使用數位

有線電視收看 

 55.7% 收

視 戶 曾

收 看 有

線 電 視

地 方 自

製頻道 

 20.8% 收

視 戶 曾

收 看 公

用頻道 

嘉

義

市 

 67.2%視聽眾透過有線

數位電視收視 

 20.3%視聽眾透過網路

連結收視 

 18.2%視聽眾透過數位

無線電視收視 

 13.0% 視 聽 眾 透 過

MOD 收視 

 整體而言，有線電視收

視戶另有透過數位無

線電視、MOD 及網路

 57.2%收視戶曾收看自製

頻道的收視戶喜歡自製頻

道的「嘉好幸福」及「市

政診療室」節目 

 71.7%收視戶曾收看自製

頻道的收視戶喜歡自製頻

道的「嘉義大小事」節目 

-- 

 三 成 七

的 收 視

戶 曾 收

看 有 線

電 視 地

方 自 製

頻道 

 4.9% 收

視 戶 曾

收 看 公

用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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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媒體平臺/頻道 收視滿意度/喜歡度 

選擇收視媒體平

臺的原因 

收看節目

類型 

連結方式收視的比例

高於非有線電視收視

戶 

觀察離島地區的視聽眾收視行為，以 2016 年澎湖縣有線電視服務品質及

收視滿意度調查為主要參考依據，五成五的收視戶滿意有線電視訊號品質、公

用頻道及自製頻道，其中對自製頻道（澎湖新聞臺）滿意度高於公用頻道。 

表 2-4  近年各縣市有線電視視聽眾收視行為比較表-離島地區視聽眾 

 
收視媒體平臺/頻道 收視滿意度 收看節目類型 

澎

湖

縣 

76.4%視聽眾透過數

位有線電視收視 

 

 81.3%收視戶滿意有線電視訊號品質 

 55.7%曾收看過公用頻道的收視戶滿意

其節目內容 

 69.4%曾收看過自製頻道的收視戶滿意

「澎湖新聞臺」的節目內容 

 14.1%收視戶曾

收看公用頻道 

 54.7%收視戶曾

收看自製頻道 

整體而言，從 2014 年通傳會調查已指出大臺北及中彰投地區視聽眾收視

的時間較長，而這兩個地區的視聽眾分別對於有線電視的收視滿意度、自製戲

劇節目滿意度都較其他地區高；換言之，大臺北及中彰投地區視聽眾對於有線

電視的收視需求相對高於其他地區，且對於電視媒體在硬體（訊號品質）及軟

體（節目內容）的感受性較高。以中南部地區而言，臺中、彰化及南投地區視

聽眾對於我國自製戲劇節目滿意度較高，且從近期雲林縣及嘉義市的調查報告

亦呈現中南部地區視聽眾對於公用頻道、自製頻道的滿意度相對高於北部及離

島地區，因此可推論，未來中南部地區的有線電視業者在公用頻道、自製頻道

可參考自製戲劇節目，藉以提高收視戶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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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傳播權典範之滿意度調查 

滿意度乃顧客對產品的「預期績效」與「認知績效」二者交互作用所決定，

而產生「滿意」與「不滿意」之態度，顧客若在產品使用後的實際績效符合或者

超過預期水準，將會感到滿意，反之則感到不滿意。 

檢閱過去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相關研究調查，黃聿清、莊春發（2011）以

電視整體滿意度、收視滿意度、數位電視滿意度、對政策的理解滿意度等面向評

估；本公司在 2008 年調查臺北市有線電視業者服務品質，採行五個面向滿意度

調查，包含頻道服務、收訊品質、維修服務、收視費用、社區關懷；謝輝煌（2003）

調查高雄市北區有線電視顧客滿意度，採用節目品質、收訊品質、價格以及客戶

服務四面調查面向；吳文俊（2004）以區位理論概念探討有線電視視聽眾滿意度，

其滿意度構面分別為資訊、娛樂、學習、情感、價格面向。 

總結，過去電視使用滿意度研究主要可從四方面來評估： 

1. 節目內容面向：調查問題包含頻道多寡、內容品質、節目內容多元

性、畫面品質、廣告是否太多、廣告蓋臺。 

2. 服務品質面向：調查問題包括斷訊頻率、客服滿意度、維修滿意度

等。 

3. 地方參與及公共形象面向：調查問題包含自製頻道、公共頻道之滿意

度，及有線電視臺地方活動的參與，及公共形象。 

4. 收費合理性面向：調查問題包括收視費用滿意度，並調查未來數位化

之後，機上盒或相關頻道付費態度與意願。 

但綜觀過往研究，研究主體多強調「消費者」身分，而「公民」身分卻遭邊

緣化。在探討滿意度內涵前，有必要先釐清「消費者」與「公民」兩者研究哲學

論述差異。 

首先，以「消費者」為主體之滿意度研究，調查對象乃是閱聽眾之欲求

(wants)，強調個人擁有選擇權，並遵循市場機制的使用與滿足，最終達到以經濟

目標為主之市場調查，對政策建議僅侷限於防止消費者權益受損而管制。 

反之，以「公民」為主體之滿意度探討閱聽眾需求(needs)，強調公民具有主

動傳播權，追求社群整體利益為目標，該研究最終可促進社會文化發展之意見，

對主管機關提出增進公共利益的管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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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管制應當以公民傳播權為最終目標，本研究將以此目標檢視當今臺

灣視聽眾對電視使用滿意度，並針對公民傳播權角度闡釋，釐清以傳播權為核心

的電視使用滿意度，將來依此提供主管機關作為未來修法的依據。 

傳播權近來已成為各界關注意題，聯合國於 2003 年及 2005 年的資訊社會高

峰會，將傳播權納為重點討論議題，2006 年跨國運動組織「資訊社會傳播權」(The 

Communication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簡稱 CRIS)，則對於傳播權提出

以下四個定義(Thomas, 2006，轉引自羅世宏，2008，頁 19)： 

1. 民主參與的公共溝通場域：應建立和維持一個供全民開放辯論和民主

論述的場域，確保媒體與意見多樣性。 

2. 公平和創意的傳播知識：知識製造和散佈以正直和有效率的平衡方式

管理，確認特定社區需要的資訊被產生，且大眾都能夠近用。 

3. 傳播公民權：關注在公民權在社會中完善和安全性在人際，包括傳播

的隱私權，這項權利察覺到同意和修正個人資訊和數據。 

4. 傳播文化權：傳播能夠保存、和更新文化的多樣性和遺產，也是構成

和發展個人或集體的文化認同的主要部分。 

本研究將依據傳播權所賴以建構的四項原則：自由 (freedom)、包容

(inclusiveness)、多元(diversity)、參與近用(participation)（洪貞玲、劉昌德，2006），

初步將以內容呈現、廣告呈現為主要構面，探討公民傳播權視野的視聽眾滿意度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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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有線電視相關議題評析 

2016 年第 4 季臺灣有線電視普及率達 60.80%（通傳會，2016），而數位機上

盒普及率亦達九成五以上，且持續成長中，而未來有線電視數位化的勢必為未來

趨勢，除了在技術面、消費者面須持續提升之外，分組付費與開放跨區經營議題

亦為數位化進程中的措施，以下將討論目前有線電視數位化現況，以及包含分組

付費與跨區經營等相關議題分析。 

壹、有線電視數位化現況 

在數位有線電視發展的部分，為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帶動新的視訊服務商

業模式，政府將提升高畫質節目製作比例，並調整法制架構，鬆綁有線電視管制，

如費率彈性化及逐步解除分區經營等。並透過鼓勵汰換電視機、改善數位收視及

特殊族群補貼的措施，提升消費者收看數位電視以及加速業者數位轉換的意願。 

為了健全數位有線電視經營機制，預計的推行策略為包括：(1)檢視費率審

議與管理機制；(2)建立共通傳輸標準及共通介面。另外，在促進有線電視數位

化服務的部分包括：(1)有線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計畫；(2)提升數位有線電視普及；

(3)建立電視產業跨業整合機制。 

除了上述推行策略之外，通傳會亦著手整合地方政府、有線電視協會及系統

業者合作，並於 2013 年起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亮點區，且已有 16 個縣市、39

家業者提出亮點區申請。通傳會向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管理會申請補助

相關經費，作為成立有線電視數位化諮詢服務中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有線電視

數位化宣導之用。 

在有線電視業者推動下，依據文化部《2014 年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

報告─電視產業》，隨著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的普及率提高，2014 年的有線電視

數位付費頻道訂戶數成長 24.72%，挹注有線電視業者營收；其中針對消費者問

卷調查發現，我國民眾主要仍透過電視來收看節目，比率為 95.60%，其次為透

過網路觀看比率為 20.39%。 

在地方政府及業者的共同努力下，有線電視數位化普及率在 2014 年大幅躍

升，相較於前一年度成長了 33%，達到 78.9%，近 400 萬訂戶。其中，臺南市新

永安有線電視首先成為以全數位化營運的系統經營者，嘉義縣、市也成為全國首

個數位化完成的行政區，而截至 2016 年第 4 季為止各行政區數位化情況僅以基

隆市、南投縣、雲林縣、高雄市岡山區、臺東縣、花蓮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行

政區未達九成，其餘縣市皆有高達九成以上之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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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線電視分組付費現況 

有線電視分組收費付費議題一直以來備受討論。臺灣有線電視分組付費實

施，自 2012 起通傳會陸續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理申

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因應數位匯流調整有線電視收費模式規劃(草案)」

經由漸進的方法，改變有線電視的收費模式，並於 2016 年 6 月 8 日提出「有線

電視分組付費辦法」行政計畫由立法院審查，綜合提出之配套法規修正如下 ： 

1. 收費標準：解除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600 元上限管制；主管機關核准收

視費用時，應考量各地區競爭差異化條件，增進訂戶多元選擇機

會。 

2. 有線電視廣播法施行細則：配合系統經營者得選擇以戶或以機上盒為

計價單位之規劃，於施行細則「費用」章節增訂基本頻道之收視費用

依系統經營者與訂戶之契約約定辦理。 

3. 業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配合分組制度之設計，應記

載提供訂戶選購之組別；配合調整繳費項目、金額及方式等。 

4. 購物頻道數量限制之總頻道數量定義：配合分組制度，將放寬現行購

物頻道以「基本頻道總數扣除公用頻道、購物頻道及頻道資訊專用頻

道之百分之十」等規管條件，對於個別分組之購物頻道數量，於「購

物頻道商城化」或「購物頻道集中排頻」之前題下，將不予限制。 

5. 有線電視頻道規劃與管理原則：系統經營者對於以類比訊號方式收視

有線電視服務之訂戶，其必載頻道、頻道區塊化等規劃，仍適用「有

線電視頻道規劃與管理原則」相關規定；系統經營者對於以數位訊號

方式收視有線電視服務之訂戶，得以透過電子表單(EPG)取代原節目

總表之專用頻道。 

一、分組付費現行收費情形 

各行政區新進業者競爭帶動民眾分組付費選擇，目前臺北市、新北市、彰

化縣及高雄市等縣市已有新進或跨區業者提供服務，依通傳會公告 2016 年全

國平均收視費用每月約為 540 元，即可收視、收聽約 100 多個基本頻道，而新

進業者也已提出不同分組收費方案，分別有 99 元、100 元、199 元、450 元、

550 元、580 元…等，各縣市既有業者包括新竹市、臺中市及臺南市也紛紛提

出分組付費方案，以臺南市南天有線電視為例，已自行分為 3 組（5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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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元及 580 元）。另有部分縣市（包括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

嘉義縣、宜蘭縣、花蓮縣及臺東縣）既有業者僅以季繳、半年繳及年繳優惠方

式提供民眾付費優惠，卻尚未提供分組付費。各縣市有線電視業者因應分組付

費所提供的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比較表： 

表 2-5  2017 年度各縣市有線廣播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比較表名單1
 

 

有開放新進業者跨區

經營且已實施分組付

費之縣市 

尚未有新進業者跨區

經營且已有部分業者

實施分組付費之縣市 

尚未有新進業者跨區

經營，另以繳費優惠

方式未實施分組付費

之縣市 

縣市別 
臺北市、新北市、彰

化縣、高雄市 

新竹市、臺中市、臺

南市 

桃園市、新竹縣、苗

栗縣、南投縣、嘉義

縣、宜蘭縣、花蓮縣、

臺東縣 

現 行 因

應 分 組

付 費 之

配 套 措

施 

提供 3~4 分組付費方

案 

提供 3~4 分組付費方

案 

提供月繳、季繳、半

年繳、年繳等優惠方

案 

目前新進或跨區經營業者，多以促銷方案或結合寬頻服務搶進市場，其中

競爭最激烈是新北市，新北市多數地區已存在 3(含)家以上業者競爭，讓消費

者得選擇不同頻道數量、類型之優惠方案及不同價格之多元收視服務。2017

年新北市 11 家既有業者維持每月每戶 500 元收視費，另 4 家跨區業者包括新

北市、數位天空、大豐及全國，各提供至少 3 種基本頻道收視組合，最低價每

戶每月僅 99 元，超過 100 個頻道的套餐組合祭出 450 元或 500 元優惠價。 

二、分組付費頻道訂閱概況 

除了基本頻道外，我國有線電視訂戶亦可再支付額外費用訂閱其他節目內

容服務，例如付費頻道、計次付費節目或者購買單一頻道收視。而 2016 年第 1 

季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訂戶數約為 465 萬戶，其中，數位付費頻道套餐訂戶數

比例約為 29%（137 萬戶）；計次付費節目訂戶數比例約為 7%（32 萬戶）；至

於單頻單買之訂戶數則非常少，僅約 42 戶。另統計已全面數位化之系統業者，

其數位機上盒訂戶數約為 88 萬戶，其中數位付費頻道套餐訂戶數比例約為 

10%(9 萬戶)；計次付費節目訂戶數比例約為 2%（2 萬戶）；至於單頻單買之

                                                 
1
 整理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2017 年 2 月 14 日公告之〈105 年及 106 年度各縣市有線廣播電

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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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戶僅約 3 戶。由此可見，訂戶如欲額外再付費收視，傾向於訂購付費套餐服

務，對於單頻單買頻道（價格約為 100 元/每頻道）則較無意願。 

爭議重大的分組付費制度，國家通傳會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完成五種方案

提交立法院，並已於同年度 4 月 1 日舉辦完成公聽會。鑒於我國電視產業已有

顛覆性的變化，2013 年底政府開放 4G 行動寬頻釋照之後，已經進入「OTT

時代」去疆界化、開放式競爭架構；換言之，閱聽眾已經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平

臺看電視，與透過有線電視平臺看電視來比較，不論是高畫質享受，或者現場

直播串流。在各界討論聲浪中，立法院雖已同意的「分組付費」方式，但對於

未來採行的付費方式尚在審議中。 

參、有線電視跨區經營議題 

過去臺灣有線電視系統大多為一區一家，少數經營區為一區兩家的雙佔形

式，而主管機關多年來計畫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區擴大，以增各區有線電視的競

爭度。 

曾國峰（2009）研究指出，幾乎所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均不希望在執照到期

前，改變現有的經營區大小，主要是不確定額外的鋪設成本是否會帶來相對的收

視戶營收，進而影響目前每年穩定高達 20%以上的平均利潤，因此並不贊同經營

區重新劃分；加上目前大樓管線空間狹小，新鋪設網路費時、成本高又不確定未

來需求，短期內並不會考慮跨入其他業者的經營範圍。 

其中一區兩家的有線電視業者，影響獲利的價格策略已經不是主要考量，而

在定頻下節目頻道內容的差異性也不大，因此，不易吸引訂戶之間轉換，也間接

無法說服新進業者跨區競爭。另外，目前臺灣仍維持一區兩家的經營區均位於人

口密度高與消費能力強的都會區，其他地區則由於自然壟斷的特性，最後都併購

到目前的一區獨占，因此主管機關將經營區擴大後，勢必將造成業者們再次透過

併購，而不是重新鋪線來擴大經營範圍。 

通傳會於 2012 年 7 月 27 日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

理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2013 年 5 月 17 日發布補充公告並受理申請，

截至目前已受理新進業者及既有業者擴增經營區，截至 2016 年 3 月為止，新進

業者申請跨區經營已審核通過 6 家，擴增經營區之跨區經營已審核通過 5 家，其

他申設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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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區調整後新受理申請經營業者名單 

 
公司名稱 申請之經營區 已許可 

申請經營之

新參進業者 

1.全國數位公司 臺北市、新北市 (新北市) 

2.新北市公司 新北市  

3.北都數位公司 臺北市  

4.數位天空服務公司 臺北市、新北市 (新北市) 

5.超級公司 臺北市、新北市 
 

6.大臺北公司 臺北市  

7.新高雄公司 高雄市 
 

8 新彰數位公司 彰化縣及彰化市  

申請擴增經

營區之既有

業者 

1.威達雲端電訊公司 臺中市及南投縣  

2.西海岸公司 臺中市  

3.大豐公司 新北市  

4.群健公司 臺中市  

5.全聯公司 新北市 
 

6.豐盟公司 臺中市 
 

7.臺灣佳光電訊 臺中市  

8.永佳樂公司 新北市 
 

通傳會開放跨區經營近五年後，無論在產業端（有線電視業者）或消費端均

面臨到相關問題，包括產業端削價競爭以及消費者的消費糾紛，其中產業端的削

價競爭更間接影響到電視節目內容產製。 

一、削價競爭 

有線電視產業近年面對電信及 OTT 業者外敵入侵，加上開放跨區經營，

業界殺價競爭，參與跨區的新舊業者獲利表現受到影響。開放有線電視跨區經

營後，新北市競爭最激烈，包括中嘉旗下數位天空、獨立系統業者大豐電、獨

立系統業者天外天關係企業新北市開播，新業者全國數位也加入，都在積極促

銷搶客戶，打出買三個月送三個月，一個月收視費砍到剩 250 元，還有業者喊

出一年僅收 1,500 元。業者分析有線電視營運成本，過去每月收視費約 480 至

580 元，頻道版權費用占約 240 元，跨區業者與頻道業者簽訂經營區家戶數的

15%為版權費用計算，墊高版權費用，加上一、二十億元的網路建設投資，殺

價競爭根本無法獲利（黃晶琳，2016 年 5 月 3 日）。 

削價競爭的結果，以北部地區有線電視業者為例，根據通傳會最新統計，

北都數位及全國數位兩家新進系統業者透過價格戰，北都有線電視已經有 2

萬 2,163 個用戶，全國數位已經擁有 4 萬 8,856 個用戶（林淑惠，2016 年 11

月 14 日）。另一方面，跨區經營加速產業競爭及數位化進度，立意良善，但卻

帶來不少爭議，從新進業者殺價競爭及頻道版權爭議，都讓業者擔憂影響產業

發展（黃晶琳，2016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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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糾紛 

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推動以來衍生的消費爭議，早期以裝設數位機上盒消

費糾紛較大，在推廣裝設數位機上盒時，過去曾發生業者未清楚明白揭露相關

資訊，如數位化對訂戶的好處、可收看頻道數或促銷方案等等，因而降低民眾

裝機意願。 

依據通傳會彙整資料，有線電視數位化較常發生的消費爭議有以下幾類： 

1. 部分業者表示「有線電視類比信號即將關閉，不裝數位機上盒就不能看

第四臺」誤導或強迫消費者裝設數位機上盒。 

2. 部分業者表示「為響應政府推動數位化政策，免費提供訂戶一定期間收

視數位頻道節目，期滿後如不續看請來電告知，如未以電話告知視同

續訂」，即逕行發出繳費單。 

3. 部分業者表示「訂戶須購買數位付費加值服務才可安裝數位機上盒」。 

再者至開放業者跨區經營之後，亦發生跨區經營、擴區經營業者因傳播端

問題而影響視聽眾權益事件，例如新北市的全國數位、大豐等跨區有線電視業

者因節目授權費問題與頻道商相持不下恐引發斷訊危機（風傳媒，2016 年 2

月 25 日）。對此，公平交易委員會早已明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有線電視相

關事業之規範說明》藉以輔助相關業者不得有以下行為，包含：有線電視頻道

供應者聯賣行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統購行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聯合定

價或共同抵制行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濫用市場力量行為、獨家區域代理行

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促使拒絕交易行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促銷行為、

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頻道節目差別供應行為、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頻道節目搭

售及折扣優惠行為、有線電視頻道供應者未揭露重要交易資訊行為。 

跨區經營之後，跨區經營以及新業者相繼投入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彰化縣和高雄市等地，跨區及新進業者所造成的削價競爭成為政府急需解決的

問題，有些業者以低價促銷短期方案搶客，另有業者以先進數位匯流受青睞。

有線電視業者表示，正常狀況每戶每月授權費就要約 240 元，更別說硬體建

設、贈送機上盒等成本，優惠價格已是虧損（蘋果日報，2016 年 4 月 19 日）。

在如此低價競爭下，電視節目品質將無法兼顧，進而影響視聽眾收視權益，然

中央及地方政府現有的因應之道大多僅在於廣義的服務品質之定義，包含臺北

市觀光傳播局表示，北市府樂見業者競爭，不過業者不得降低服務品質，如果

有損收視戶權益，將處以 6 萬元以上、300 萬元以下罰鍰，也將發函要求業者，

必須在網站公告優惠價格，供收視戶查詢；又如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事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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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品贈獎額度辦法》解決部分業者推出訂購 1 年贈送半年等促銷活動加以規

定，商品或服務價值在 100 元以上者，贈品不得超過商品或服務價值的二分之

一，如果違反規定，經公平交易委員會限期改正而不改正，提供不當贈品可處

5 萬元以上、5,000 萬元以下罰鍰，阻礙其他業者競爭可處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

以下罰鍰（中廣新聞網，2016 年 4 月 19 日）。 

未來在 OTT 背景下，數位匯流之後所衍生的出「跨業經營」議題更將引

發進一步的視聽眾消費糾紛，以 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明訂《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即可歸納出相關

爭議行為： 

1. 濫用關鍵設施：係指無正當理由，拒絕或中止提供競爭者使用其所擁

有或控制之關鍵設施、訂定顯不合理之交易條件，或以差別之交易條

件提供該關鍵設施予其他競爭者。 

2. 不當的市場力延伸：係指利用「搭售」或「整批交易」等方式，擴張新

服務項目之市場占有率，使該事業既有市場力延伸至新服務項目市

場。但「搭售」或「整批交易」係基於聯合生產經濟性、消費者使用習

慣考量、單純為提供消費者「一次購足」之便利性者，不在此限。 

3. 掠奪性訂價：係指犧牲短期利潤，訂定低於成本之價格，迫使其競爭

者退出市場，或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且存有顯著的市場進入障

礙，在排除競爭者之後能夠回收所發生的虧損，並將價格提高至獨占

水準，藉以獲取長期超額利潤之行為。但訂定低價行為係基於正常商

業行為之短期促銷，或因未預期之成本上升，或有其他正當理由，造

成訂價低於成本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4. 不當的交叉補貼：係指經營多項服務之事業，以其獨占性業務之盈餘

補貼競爭性業務，或以受管制業務盈餘補貼非受管制業務。但交叉補

貼倘係因普及服務義務，或係配合資費管制所致者，不在此限。 

5. 增加競爭者經營成本：掌握生產要素之事業，對該生產要素之訂價高

於「假設事業僅提供該項生產要素所生之單獨成本」，增加下游競爭者

經營成本，迫使其退出市場之行為。 

前述所提及之掠奪性訂價已體現在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彰化縣和高

雄市等開放跨區經營業者之縣市；在未來 OTT 的脈絡下，電信業者與有線電

視業者雙方在業務合作方面，將提出更多元的搭售優惠方案吸引視聽眾；而異

業業者之間合作對於視聽眾之利與弊（如：不當的市場力延伸、不當的交叉補

貼）將成為後續討論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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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無線電視數位化現況 

臺灣自 2010 年 6 月 30 日正式完成全國類比無線電視關閉作業，收回 22 個

類比電視頻道，共計 132MHz。臺灣採用歐洲所制定出的 DVB-T，在 2012 年完

成了全區無線電視的數位化。通傳會在數位無線電視第二階段釋照的規範裡，規

定取得新執照的業者應採用至少 6MHz 作為 DVB-T2 使用，以藉此促進產業之

發展。以下將簡述無線電視數位化現況。 

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全面關閉類比無線訊號後，民眾除了成為有線電視新訂

戶來解決訊號關閉的問題之外，根據 2014 年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顯

示，就最近這一個星期主要是用何種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影音內容，在電視機方

面，受訪者使用收看數位無線電視者的比例有 12.32%；在桌上/筆記型電腦方面，

受訪者使用電腦上網收看數位無線電視的比例有 0.28%；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

板電腦方面，受訪者使用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數位無線電視的比例有

0.12%；在車用電視方面，受訪者收看數位無線電視的比例有 0.28%。 

此外，由 2014 年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亦可發現，雖然無線電視

數位化之後，民眾在視聽品質上應有所提升，但轉換後仍有須待改善之處，包括

有 61.31%的民眾認為數位無線電視「節目重播率太高」，51.10%認為「部分頻道

看不到」，50.51%「頻道收訊不清晰」，37.32%的民眾則認為「節目內容不夠精

彩」。綜合以上意見，可發現在技術層面上，數位無線電視的訊號問題仍待改進；

而內容層面上，民眾反映節目重播率太高、內容也須再增強，顯示數位無線電視

雖然提升視聽品質，各頻道在節目製作上仍未符合民眾的期待。 

民眾對於無線電視的節目多元化之感受，可於臺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在調查

2014 上半年數位匯流大調查發現，23.5%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戶不滿意無線電視的

頻道多元化，民眾對無線電視的頻道多元化不滿意度高於有線電視及 MOD，在

收視畫面品質上，數位無線電視滿意度為 80.6%也僅次於 MOD。2014 下半年接

緒調查顯示，在頻道多元化上仍有 29.5%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戶不滿意無線電視，

但無線數位電視在收訊品質上滿意度有所提升，62.6%收視戶肯定無線數位電視

收訊品質，較 2014 年 12 月滿意度上升了 3.5 個百分點，另有 26.6%收視戶對收

訊品質不滿意。次年的 2015 下半年數位匯流大調查顯示，28.3%民眾對於無線電

視收訊品質不滿意，若想要收看節目，得訂購有線電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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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意見，可發現在技術層面上，數位無線電視的訊號問題仍待改進；

而內容層面上，民眾反映節目重播率太高、內容也須再增強，顯示數位無線電視

雖然提升視聽品質，各頻道在節目製作上仍未符合民眾的期待。因此，有學者藉

由臺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在調查 2015 下半年數位匯流大調查指出，許多弱勢族

群透過無線電視收視，但調查卻發現，我國民眾收視環境日益惡化；日益惡化的

收視環境導致高達 70.8%民眾想要轉換新業者，他呼籲政府應改善無線電視的收

訊環境，故從消費者保障角度看，政府應該致力於照顧弱勢族群，強化無線電視

訊號（程真，2016 年 2 月 24 日）。 

數位無線電視轉換自 2012 年以來已歷經 4 年有餘，本次調查將會持續了解

民眾在經歷轉換過渡期之後，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的看法，包括數位無線電視

的訊號品質、目前對於節目內容滿意度，以及未來所期待的節目內容，以供未來

持續改善數位無線電視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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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節目分級、廣告置入 

壹、節目內容 

在內容呈現部分，檢視關於節目分級制度、節目質量及收視品質、國內節目

自製／委製情形、電視新聞節目質量及內容多元化等議題。 

一、節目分級制度 

臺灣目前並無整合性之法律，因此就影響兒少視聽眾權益重大之傳播媒介

分級管理，呈現分散之現象，目前規定主要是依據廣電三法授權而制定之電視

節目分級處理辦法，另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授權制定之出版品及

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以及依據電影法規定訂定

電影片與其廣告片審議分級處理及廣告宣傳品使用辦法等 4 部法規。 

首先為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依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及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規定，通傳會訂定之電視節目分級處理

辦法，該辦法第 3 條將電視節目分為：限制級（簡稱「限」級）未滿 18 歲者

不宜觀賞；輔導級 15 歲級（簡稱「輔 15」級）未滿 15 歲之人不宜觀賞；輔

導 12 歲級（簡稱「輔 12」級）未滿 12 歲之兒童不宜觀賞；保護級(簡稱「護」

級)未滿 6 歲之兒童不宜觀賞，6 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

親友陪伴觀賞；普遍級（簡稱「普」級）一般觀眾皆可觀賞。通傳會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修正法令，將輔導級分為輔 15 級和輔 12 級，修訂節目分級播送

時段表、特殊內容例示說明，增訂情節警示訊息標示方式、廣告準用節目分級

規範、協調民間團體成立第三公正單位處理節目分級事宜。 

其中限制級之電視節目，依據該辦法第 4 條規定，必須採取鎖碼方式播

送，收視戶經特殊解碼程序始能視、聽，該辦法對於何種節目屬於「限」級、

「輔」級、「護」級，以及「普」級均有定義。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自 2016

年修正後，將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施行之。 

其次為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管理辦法，本法 101 年 5 月 31 日改由新

成立之文化部，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4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

出版品之分級管理，區分為普遍級與限制級 2 種，本辦法第 5 條明定內容有害

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出版品之 4 種情形，限制未滿 18 歲之人閱讀；第 6 條明

訂限制級出版品之標示義務；第 7 條規定限制級出版品封面與封底之使用；第

8 條規定租售限制級出版品之陳列方式與標示義務。出版品分級管理辦法之規

定，依據第 10 條規定，不適用於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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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於 2016 年 6 月 17 日修正法令，對於錄影節目帶之分級管理，該辦

法第 12 條之規定，修訂分級改為「限制級、輔導 15 級、輔導 12 級、保護級

與普遍級」等 5 級，並增訂分級標示之標識樣式及內容規範、廣告規範，以及

解釋在處理分級疑義案件時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施行。該法第 13 條關

於限制級錄影節目帶內容之判斷，與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 4 條「限級」、

應鎖碼播送之電視節目規定，並作文句之調整。另外，錄影節目帶分級就分級

有疑義之案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邀請相關專家及團體代表進行評議。 

再者為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該辦法為經濟部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第 44 條第 3 項規定所訂定，該辦法第 4 條將遊戲軟體之內容分為「限

級、輔 15 級、輔 12 級、護級與普級」共 5 個等級，對於 5 個等級之遊戲軟體

內容有更為詳盡之規定，且明定「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

人應協助兒童及少年遵守本辦法之分級規定。」如對於遊戲軟體內容涉及性之

內容，以全裸畫面、女性裸露上半身、遊戲角色穿著凸顯性特徵之服飾等，區

分為第 5 條規定之限級、第 6 條規定之輔 15 級與第 7 條規定之輔 12 級等。另

外，對於分級有疑義之案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邀請相關專家及團體代

表進行評議，亦可協助民間團體成立第三公正單位，提供有分級管理義務之人

處理分級必要之協助或輔導。 

最後為電影片與其廣告片審議分級處理及廣告宣傳品使用辦法，由文化部

於 2015 年 10 月 16 日修正之，該辦法第 8 調修訂分級改為「限制級、輔導 15

級、輔導 12 級、保護級與普遍級」等 5 級，並增訂電影片、電影片之廣告片

申請與變更審議之程序，並配合輔導 15 級級別，修正納入無渲染色情之裸露

鏡頭及映演電影片之廣告片級別相關規定，以及增訂民間專業團體可受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辦理審議分級業務。 

我國的分級操作，是由各權責機關依法律授權制定各種分級管理辦法，由

媒體業者依據相關辦法列載的級別種類和分級標準，自行分級，缺乏類似歐洲

三國專業分級自律組織的有效參與。至於網路內容的分級，兒少權益保護法雖

明定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以推動內容分級自律機制，惟與各國面

臨的困難一樣，目前尚無具體成效。 

在級別種類方面，電視節目、電影片、錄影帶、文字出版品及錄音帶皆以

區分為 5 級；在分級疑義案件與落實分級制度之推動，除錄影節目帶分級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邀請專家及團體代表評議之外，其餘電視節目、電影片、

遊戲軟體辦法均可由中央委託之第三方民間單位代為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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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興數位平臺產生之際，閱聽眾已可從多種管道取得視聽資訊，分級制

度的分際也越趨模糊，視聽眾是否了解現行的電視分級制度，又現行的分級制

度有何問題，將於本次調查中進行了解。 

二、電視節目、新聞節目質量及收視品質 

收視滿意度調查意即從觀眾的角度來分析探討對電視節目之評價與滿

意，並以投票方式表達偏好意向，經此協助節目生產者「想像」節目產出與觀

眾喜好的對應關係。 

但長久以來，電視觀眾研究實踐首推量化的「收視率」(TV rating)調查，

致使電視新聞業者常為些微之收視率差距惡性競爭，加上量化之收視率調查無

法提供評估節目品質與傳播效果所需的充分資訊，忽略閱聽眾對新聞評價與涉

入程度，進而形成收視率主宰電視新聞面貌（林照真，2009）。 

在商業市場取向主導新聞生產的趨勢下，「收視率」調查已經遭到各界詬

病，並呼籲建立臺灣電視品質評鑑指標，除了透過量化數字呈現「收視率」調

查之外，應從「收視質」的觀點出發，輔以節目品質及觀眾欣賞指數等質的評

量標準（張錦華、陳清河、林維國，2013）。 

「收視質」具體操作的評量標準除有助於提升電視新聞內容品質，與觀眾

滿意度，亦可用以分析與檢討當前電視新聞內容之諸多問題；廣電基金最早針

對於「收視質」建議指出，電視新聞品質指標包含以下面向（鍾起惠，2003）： 

1. 訊息品質：包含新聞公正性、新聞中立性、新聞正確性。 

2. 深度報導：包含新聞完整性、弱勢團體報導、協助觀眾深入瞭解事

件。 

3. 主播與記者專業素質：包含主播專業素養、主播親和力、採訪記者專

業素養、採訪記者尊重受訪者之隱私與情緒。 

4. 視覺、技術品質：包含視覺畫面處理、現場轉播。 

5. 公共責任：包含新聞發揮監督公共責任、新聞反映多數人心聲。 

6. 新聞節目的評鑑指標指出應該包含以下面向：報導角度、引述事實證

據、意見推論、提供相關事件脈絡、新聞結論的證據支持性、涉入產

製者的情緒，以及新聞標題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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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傑出計畫」則指出，新聞品質的評鑑標準應包

含：新聞反應地方/社區議題的相關性與顯著性、採訪話題的廣泛程度、消息

來源的權威性、新聞觀點多元呈現、消息來源的數量、專業主義的程度、對新

聞的理解能力，與煽色腥新聞的程度（轉引自張錦華等人，2013）。 

張錦華等人（2013）鑑於收視率調查種種缺陷，以視聽眾感知面向建構「臺

灣電視新聞收視質指標」(TTNQI, Taiwan’s TV News Quality Index)，期盼以收

視質指標，取代片面收視率調查；其研究完成五大正向指標與三大負向指標，

正向指標包含信任(Trust)、多元性(Diversity)、欣賞(Appreciation)、影響力

(Impact)、深入(In-depth)；負向指標為腥羶色(Sensationalism)、八卦化(Gossip)，

以及新聞偏差(News Bias)。 

總結過去研究，「收視質」指標大致上可測量「節目品質評估」與「視聽

眾感受」兩方面，具體評估面向在正面指標可歸納包含可信度、深入、影響力

等各面向滿意度；負面指標檢視視聽眾對腥羶色、八卦化、新聞偏差處理滿意

度。 

收視滿意度多強調視聽眾對節目品質評估與滿意度，但視覺呈現品質滿意

度研究卻付之闕如；林昭慧（2008）指出臺灣目前的電視新聞版面呈現多元卻

「混亂」的情況，畫面上的視覺元素繁多混雜，包括切割子母畫面、雙主播、

一條甚至多條的跑馬燈設置，都使得視聽眾在收看電視新聞的過程成為了焦慮

的資訊接收者。 

除此之外，當今電視畫面的視覺元素尚包括子母畫面切割處理方式、動畫

模擬新聞處理方式、新聞報導插播式字幕處理等。目前由陳俊仁（2006）、林

昭慧（2008）兩人透過量化方式來檢視視聽眾對新聞跑馬燈呈現型態與配置位

置的看法及態度，雖然研究結果顯示視聽眾對跑馬燈之視覺呈現屬於正面評

價，但相關研究尚侷限於鏡面視覺呈現之效果態度，其對視聽眾整體視覺滿意

度與評估仍待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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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製節目及外購節目情形 

臺灣電視產業結構以電視頻道、電視平臺與電視節目製作為最主要之參與

者，其中電視頻道最主要之營收來源為廣告收入，而廣告收入的多寡依存著節

目收視率的高低，收視率高的節目自然為吸引廣告主投放廣告，進而影響頻道

排播節目的決策。 

在無線、衛星頻道（以綜合臺及綜藝臺為主）的首播情形，仍以無線頻道

首播比例較高，約有五成以上。而各臺於週間的首播時間多半集中於晚間六點

至十二點的黃金時段。但根據通傳會的調查，目前無線電視頻道主頻的重播率

約有四成至六成，但是在無線數位頻道的重播率則在七成至九成。另根據 2013

年《電視頻道節目重播率調查與規範政策研究》的數據統計，臺灣有線電視頻

道重播率皆超過七成，新播比例最高只有兩成。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樂產

業局所公布的《2013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專題研究報告-電視產業》盤點四家無

線商業電視臺、衛星頻道綜合臺與戲劇臺首播時數比例。整體而言，無線臺首

播比例較高，首播比例約為 65.59%，衛星頻道綜合臺與戲劇臺之首播比例相

近，分別為 37.89%、29.13%。 

但以目前臺灣電視產業的生態環境來看，自製節目的成本過高，回收的成

本效益無法與購買外片來的高，以 2012 年造成熱潮的陸劇《後宮甄嬛傳》來

看，2012 年 3 月在華視首播，至 2013 年已重播到第 3 次，首播時曾創下 2.97

最高收視紀錄（平均每分鐘收視人口約 65 萬 4766 人）。緯來已播出 2 次，首

播時完結篇收視率高達 3.38(平均每分鐘收視人口約 74 萬 5154 人)。華視和緯

來光是主時段就準備在 2013 年除夕重播第 6 次，還不包括 MOD 的愛爾達重

播次數（蘋果日報，2013 年 1 月 25 日）。 

在陸劇大熱，且不因重播次數而降低其風潮的情況之下，臺灣自製綜藝節

目風光不再，2012 年已停掉 10 個節目，2013 年才剛開春，綜藝節目再陷入冰

河期；而 2012 年大陸清宮劇《後宮甄嬛傳》在臺灣一播再播，電視臺負擔版

權費不高，又有不錯效益，今年電視臺因此態度趨保守，不再砸錢投資新的綜

藝節目（蔡妤閒、張瑞振、徐毓莉等人，2013 年 1 月 25 日）。另一方面，通

傳會在 2014 年的《新興視訊平臺發展對有線電視產業衝擊》報告中指出，OTT

對於我國有線電視在視聽內容面的影響亦包含： 

1. 中國大陸 OTT 業者投資大量資金生產內容，我國內容業者難與之抗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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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陸 OTT 吸引我國閱聽眾也連帶吸引廣告主投資，對我國內容業

者造成衝擊，進而影響有線電視。  

3. 頻道業者自行經營網站播送其內容，與有線電視競爭收視。  

4. 若 OTT 業者直接與內容業者協議授權，獲得最新節目影片播映權利，

將使有線電視業者喪失訂戶。 

5. 我國影視產業基本上欠缺內容。無線電視臺產值相當有限，例如：八

點檔目前只有民視、臺視。衛星的部份，僅有三立電視。其他電視

臺，大部分都是外來劇，且越來越增加，中國大陸的視訊平臺內容對

我國的影響反而比較大。 

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樂產業局所公布的《2014 影視產業趨勢研究調

查報告-電視產業》指出，2014 年度整體電視劇節目播出時數 2014 年主要電視

劇自製時數為 3,492 小時（以播出時間計），較 2013 年 3,705 小時衰退 5.75%。

其中日播劇為 2,013 小時，周播劇為 662 小時，公共電視以及大愛電視劇為 561

小時，其他類（包含大愛菩提禪心及歌仔戲類節目），共 95 小時，而三立《戲

說臺灣》及八大《第一劇場》等類戲劇共 161 小時。我國電視劇題材仍集中於

浪漫、家庭及喜劇類型，2014 年因民視及臺視八點檔主打時代劇，使我國歷

史傳記類型電視劇平均占比提高為 6.38%。在選購海外節目方面，臺灣境外購

入地區之金額比例，境外地區依次是日本、歐洲、中國和美國，選購日本節目

主要是電視劇、卡通及成人類節目之引進，選購歐洲則以兒少類、教育類及紀

錄片為主。 

通傳會於 2016 年 12 月 14 日審議通過「無線電視事業播送本國自製節目

管理辦法」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且部分規範

已進行調整，並修正新播定義放寬新播定義為在各該平臺上第一次播出即屬新

播，並將無線電視事業間、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間合製，且各事業出資 30%

以上的節目，於該事業所屬頻道第一次播出時，也視為新播。藉以鼓勵頻道合

作，以及調整本國製電影的新播比率及指定時段。另外，有關黃金時段中的電

影（含紀錄片）類型節目的衛星頻道，新播率也調整至 20%，且考量國人收視

習慣，黃金時段將改為晚間 9 點至晚間 11 點。本次修訂之「無線電視事業播

送本國自製節目管理辦法」及「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播送本國節目管理辦法」

於 2017 年 1 月 8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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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化的過程中，數位內容的注入為數位化發展的重要關鍵，如何提升

我國自製節目，尤其在高畫質節目的品質提升，將是一個須不斷思考的問題，

在面對國外節目內容的強勢競爭之下，應如何提升品質，打造屬於臺灣的品

牌，將在本次調查中，了解消費者對於臺灣自製節目與外購節目之看法。 

貳、電視廣告 

通傳會配合廣電三法修正，已於 2016 年 4 月 20 日第 693 次委員會議決議，

廢止 1999 及 2000 年修正發布之「衛星廣播電視廣告製播標準」及「廣播電視廣

告內容審查標準」。因此，目前廣告已無相關審查標準或製播規範，但廣播電視

事業播送前須依其內控機制，發揮自律精神，而在政府放寬政策之後，電視產業

如何能夠推動自主管理，以有效的廣告自律機制，共同維護觀眾收視權益將會是

本次研究的重點之一。對於廣告廣告呈現問題，學界多為探討廣告長度頻率、置

入性行銷、電視節目贊助等相關研究文獻。 

從臺灣解嚴以後，電視媒體大量開放且蓬勃發展，遠超過市場負荷，導致電

視新聞收視率持續下滑愈來愈明顯，廣告收入也逐年銳減，造成媒體產生「均貧」

現象（林照真，2009）；商業媒體為維續廣告命脈，每家媒體都絞盡腦汁想多點

掙點廣告收入，將廣告創意延伸到電視內容的每個環節，尋得更多管道接觸消費

者。 

蘇蘅、陳炳宏、張卿卿、陳憶寧（2007）指出由於許多新興廣告形式出現，

目前國內的法律規範和主管機關之因應，趕不上市場變化，以至於電視廣告呈現

產生許多爭議；蘇蘅等人研究歸納當今電視媒體廣告呈現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數

個面向： 

1. 廣告播放時間、時段，總長度。 

2. 廣告應和節目區隔，足以夠能讓消費者辨識。 

3. 置入式行銷(product placement)。 

4. 資訊型廣告(infomercial or informational commercial)。 

5. 保護兒童，限制有關兒童節目的廣告與置入。 

至於電視廣告為何要管理，尤英夫（2000）指出電視媒體使用的雖然是公共

資源，但是播出廣告卻屬商業行為，從消費者保護的觀點來看，廣告表現需要具

有一定的誠信標準，以減少廣告主和消費者間的不對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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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式的廣告例如置入性行銷、資訊型節目，目前法規未能明確定義或提出

明確的規範，導致廣告和媒體業者常遊走於法律邊緣，罔顧消費者的權益。在媒

體刊播的廣告訊息而未告知閱聽眾的情況下，極可能造成消費者的權益受損，引

發消費者對廣告和媒體的長期不信任，甚至影響守法與不守法廠商與媒體間不公

平的競爭關係，對於三者（消費者、媒體與廠商）間的平衡關係造成不良的影響

(蘇蘅等人，2007)。 

一、廣告長度頻率 

廣告播放時間、長短、頻率攸關視聽眾收視品質，若廣告時間過長、頻率

過高，將會減少節目內容、增加節目中斷會影響觀眾收視權益。蘇蘅等人（2007）

歸納出各國對於廣告播放時間時段總長度之現行法律規範如下表。 

表 2-7  各國廣告時間播送規範表2
 

國家 現行規範 

臺灣 

廣電法第 31 條規定不得超過總時間的百分之十五，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規定，分別訂定廣告播送方式及數量分配，節目播送時間達三十分鐘

者，得插播廣告二次；達四十五分鐘者，得插播廣告三次；達六十分鐘者，

得插播廣告四次。現場實況轉播，廣告插播得選擇適當時機為之。 

美國 
美國於 1985 年始取消其對廣告時間上限之原則，但於 1990 年又對兒童節目

的廣告訂定特殊限制 

歐盟 

歐盟第 11 之 1 條、第 11 之 2 條和第 12 之條，原則上，廣告必須安排在

節目與節目間(第 11 之 1 條)。一般來說，一天當中廣告量不超過一天電視

廣播的百分之十五(第 18 之 1 條)。商業訊息的插進和干擾是有限制的(第 11 

之 2 條)，一小時的電視播出，廣告應不超過其百分之二十(第 12 之 3 條)。

另外歐盟電視指令第 11 條對於如何在節目中插入廣告，如何在不同類型節

目播放廣告，均有相當詳細規定。 

加拿大 

2007 年 8 月 31 日每小時 12 分鐘廣告；2007 年 9 月 1 日晚間 7-11 時放

寬為每小時 14 分鐘；2007 年 9 月 1 日增為每小時 15 分；2009 年 9 月 1 日

將無任何廣告時間限制。 

日本 

日本這方面的規定相當複雜，民營廣播電視聯盟擬定的《廣播基準倫理》第

十八章「廣告之時間基準」詳細區分時段廣告和插播廣告，第 145 條至第 152 

條鉅細彌遺地規定了廣告的播放時間、比例和上限，以總量管制的方式，限

制其廣告發送之時間必須在每週播送時間的 18%以內。黃金時段為晚上六點

至十一點，所有廣告都有一定標準，只有運動節目不在此限，由各臺自律。 

韓國 韓國《廣電法》規範第 59 條規定每則廣告最長不得超過 1 分 30 秒，一小

                                                 
2整理自蘇蘅等人，2007，頁 131-123 及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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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現行規範 

時不得超過十分鐘。《放送法施行令》第 59 條規定內容如下：每小時廣告

時間平均為 10 分鐘，最多不得超過 12 分鐘。少於 45 分或 60 分鐘的節目，

因廣告而中斷節目不得超過兩次以上；90 分鐘以下可中斷三次，120 分鐘可

中斷 4 次。 

蘇蘅等人（2007）採用電話訪問與質化焦點座談方式研究，研究結論建議

臺灣廣告應針對於各種不同類型的節目，訂定更具體可行的廣告比例和播放原

則；對於廣告超秒的部分應根據現行法規，落實時段管理，視聽眾並認為黃金

時段應該根據民眾收視習慣予以規範管理，避免造成電視收視過於商業化。 

二、節目置入性行銷及贊助 

2016 年 11 月 11 日通傳會發布「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

管理辦法」，通傳會配合廣電三法修正並符合國際公約精神，已於 2016 年 12

月 14 日公告廢止「電視節目從事商業置入行銷暫行規範」、「電視節目贊助暫

行規範」及「節目與廣告區分認定原則」。通傳會表示「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

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是參考過去相關的暫行規範，並朝「齊一管制」、

「刪除實務操作疑義」及「振興我國影視產業發展」三大方向訂定，「齊一管

制」部分，考量到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對置入性行銷的規範內容不一

致，因此透過該辦法將其統一管制，內容為無線廣播事業、無線電視事業及衛

星電視事業均不得於新聞節目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及接受冠名贊助；此三

類事業均應依規定於節目播送前或後明顯揭露置入者或贊助者訊息；以及於置

入性行銷或接受贊助時，如未於節目播送前或後揭露置入者或贊助者訊息，均

適用節目與廣告區隔的相關規定及罰則。「刪除實務操作疑義」部分，通傳會

表示，舊有暫行規範原有對置入商品、商標或服務之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

送總時間百分之五、置入畫面不得超過螢幕四分之一、呈現識別標識之總時間

不得超過節目長度之百分之五、每次呈現識別標識之時間不得超過五秒鐘等限

制，以及類似行政指導內容之規範，均不納入，以使節目表現更能發揮創意。

「振興我國影視產業發展」部分，通傳會表示，為扶植國內節目製作，本辦法

規定電視事業於每日晚間八時至十時播送之非本國自製節目，不得接受冠名贊

助，以期能夠導引相關資金投入本國節目產製。 

通傳會於 2014 年 7 月 2 日修正「電視節目贊助暫行規範」，開放電視節目

得接受外界贊助（含冠名贊助），但應維持內容獨立與完整，並明確揭露贊助

者訊息，以維護視聽眾權益、保障編輯獨立自主及促進媒體內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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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電視節目贊助暫行規範以三大基本原則規定，(1)獨立，不介入節目

內容，且維持節目內容的獨立與完整；(2)揭露，應明確揭露贊助者訊息，且

除運動賽事與藝文活動節目外，不得於節目中出現；(3)分離，贊助訊息與節

目應明顯區分，並保持廣告與贊助者的區分。其中保留贊助運動賽事及藝文活

動節目特別原則，闡明贊助（含冠名贊助）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方面，呈現識

別標識總時間不得超過節目長度五%，每次不得超過五秒鐘。而電視節目從事

商業置入行銷暫行規範規定，電視節目可置入商標、商品或商業服務，但時間

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五%、置入畫面不得超過螢幕四分之一。 

此外，電視節目的商業置入行銷，必須遵守「三不一揭露」原則，包括不

能違背節目完整性、不得過度呈現商品商標、不得直接鼓勵消費，一揭露則是

要向觀眾清楚揭露置入行銷訊息。 

根據通傳會委託研究案的質化研究顯示，自暫行規範試行以來，部分自製

節目之電視頻道營收估計增加約 3%到 5%；部分電視臺表示每集戲劇製作成

本投入增加約 25%，顯示政策已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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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同時採用量化及質化研究方式調查收視者對不同視訊媒介服務使用行為，並

從收視者的角度探討其使用行為、重要政策議題的看法、平臺使用滿意度，藉以提供主管機

關推動政策時擬定參考。 

本研究主要針對年齡在 13 歲以上之「各種平臺收視者」進行下述兩個部分的研究工作： 

第一階段，研究對象為「各種平臺收視者」，本研究運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法」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CATI），針對臺閩地區電視 13 歲以上閱聽眾進行

隨機抽樣，從閱聽人的角度探討其使用行為、電視節目及廣告呈現滿意度。 

第二階段，將分別針對「各種平臺閱聽人」、「特殊族群」、「專家學者」舉辦「焦點團體

座談會」，以深入瞭解一般閱聽人之傳播行為及傳播權滿意度，參與者廣納不同性別、年齡、

世代、職業、地區、新移民、身心障礙者等背景之民眾，最後由專家學者依照本研究質化與

量化結果，提供主管機關傳播權政策之相關建議。 

表 3-1  研究調查方法說明 

研究取向 研究對象 調查方法 規模 

量化研究 一般收視者 電話訪問 13 歲以上，市話成功訪問 5,050 名，行

動電話成功訪問 1,001 名 

質化研究 一般收視者 焦點團體座談會 4 場 

特殊收視者 焦點團體座談會 5 場 

專家學者 焦點團體座談會 1 場 

表 3-2  問卷設計操作行定義說明 

研究取向 調查對象 研究目的 操作型內容 

量化研究

電話訪問 

一般收視者 瞭解民眾電視收視行為 1、 最近一個星期電視收視情形 

2、 對收視載具滿意度及不滿意原因 

3、 第二螢行為情況 

4、 收視決策 

5、 各類型節目收視方式 

6、 各類型節目收視地點 

7、 各類型節目收視滿意度 

8、 收視時間 

各類視訊媒介使用行為 1、 各類視訊媒介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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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向 調查對象 研究目的 操作型內容 

2、 數位有線、類比有線電視使用行為 

3、 數位無線電視使用行為 

4、 直播衛星/小耳朵電視使用行為 

5、 中華電信 MOD 使用行為 

6、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使用行為 

7、 聯網/智慧電視使用行為 

8、 網路電視使用行為 

重要政策相關議題看法 1、 本國自製節目規定播放比例 

2、 節目分級制度認知 

3、 電視廣告呈現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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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視收視行為與滿意度量化調查過程 

一、 調查方法 

本研究採電腦輔助電話訪問調查系統（CATI，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進行，分別用市話及行動電話進行電話訪問。 

二、 調查母體及範圍 

抽樣母體係「臺閩地區各縣市電話號碼局區碼表」(本區碼表係依據中華電信黃頁及程式

設計而成，每年至少更新兩次)，將抽樣母體依縣市分層，即臺灣省 14 個縣市及新北市、臺

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以及福建省的金門縣、連江縣等，共計 22 個縣

市。 

三、 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居住在臺閩地區民眾（包含「電視收視群」與「非電視收視群」），而「電視

收視群」之受訪者條件，係指年滿 13 歲以上，且最近一個月內有收看電視節目之民眾。 

四、 調查日期與時間 

調查期間為 105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於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18:30 至 22:00

執行調查；假日（週末及例假日）則自 13:30 至 17:00、18:30 至 22:00。 

五、 調查內容 

在正式調查之前，有召開一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針對問卷內容進行討論，確保問卷具有專

家效度，調查內容部分，針對「非電視收視群」，僅詢問基本資料、未收視原因、主要資訊

來源；針對「電視收視群」，其調查內容如下： 

(一) 基本資料部分：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職業、教育程度、同住家人數、家中

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平均家庭月收入。 

(二) 電視使用行為：本研究將調查各階層電視收視者人口（不同性別、族群、世代、

區域）之使用行為，以及電視收視者家戶描繪、家庭廣電設備數量、每日收視

頻道、收視時數、收視時段、收視費用、各類型節目收視行為、收視情境、不

同平臺收視滿意度等。 

(三) 電視節目及廣告呈現：包括本國自製節目比例、節目分級、廣告時間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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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抽樣設計 

市話部分的抽樣設計採分層隨機抽樣法，將抽樣母體依縣市分層，再依各縣市 13 歲及

以上之人口比率隨機抽出所需樣本數。樣本配置依據內政部戶政司「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現

住人口數」中，設籍於各縣市的 13 歲及以上人口比率決定各層應抽樣本數（參見表 3-3）。

行動電話的部分，因沒有母體的分布狀況(無法得知哪些門號是屬於什麼縣市)，因此無法進

行樣本配置，因此行動電話的執行方式，以 NCC 公布之「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核

配現況」中手機帶頭碼為抽樣母體，採用後 5 碼隨機抽樣法，隨機抽取手機用戶進行

訪問。 

 表 3-3  分層樣本結構 

區別 
母體 

13 歲及以上人口數 13 歲及以上人口百分比 

總計 20,871,584  100.0% 

新 北 市 3,547,112 16.99 

臺 北 市 2,368,548 11.35 

桃 園 市 1,867,734 8.95 

臺 中 市 2,418,454 11.59 

臺 南 市 1,685,080 8.07 

高 雄 市 2,488,904 11.92 

宜 蘭 縣 409,941 1.96 

新 竹 縣 468,543 2.24 

苗 栗 縣 494,678 2.37 

彰 化 縣 1,139,732 5.46 

南 投 縣 457,084 2.19 

雲 林 縣 625,089 2.99 

嘉 義 縣 472,430 2.26 

屏 東 縣 758,402 3.63 

臺 東 縣 198,064 0.95 

花 蓮 縣 296,223 1.42 

澎 湖 縣 93,559 0.45 

基 隆 市 338,494 1.62 

新 竹 市 371,447 1.78 

嘉 義 市 237,778 1.14 

金 門 縣 123,085 0.59 

連 江 縣 11,203 0.0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現住人口數」(105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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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抽樣誤差 

本次電話訪問調查共計成功訪問 6,051 份(市話完成 5,050 份，行動電話完成 1,001 份)臺

閩地區民眾(包含電視收視群及非電視收視群)，其中有效樣本為 5,071 份，有效樣本定義為：

「年滿 13 歲以上，且最近一個星期內有收看電視節目之民眾。」 

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全體年滿 13 歲及以上的受訪樣本（含電視收視群及非電視收視

群）的抽樣誤差在±1.26％之間；而電視收視群受訪樣本的抽樣誤差則在±1.38％之間。 

八、 統計分析方法 

（一） 百分比分析與次數分配 

根據各題的樣本比率進行比較選項間的差異時，用下列 1Z 檢定，以檢定兩個選項間百分

比（ 1P 和 2P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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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叉分析與卡方獨立性檢定 

以各題與基本資料的交叉表來分析與基本特徵間的相關，如不同縣市、不同年齡對於電

視內容的滿意度看法。交叉表第一步採用卡方獨立性檢定，交叉表的卡方顯著水準小於 5％

時，才認定兩變數間相關。第二步是在有相關的交叉表內，以 Z 檢定找出有顯著差異的地方，

檢視兩個獨立的次群體（subgroups）對同一議題看法的百分比間的差異，採用下列的 2Z 檢

定： 

   
2

22

1

11

21
2

ˆ1ˆˆ1ˆ

ˆˆ

n

PP

n

PP

PP
Z









 



44 

 

九、 撥號結果 

(一)市話接觸狀況 

本次調查共計接觸 107,174 個市話電話號碼，扣除戶中無合格受訪者及無人接聽、配額

已滿、電話佔線、停話、電話故障、空號及傳真機等非人為因素外，總共接觸到 66,642 位合

格受訪者，其中有 1,052 人中途拒訪，實際完成的有效樣本為 5,050 人(其中有 4,268 位電視

收視群)，參酌 AAPOR 之定義c，本次調查之訪問成功率（Cooperation Rate）為 47.21%，拒

訪率（Refusal Rate）為 1.58%，接觸率（Contact Rate）為 16.05%。詳細接觸情形如表 3-4。 

成功率=I/(I+P+R)= 47.21% 

拒訪率=R/(I+P+R+ UH)=1.58% 

接觸率=(I+P+R)/(I+P+R+UH)= 16.05% 

I：完成訪問數 

P：部分完成訪問數（如約訪） 

R：中途停止訪問數 

UH：無法判定是否為合格電話住戶數（如無人接聽、忙線） 

表 3-4  市話撥號結果表 

單位：% 

接觸狀況 撥號數 百分比(％) 有效撥號(%) 

總計 107,174 100.00% 100.00% 

I.成功訪問 5,050 4.71% 7.58% 

P.約訪 4,595 4.29% 6.90% 

R.中途拒訪 1,052 0.98% 1.58% 

UH.無法確認有無合格受訪者 16,465 15.36% 24.71% 

UH.忙線 3,776 3.52% 5.67% 

UH.無人接聽 35,456 33.08% 53.20% 

UH.暫停使用、電話錯誤 248 0.23% 0.37% 

公司行號(非住宅電話) 5,678 5.30%  

傳真 4,301 4.01%  

空號 28,601 26.69%  

無合格受訪者 93 0.09%  

配額已滿 1,859 1.73%  

                                                 
c參考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9. Standard Definitions : Final Disposition of Case 

Codes and Outcome Rates for Surveys. 6th edition. Lenexa, Kansas: AAPOR. http://www.aap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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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電話接觸狀況 

本次調查共計接觸 10,089 個行動電話電話號碼，扣除無合格受訪者及無人接聽、電話佔

線、停話、電話故障、空號等非人為因素外，總共接觸到 9,338 位合格受訪者，其中有 55 人

中途拒訪，實際完成的有效樣本為 1,001 人(其中有 818 位電視收視群)，參酌 AAPOR 之定義
d，本次調查之訪問成功率（Cooperation Rate）為 69.42%，拒訪率（Refusal Rate）為 0.59%，

接觸率（Contact Rate）為 15.44%。詳細接觸情形如表 3-5。 

成功率=I/(I+P+R)= 69.42% 

拒訪率=R/(I+P+R+ UH)=0.59% 

接觸率=(I+P+R)/(I+P+R+UH)= 15.44% 

I：完成訪問數 

P：部分完成訪問數（如約訪） 

R：中途停止訪問數 

UH：無法判定是否為合格電話數（如無人接聽、忙線） 

表 3-5  行動電話撥號結果表 

單位：% 

接觸狀況 撥號數 百分比(％) 有效撥號(%) 

總計 10,089 100.00% 100.00% 

I.成功訪問 1,001 9.92% 10.72% 

P.約訪 386 3.83% 4.13% 

R.中途拒訪 55 0.55% 0.59% 

UH.無法確認有無合格受訪者 1,791 17.75% 19.18% 

UH.忙線 348 3.45% 3.73% 

UH.無人接聽 5,416 53.68% 58.00% 

UH.暫停使用、電話錯誤 341 3.38% 3.65% 

公司行號(非住宅電話) 23 0.23%  

傳真 1 0.01%  

空號 677 6.71%  

無合格受訪者 50 0.50%  

 

                                                 
d參考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9. Standard Definitions : Final Disposition of Case 

Codes and Outcome Rates for Surveys. 6th edition. Lenexa, Kansas: AAPOR. http://www.aap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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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樣本代表性與加權推估 

本次調查為了解決室內電話涵蓋率不足、不容易接觸到年輕人的問題，因此增加手機電

話調查提高調查涵蓋率，基於市話及手機的使用族群，市話使用族群以年紀大的民眾居多，

而手機使用族群以年輕人居多，在電話隨機撥打的狀況下，手機與市話調查結構也會是市話

以年紀大的民眾居多，而手機結構以年輕人居多，若將手機與市話調查資料分開加權，將會

使手機調查資料產生較大的偏誤，因此建議將手機與市話調查樣本合併，其結構與母體結構

差異較小，再透過加權方式將調查樣本結構進行調整以符合母體結構，讓調查結果具有代表

性。另外，就手機與市話調查近行比較，在抽樣設計上，二者皆為隨機抽樣，市話是採用局

碼搭配後 4 碼隨機，手機調查則是採用手機號碼字頭搭配後 5 碼隨機，兩者都具有良好隨機

性，故兩者之間具有相似性；其次，在樣本代表性上，兩者都具全國代表性；第三，在問卷

設計上，兩者調查採用相同的問卷，手機的題目是從市話題目中篩選出部分題目進行調查；

第四，在調查執行上，兩者都採用電腦輔助訪問系統進行訪問，另外搭配督導系統，在電訪

時能即時糾正訪員的錯誤，能大量降低人為所造成的錯誤。 

根據通傳會公佈的資料，105 年 7 月我國行動通信用戶數已達 2,902 萬戶，平均每 100

位民眾持有 123 個行動電話門號，NCC 公布的 2015 年通訊傳播市場消費者使用概況報告中

也顯示，市話家戶普及率為 140.8%，行動電話普及率為 125.0%，透過上述數據可以瞭解，

使用市話的人口母體與使用行動電話的人口母體是相當相近，可視為同一個母體，因此可以

說不論是用市話調查或是行動電話調查，其抽出的樣本所代表之母體可說是同一個母體。 

基於上述市話與手機調查的相似性，建議將手機與市話調查資料合併分析，將合併資料

進行整體加權，後續分析結果皆是以整體加權的權數進行分析。 

本研究依據設籍於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人口的性別、年齡及居住縣市比率結構進行加

權，加權方式採用「多變項反覆加權」（Raking）方式，依序以各人口變項進行權數調整，直

到每一變數的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皆無顯著差異為止（見表 3-6）。加權後，性別、年齡及居

住縣市經檢定沒有顯著差異，因此以性別、年齡及居住縣市加權不影響結構，人口資料由戶

政機關定期更新，更具代表性。 

表 3-6  加權前整體調查樣本代表性檢定 

單位：人；% 

人口變項 
母體 整體樣本(手機加市話) 

卡方檢定結果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20,871,584  100.00% 6,051 100.00%  

居住縣市      

新 北 市 3,547,112 16.99% 1,211 20.01% P=0.000 

與母體結構有 

顯著差異 

臺 北 市 2,368,548 11.35% 652 10.78% 

桃 園 市 1,867,734 8.95% 528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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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人口變項 
母體 整體樣本(手機加市話) 

卡方檢定結果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臺 中 市 2,418,454 11.59% 664 10.97% 

臺 南 市 1,685,080 8.07% 483 7.98% 

高 雄 市 2,488,904 11.92% 675 11.16% 

宜 蘭 縣 409,941 1.96% 119 1.97% 

新 竹 縣 468,543 2.24% 130 2.15% 

苗 栗 縣 494,678 2.37% 141 2.33% 

彰 化 縣 1,139,732 5.46% 311 5.14% 

南 投 縣 457,084 2.19% 130 2.15% 

雲 林 縣 625,089 2.99% 177 2.93% 

嘉 義 縣 472,430 2.26% 123 2.03% 

屏 東 縣 758,402 3.63% 206 3.40% 

臺 東 縣 198,064 0.95% 52 0.86% 

花 蓮 縣 296,223 1.42% 76 1.26% 

澎 湖 縣 93,559 0.45% 33 0.55% 

基 隆 市 338,494 1.62% 94 1.55% 

新 竹 市 371,447 1.78% 112 1.85% 

嘉 義 市 237,778 1.14% 74 1.22% 

金 門 縣 123,085 0.59% 30 0.50% 

連 江 縣 11,203 0.05% 30 0.50% 

性別     P=0.050 

與母體結構有 

顯著差異 

 男 10,331,053 49.50% 2,919 48.24% 

 女 10,540,531 50.50% 3,132 51.76% 

年齡     

P=0.000 

與母體結構有 

顯著差異 

 13-19 歲 1,908,425 9.14% 495 8.18% 

 20-29 歲 3,210,186 15.38% 1,055 17.44% 

 30-39 歲 3,810,739 18.26% 1,147 18.96% 

 40-49 歲 3,653,750 17.51% 1,015 16.77% 

 50-59 歲 3,628,305 17.38% 1,108 18.31% 

 60 歲及以上 4,660,179 22.33% 1,231 20.34% 

註：母體人口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現住人口數」(105 年 12 月底)。 

 

為了瞭解市話與手機未加權前的樣本結構，以下將市話與手機資料的性別、年齡、縣市

的分布列出，從表 3-7 及 3-8 可看出，市話未加權前的資料結構與母體差異不大，年齡以 60

歲以上受訪者為最多，而手機未加權前的資料結構與母體差異較大，年齡以 20-39 歲受訪者

為最多。 

 



48 

 

表 3-7  加權前市話調查樣本代表性檢定 

單位：人；% 

人口變項 
母體 市話樣本 

卡方檢定結果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20,871,584  100.00% 5,050 100.00%  

居住縣市      

新 北 市 3,547,112 16.99% 851 16.85% 

P=0.000 

與母體結構有 

顯著差異 

臺 北 市 2,368,548 11.35% 568 11.25% 

桃 園 市 1,867,734 8.95% 447 8.85% 

臺 中 市 2,418,454 11.59% 577 11.43% 

臺 南 市 1,685,080 8.07% 404 8.00% 

高 雄 市 2,488,904 11.92% 591 11.70% 

宜 蘭 縣 409,941 1.96% 98 1.94% 

新 竹 縣 468,543 2.24% 113 2.24% 

苗 栗 縣 494,678 2.37% 119 2.36% 

彰 化 縣 1,139,732 5.46% 274 5.43% 

南 投 縣 457,084 2.19% 112 2.22% 

雲 林 縣 625,089 2.99% 151 2.99% 

嘉 義 縣 472,430 2.26% 113 2.24% 

屏 東 縣 758,402 3.63% 182 3.60% 

臺 東 縣 198,064 0.95% 48 0.95% 

花 蓮 縣 296,223 1.42% 71 1.41% 

澎 湖 縣 93,559 0.45% 31 0.61% 

基 隆 市 338,494 1.62% 88 1.74% 

新 竹 市 371,447 1.78% 89 1.76% 

嘉 義 市 237,778 1.14% 63 1.25% 

金 門 縣 123,085 0.59% 30 0.59% 

連 江 縣 11,203 0.05% 30 0.59% 

性別     P=0.750 

與母體結構無 

顯著差異 

 男 10,331,053 49.50% 2,511 49.72% 

 女 10,540,531 50.50% 2,539 50.28% 

年齡     

P=0.901 

與母體結構無 

顯著差異 

 13-19 歲 1,908,425 9.14% 473 9.37% 

 20-29 歲 3,210,186 15.38% 787 15.58% 

 30-39 歲 3,810,739 18.26% 892 17.66% 

 40-49 歲 3,653,750 17.51% 895 17.72% 

 50-59 歲 3,628,305 17.38% 883 17.49% 

 60 歲及以上 4,660,179 22.33% 1,120 22.18% 

註：母體人口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現住人口數」(105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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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加權前手機調查樣本代表性檢定 

單位：人；% 

人口變項 
母體 手機樣本 

卡方檢定結果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20,871,584  100.00% 1,001 100.00%  

居住縣市      

新 北 市 3,547,112 16.99% 360 35.96% 

P=0.000 

與母體結構有 

顯著差異 

臺 北 市 2,368,548 11.35% 84 8.39% 

桃 園 市 1,867,734 8.95% 81 8.09% 

臺 中 市 2,418,454 11.59% 87 8.69% 

臺 南 市 1,685,080 8.07% 79 7.89% 

高 雄 市 2,488,904 11.92% 84 8.39% 

宜 蘭 縣 409,941 1.96% 21 2.10% 

新 竹 縣 468,543 2.24% 17 1.70% 

苗 栗 縣 494,678 2.37% 22 2.20% 

彰 化 縣 1,139,732 5.46% 37 3.70% 

南 投 縣 457,084 2.19% 18 1.80% 

雲 林 縣 625,089 2.99% 26 2.60% 

嘉 義 縣 472,430 2.26% 10 1.00% 

屏 東 縣 758,402 3.63% 24 2.40% 

臺 東 縣 198,064 0.95% 4 0.40% 

花 蓮 縣 296,223 1.42% 5 0.50% 

澎 湖 縣 93,559 0.45% 2 0.20% 

基 隆 市 338,494 1.62% 6 0.60% 

新 竹 市 371,447 1.78% 23 2.30% 

嘉 義 市 237,778 1.14% 11 1.10% 

金 門 縣 123,085 0.59% - - 

連 江 縣 11,203 0.05% - - 

性別     P=0.000 

與母體結構有 

顯著差異 

 男 10,331,053 49.50% 408 40.76% 

 女 10,540,531 50.50% 593 59.24% 

年齡     

P=0.000 

與母體結構有 

顯著差異 

 13-19 歲 1,908,425 9.14% 22 2.20% 

 20-29 歲 3,210,186 15.38% 268 26.77% 

 30-39 歲 3,810,739 18.26% 255 25.47% 

 40-49 歲 3,653,750 17.51% 120 11.99% 

 50-59 歲 3,628,305 17.38% 225 22.48% 

 60 歲及以上 4,660,179 22.33% 111 11.09% 

註：母體人口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現住人口數」(105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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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資料(行動電話加市話)依據設籍於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人口的性別、年齡及居住縣

市比率結構進行加權，加權方式採用「多變項反覆加權」（Raking）方式，依序以各人口變項

進行權數調整，直到每一變數的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皆無顯著差異為止，市話及行動電話之
共同題目將用整體資料加權後的權數進行加權。 

由於部分題目僅透過市話進行訪問，手機題目較市話題目少，因此另外再針對市話資料
進行加權，同樣依據設籍於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人口的性別、年齡及居住縣市比率結構進行
加權，加權方式採用「多變項反覆加權」（Raking）方式，依序以各人口變項進行權數調整，
直到每一變數的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皆無顯著差異為止，僅透過市話訪問的題目，則使用市
話權數進行加權進行分析，以下將列出整體資料加權後的資料。 

表 3-9  整體加權後調查樣本代表性檢定 

單位：人；% 

人口變項 
母體 整體樣本 

卡方檢定結果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總計 20,871,584  100.00% 6,051 100.00%  

居住縣市      

新 北 市 3,547,112 16.99% 1028 16.99% 

P=1.000 

與母體結構無 

顯著差異 

臺 北 市 2,368,548 11.35% 687 11.35% 
桃 園 市 1,867,734 8.95% 541 8.95% 

臺 中 市 2,418,454 11.59% 701 11.59% 
臺 南 市 1,685,080 8.07% 489 8.07% 
高 雄 市 2,488,904 11.92% 722 11.92% 

宜 蘭 縣 409,941 1.96% 119 1.96% 
新 竹 縣 468,543 2.24% 136 2.24% 
苗 栗 縣 494,678 2.37% 143 2.37% 

彰 化 縣 1,139,732 5.46% 330 5.46% 
南 投 縣 457,084 2.19% 133 2.19% 
雲 林 縣 625,089 2.99% 181 2.99% 

嘉 義 縣 472,430 2.26% 137 2.26% 
屏 東 縣 758,402 3.63% 220 3.63% 
臺 東 縣 198,064 0.95% 57 0.95% 

花 蓮 縣 296,223 1.42% 86 1.42% 
澎 湖 縣 93,559 0.45% 27 0.45% 
基 隆 市 338,494 1.62% 98 1.62% 

新 竹 市 371,447 1.78% 108 1.78% 
嘉 義 市 237,778 1.14% 69 1.14% 
金 門 縣 123,085 0.59% 36 0.59% 

連 江 縣 11,203 0.05% 3 0.05% 

性別     P=1.0000 

與母體結構無 

顯著差異 
 男 10,331,053 49.50% 2995 49.50% 

 女 10,540,531 50.50% 3056 50.50% 

年齡     

P=1.0000 

與母體結構無 

顯著差異 

 13-19 歲 1,908,425 9.14% 553 9.14% 

 20-29 歲 3,210,186 15.38% 931 15.38% 

 30-39 歲 3,810,739 18.26% 1105 18.26% 

 40-49 歲 3,653,750 17.51% 1059 17.51% 

 50-59 歲 3,628,305 17.38% 1052 17.38% 

 60 歲及以上 4,660,179 22.33% 1351 22.33% 

註：母體人口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臺灣地區 13 歲及以上現住人口數」(105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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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受訪者人口特質結構 

(一)市話受訪者 

本次市話調查成功訪問 5,050 位受訪者，以下資料皆使用整體權數計算，其中年滿 13 歲

及以上，最近一個星期內有收看電視的「電視收視群」，與最近一個星期內沒有收看電視的「非

電視收視群」之人口特性分布如表 3-10。 

表 3-10  市話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 

單位：人；%    

人口特性 全體受訪者 電視收視群 非電視收視群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性別    

 男 51.26 51.76 48.55 

 女 48.74 48.24 51.45 

年齡    

 13-19 歲 10.34 9.95 12.45 

 20-29 歲 13.82 14.45 10.44 

 30-39 歲 16.89 17.89 11.55 

 40-49 歲 18.32 18.51 17.27 

 50-59 歲 16.54 16.91 14.56 

 60 歲及以上 24.09 22.30 33.72 

職業 

 

   

經理人/專業人士 13.24 14.11 8.54 

一般上班族 14.63 15.49 10.03 

勞力工作者 22.84 22.03 27.20 

軍公教 5.13 5.41 3.60 

家管 14.09 14.02 14.50 

學生 12.69 12.62 13.06 

退休/無業/志工 16.57 15.52 22.19 

其他 0.32 0.31 0.37 

不知道／未回答 0.49 0.48 0.51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9.65 7.62 20.53 

國(初)中 10.27 9.88 12.35 

高中、高職 29.26 28.94 30.98 

專科或大學 43.74 45.83 32.50 

研究所及以上 7.08 7.73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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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市話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續 1) 

單位：人；% 

人口特性 全體受訪者 電視收視群 非電視收視群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家中同住人數    

自己 1 人 5.21 4.13 11.02 

2 人 16.39 15.63 20.51 

3 人 20.56 21.39 16.12 

4 人 25.53 26.16 22.13 

5 人 15.80 16.27 13.30 

6 人及以上 15.64 15.77 14.97 

未回答/拒答 0.85 0.65 1.94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    

有 25.41 25.86 22.94 

沒有 74.59 74.14 77.06 

平均家庭月收入    

30,000 元及以下 13.48 11.29 25.26 

30,001-70,000 元 32.32 33.87 24.01 

70,001-110,000 元 21.01 22.59 12.50 

110,001-150,000 元 6.35 6.99 2.95 

150,001-190,000 元 2.17 2.43 0.77 

190,001 元及以上 4.55 4.87 2.84 

不知道/未回答 20.12 17.97 31.66 

居住地區    

  大臺北 27.91 28.36 25.51 

  桃竹苗 15.44 15.53 14.94 

  中彰投 19.92 19.80 20.55 

  雲嘉南 14.70 14.14 17.72 

  高屏澎 16.72 16.83 16.15 

  宜花東及離島 5.31 5.34 5.13 

註：「大臺北」係合併新北市、基隆市、臺北市；「桃竹苗」係合併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新竹市；  

 

桃園 

 

「中彰投」係合併彰化縣、南投縣、臺中市；「雲嘉南」係合併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高屏澎」係合併屏東縣、澎湖縣、高雄市；「宜花東及離島」係合併宜蘭縣、臺東縣、花蓮縣、金門縣 

 

 

；； 

 

、連江縣。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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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市話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續 2) 

單位：人；% 

人口特性 全體受訪者 電視收視群 非電視收視群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居住縣市    

新北市 14.35 14.44 13.89 

臺北市 11.76 12.11 9.90 

桃園市 9.03 9.27 7.73 

臺中市 11.97 12.02 11.71 

臺南市 8.04 7.63 10.23 

高雄市 12.40 12.49 11.91 

宜蘭縣 1.93 2.08 1.09 

新竹縣 2.33 2.33 2.30 

苗栗縣 2.39 2.26 3.06 

彰化縣 5.71 5.49 6.89 

南投縣 2.23 2.29 1.95 

雲林縣 3.05 3.02 3.21 

嘉義縣 2.46 2.35 3.05 

屏東縣 3.82 3.85 3.64 

臺東縣 1.04 0.92 1.71 

花蓮縣 1.58 1.64 1.23 

澎湖縣 0.50 0.48 0.61 

基隆市 1.80 1.81 1.72 

新竹市 1.70 1.67 1.84 

嘉義市 1.15 1.14 1.23 

金門縣 0.70 0.64 1.02 

連江縣 0.06 0.0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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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電話受訪者 

本次行動電話調查成功訪問 1,001 位受訪者，以下資料皆使用整體權數計算，其中年滿

13 歲及以上，最近一個星期內有收看電視的「電視收視群」，與最近一個星期內沒有收看電

視的「非電視收視群」之人口特性分布如表 3-11。 

表 3-11  行動電話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 

單位：人；%    

人口特性 全體受訪者 電視收視群 非電視收視群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性別    

 男 39.91 41.60 32.64 

 女 60.09 58.40 67.36 

年齡    

 13-19 歲 2.64 1.78 6.30 

 20-29 歲 23.90 26.26 13.73 

 30-39 歲 25.70 25.67 25.84 

 40-49 歲 13.08 13.40 11.72 

 50-59 歲 21.97 21.76 22.89 

 60 歲及以上 12.71 11.13 19.52 

職業 

 

   

經理人/專業人士 11.53 11.86 10.09 

一般上班族 21.18 22.57 15.17 

勞力工作者 30.36 28.97 36.31 

軍公教 3.61 3.41 4.49 

家管 17.18 16.96 18.16 

學生 5.08 5.05 5.25 

退休/無業/志工 9.84 9.80 10.00 

其他 0.78 0.96 - 

不知道／未回答 0.44 0.42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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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行動電話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續 1) 

單位：人；% 

人口特性 全體受訪者 電視收視群 非電視收視群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72 2.25 10.00 

國(初)中 6.70 4.79 14.90 

高中、高職 27.83 28.70 24.07 

專科或大學 52.95 54.63 45.73 

研究所及以上 8.81 9.63 5.30 

家中同住人數    

自己 1 人 7.47 6.54 11.45 

2 人 13.07 13.76 10.09 

3 人 19.50 19.57 19.22 

4 人 27.65 28.50 24.00 

5 人 16.72 16.86 16.12 

6 人及以上 14.49 13.53 18.58 

未回答/拒答 1.11 1.24 0.54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    

有 33.16 33.38 32.22 

沒有 66.84 66.62 67.78 

平均家庭月收入    

30,000 元及以下 14.29 12.85 20.49 

30,001-70,000 元 34.38 35.20 30.86 

70,001-110,000 元 23.31 24.15 19.67 

110,001-150,000 元 8.15 8.86 5.08 

150,001-190,000 元 2.22 2.54 0.86 

190,001 元及以上 6.99 6.94 7.22 

不知道/未回答 10.66 9.46 15.82 

居住地區    

  大臺北 41.17 42.05 37.36 

  桃竹苗 14.83 14.56 15.99 

  中彰投 15.53 14.65 19.33 

  雲嘉南 13.20 13.48 12.03 

  高屏澎 12.10 11.76 13.59 

  宜花東及離島 3.16 3.51 1.69 

註：「大臺北」係合併新北市、基隆市、臺北市；「桃竹苗」係合併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新竹市；  

 

桃園 

 

「中彰投」係合併彰化縣、南投縣、臺中市；「雲嘉南」係合併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高屏澎」係合併屏東縣、澎湖縣、高雄市；「宜花東及離島」係合併宜蘭縣、臺東縣、花蓮縣、金門縣 

 

 

；； 

 

、連江縣。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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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行動電話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續 2) 

單位：人；% 

人口特性 全體受訪者 電視收視群 非電視收視群 

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居住縣市    

新北市 31.41 33.02 24.46 

臺北市 9.11 8.37 12.28 

桃園市 8.52 8.26 9.65 

臺中市 9.50 9.40 9.94 

臺南市 8.28 8.35 7.97 

高雄市 9.32 9.28 9.53 

宜蘭縣 2.16 2.42 1.04 

新竹縣 1.80 2.09 0.54 

苗栗縣 2.27 2.30 2.14 

彰化縣 4.08 3.65 5.92 

南投縣 1.95 1.60 3.47 

雲林縣 2.69 2.92 1.69 

嘉義縣 1.17 1.00 1.88 

屏東縣 2.62 2.29 4.06 

臺東縣 0.44 0.55 - 

花蓮縣 0.56 0.54 0.65 

澎湖縣 0.16 0.19 - 

基隆市 0.65 0.66 0.62 

新竹市 2.23 1.90 3.66 

嘉義市 1.07 1.2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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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視收視行為與滿意度質化研究過程 

一、 研究對象 

分別針對「各種平臺閱聽人」、「特殊族群」、「專家學者」舉辦「焦點團體座談會」，以

深入瞭解一般閱聽人之傳播行為及傳播權滿意度，參與者廣納不同性別、年齡、世代、職業、

地區、新移民、身心障礙者等背景之民眾，最後由專家學者依照本研究質化與量化結果，提

供主管機關傳播權政策之相關建議。參與對象分為「一般收視者」、「特殊收視者」及「專家

學者」等三個部分進行，參與者皆會透過篩選問卷進行過濾，除了基本資料符合外，與會者

的收視行為也會進行配置，如與會者的收視方式會包含各類平臺，確保會議中能討論到各類

平臺的使用狀況，讓與會者具有代表性。 

(一) 一般收視者：以個人對象為主的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一般收視者（各種平臺閱聽

人）為對象，分別於臺北、臺中、高雄、花蓮各舉辦一個場次的焦點團體座談會，

每場會議邀請 8 至 10 位代表，每次會議時間約為 2 小時，共計舉辦 4 場一般收

視者的焦點團體座談會。 

(二) 特殊收視者：邀請身心障礙者、新住民、原住民等弱勢族群與所屬的非營利組織為

對象，以瞭解特殊族群對於電視服務之需求與意見。 

(三) 專家學者：邀請「專家學者」，包含學者、電視臺業主、相關公協會、製播專家學

者，分別從傳播權觀點針對「內容呈現」與「廣告呈現」提出政策建議。 

二、 抽樣設計 

(一) 滾雪球抽樣法：根據量化調查的結果，挑選初符合受訪條件的受訪者，進一步利用

滾雪球抽樣的方式，將可以協助我們找到更多的受訪者。 

(二) 人際關係法：以人際關係挑選合乎條件者參與座談。 

三、 會議主持人、時間、地點 

（一） 一般收視者 

場次 對象 時間 主持人 地點 

1 一般收視者-臺北 2016/11/25(五)PM7:00-9:00 谷玲玲 臺北 

2 一般收視者-花蓮 2016/12/9(五) PM7:00-9:00 谷玲玲 花蓮 

3 一般收視者-高雄 2016/12/11(日)PM3:00-5:00 林維國 高雄 

4 一般收視者-臺中 2016/12/18(日)PM3:00-5:00 林維國 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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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殊收視者 

場次 對象 時間 主持人 地點 

5 新住民 2016/12/5(一)PM7:00-9:00 谷玲玲 臺北 

6 原住民 2016/12/10(六)PM2:00-4:00 谷玲玲 花蓮 

7 65 歲以上長者 2016/12/12(一)PM2:00-4:00 林維國 臺北 

8 身心障礙者-聽障 2016/12/16(五)PM1:00-3:00 林維國 桃園 

9 身心障礙者-視障 2016/12/23(五)PM4:30-6:30 林維國 臺北 

（三） 專家學者 

場次 對象 時間 主持人 地點 

10 專家學者 2016/12/16(五)PM7:00-9:00 谷玲玲 臺北 

四、 訪談大綱內容 

（一） 一般收視者 

 受訪者基本資料介紹 

 目前經常使用收看電視的平臺，及收視情形 

 在看電視節目的同時，還會使用哪些其他裝置，進行什麼活動 

 對目前電視節目內容多元化滿意嗎？有沒有你特別想要看到的節目內容是現在

電視節目中比較少看到的呢？ 

 節目種類適不適宜 

 新聞報導適不適宜 

 法令或政策應如何保護閱聽人(節目分級、不當內容監理、廣告內容及時間

管制) 

 對於目前電視新聞品質滿意嗎？ 

 新聞報導畫面呈現適不適宜 

 建議法令或政策應如何管制 

 對於目前電視節目或電視新聞中的置入性行銷的看法(尤其是商品置入)？ 

 商業贊助對國內節目製作品質的影響 

 商業贊助對國內節目內容的影響 

 可以及不得接受商業贊助的節目類型 

 您對於目前電視廣告播出的長度有何看法？未來廣告的管制形式分為每小時管

制或一整天的總量管制，請問您較贊同哪種方式？為什麼？有沒有其他的建議？ 

 政府為了保障本國自製節目的播出，將在特定時段規定外來節目的播放比例，您

覺得應該在哪些時段規定?而您認為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播放比例應為多少? 

 您認為目前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普、護、輔、限)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您對未來推行分組付費的看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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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殊收視者 

 受訪者基本資料介紹 

 目前家中特殊族群者的收視概況 

 對於目前電視所提供的特殊族群節目內容之意見及看法 

 希望未來增加哪些內容的節目或頻道給家中特殊族群觀賞 

 未來希望針對特殊族群提供哪些電視內容服務 

 未來希望特殊族群節目主要播出時段、重播時段 

 對特殊族群頻道經營業者或節目產製者之建議 

 對政府保障特殊族群收視權益之政策建議 

 對弱勢族群收視權益保障之意見 

（三） 專家學者 

 對廣告呈現之建議 

 對廣告時間播送規範的看法 

 對節目或新聞置入性行銷的看法 

 對產業公協會自律規範的期待或看法 

 對內容呈現之建議 

 政府為了保障本國自製節目的播出，將在特定時段規定外來節目的播放比

例，您覺得該規定哪些時段?而應規定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播放比例應為多少 

 收視方式的改變，導致新媒體平臺的移轉，請問對於相關產業的衝擊及未來

因應方式 

 您認為目前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普、護、輔、限)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有線電視已經開放跨區經營，開放跨區經營對於有線電視產業會有哪些影

響，以及有可能會產生哪些衝擊及問題?因應方式為何 

 電視節目贊助與商業置入性行銷規範 

 目前 NCC 已開放電視節目商業置入及接受外界贊助，包含置入性行銷及冠

名贊助，請問您對於這項政策有什麼意見或建議 

 未來族群收視權益政策建議 

 對閱聽人收視權益保障之意見 

 對弱勢族群收視權益保障之意見 

 其他關於未來電視發展之重要建議 



60 

 

第四章  整體量化調查結果與發現 

整體量化調查資料包含市話 5,050 筆及手機 1,001 筆資料，以下將針對 6,051 筆資料進行

整體量化調查結果分析，部分題目僅透過市話進行調查，故部分題目整體資料會以市話 5,050

筆資料進行分析。調查結果將呈現各題填寫的總人數，用 N 表示，以及勾選各項目的人數，

用 n 表示，以便清楚了解各題整體的狀況及各題項勾選的人數。 

第一節 收視行為分析 

一、 個人收視行為 

(一) 家中電視機臺數 

臺閩地區民眾有 40.39%家中擁有「1 臺」電視機，其次為「2 臺」電視機(35.22%)，擁

有「6 臺以上」電視機者，佔不到 1%，表示絕大多數民眾家中都擁有電視機，僅只有 2.30%

的民眾家中並沒有電視機。（參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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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50  

圖 4-1  家中擁有電視機臺數(S3) 

交叉分析顯示，「家中擁有電視機臺數」的比例在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職業、教育

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

年齡、居住地區、職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

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1） 

 性別：女性家中有 1 臺電視機(n=1,055 , 41.35%)的比例高於男性(n=985 , 39.40%)。 

 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家中沒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家中有 1 臺電視機(n=1,618 , 

43.04%)的比例高於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n=422 , 32.66%)。 



61 

 

(二) 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是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83.80%的民眾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有 16.20%的民眾最近一

個星期沒有看過。（參見圖 4-2） 

有

83.80%

沒有

16.20%

N=6,051

 

圖 4-2  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是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S4) 

交叉分析顯示，「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是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在性別、

年齡、職業、調查方式、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

見附表 A-2） 

 性別：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男性(n=2,548 , 85.06%)

的比例高於女性(n=2,523 , 82.58%)。 

 年齡：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

(n=442 , 88.3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n=966 , 87.46%)，60 歲以上比例最低

(n=1,046 , 77.40%)。 

 職業：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職業為經理人/專業人

士(n=699 , 88.9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一般上班族(n=839 , 88.65%)，職業為無(待)

業中/退休者比例最低(n=744 , 79.15%)。 

 調查方式：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透過市話調查者

(n=4,310 , 84.29%)的比例高於透過行動電話調查者(n=761 , 81.13%)。 

 教育程度：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教育程度在研究

所及以上者(n=406 , 91.3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2,391 , 87.9%)，國小

及以下比例最低(n=346 , 65.44%)。 

 家中同住人數：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家中同住人

數為 3 人(n=1,071 , 86.7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家中同住人數為 4 人(n=1,345 , 

85.93%)及 5 人(n=1,345 , 85.97%)，自己 1 人比例最低(n=228 , 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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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家庭月收入：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平均家庭

月收入為 150,001-190,000 元 (n=124 , 94.1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10,001-150,000

元(n=369 , 91.86%)，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584 , 70.96%)。 

(三)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最高，佔

92.73%( n=4,702)，其次為智慧型行動電話(n=2,029 , 40.01%)，平板電腦比例最低(n=1,541 , 

16.94%)。（參見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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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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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筆記

型電腦

智慧型手機

電視機

N=5,071  

圖 4-3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S5，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

（參見附表 A-3）： 

 性別：「女性」(n=1,050 , 41.61%)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

例較「男性」(n=979 , 38.43%)為高；而「男性」(n=851 , 33.39%)使用桌上/筆記型電

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女性」(n=690 , 27.36%)。 

 年齡：年齡 20-29 歲(n=482 , 58.57%)的民眾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比例明顯較 13-19 歲(n=190 , 43.00%)民眾高，而 13-19 歲(n=320 , 72.42%)

的民眾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明顯較 20-29 歲(n=506 , 

61.54%)民眾高。 

 

 



63 

 

(四) 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滿意度 

1.電視機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佔

82.84%，其中非常滿意佔 13.36%，還算滿意佔 69.49%；有 6.23%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

中不太滿意佔 4.95%，非常不滿意佔 1.28%。另外，有 2.71%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

見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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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拒答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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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電視機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年齡、居住

地區、職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4） 

 年齡：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n=352 , 

92.73%)的滿意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n=784 , 87.60%)，60 歲以上比例最低

(n=772 , 74.60%)。 

 居住地區：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居住地區在高屏澎(n=649 , 

85.74%)的滿意比例最高，其次為大臺北(n=589 , 84.92%)，宜花東及離島比例最低

(n=189 , 77.33%)。 

 職業：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職業為軍公教(n=208 , 86.65%)

的滿意比例最高，其次為一般上班族(n=662 , 86.21%)，職業為無(待)業中/退休者比

例最低(n=561 , 77.44%)。 

 教育程度：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教育程度在研究所及以上

者(n=320 , 85.87%)的滿意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1,858 , 85.16%)，國小及

以下比例最低(n=246 , 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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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同住人數：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家中同住人數為 4 人

(n=1,041 , 84.75%)的滿意比例最高，其次為家中同住人數為 5 人(n=637 , 83.96%)及

3 人(n=833 , 83.40%)，自己 1 人比例最低(n=138 , 70.07%)。 

 平均家庭月收入：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平均家庭月收入為

150,001-190,000 元 (n=102 , 88.54%)的滿意比例最高，其次為 70,001-110,000 元

(n=924 , 85.89%)及 190,001 元及以上(n=209 , 85.57%)，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

(n=424 , 76.41%)。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以「收訊

品質不好」的比例最高，佔 43.09%，其次依序為「有系統限制，無法收看所有影片」(17.50%)、

「電視機功能不齊全」(12.22%)、「畫質不好」(11.52%)，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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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

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A-8）： 

 性別：「女性」(n=64 , 48.54%)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較「男性」(n=62 , 38.59%)

為高；「男性」(n=31 , 19.33%)認為「有系統限制，無法收看所有影片」的比例也明

顯高於「女性」(n=20 , 15.28%)，「男性」(n=21 , 13.32%)認為「畫質不好」的比例

也明顯高於「女性」(n=12 , 9.35%)。 

 年齡：13-19歲(n=3 , 73.41%)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40-49

歲(n=26 , 28.03%)的民眾認為有系統限制，無法收看所有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

層；13-19 歲(n=1 , 27.64%)的民眾認為畫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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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桌上/筆記型電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

佔 86.64%，其中非常滿意佔 21.97%，還算滿意佔 64.67%；有 8.06%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

其中不太滿意佔 7.55%，非常不滿意佔 0.51%。另外，有 0.80%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參見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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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年

齡及職業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年齡及職業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

見附表 A-5）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

以「畫面太小」的比例最高，佔 43.86%，其次依序為「收訊品質不好」(28.36%)、「行動電

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18.35%)，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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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

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A-9）： 

 性別：「女性」(n=26 , 44.88%)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較「男性」(n=29 , 42.98%)為高；

「男性」(n=7 , 10.78%)認為「有系統限制，無法收看所有影片」的比例也明顯高於

「女性」(n=1 , 1.57%)，「女性」(n=12 , 20.35%)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

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比例也明顯高於「男性」(n=11 , 16.60%)。 

 年齡：50-59 歲(n=20 , 56.73%)的民眾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8 , 53.66%)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40-49 歲(n=8 , 

27.59%)的民眾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比例高於其

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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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型行動電話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

佔 76.74%，其中非常滿意佔 17.91%，還算滿意佔 58.83%；有 16.65%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

其中不太滿意佔 14.38%，非常不滿意佔 2.27%。另外，有 0.65%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參見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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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年

齡、職業及調查方式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職業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

（參見附表 A-6） 

 年齡：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

(n=298 , 93.13%)的滿意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n=435 , 85.98%)，50-59 歲比例

最低(n=118 , 56.61%)。 

 調查方式：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透過市話調查者

(n=1,297 , 77.64%)的滿意比例高於透過行動電話調查者(n=259 , 72.54%)。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

以「畫面太小」的比例最高，佔 62.45%，其次依序為「收訊品質不好」(27.09%)、「行動電

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10.55%)、「傷眼睛」(10.41%)，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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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

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A-10）： 

 性別：「女性」(n=111 , 63.38%)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較「男性」(n=100 , 61.45%)為

高；「男性」(n=21 , 12.81%)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

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女性」(n=15 , 8.42%)。 

 年齡：60 歲及以上(n=27 , 69.47%)的民眾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30-39 歲(n=20 , 29.13%)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13-19 歲

(n=3 , 30.03%)的民眾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比例高

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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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板電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佔

85.71%，其中非常滿意佔 19.73%，還算滿意佔 65.98%；有 9.57%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

中不太滿意佔 8.55%，非常不滿意佔 1.02%。另外，有 0.43%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

見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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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年齡及調

查方式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年齡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7） 

 調查方式：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透過行動電話調查者

(n=113 , 89.00%)的滿意比例高於透過市話調查者(n=624 , 85.14%)。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以「畫

面太小」的比例最高，佔 45.27%，其次依序為「收訊品質不好」(33.05%)、「行動電話/電腦

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14.53%)，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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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

後，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A-11）： 

 性別：「女性」(n=20 , 45.88%)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較「男性」(n=17 , 44.56%)為高；

「女性」(n=16 , 35.13%)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男性」(n=13 , 30.68%)，

「男性」(n=5 , 13.54%)認為「畫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女性」(n=2 , 4.64%)。 

 年齡：40-49 歲(n=16 , 61.58%)的民眾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50-59

歲(n=7 , 41.79%)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30-39 歲(n=4 , 

29.42%)的民眾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比例高於其

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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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最近一個星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數位有線

電視」的比例最高，佔 62.24%，其次依序為「上網收看」(38.11%)、「中華電信 MOD」(15.82%)、

「數位無線電視」(14.09%)、「類比有線電視」(11.11%)，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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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S8，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

附表 A-12）： 

 性別：「女性」(n=1,356 , 63.47%)使用數位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

較「男性」(n=1,302 , 61.02%)為高；「男性」(n=818 , 38.32%)使用上網收看電視節目

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女性」(n=810 , 37.91%)。 

 年齡：60 歲以上(n=613 , 69.70%)的民眾使用數位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13-19 歲(n=245 , 65.44%)的民眾使用上網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139 , 20.34%)的民眾使用中華電信

MOD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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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平臺收看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的平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的原因，以「影片多或內容多」的比例最高，佔 37.82%，其次依序為「收視時間彈性」(33.57%)、

「地點方便」(27.36%)，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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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平臺收看的原因(S9，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的平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原因與基本資

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A-13）： 

 性別：「女性」(n=352 , 34.56%)因為「收視時間彈性」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

外平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男性」(n=339 , 32.60%)為高；「女性」

(n=293 , 28.78%)因為「地點方便」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平臺收看電視節目

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男性」(n=270 , 25.97%)為高；「男性」(n=399 , 38.37%)因為

「影片多或內容多」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平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

比例高於「女性」(n= 380 , 37.26%)。 

 年齡：60 歲以上(n=76 , 42.62%)的民眾因為「影片多或內容多」使用有線或無線電

視系統以外平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30-39 歲(n=191 , 

39.24%)的民眾因為「收視時間彈性」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平臺收看電視

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30-39 歲(n=163 , 33.51%)的民眾因為「地

點方便」使用有線或無線電視系統以外平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

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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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使用的裝置 

經調查結果得知，73.01%民眾表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他裝置，

而有使用其他裝置的民眾，以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最高，佔 23.21%，其餘項目皆

不到 1 成。（參見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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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使用的裝置(S10，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使用的裝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

發現（參見附表 A-14）： 

 性別：「男性」(n=1,896 , 74.43%)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他裝置

的比例較「女性」(n=1,806 , 71.58%)為高；「女性」(n=643 , 25.47%)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同時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較「男性」(n=534 , 20.98%)為高。 

 年齡：60 歲以上(n=964 , 92.17%)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

他裝置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494 , 37.25%)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同時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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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進行的活動 

經調查結果得知，民眾表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進行的活動，以「看社群

網站」的比例最高，佔 43.58%，其次依序為「使用線上即時通軟體」(36.70%)、「玩線上遊

戲」(23.55%)、「閱讀網路文章/新聞/電子書/電子雜誌」(15.96%)、「觀看網路影片」(14.16%)，

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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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進行的活動(S11，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進行的活動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

下發現（參見附表 A-15）： 

 性別：「女性」(n=338 , 47.39%)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看社群網站」

的比例較「男性」(n=255 , 39.37%)為高；「女性」(n=279 , 39.04%)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同時會「使用線上即時通訊軟體」的比例較「男性」(n=221 , 34.12%)為

高；「男性」(n=189 , 29.15%)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玩線上遊戲」的

比例較「女性」(n=132 , 18.49%)為高。 

 年齡：20-29 歲(n=152 , 46.42%)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看社群

網站」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50-59 歲(n=97 , 46.02%)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

影片的同時會「使用線上即時通訊軟體」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13-19 歲(n=37 , 

30.96%)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玩線上遊戲」的比例高於其他

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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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視時段及節目類型 

(一) 收視狀況 

1. 大多數的情況下，都和誰一起看電視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在大多數的情況下，自己一個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

例最高，佔 41.12%，其次依序為「配偶」(30.30%)、「父母」(25.07%)、「小孩/侄子/侄女」

(21.63%)、「兄弟姊妹」(10.50%)，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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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大多數的情況下和誰一起看電視(Q1，複選題) 

將民眾大多數的情況下和誰一起看電視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

附表 A-16）： 

 性別：「男性」(n=910 , 42.63%)大多數的情況下會「自己一個人」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比例較「女性」(n=846 , 39.62%)為高；「男性」(n=676 , 31.67%)大多數

的情況下會和「配偶」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女性」(n=618 , 28.93%)

為高；「女性」(n=534 , 25.02%)大多數的情況下會和「小孩/侄子/侄女」收看電視節

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男性」(n=389 , 18.25%)為高。 

 年齡：60 歲及以上(n=467 , 53.16%)的民眾大多數的情況下會「自己一個人」收看電

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40-49 歲(n=330 , 43.86%)及 50-59 歲

(n=331 , 43.78%)的民眾大多數的情況下會和「配偶」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

例高於其他年齡層；40-49 歲(n=333 , 44.29%)的民眾大多數的情況下會和「小孩/侄

子/侄女」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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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由誰主導收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是由自己主導收看，佔

54.37%，其次為父母主導收看(11.80%)，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17）

4.17%

15.35%

0.07%

0.24%

0.91%

0.99%

5.05%

7.04%

11.80%

54.37%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不知道/拒答

不一定

男女朋友/朋友/同事/同學

孫子女

其他長輩

兄弟姊妹

小孩/侄子/侄女

配偶

父母

自己

N=4,270

 

圖 4-17  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由誰主導收看(Q2) 

交叉分析顯示，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由誰主導收看的比例在性別、年齡、

居住地區、職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及平均家庭月收入

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職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有 25%以上統計格

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17） 

 性別：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是自己主導收看的比例，男性(n=1,189 , 

55.73%)的比例高於女性(n=1,132 , 53.01%)。 

 年齡：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是自己主導收看的比例，年齡層在 60 歲

以上者(n=585 , 66.5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454 , 60.04%)，13-19 歲

比例最低(n=171 , 45.58%)。 

 居住地區：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是自己主導收看的比例，居住在大臺

北地區(n=763 , 58.7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桃竹苗地區(n=357 , 54.31%)，宜花東及

離島地區比例最低(n=102 , 47.81%)。 

 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大多數的情況下，家裡的電視主要是自己主導收看的

比例中，家中沒有 12 歲以下小孩(n=1,786 , 56.51%)的比例高於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

孩(n=535 , 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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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通常平日看電視的時段為 20:00-20:59 的比例(57.04%)最高，其

次時段為 21:00-21:59(49.77%)。（參見圖 4-18）詢問受訪者平日平均一天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時數，整體來看，每天平均花費 2.96 個小時收看電視節目，平均收看時數在 5 小時

(含)以內者，佔全體電視收視群的 91.3%，性別來看，以女性的 3.04 小時較男性高，年齡來

看，以 60 歲以上的 3.34 小時最多，居住地區來看，大臺北地區收視時數 3.04 小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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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平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Q3，複選題) 

將平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熱門收視時段之基本資料

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18) 

 性別：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男性(n=1,483 , 58.20%)的比例高於女性

(n=1,410 , 55.87%)；通常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男性(n=1,296 , 50.88%)的

比例高於女性(n=1,228 , 48.65%)。 

 年齡：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50-59 歲者(n=554 , 61.94%)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481 , 58.49%)，13-19 歲比例最低(n=202 , 

45.79%)；通常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50-59 歲者(n=464 , 51.86%)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501 , 51.81%)，13-19 歲比例最低(n=198 , 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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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通常假日看電視的時段為 20:00-20:59 的比例(37.22%)最高，其

次時段為 21:00-21:59(32.32%)。（參見圖 4-19）詢問受訪者假日平均一天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時數，整體來看，每天平均花費 3.67 個小時收看電視節目，平均收看時數在 5 小時

(含)以內者，佔全體電視收視群的 82.4%，性別來看，以女性的 3.71 小時較男性高，年齡來

看，以 13-19 歲的 3.87 小時最多，居住地區來看，高屏澎地區收視時數 3.72 小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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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假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Q6，複選題) 

將假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熱門收視時段之基本資料

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20) 

 性別：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男性(n=959 , 37.63%)的比例高於女性

(36.81%)；通常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男性(n=836 , 32.82%)的比例高於女

性(n=803 , 31.82%)。 

 年齡：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n=398 , 38.07%)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340 , 38.00%)，13-19 歲比例最低(35.32%)；通常

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156 , 33.85%)的比例最高，

其次為 30-39 歲者(n=324 , 33.52%)，13-19 歲比例最低(n=121 ,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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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看節目類型分析 

1. 平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平日最常收看電視節目類型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57.07%，其次依序為韓劇 (15.86%)、閩南語劇 (15.66%)、外國電影 (15.63%)、綜藝節目

(15.43%)、臺灣國語劇(12.87%)，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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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0  平日最常收看類型電視節目(Q5，複選題) 

將平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收看節目

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19) 

 性別：平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男性(n=1,481 , 58.75%)的比例高

於女性(n=1,376 , 55.36%)；最常收看「韓劇」的民眾，女性(n=635 , 25.54%)的比例

明顯高於男性(n=159 , 6.32%)。 

 年齡：平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年齡層在 50-59 歲者(n=576 , 64.63%)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554 , 62.55%)，13-19 歲比例最低(n=156 , 

36.77%)；最常收看「韓劇」的民眾，年齡層在 30-39 歲者(n=183 , 19.28%)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170 , 19.17%)，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112 ,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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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假日最常收看電視節目類型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42.50%，其次依序為綜藝節目(27.34%)、外國電影(24.84%)、國片(10.97%)、韓劇(10.35%)，

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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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1  假日最常收看類型電視節目(Q8，複選題) 

將假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收看節目

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21) 

 性別：假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男性(n=1,018 , 45.83%)的比例高

於女性(n=851 , 39.10%)；最常收看「綜藝節目」的民眾，女性(n=583 , 28.47%)的比

例高於男性(n=620 , 26.24%)。 

 年齡：假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年齡層在 50-59 歲者(n=367 , 47.73%)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366 , 47.20%)，13-19 歲比例最低(n=136 , 

33.77%)；最常收看「綜藝節目」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275 , 37.57%)的比

例最高，其次為 13-19 歲者(n=140 , 34.76%)，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153 ,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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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節目類型收視行為分析 

一、 新聞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62.16%，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4.57%)、「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2.86%)、「使用電視

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2.42%)、「使用電視機透過類比有線電視收看」(11.04%)，其

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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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2  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9，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22)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1,011 , 63.41%)

的比例高於男性(n=1,037 , 60.99%)；「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

看」的民眾，女性(n=258 , 16.20%)的比例高於男性(n=222 , 13.03%)。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532 , 68.8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378 , 62.85%)，13-19 歲比例最

低(n=101 , 52.58%)；「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

齡層在 13-19 歲者(n=50 , 26.2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88 , 19.85%)，

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36 ,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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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8.49%，其次依序為「工作地點」(5.16%)、「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1.96%)，其餘

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4-23） 

0.07%

0.18%

0.31%

0.37%

0.40%

0.54%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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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點

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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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3  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10，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23) 

 性別：「在住家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女性(n=1,587 , 99.52%)

的比例高於男性(n=1,658 , 97.52%)；「在工作地點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的民眾，男性(n=99 , 5.84%)的比例高於女性(n=71 , 4.43%)。 

 年齡：「在住家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769 , 99.4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653 , 98.82%)，30-39 歲比例最

低(n=586 , 97.48%)；「在工作地點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

層在 30-39 歲者(n=47 , 7.8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40 , 6.33%)，13-19

歲比例最低(n=4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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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本國新聞類節目數量的看法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認為本國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的比例最高，佔 49.95%，其次為

數量剛好(37.67%)，僅 5.50%民眾認為新聞節目數量太少。（參見圖 4-24） 

太多

49.95%

剛好

37.67%

太少

5.50%

不知道/

拒答

6.88%

N=2,743  

圖 4-24  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數量的看法(Q11) 

交叉分析顯示，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數量多寡的比例在年齡、居住地區、職業、教育程

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24） 

 年齡：認為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的比例，年齡層在 50-59 歲者(n=341 , 61.19%)的比

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289 , 55.85%)，13-19 歲比例最低(n=32 , 20.07%)。 

 居住地區：認為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的比例，居住在大臺北地區(n=458 , 55.84%)的

比例最高，其次為桃竹苗地區(n=232 , 54.48%)，雲嘉南地區比例最低(n=166 , 

43.60%)。 

 職業：認為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的比例，職業為經理人/專業人士(n=251 , 60.11%)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軍公教(n=105 , 59.89%)，學生比例最低(n=62 , 26.26%)。 

 教育程度：認為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的比例，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及以上(n=129 , 

56.9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718 , 55.16%)，國小及以下比例最低

(n=53 , 28.03%)。 

 家中同住人數：認為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的比例，家中同住人數為 3 人(n=341 , 

55.2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同住人數4人(n=373 , 52.20%)，自己1人比例最低(n=46 , 

38.26%)。 

 家庭月收入：認為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的比例，家庭月收入為 190,001 元(n=91 , 

62.5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家庭月收入 150,001-190,000 元(n=37 , 57.15%)，家庭月

收入 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98 , 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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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的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佔 27.79%，其中非常滿意

佔 2.34%，還算滿意佔 25.45%；有 59.09%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36.81%，

非常不滿意佔 22.28%。另外，有 2.68%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見圖 4-25） 

非常滿意

2.34%
還算滿意

25.45% 普通

10.43%

不太滿意

36.81%

非常不滿意

22.28%

不知道/拒答

2.68%

N=2,743
 

圖 4-25  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數量的看法(Q12) 

交叉分析顯示，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滿意度的比例在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職業、

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25） 

 性別：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女性(n=788 , 59.92%)的比例高

於男性(n=833 , 58.33%)。 

 年齡：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345 , 

66.6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370 , 66.45%)，13-19 歲比例最低(n=60 , 

37.52%)。 

 居住地區：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居住在大臺北地區(n=525 , 

63.9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高屏澎地區(n=259 , 59.54%)，雲嘉南地區比例最低

(n=197 , 51.67%)。 

 職業：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職業為軍公教(n=123 , 70.15%)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經理人/專業人士(n=292 , 70.00%)，學生比例最低(n=108 , 

46.16%)。 

 教育程度：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及以上

(n=173 , 76.4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865 , 66.46%)，國小及以下比例

最低(n=53 ,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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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同住人數：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家中同住人數為 3 人

(n=379 , 61.4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同住人數 4 人(n=431 , 60.32%)，自己 1 人比例

最低(n=63 , 51.91%)。 

 家庭月收入：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家庭月收入為 190,001

元(n=117 , 80.5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家庭月收入 110,001-150,000 元(n=150 , 

73.71%)，家庭月收入 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123 , 40.84%)。 

(五) 對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不滿意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原因，以「針對單一議

題大量重複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45.49%，其次依序為「新聞對臺灣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力

不高」(36.86%)、「報導國際或國外新聞事件的比例太少」(17.67%)、「新聞臺整體新聞報導

可信度不高」(14.65%)、「新聞報導不公正」(14.03%)、「新聞對於重大議題不能提供深入且

充足的資訊」(10.86%)、「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10.45%)，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

（參見圖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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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6  對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原因(Q13，複選題) 

將受訪者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

將最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26) 

 性別：不滿意原因為「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的民眾，女性(n=352 , 45.77%)

的比例與男性(n=368 , 45.24%)差不多；不滿意原因為「新聞對臺灣整體社會的正面

影響力不高」的民眾，女性(n=307 , 39.85%)的比例高於男性(n=276 , 34.03%)。 

 年齡：不滿意原因為「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

上者(n=158 , 51.1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174 , 48.58%)，13-19 歲比

例最低(n=19 , 31.67%)；不滿意原因為「新聞對臺灣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力不高」

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者(n=27 , 45.0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144 , 

42.54%)，30-39 歲比例最低(n=92 ,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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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戲劇類節目 

(一) 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比較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外國戲劇較多，佔 39.11%，其次為看臺灣戲劇較多

(31.65%)，都看外國戲劇的比例最低，佔 9.17%。（參見圖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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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9.17%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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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較多

看外國

戲劇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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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何者較多(Q14) 

交叉分析顯示，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何者較多的比例在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職

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職業有 25%以上

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27） 

 性別：收看外國戲劇較多的受訪者，女性(n=626 , 42.14%)的比例高於男性(n=265 , 

33.44%)。而收看臺灣戲劇較多的受訪者，男性(n=275 , 34.67%)的比例高於女性

(n=446 , 30.03%)。 

 年齡：收看外國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年齡層在 20-29 歲(n=163 , 46.82%)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 30-39 歲(n=199 , 43.87%)，60 歲以上比例最低(n=119 , 26.32%)。而收看

臺灣戲劇較多的受訪者，年齡層以 13-19 歲(n=71 , 40.8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n=147 , 32.39%)。 

 居住地區：收看外國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居住在大臺北地區(n=299 , 44.34%)的比

例最高，其次為宜花東及離島地區地區(n=45 , 42.04%)，雲嘉南地區比例最低(n=110 , 

32.93%)。而收看臺灣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居住在雲嘉南地區(n=120 , 36.04%)的

比例最高，其次為宜花東及離島地區(n=37 , 34.67%)，大臺北地區比例最低(n=187 , 

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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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程度：收看外國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教育程度在研究所及以上者(n=87 , 

52.8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498 , 49.64%)，國小及以下最低(n=20 , 

11.30%)。而收看臺灣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教育程度在國中、初中者(n=102 , 42.20%)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國小及以下(n=68 , 38.45%)，研究所及以上最低(n=36 , 22.16%)。 

 家中同住人數：收看外國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家中同住人數為 4人(n=270 , 44.68%)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家中同住人數為 3 人(n=203 , 41.77%)，6 人及以上比例最低

(n=117 , 32.55%)。而收看臺灣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家中同住人數為 6 人及以上

(n=147 , 40.9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家中同住人數為 5 人(n=139 , 37.34%)，2 人比

例最低(n=91 , 26.18%)。 

 平均家庭月收入：收看外國戲劇較多的受訪者，以平均家庭月收入在

150,001-190,000 元者(n=27 , 55.8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90,001 元及以上者(n=55 , 

54.19%)，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67 , 23.18%)。而收看臺灣戲劇較多的受訪者，

以平均家庭月收入在 30,001-70,000 元者(n=266 , 34.3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000

元及以下者(n=92 , 31.96%)，150,001-190,000 元比例最低(n=10 ,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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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看哪些國家或地區的戲劇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主要收看韓國地區戲劇的比例最高，佔 64.26%，其次為歐美地

區(44.30%)，香港地區比例最低(3.98%)。（參見圖 4-28） 

0.73%

0.26%

3.98%

29.51%

33.89%

44.30%

64.2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其他

不知道/

拒答

港劇

日劇

大陸劇

歐美劇

韓劇

N=1,100

 

圖 4-28  收看哪些國家或地區的戲劇節目(Q15，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外國戲劇節目來源地區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A-28）： 

 性別：「女性」(n=573 , 74.78%)收看韓國戲劇節目的比例較「男性」(n=134 , 40.08%)

為高；而「男性」(n=190 , 57.03%)收看歐美戲劇節目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女性」(n=297 , 

38.76%)。 

 年齡：年齡 40-49 歲(n=151 , 71.33%)的民眾收看韓國戲劇節目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

層民眾，而 20-29 歲(n=104 , 53.25%)的民眾收看歐美戲劇節目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

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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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1.86%，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3.21%)、「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5.84%)、「使用電視

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0.84%)，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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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9  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16，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29)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771 , 51.88%)的

比例與男性(n=411 , 51.81%)差不多；「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

看」的民眾，女性(n=393 , 26.44%)的比例高於男性(n=136 , 17.15%)。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312 , 69.0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224 , 52.94%)，20-29 歲比例最

低(n=80 , 41.41%)；「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

層在 13-19 歲者(n=75 , 43.5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123 , 35.31%)，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23 ,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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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戲劇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8.87%，其次為「工作地點」(2.93%)，其餘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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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0  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17，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30) 

 性別：「在住家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女性(n=1,470 , 98.94%)

的比例與男性(n=784 , 98.73%)差不多；「在工作地點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

片」的民眾，男性(n=28 , 3.58%)的比例高於女性(n=39 , 2.63%)。 

 年齡：「在住家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者(n=173 , 

100.0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60 歲及以上者(n=448 , 99.21%)，40-49 歲比例最低

(n=422 , 97.85%)；「在工作地點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

在 40-49 歲者(n=24 , 5.5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19 , 4.08%)，13-19

歲比例最低(n=1 ,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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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國自製戲劇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佔 42.28%，其中非

常滿意佔 4.11%，還算滿意佔 38.18%；有 37.37%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26.15%，非常不滿意佔 11.22%。另外，有 10.72%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見圖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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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本國自製戲劇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Q18) 

交叉分析顯示，對於本國自製戲劇類節目的品質滿意程度在年齡、居住地區、職業、教

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31） 

 年齡：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年齡層在 13-19 歲

(n=110 , 74.3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n=159 , 51.29%)，50-59 歲比例最低

(n=94 , 27.33%)。 

 居住地區：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居住在雲嘉南地

區(n=137 , 49.1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中彰投地區(n=171 , 45.66%)，大臺北地區比

例最低(n=215 , 35.86%)。 

 職業：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學生(n=132 , 68.85%)

比例最高，其次是勞力工作者(n=200 , 47.41%)，軍公教比例最低(n=30 , 32.53%)。 

 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教育程度在國小

及以下者(n=92 , 57.1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國中、初中者(n=102 , 48.64%)，研究

所及以上最低(n=40 , 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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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同住人數：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家中同住人

數為 6 人及以上(n=159 , 50.4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 人(n=153 , 46.95%)，3 人比

例最低(n=156 , 37.48%)。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平均家庭

月收入在 30,000 元及以下(n=110 , 48.2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001-70,000 元

(n=282 , 43.51%)，150,001-190,000 元比例最低(n=9 , 23.01%)。 

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類節目不滿意的原因，其中以劇情不吸引人的比例

(57.46%)最高，其次依序為內容品質不佳(47.60%)、拖戲(27.64%)，其餘項目不到 1 成。（參

見圖 4-32） 

1.13%

2.53%

0.56%

1.64%

3.77%

4.34%

4.56%

7.68%

27.64%

47.60%

57.4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其他

不知道/拒答

語言不夠多元

戶外取景不夠美

拍攝技巧不好

演員重覆率高

場景布置不佳

演員演技不佳

拖戲

內容品質不佳

劇情不吸引人

N=721

 

圖 4-32  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感到不滿意之原因(Q19，複選題) 

將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感到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

下將最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32) 

 性別：「認為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劇情不吸引人」的民眾，女性(n=267 , 58.41%)的比

例高於男性(n=147 , 55.81%)；「認為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內容品質不佳」的民眾，男

性(n=133 , 50.48%)的比例高於女性(n=210 , 45.94%)。 

 年齡：「認為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劇情不吸引人」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66 , 

75.4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87 , 64.61%)，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61 , 

45.15%)；「認為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內容品質不佳」的民眾，年齡層在13-19歲者(n=12 , 

54.35%)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73 , 53.92%)，50-59 歲比例最低(n=78 , 

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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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藝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6.25%，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5.59%)、「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2.11%)、「使用桌上/

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1.41%)、「使用電視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0.18%)，其

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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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3  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20，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33)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649 , 60.32%)的

比例高於男性(n=484 , 51.58%)；「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的民眾，男性(n=153 , 16.35%)的比例高於女性(n=161 , 14.94%)。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242 , 64.5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195 , 61.46%)，13-19 歲比例最

低(n=85 , 44.14%)；「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

層在 13-19 歲者(n=63 , 32.65%)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110 , 28.22%)，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9 ,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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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藝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8.86%，其次為「工作地點」(1.66%)，其餘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4-34） 

0.20%

0.26%

0.33%

0.38%

0.49%

0.72%

0.79%

1.66%

98.8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其他

不知道/拒答

戶外街道上

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

學校

大眾交通工具上

吃飯的店家

工作地點

住家

N=2,014

 

       圖 4-34  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21，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34) 

 性別：「在住家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女性(n=1,066 , 99.09%)

的比例與男性(n=926 , 98.60%)差不多；「在工作地點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

片」的民眾，男性(n=18 , 1.87%)的比例與女性(n=16 , 1.48%)差不多。 

 年齡：「在住家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30-39 歲者(n=399 , 

99.7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60 歲及以上者(n=373 , 99.46%)，13-19 歲比例最低

(n=187 , 97.30%)；「在工作地點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

在 20-29 歲者(n=14 , 3.6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6 , 1.85%)，60 歲及

以上比例最低(n=1 ,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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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國自製綜藝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綜藝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佔 61.23%，其中非

常滿意佔 9.13%，還算滿意佔 52.11%；有 20.90%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5.32%，非常不滿意佔 5.57%。另外，有 2.85%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見圖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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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本國自製綜藝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Q22) 

交叉分析顯示，對於本國自製綜藝類節目的品質滿意程度在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家

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職業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

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35） 

 年齡：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綜藝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年齡層在 13-19 歲

(n=133 , 79.7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n=222 , 68.58%)，50-59 歲比例最低

(n=140 , 52.32%)。 

 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綜藝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教育程度在國

中、初中者(n=134 , 73.0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高中、高職者(n=290 , 63.29%)，研

究所及以上最低(n=54 , 48.26%)。 

 家中同住人數：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綜藝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家中同住人

數為 6 人及以上(n=189 , 67.0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 人(n=190 , 66.77%)，2 人比

例最低(n=143 , 54.61%)。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綜藝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平均家庭

月收入在 30,001-70,000 元 (n=381 , 63.0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50,001-190,000 元

(n=25 , 62.25%)，110,001-150,000 元比例最低(n=73 ,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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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綜藝類節目不滿意的原因，其中以內容品質不佳的比例

(91.76%)最高，其次依序為參與來賓不喜歡(4.24%)、場景布置不佳(3.10%)、重播率太高

(2.53%)、主持人素質要再提升(2.48%)，其餘項目不到 1%。（參見圖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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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本國自製綜藝節目的品質感到不滿意之原因(Q23，複選題) 

將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綜藝節目的品質感到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

下將最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36) 

 性別：「認為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內容品質不佳」的民眾，男性(n=150 , 93.13%)的比

例高於女性(n=176 , 90.63%)；「認為本國自製綜藝節目中參與的來賓不喜歡」的民

眾，女性(n=9 , 4.68%)的比例高於男性(n=6 , 3.71%)。 

 年齡：「認為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內容品質不佳」的民眾，年齡層在 30-39 歲者(n=77 , 

94.7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3-19 歲者(n=16 , 94.08%)，50-59 歲比例最低(n=66 , 

89.25%)；「認為本國自製綜藝節目中參與的來賓不喜歡」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者(n=2 , 11.8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3 , 5.61%)，30-39 歲比例最低

(n=2 ,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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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體育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66.97%，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4.15%)、「使用電視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3.04%)、「使用桌上

/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1.91%)，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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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7  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24，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37)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61 , 67.75%)的比

例高於男性(n=289 , 66.81%)；「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

民眾，男性(n=69 , 16.03%)的比例高於女性(n=5 , 5.12%)。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87 , 80.3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52 , 67.41%)，13-19 歲比例最低

(n=26 , 57.45%)；「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層

在 13-19 歲者(n=13 , 28.3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28 , 27.93%)，60 歲

及以上比例最低(n=2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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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體育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8.04%，其次依序為「工作地點」(3.63%)、「大眾交通工具上」(1.67%)、「戶外街道

上」(1.42%)、「吃飯的店家」(1.40%)，其餘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4-38） 

0.42%

0.61%

0.95%

1.40%

1.42%

1.67%

3.63%

98.0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不知道/拒答

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

學校

吃飯的店家

戶外街道上

大眾交通工具上

工作地點

住家

N=2,014

 

       圖 4-38  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25，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38) 

 性別：「在住家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男性(n=425 , 98.34%)的

比例高於女性(n=87 , 96.60%)；「在工作地點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

眾，男性(n=18 , 4.19%)的比例與女性(n=1 , 0.96%)差不多。 

 年齡：「在住家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30-39 歲者(n=77 , 

100.0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107 , 99.22%)，13-19 歲比例最低(n=41 , 

91.95%)；「在工作地點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5 , 6.3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5 , 4.62%)，30-39 歲比例最低

(n=2 ,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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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體育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體育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佔 86.78%，其中非常滿意佔

24.27%，還算滿意佔 62.51%；有 5.70%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4.76%，非常

不滿意佔 0.94%。另外，有 2.32%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見圖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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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體育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Q26) 

交叉分析顯示，對於體育類節目的品質滿意程度在年齡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年齡有 25%

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39） 

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於體育類節目不滿意的原因，其中以節目種類太少的比例(54.04%)

最高，其次依序為畫質不好(20.85%)、內容品質不佳(12.83%)、拍攝技巧不好(8.19%)，樣本

數僅 24 筆，內容僅供參考。（參見圖 4-40） 

 

 

 

 

 

 

圖 4-40  體育節目的品質感到不滿意之原因(Q27，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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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影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61.26%，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6.05%)、「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5.66%)、「使用電視

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3.44%)，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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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1  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28，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41)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366 , 62.62%)的

比例高於男性(n=504 , 60.31%)；「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的民眾，女性(n=102 , 17.39%)的比例高於男性(n=126 , 15.12%)。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136 , 72.0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135 , 63.05%)，20-29 歲比例最

低(n=156 , 54.07%)；「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

齡層在 13-19 歲者(n=29 , 23.35%)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62 , 21.54%)，

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8 ,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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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影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9.28%，其次為「工作地點」(1.56%)，其餘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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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2  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29，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42) 

 性別：「在住家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男性(n=830 , 99.37%)的

比例與女性(n=580 , 99.14%)差不多；「在工作地點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的民眾，男性(n=15 , 1.85%)的比例與女性(n=7 , 1.13%)差不多。 

 年齡：「在住家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50-59 歲(n=214 , 

100.00%)及 60 歲及以上者(n=189 , 100.0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329 , 

99.68%)，40-49 歲比例最低(n=265 , 97.66%)；「在工作地點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7 , 2.6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

者(n=7 , 2.05%)，13-19 歲比例最低(n=1 ,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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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影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佔 76.26%，其中非常滿意佔

13.33%，還算滿意佔 62.94%；有 15.49%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2.19%，非

常不滿意佔 3.30%。另外，有 1.76%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見圖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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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電影類的節目品質滿意度(Q30) 

交叉分析顯示，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滿意程度在性別、年齡、職業、家中同住人數及

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職業、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有 25%以上統

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43） 

 性別：受訪者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女性(n=392 , 77.89%)高於男

性(n=527 , 75.10%)。 

 年齡：受訪者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程度感到滿意者，年齡層在 13-19 歲(n=107 , 

99.0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n=214 , 91.55%)，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81 , 

52.20%)。 

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於電影類節目不滿意的原因，其中以重播率太高的比例(84.96%)最

高，其次依序為電影節目更新太慢(20.43%)、電影種類太少(12.92%)、廣告太多(5.36%)、收

訊/畫質不好(2.72%)。（參見圖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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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電影類節目的品質感到不滿意之原因(Q31，複選題) 

將受訪者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感到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44) 

 性別：「認為電影類節目重播率太高」的民眾，女性(n=47 , 85.51%)的比例高於男性

(n=111 , 84.73%)；「認為電影節目更新太慢」的民眾，男性(n=29 , 22.17%)的比例高

於女性(n=9 , 16.33%)。 

 年齡：「認為電影類節目重播率太高」的民眾，年齡層在 30-39 歲者(n=28 , 93.12%)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60 歲及以上者(n=46 , 90.06%)，20-29 歲比例最低(n=8 , 

57.17%)；「認為電影節目更新太慢」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n=12 , 23.49%)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9 , 22.56%)，20-29 歲比例最低(n=2 , 14.34%)。 

 

 

 

 



104 

 

六、 其他類節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其他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4.65%，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7.78%)、「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5.64%)，其餘項目皆

不到 1 成。（參見圖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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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5  收看其他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32，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其他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

常收看節目類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45)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370 , 59.61%)的

比例高於男性(n=368 , 50.43%)；「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的民眾，男性(n=142 , 19.49%)的比例高於女性(n=98 , 15.76%)。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200 , 65.45%)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158 , 58.88%)，13-19 歲比例最

低(n=49 , 34.14%)；「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

層在 13-19 歲者(n=65 , 45.7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49 , 27.90%)，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8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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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政策相關議題分析 

一、 外來節目比例規定 

(一) 外來節目播放時段限制 

經調查結果得知，民眾對於外來節目播放時段的限制，以不需要管制的比例最高，有

46.83%，認為需要管制的時段以 19:00～21:59 的比例較高，皆超過 15%，其餘時段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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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外來節目播放時段限制(Q33，複選題) 

 

(二) 本國自製節目電視比例規定 

經調查結果得知，民眾認為政府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的比例，以應占 41%～50%的比例

最高，占 23.74%，其次依序為 51%~60%及 61%~70%，分別占 12.74%及 12.35%，其餘比例

皆不到 1 成，另有 6.87%的民眾表示不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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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

1.25%

3.86%

2.88%

23.74%

12.74%

12.35%

7.79%

0.94%

0.75%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不用規定

不知道/拒答

0.00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以上

N=4,270

 

圖 4-47  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比例規定(Q34) 

交叉分析顯示，對於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比例規定的比例在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職業、

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職業有 25%以上統計格期

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47） 

 性別：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應規定有 41%～50%的比例，女性(n=560 , 

26.21%)的比例高於男性(n=454 , 21.26%)。 

 年齡：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應規定有 41%～50%的比例，年齡層在 13-19

歲(n=110 , 29.5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n=210 , 27.90%)及 30-39 歲(223 , 

27.09%)，60 歲以上比例最低(n=148 , 16.86%)。 

 居住地區：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應規定有 41%～50%的比例，居住在桃竹

苗地區(n=172 , 26.2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中彰投地區(n=203 , 24.81%)，雲嘉南地

區比例最低(n=120 , 20.10%)。 

 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應規定有 41%～50%的比例，教育程度在

專科或大學者(n=533 , 26.5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高中職者(n=289 , 23.85%)，國小

及以下比例最低(n=41 , 13.43%)。 

 家中同住人數：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應規定有 41%～50%的比例，家中同

住人數為 3 人(n=247 , 26.98%)及 5 人(n=185 , 26.3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 人

(n=274 , 24.22%)，自己 1 人比例最低(n=26 , 15.21%)。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於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應規定有 41%～50%的比例，平均

家庭月收入在 70,001-110,000 元者(n=257 , 26.2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90,001 元

及以上者(n=54 , 25.16%)，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89 ,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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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目分級制度 

(一) 收看電視節目時，是否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 

經調查結果得知，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最高，佔 29.95%，

其次為偶爾會注意(23.95%)，有 23.77%完全沒注意。（參見圖 4-48） 

一定會注意

20.17% 偶而會注意

23.95%

不太會注意

29.95%

完全沒注意

23.77%

不知道/拒答

2.16%

N=4270  

圖 4-48  收看電視節目時，是否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Q35) 

交叉分析顯示，收看電視節目時，是否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在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

見附表 A-48） 

 性別：受訪者對於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男性(n=640 , 

30.01%)的比例高於女性(n=638 , 29.89%)。 

 年齡：受訪者對於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年齡層在

20-29 歲(n=271 , 39.5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3-19 歲(n=122 , 32.55%)，40-49 歲比

例最低(n=188 , 24.96%)。 

 職業：受訪者對於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職業為學

生(n=172 , 34.0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無(待)業/退休(n=196 , 30.97%)，家務管理

(155 , 25.23%)及軍公教比例較低(n=60 , 25.68%)。 

 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教育

程度在研究所及以上者(n=110 , 32.7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634 , 

31.56%)，國(初)中比例最低(n=100 , 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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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同住人數：受訪者對於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

家中同住人數為 3 人(n=296 , 32.2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 人(n=202 , 30.90%)及 4

人(n=345 , 30.51%)，自己 1 人比例最低(n=45 , 26.27%)。 

 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受訪者對於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

級別的比例，家中沒有 12 歲以下小孩(n=1,003 , 31.75%)的比例高於家中有 12 歲以

下小孩(n=275 , 24.83%)。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於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

例，平均家庭月收入在 30,001-70,000 元(n=446 , 30.83%)及 70,001-110,000 元者

(n=300 , 30.65%)的比例較高，其次為 110,001-150,000 元(n=87 , 28.66%)、30,000 元

及以下(n=131 , 28.32%)及 190,001 元及以上者(n=60 , 28.01%)，150,001-190,000 元

比例最低(n=25 , 23.99%)。 

(二) 是否知道電視節目分級級別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級數與級別皆錯誤(69.2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級數與級

別皆正確(16.97%)，而級數正確，級別錯誤的比例最低(13.81%)。（參見圖 4-49） 

級數與級別

皆正確

16.97%

級數正確，

級別錯誤

13.81%

級數與級別

皆錯誤

69.22%

N=4,270

 

圖 4-49  是否知道電視節目分級級別(Q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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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是否知道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的比例在性別、年齡、職

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

差異。（參見附表 A-49） 

 性別：受訪者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皆錯誤的比例，女性(n=1,594 , 74.63%)

的比例高於男性(n=1,362 , 63.80%)。 

 年齡：受訪者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皆錯誤的比例，年齡在 60 歲以上者

(n=821 , 93.3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598 , 79.09%)，20-29 歲比例最

低(n=211 , 45.40%)。 

 職業：受訪者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皆錯誤的比例，職業為無(待)業中/退休

者(n=524 , 82.7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家務管理者(n=498 , 81.05%)，學生比例最低

(n=274 , 54.05%)。 

 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皆錯誤的比例，教育程度在國小及

以下者(n=302 , 97.8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國(初)中者(n=329 , 81.45%)，研究所及

以上比例最低(n=202 , 60.26%)。 

 家中同住人數：受訪者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皆錯誤的比例，自己1人(n=142 , 

82.2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 人者(n=520 , 79.67%)，家中同住 4 人(n=732 , 64.79%)

及 5 人比例較低(n=455 , 65.02%)。 

 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受訪者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皆錯誤的比例，

家中沒有 12 歲以下小孩者(n=2,224 , 70.39%)的比例高於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者

(n=731 , 65.88%)。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級數與級別皆錯誤的比例，平均家庭月

收入在 30,000 元及以下者(n=404 , 86.9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001-70,000 元者

(n=968 , 66.92%)，190,001 元及以上比例最低(n=545 , 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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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認為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以應嚴格規定不同級

別節目播放時段的比例最高，有 16.65%，其次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14.88%)。（參見

圖 4-50） 

0.35%

24.45%

14.08%

0.28%

5.25%

7.22%

7.81%

10.76%

11.83%

13.40%

14.04%

14.64%

14.88%

16.65%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其他

不需要改善

不知道/拒答

戲劇/卡通/兒童/談話節目應該進行分級

放寬限制級節目內容

應規劃更細的分級制度

應放寬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

加強各級別內容的情節標示

更嚴格規定限制級節目內容

分級標示/說明應該要更明顯

分級標示應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

廣告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

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

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

N=4,270

 

      圖 4-50  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Q37，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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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視、電影、遊戲軟體是否應有統一的分級規定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認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三者應該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的比

例最高，有 64.54%，其次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不需有通依的分級規定，各自規定就可以

(14.37%)。（參見圖 4-51） 

10.06%

0.02%

0.05%

0.07%

0.07%

0.12%

0.12%

0.19%

0.50%

1.25%

8.66%

14.37%

64.5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不知道/拒答

電視及遊戲軟體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電影不用分級規定

只要電視分級

電影及遊戲軟體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電視不用分級規定

只要電影分級

電影及遊戲軟體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電視不用統一規定

電視及遊戲軟體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電影不用統一規定

只要遊戲要分級

電視及電影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遊戲軟體不用分級規定

電視及電影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遊戲軟體不用統一規定

三者皆不需要分級規定

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不需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各自規定就可以

三者應該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

N=4,270

 

      圖 4-51  電視、電影、遊戲軟體是否應有統一的分級規定(Q38)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電視、電影、遊戲軟體是否應有統一的分級規定的比例，會

因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及平均家庭月

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但因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皆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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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長短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認為目前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太長的比例最高，有

40.47%，其次為剛好(31.69%)，而有點短及太短的比例較低(分別為 0.19%及 0.23%)。（參見

圖 4-52） 

太長

40.47%

有點長

21.64%
剛好

31.69%

有點短

0.19%

太短

0.23%

不知道/拒答

5.78%

N=4270

 

圖 4-52  目前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長短(Q38)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長短的比例，會因年齡、職業、

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

而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因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52） 

 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受訪者認為目前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太長的比例，

家中沒有 12 歲以下小孩者(n=1,285 , 40.65%)的比例高於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者

(n=443 , 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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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收視行為分析 

一、 有線電視收視行為 

(一) 對分組付費的看法 

1. 民眾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32.34%表示知道，67.66

表示不知道。（參見圖 4-53） 

知道

32.34%

不知道

67.66%

N=2,953

 

圖 4-53  民眾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Q43) 

交叉分析顯示，民眾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在性別、年齡、居住地區、

職業、教育程度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54） 

 性別：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男性(n=587 , 39.97%)表示知

道的比例高於女性(n=368 , 24.79%)。 

 年齡：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年齡層在 40-49 歲(n=216 , 

43.36%)以及 50-59 歲(n=226 , 43.05%)表示知道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60 歲以上

(n=218 , 31.66%)以及 30-39 歲(n=183 , 31.22%)，13-19 歲比例最低(n=24 ,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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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地區：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居住在大臺北地區

(n=342 , 35.56%)表示知道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桃竹苗地區(n=158 , 34.40%)，高屏澎

(n=140 , 28.84%)以及中彰投地區(n=149 , 28.58%)比例最低。 

 職業：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職業為經理人/專業人士

(n=188 , 43.45%)表示知道的比例最高，其次為軍公教者(n=55 , 38.46%)，職業為其

他者比例最低(n=1 , 14.45%)。 

 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及以

上(n=93 , 44.17%)表示知道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474 , 34.55%)，國小

及以下最低(n=45 , 20.34%)。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平均家庭月收入

為 150,001-190,000 元(n=29 , 40.32%)表示知道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10,001-150,000

元(n=83 , 38.39%)，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71 ,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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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實施分組付費，民眾每月願意支付多少金額收看有線電視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願意支付金額為 201-300 元的比例最高，佔 26.58%，其次為願

意金額為 200 以下(24.50%)，再其次為 401-500 元的比例佔 15.83%。（參見圖 4-54） 

13.84%

24.50%

26.58%

8.93%

15.83%

6.67%

3.66%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不知道/拒答

200 元以下

201~300 元

301~400 元

401~500 元

501~600 元

601元以上

N=2,953

 

圖 4-54  如果實施分組付費，民眾每月願意支付多少金額收看有線電視(Q44)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願意支付金額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在性別、年齡、居住地區、職

業、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55） 

 性別：受訪者願意支付 201-300 元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男性(n=402 , 27.41%)的比

例高於女性(n=382 , 25.75%)。 

 年齡：受訪者願意支付 201-300 元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年齡層在 40-49 歲(n=155 , 

31.08%)以及 50-59 歲(n=170 , 31.0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n=139 , 23.85%)

以及 13-19 歲(n=52 , 23.19%)，20-29 歲比例最低(n=92 , 21.46%)。 

 居住地區：受訪者願意支付 201-300 元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居住在雲嘉南地區

(n=112 , 29.4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桃竹苗地區(n=125 , 27.19%)，宜花東及離島地

區比例最低(n=33 , 23.23%)。 

 職業：受訪者願意支付 201-300 元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職業為一般上班族(n=142 , 

29.55%)以及經理人/專業人士(n=127 , 29.3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軍公教(n=39 , 

27.13%)以及勞力工作者者(n=176 , 26.50%)，職業為其他者比例最低(n=1 , 14.36%)。 

 教育程度：受訪者願意支付 201-300 元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及

以上(n=61 , 28.8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375 , 27.33%)，國小及以下

最低(n=41 ,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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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同住人數：受訪者願意支付 201-300 元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家中同住人數為

3 人(n=193 , 31.6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 人(n=126 , 27.05%)，家中同住人數為自

己 1 人比例最低(n=20 , 18.75%)。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願意支付 201-300 元收看有線電視的比例，平均家庭月收

入為 70,001-110,000 元(n=215 , 31.01%)以及 150,001-190,000 元(n=22 , 30.63%)的比

例最高，其次為 30,001-70,000 元(n=279 , 28.55%)，190,001 元及以上比例最低(n=72 , 

22.87%)。 

(二)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的感受 

1. 民眾選擇安裝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選擇安裝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頻道比較多的比例最高，占

34.80%，其次為政府政策規定改數位，占 21.54%，再其次為機上盒免費，占 13.68%。其他

原因都不到 1 成。（參見圖 4-55） 

12.02%

0.27%

0.31%

0.62%

0.92%

0.93%

2.52%

3.40%

8.36%

9.33%

9.49%

13.68%

21.54%

34.8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不知道/拒答

智慧錄影功能

有雙向互動功能

機上盒租金合理

有隨選收視功能

優惠活動

家人決定的

費率低

有喜歡的頻道節目內容

收訊較清晰

畫質較好

機上盒免費提供

政府政策規定改數位

頻道比較多

N=2,586

 

圖 4-55  民眾選擇安裝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Q45，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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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程度及不滿意之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佔 63.50%，其中非常滿意佔

8.00%，還算滿意佔 55.50%，另有 22.77%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5.97%，

非常不滿意佔 6.80%。另有 3.06%的受訪者不知道/拒答。（參見圖 4-56） 

非常滿意

8.00%

滿意

55.50%

普通

10.67%

不太滿意

15.97%

非常不滿意

6.80%

不知道/拒答

3.06%

N=3,002
 

圖 4-56  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程度(Q46)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年齡、居住地區、職

業、調查方式、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57） 

 性別：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女性(n=965 , 63.60%)高於男

性(n=941 , 63.39%) 

 年齡：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年齡層在 13-19 歲(n=205 , 

90.8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n=332 , 75.53%)，50-59 歲比例最低(n=279 , 

52.98%)。 

 居住地區：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居住在宜花東及離島地

區(n=78 , 69.1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大臺北地區(n=660 , 66.23%)，桃竹苗地區比

例最低(n=261 , 57.10%)。 

 職業：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職業為學生(n=259 , 87.61%)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軍公教者(n=99 , 70.63%)，無(待)業/退休者比例最低(n=263 , 

55.89%)。 



118 

 

 調查方式：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調查方式為行動電話的

比例(n=266 , 66.95%)高於市話(n=1,640 , 62.97%) 

 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教育程度為研究所及以

上(n=154 , 66.69%)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國(初)中(n=196 , 65.29%)，國小及以下比例

最低(n=111 , 53.22%)。 

 家中同住人數：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家中同住人數為 5

人(n=331 , 68.21%)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 人(n=514 , 65.87%)，自己 1 人最低(n=57 , 

49.62%)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平均家庭月收入

在 190,001 元及以上(n=110 , 66.03%)以及 70,001-110,000 元(n=473 , 65.98%)的比例

最高，其次為 30,001-70,000 元(n=641 , 64.36%)，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171 , 

52.61%)。 

進一步針對不滿意的受訪者詢問原因，其中，以收訊品質不佳的比例最高，佔 31.75%，

其次為費用太貴(30.42%)。（參見圖 4-57） 

1.63%

3.45%

5.19%

5.35%

7.46%

17.94%

25.77%

30.42%

31.75%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其他

不知道/拒答

安裝後的服務不佳

節目數量太少

設備器材不易操作

節目內容不佳

重播率太高

費用太貴

收訊品質不佳

N=617

 

圖 4-57  不滿意目前數位有線電視之原因(Q47，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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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購數位有線電視的付費服務 

1. 除了原本有線電視(第四臺)頻道外，是否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除了原本有線電視(第四臺)頻道之外，94.92%的受訪者沒有加

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另外有 3.82%的受訪者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參見圖 4-58） 

有

3.82%

沒有

94.92%

不知道/拒答

1.25%

N=2,586

 

圖 4-58  除了原本有線電視頻道之外，是否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Q48)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除了原本有線電視頻道之外，是否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的

比例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59） 

 性別：受訪者除了原本有線電視頻道之外，沒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中，男性

(n=1,211 , 94.95%)的比例與女性(n=1,244 , 94.90%)沒有太大的差異。 

 年齡：受訪者除了原本有線電視頻道之外，沒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中，年齡

層在 20-29 歲(n=375 , 97.2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60 歲以上(n=582 , 95.51%)，40-49

歲比例最低(n=439 , 93.56%)。 

 教育程度：受訪者除了原本有線電視頻道之外，沒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中，

教育程度在高中、高職(n=702 , 96.93%)以及國中、初中(n=257 , 96.22%)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1,151 , 94.29%)，研究所及以上比例最低(n=171 , 90.38%)。 

 平均家庭月收入：受訪者除了原本有線電視頻道之外，沒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

務中，平均家庭月收入為 30,000 元及以下(n=268 , 97.4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001-70,000 元(n=832 , 95.82%)，150,001-190,000 元比例最低(n=57 , 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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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過何種有線電視加值服務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過有線電視加值服務中，以付費頻道的比例最高，佔

63.29%，其次為影片計次付費(29.48%)，再其次為錄影功能(9.17%)。（參見圖 4-5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不知道/拒答

錄影功能

影片計次付費

付費頻道

2.06%

9.17%

29.48%

63.29%

N=99

 

圖 4-59  使用過何種有線電視加值服務(Q49，複選題) 

3. 使用額外付費方式，收看影片或頻道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額外付費方式，都是收看外國電影的比例最高，佔 58.20%，

其次為收看體育運動節目(23.24%)。（參見圖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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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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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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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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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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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兒童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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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語劇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韓劇

綜藝節目

科學新知節目

新聞與氣象報導

生態保育節目

國片

歐美影集

體育運動節目

外國電影

N=87

 

圖 4-60  使用額外付費方視，收看影片或頻道類型(Q50，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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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個月花費在有線電視額外付費服務的金額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每個月花費在有線電視額外付費服務金額，以 100 元以下的比

例最高，佔 37.85%，其次為 101-200 元(30.66%)。（參見圖 4-61） 

10.03%

37.85%

30.68%

15.38%

0.00%

0.00%

0.00%

1.01%

1.00%

0.00%

4.06%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不知道/拒答

100元以下

101~200元

201~300元

301~400元

401~500元

501~600元

601~700元

701~800元

801~900元

901元及以上

N=99

 

圖 4-61  每個月花費在有線電視額外付費服務金額(Q51) 

交叉分析顯示，每個月花費在有線電視額外付費服務金額的比例在平均家庭月收入有顯

著差異，而平均家庭月收入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A-62） 

 



122 

 

(四) 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

夠(43.9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不想增加花費(10.10%)，其他的原因都不到一成，另有 14.96%

的受訪者回答不知道/拒答。（參見圖 4-62） 

3.39%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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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2.60%

3.05%

3.95%

5.37%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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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位有線電視不了解

不知道如何轉換成數位有線…

有裝過機上盒，但不好用故…

還沒有時間安裝數位機上盒

家中無法安裝數位機上盒

數位有線電視操作太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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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

N=99

 

圖 4-62  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Q52，複選題) 

將民眾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

附表 A-63）： 

 性別：「女性」(n=95 , 46.41%)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為「原本有線電視內

容已經足夠」的比例較「男性」(n=103 , 41.89%)為高；而「女性」(n=24 , 11.76%)

原因為「不想增加花費」的比例也明顯高於「男性」(n=22 , 8.73%)。 

 年齡：年齡 20-29 歲(n=36 , 49.51%)以及 13-19 歲(n=19 , 49.39%)的民眾尚未轉換成

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為「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的比例最高，30-39 歲(n=13 , 

13.46%)以及 40-49 歲(n=10 , 13.28%)者原因為「不想增加花費」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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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無線電視收視行為 

(一) 對數位無線電視的感受 

1. 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程度及不滿意之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佔 68.63%，其中非常滿意佔

10.16%，還算滿意佔 58.46%，另有 20.59%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5.75%，

非常不滿意佔 4.84%。另有 2.92%的受訪者不知道/拒答。（參見圖 4-63） 

非常滿意

10.16%

滿意

58.46%

普通

7.86%

不太滿意

15.75%

非常不滿意

4.84%

不知道/拒答

2.92%

N=636

 

圖 4-63  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程度(Q53)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年齡、調查方式的不

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64） 

 年齡：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年齡層在 13-19 歲(n=42 . 

85.8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n=60 , 82.78%)，40-49 歲比例最低(n=87 , 

58.72%)。 

 調查方式：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調查方式為市話的比例

(n=374 , 69.11%)高於行動電話(n=61 , 65.78%) 

 

 



124 

 

2. 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地方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認為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之處主要為頻道收訊不清晰，

佔 36.72%，其次為節目內容不精采(32.43%)，再其次為節目重播率太高(28.52%)。（參

見圖 4-64） 

3.69%

6.64%

16.39%

28.52%

32.43%

36.72%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其他

不知道/拒答

部分頻道看不到

節目重播率太高

節目內容不精采

頻道收訊不清晰

N=131

 

圖 4-64  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地方(Q54，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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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數位無線電視頻道的喜好 

1. 民眾最常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最常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以民視新聞臺，佔 31.44%，其次

為公視高畫質（HD）(30.84%)，再其次為民視綜合臺(24.81%)，其他依序為臺視新聞臺

(22.89%)、中視新聞臺(21.15%)、中視高畫質(17.94%)、公視 2 臺高畫質(HD)(17.75%)、公視

3 臺高畫質(HD)(14.30%)、華視高畫質(HD)(13.99%)、華視新聞資訊(HD)(13.99%)、臺灣電視

臺高畫質(HD)(11.94%)，其他頻道都不到一成。（參見圖 4-65） 

11.94%

13.99%

13.99%

14.30%

17.75%

17.94%

21.15%

22.89%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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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台灣電視台高畫質(HD)

華視新聞資訊

華視高畫質(HD)

公視3台高畫質(HD)

公視2台高畫質(HD)

中視高畫質

中視新聞台

台視新聞台

民視綜合台

公視高畫質(HD)

民視新聞台

N=530

 

圖 4-65  民眾最常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Q55，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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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眾最喜歡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最喜歡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以公視高畫質(HD)，佔

28.34%，其次為民視新聞臺(19.12%)，再其次為民視綜合臺(16.86%)，其他依序為公視 2 臺

高畫質(HD)(13.99%)、臺視新聞臺(10.63%)、中視新聞臺(10.08%)，其他頻道都不到一成。（參

見圖 4-66） 

10.08%

10.63%

13.99%

16.86%

19.12%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中視新聞台

台視新聞台

公視2台高畫質(HD)

民視綜合台

民視新聞台

N=530

 

圖 4-66  民眾最喜歡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Q56，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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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播衛星電視收視行為 

(一) 對直播衛星電視的感受 

1. 採用直播衛星收看電視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採用直播衛星/小耳朵收看電視的原因以有較多頻道可以

選擇為最多，佔 56.54%，其次為畫質較清晰(14.52%)及住處大樓原有架設(14.46%)，因

樣本數僅 7 位，內容僅供參考。（參見圖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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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8%

0.00%

0.00%

14.46%

14.52%

56.5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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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較便宜

親朋好友介紹

住處大樓原有架設

畫質較清晰

有較多頻道可以選擇

N=7

 

圖 4-67  採用直播衛星/小耳朵收看電視的原因(Q57，複選題) 

2. 對於直播衛星的滿意程度及不滿意之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直播衛星感到滿意，佔 37.61%，其中非常滿意佔 13.84%，

還算滿意佔 23.77%，另有 37.59%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24.60%，非常不滿

意佔 12.99%。另有 10.97%的受訪者不知道/拒答。（參見圖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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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8  對於直播衛星的滿意程度(Q60)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直播衛星不滿意的地方，以頻道收訊不清晰(34.55%)

以及節目內容不精采(34.55%)的比例最高。（參見圖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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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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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重播率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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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收訊不清晰

節目內容不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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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  民眾對直播衛星不滿意的地方(Q61，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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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MOD 收視行為 

(一) 對 MOD 的感受 

1. 採用 MOD 方式收看電視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採用 MOD 方式收看電視主要原因為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惠服務，佔 26.87%，其次為費率低(25.97%)。（參見圖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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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0.19%

0.9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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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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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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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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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錄影功能

遙控介面操作方便

有親子鎖服務

廣告較少

無法/不想裝有線電視

有隨選收視功能

家人決定/親友推薦

收訊較清晰

頻道比較多

畫質較好

有喜歡的頻道節目內容

費率低

電話、寬頻上網和MOD電視的套裝優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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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0  採用 MOD 方式收看電視的原因(Q62，複選題) 

2. 民眾對於 MOD 的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 MOD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佔 74.15%，

其中非常滿意佔 13.23%，滿意佔 60.91%；有 15.53%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2.94%，非常不滿意佔 2.59%。另外，有 1.46%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見圖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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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  民眾對於 MOD 的滿意度(Q65)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 MOD 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皆無顯

著差異。（參見附表 A-72） 

3. 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以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

最高，佔 48.20%，其次為畫面品質(36.96%)。（參見圖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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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  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Q66，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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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 MOD 感到不滿意的部分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 MOD 感到不滿意的部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比例最高，

佔 60.20%，其次為連線不順暢(18.87%)。（參見圖 4-73） 

6.76%

3.93%

0.90%

5.06%

5.76%

18.25%

18.87%

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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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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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3  對 MOD 感到不滿意的部分(Q67，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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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購 MOD 付費服務 

1. 是否額外支付其他 MOD 收看費用 

經調查結果得知，僅 26.09%的受訪者曾支付其他額外的 MOD 收看費用，沒有額外支付

的受訪者佔 71.04%，另有 2.87%的受訪者未回答此題。（參見圖 4-74） 

有

26.09%

沒有

71.04%

不知道/拒答

2.87%

N=527

 

圖 4-74  是否額外支付其他 MOD 收看費用(Q68)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是否額外支付其他 MOD 收看費用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

資料皆無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75） 

2. 使用過的 MOD 加值服務 

經調查結果得知，有使用過 MOD 加值服務的受訪者以付費頻道的比例最高，佔 65.80%，

其次為影片計次付費(43.54%)。（參見圖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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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5  使用過的 MOD 加值服務項目(Q69，複選題) 

3. 使用額外付費方式收看的影片或頻道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額外付費方式收看的影片或頻道類型以外國電影的比例最

多，佔 69.37%，其次依序為國片(26.89%)、歐美影集(10.06%)，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

圖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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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6  使用額外付費方式收看的影片或頻道類型(Q70，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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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個月於 MOD 額外付費的金額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於 MOD 額外付費的金額，每個月以 101~200 元的比例最高，

佔 54.18%，其次為 100 元以下(18.36%)。（參見圖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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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  每個月於 MOD 額外付費金額(Q71) 

交叉分析顯示，「每個月於 MOD 額外付費金額」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皆無顯著

差異。（參見附表 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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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行為 

(一) 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行為及感受 

1. 採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節目或影音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節目或影音的原因以「節目/影音內

容多元，有較多選擇」最多，佔 43.39%，其次是「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佔 35.25%，

因樣本數僅 37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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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決定/朋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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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低

節目/影音內容更新速

度快

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

收視

節目/影音內容多元，

有較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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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8  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的原因(Q72，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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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的雲端多媒體播放器類型以「小米盒子」最多，佔 40.31%，

其次是「APPLE TV」，佔 10.73%，因樣本數僅 37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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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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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9  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類型(Q73，複選題) 

3. 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的節目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的節目類型以「外國電影」最多，

佔 43.26%，其次是「韓劇」，佔 32.62%，因樣本數僅 37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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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0  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的節目類型(Q74，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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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眾對於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

意，佔 86.32%，其中非常滿意佔 21.41%，滿意佔 64.91%；有 2.23%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

其中不太滿意佔 2.23%。 

非常滿意

21.41%

滿意

64.91%

普通

11.45%

不太滿意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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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  民眾對於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度(Q75)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

資料皆無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82） 

5. 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不滿意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感到不滿意的部分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比

例最高，佔 100.00%，因樣本數僅 1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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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  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感到不滿意的部分(Q76，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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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付費狀況 

1. 是否額外支付其他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費用 

經調查結果得知，僅 16.40%的受訪者曾支付其他額外的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費用，沒

有額外支付的受訪者佔 83.60%，因樣本數僅 37 位，內容僅供參考。（參見圖 4-83） 

是

16.40%

否

83.60%

N=37

 

圖 4-83  是否額外支付其他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費用(Q77)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是否額外支付其他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費用的比例在受訪

者個人基本資料皆無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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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節目或影片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不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節目或影片的受訪者以不想花

錢的比例最高，佔 61.14%，其次為沒有喜歡的影音內容(16.09%)，因樣本數僅 32 位，內容

僅供參考。（參見圖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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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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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

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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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4  不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節目或影片的原因(Q78，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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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聯網/智慧電視收視行為 

(一)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行為 

1. 採用聯網/智慧電視方式收看電視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節目或影音的原因以「節目/影音內容

多元，有較多選擇」最多，佔 55.64%，其次是「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佔 38.81%，

因樣本數僅 36 位，內容僅供參考。 

10.97%

11.08%

16.44%

38.81%

55.6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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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畫面較清楚

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

節目/影音內容多元，有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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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5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的原因(Q79，複選題) 



141 

 

2.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類型以「三星 smart TV」及「LG 智慧電

視」最多，分別佔 19.28%及 19.24%，其次是「SONY Internet TV」，佔 16.93%，因樣本數僅

36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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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5.59%

16.93%

19.24%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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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6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類型(Q80，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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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的節目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的節目類型以「外國電影」最多，佔

33.32%，其次是「韓劇」、「歐美影集」及「新聞與氣象報導」，分別佔 19.45%、19.28%及 19.28%，

因樣本數僅 36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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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7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的節目類型(Q81，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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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聯網/智慧電視使用的感受 

1.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滿意程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滿意程度以「滿意」為主，佔 85.48%(含

非常滿意 28.81%及滿意 56.66%)，「不滿意」，佔 2.18%。 

非常滿意

28.81%

滿意

56.66%

普通

12.34%

不太滿意

2.18%

N=50
 

圖 4-88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的滿意程度(Q82)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皆無顯著

差異。（參見附表 A-89） 

詢問不滿意聯網/智慧電視的原因，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最高，佔 100.00%，因樣本

數僅 1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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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9  不滿意聯網/智慧電視的原因(Q83，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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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收看之收視行為 

(一) 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行為 

1. 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主要原因為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

收視，佔 59.13%，其次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34.48%)。（參見圖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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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8%

59.1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不知道/沒意見

家裡沒有/有人使用電視機

免費

廣告較少

使用地點方便

電視節目/影片更新速度快

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

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

N=1,885

 

圖 4-90  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的原因(Q84，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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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哪些視頻網站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以使用 Youtube 收看電視節目的比例最高，佔 73.40%，其次為

線上串流平臺(7.06%)及 APP/軟體(6.32%)。（參見圖 4-91） 

1.01%

1.23%

1.43%

1.55%

1.99%

2.02%

2.19%

2.59%

3.19%

3.49%

4.77%

6.05%

6.32%

7.06%

73.4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線上看TV

風行網

Li TV

Line TV

線上電視臺/新聞網站影片

土豆網

Love TV show

優酷

楓林網

123酷播

愛奇藝

影音整合網站

APP/軟體

線上串流平台

Youtube

N=1,885

 

註：線上串流平臺包含 FB、YAHOO 平臺、TWITCH 等 

APP/軟體包含千尋、KKTV 等 

影音整合網站包含騰訊、芒果 TV、巴哈姆特、Drama Q 等 

線上電視臺/新聞網站影片包含麥卡貝、四季影視、ITV、愛爾達、中央影視、中華影視等 

圖 4-91  使用哪些視頻網站收看電視(Q85，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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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收看的電視節目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主要收看類型為韓劇，佔 26.96%，其次

依序為綜藝節目(22.09%)、外國電影(21.69%)，其餘項目皆不到 2 成。（參見圖 4-92） 

1.18%

1.25%

1.45%

1.64%

1.92%

2.43%

2.70%

2.82%

5.53%

6.07%

6.32%

8.02%

9.04%

10.10%

10.69%

11.44%

12.61%

12.96%

14.05%

21.69%

22.09%

26.96%

0 5 10 15 20 25 30

投資理財節目

烹飪/美食節目

娛樂性談話節目

生態保育節目

旅遊節目

公共論壇、評論／談話節目

閩南語劇

科學新知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動漫

體育運動節目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國片

音樂資訊/歌唱節目

臺灣國語劇

日劇

歐美影集

新聞與氣象報導

大陸劇

外國電影

綜藝節目

韓劇

N=1,528
 

圖 4-92  主要收看的電視節目類型(Q86，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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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天於網路收看影音內容時數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影音內容最多集中在 1~未滿 3 小時，佔

62.61%，其次為 3~未滿 5 小時(16.54%)。（參見圖 4-93） 

1.86%

0.81%

0.41%

0.43%

1.33%

3.71%

12.29%

16.54%

62.6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不知道/拒答

不一定

9~未滿

11小時

11小時

及以上

7~未滿

9小時

5~未滿

7小時

未滿1小時

3~未滿

5小時

1~未滿

3小時

N=1,885

 

圖 4-93  一天於網路收看影音內容時數(Q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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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感受 

1. 對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程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程度以「滿意」為主，佔 89.26%(含

非常滿意 26.70%及滿意 62.56%)，「不滿意」佔 5.82%(含不太滿意 5.07%及非常不滿意

0.75%)，1.15%表示不知道及拒答。（參見圖 4-94） 

非常滿意

26.70%

滿意

62.56%

普通

3.77%

不太滿意

5.07%

非常不滿意

0.75%

不知道/

拒答

1.15%

N=1,885
 

圖 4-94  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度(Q88) 

交叉分析顯示，「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度」的比例在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不同有顯著

差異。（參見附表 A-95） 

 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受訪者對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比例，家中沒有 12 歲以

下小孩(n=1,233 , 89.85%)的比例高於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n=450 , 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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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不滿意網路收看方式的原因，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最高，佔 55.75%，其次為「畫

質不佳」及「節目內容不足」，分別佔 17.40%及 17.03%。 

2.74%

3.70%

1.89%

3.86%

7.09%

8.87%

17.03%

17.40%

55.75%

0 10 20 30 40 50 60

不知道/

拒答

其他

沒有字幕

上網費用太貴

廣告太多

螢幕太小

節目內容不足

畫質不佳

播放流暢度不穩定

N=110

 

圖 4-95  不滿意網路收看方式的原因(Q89，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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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未收視族群 

1. 最近一週未收看電視或網路影片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最近一週未收看電視或網路影片的受訪者主要原因為沒時間，佔

64.24%，其次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21.57%)，其餘項目皆不到 2 成。（參見圖 4-96） 

1.17%

0.11%

1.10%

2.11%

2.12%

2.68%

4.52%

6.38%

21.57%

64.2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不知道/拒答

不想浪費錢

不想浪費時間

不在家

電視壞掉/斷訊無法看

為家人著想

眼睛/身體不好

家裡沒有電視或其他設備可以

收看電視節目

電視節目都不好看

沒時間

N=980

 

圖 4-96  最近一週未收看電視或網路影片的原因(Q90，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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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希望採用何種方式收看電視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未來希望採用何種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在電視機方

面，受訪者採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的比例(37.90%)最高；在桌上/筆記型電腦方面，受訪者使

用電腦上網收看節目或影音內容者的比例(11.52%)最高；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方

面，受訪者使用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節目或影音內容者的比例(17.55%)最高；在車

用電視方面，受訪者主要使用數位無線電視(0.31%)。(參見圖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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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97  未來希望採用何種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影音內容(Q91，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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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視節目滿意度與居住地區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臺灣地區收視行為與滿意度等意見概況，特將居住地區與各類型節目滿意

度進行交叉分析，詳細說明如下： 

一、 民眾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滿意度 

將民眾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除了雲林縣及

嘉義縣的民眾之外，其他 20 縣市民眾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之比例皆高於滿意之

比例，其中以臺北市民眾的不滿意比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之

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表示該縣市民眾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不滿意比例高於滿意的比

例；相反的，淺色代表該縣市民眾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滿意比例高於不滿意比例。 

表 4-1  各縣市民眾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滿意度之比例(Q12)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25.50 11.55 60.93 2.01 

臺北市 16.41 10.78 69.63 3.18 

桃園市 27.99 9.57 60.33 2.10 

臺中市 28.64 12.57 55.63 3.16 

臺南市 34.23 6.51 57.75 1.51 

高雄市 24.33 11.09 61.72 2.86 

宜蘭縣 24.46 8.16 67.38 - 

新竹縣 30.65 11.14 56.85 1.36 

苗栗縣 33.28 8.04 52.30 6.38 

彰化縣 31.51 9.05 56.64 2.80 

南投縣 26.16 6.16 67.69 - 

雲林縣 45.39 11.73 42.88 - 

嘉義縣 46.62 11.61 36.77 5.01 

屏東縣 34.65 6.00 53.35 6.00 

臺東縣 29.66 14.72 48.08 7.54 

花蓮縣 27.57 12.32 57.60 2.51 

澎湖縣 26.78 6.68 53.16 13.38 

基隆市 29.22 13.67 55.14 1.97 

新竹市 23.00 14.63 56.08 6.30 

嘉義市 32.57 2.68 64.75 - 

金門縣 27.90 22.20 49.91 - 

連江縣 29.30 17.73 52.98 - 

全國 27.79 10.43 59.09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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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8  各縣市民眾對本國新聞節目品質滿意度之差異(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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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國與外國戲劇節目收視比重 

將民眾收看戲劇節目類型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宜蘭縣、新竹縣、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嘉義市、金門縣及連江縣的民眾收看臺灣戲

劇節目的比例皆多於收看外國戲劇節目的比例，從看外國戲劇節目較多的比例來看，新北

市、臺北市、高雄市、花蓮縣及基隆市的比例高於 5 成，其他縣市為 2-4 成。茲將各縣市

收視臺灣戲劇節目和外國戲劇節目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表示該縣市民眾看臺灣戲

劇節目比例高於看外國戲劇節目的比例；相反的，淺色代表該縣市民眾看外國戲劇節目比

例高於看臺灣戲劇節目的比例。 

表 4-2  各縣市收視臺灣戲劇節目和外國戲劇節目之比例(Q14)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看臺灣戲劇節目

較多 
差不多 

看外國戲劇節目

較多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41.32 4.80 52.99 0.89 

臺北市 27.53 9.44 62.58 0.44 

桃園市 43.08 7.41 48.37 1.14 

臺中市 41.16 7.71 49.76 1.38 

臺南市 42.91 12.06 44.37 0.66 

高雄市 41.02 6.93 51.13 0.92 

宜蘭縣 56.58 5.57 35.13 2.72 

新竹縣 48.49 7.67 43.83 - 

苗栗縣 35.07 16.38 48.55 - 

彰化縣 65.63 10.43 23.94 - 

南投縣 45.68 4.54 49.78 - 

雲林縣 67.21 6.59 26.20 - 

嘉義縣 46.35 11.68 39.65 2.33 

屏東縣 48.61 9.72 41.67 - 

臺東縣 50.12 - 49.88 - 

花蓮縣 27.13 13.56 54.71 4.61 

澎湖縣 68.68 - 31.32 - 

基隆市 37.27 2.32 60.41 - 

新竹市 39.31 15.34 45.35 - 

嘉義市 48.36 4.03 47.62 - 

金門縣 54.65 - 45.35 - 

連江縣 59.59 10.31 30.10 - 

全國 43.03 7.86 48.3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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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9  各縣市民眾看國內外戲劇之差異(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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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滿意度 

將民眾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臺北市、

新北市、高雄市、南投縣、花蓮縣、新竹市的民眾，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

之比例皆高於滿意之比例。茲將各縣市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感到滿意之比例整理於下

圖，其中深色表示該縣市民眾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不滿意比例高於滿意的比例；相反

的，淺色代表該縣市民眾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滿意比例高於不滿意比例。 

表 4-3  各縣市民眾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滿意度之比例(Q18)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40.40 9.67 38.49 11.45 

臺北市 28.79 8.98 43.72 18.51 

桃園市 42.56 9.18 36.17 12.09 

臺中市 45.24 8.13 34.89 11.74 

臺南市 44.19 10.07 37.64 8.10 

高雄市 39.63 10.15 40.95 9.27 

宜蘭縣 40.28 18.94 32.63 8.15 

新竹縣 58.91 12.87 25.69 2.53 

苗栗縣 48.56 8.22 29.71 13.51 

彰化縣 51.35 12.33 31.55 4.77 

南投縣 34.01 15.96 45.48 4.55 

雲林縣 60.75 8.27 24.45 6.53 

嘉義縣 46.46 16.27 34.95 2.32 

屏東縣 47.13 5.56 37.57 9.74 

臺東縣 78.88 0.00 21.12 - 

花蓮縣 22.63 0.00 63.63 13.74 

澎湖縣 62.47 0.00 31.24 6.29 

基隆市 37.43 9.21 36.96 16.40 

新竹市 30.13 9.15 42.57 18.15 

嘉義市 56.26 3.93 31.85 7.96 

金門縣 54.64 18.11 27.25 - 

連江縣 50.08 20.10 29.82 - 

全國 42.28 9.63 37.37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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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0  各縣市民眾對本國戲劇節目品質滿意度之差異(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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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民眾收視本國和外國電視節目比重，與本國自製戲劇節

目品質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差異。結果發現，收視本國與外國電視節目比重不同的民眾，

其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的滿意度有所不同(F(4,1704)=96.429,P<0.05)，民眾對自製戲

劇節目品質滿意度的確會因為收視本國與外國電視節目比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都看臺灣電視節目(2.45)及看臺灣電視節目較多(2.60)的民眾，對本國自製

戲劇節目的滿意度，優於看外國電視節目較多(3.48)、都看外國電視節目(4.29)的民眾；看

本國與外國戲劇收視比重差不多(2.78)的民眾，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滿意度，優於看外國

電視節目較多(3.48)、都看外國電視節目(4.29)的民眾。 

表 4-4  收視臺灣和外國戲劇節目比重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滿意度(Q3) 

收視本國和外國戲劇節目比重 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滿意度 

都看臺灣戲劇節目 2.45 

看臺灣戲劇節目較多 2.60 

差不多 2.78 

看外國戲劇節目較多 3.48 

都看外國戲劇節目 4.29 

整體平均 3.02 

註：數值越小表示滿意度越高，1=非常滿意，2=還算滿意，3=普通，4=不太滿意，5=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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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對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品質滿意度 

將民眾對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品質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 22 縣市

的民眾，對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品質感到滿意之比例皆高於不滿意之比例，而以南投縣、金

門縣及連江縣對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高於 3 成。 

表 4-5  各縣市民眾對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品質滿意度之比例(Q22)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沒看過本國自

製綜藝節目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61.63 12.42 22.28 1.84 1.83 

臺北市 52.12 13.36 25.60 4.44 4.48 

桃園市 62.43 9.97 22.03 3.09 2.49 

臺中市 61.11 12.80 21.64 1.48 2.96 

臺南市 58.15 15.90 19.44 3.59 2.92 

高雄市 62.33 12.97 19.31 1.62 3.77 

宜蘭縣 51.41 15.25 24.17 6.12 3.06 

新竹縣 74.99 12.54 9.97 - 2.50 

苗栗縣 68.70 11.21 9.04 6.65 4.39 

彰化縣 62.72 21.26 12.84 - 3.18 

南投縣 59.80 9.97 30.23 - - 

雲林縣 68.43 6.61 21.68 1.64 1.64 

嘉義縣 69.30 12.83 7.66 7.62 2.59 

屏東縣 57.80 9.36 28.13 1.54 3.17 

臺東縣 75.02 18.75 6.23 - - 

花蓮縣 68.87 - 24.85 - 6.29 

澎湖縣 63.85 18.17 17.97 - - 

基隆市 71.44 3.66 24.90 - - 

新竹市 44.51 13.98 27.57 8.36 5.58 

嘉義市 78.40 - 17.33 4.27 - 

金門縣 66.58 - 33.42 - - 

連江縣 49.83 20.10 30.07 - - 

全國 61.23 12.48 20.90 2.5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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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眾對體育節目品質滿意度 

將民眾對體育節目品質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 22 縣市的民眾，

對體育節目品質感到滿意之比例皆高於不滿意之比例，而以宜蘭縣、嘉義縣、屏東縣、臺

東縣及連江縣對體育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高於 1 成。 

表 4-6  各縣市民眾對體育節目品質滿意度之比例(Q26)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85.31 5.40 6.64 2.65 

臺北市 91.32 3.46 5.22 - 

桃園市 88.20 2.90 8.90 - 

臺中市 89.87 4.03 6.10 - 

臺南市 80.06 3.37 9.89 6.68 

高雄市 85.46 7.26 1.78 5.50 

宜蘭縣 73.06 13.30 13.64 - 

新竹縣 92.29 7.71 - - 

苗栗縣 100.00 - - - 

彰化縣 94.05 5.95 - - 

南投縣 80.22 19.78 - - 

雲林縣 100.00 - - - 

嘉義縣 75.05 - 12.40 12.55 

屏東縣 66.49 11.13 11.13 11.24 

臺東縣 75.01 - 24.99 - 

花蓮縣 91.04 - 8.96 - 

澎湖縣 66.46 - - 33.54 

基隆市 89.95 10.05 - - 

新竹市 88.91 11.09 - - 

嘉義市 100.00 - - - 

金門縣 100.00 - - - 

連江縣 66.49 - 33.51 - 

全國 86.78 5.20 5.70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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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民眾對電影節目品質滿意度 

將民眾對電影節目品質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 22 縣市的民眾，

對體育節目品質感到滿意之比例皆高於不滿意之比例，而以臺南市、雲林縣、屏東縣、澎

湖縣及嘉義市對電影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比例高於 2 成。 

表 4-7  各縣市民眾對電影節目品質滿意度之比例(Q30)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79.35 7.08 11.71 1.87 

臺北市 78.44 10.51 10.41 0.65 

桃園市 74.99 4.84 18.53 1.65 

臺中市 77.71 5.71 15.12 1.45 

臺南市 73.49 4.89 21.62 - 

高雄市 75.10 4.73 16.12 4.06 

宜蘭縣 79.29 3.45 13.88 3.37 

新竹縣 73.51 5.22 16.08 5.19 

苗栗縣 71.79 20.31 7.90 - 

彰化縣 71.96 7.42 18.73 1.89 

南投縣 83.21 8.44 8.35 - 

雲林縣 75.16 - 24.84 - 

嘉義縣 72.48 9.12 18.40 - 

屏東縣 75.06 - 24.94 - 

臺東縣 75.23 8.19 16.57 - 

花蓮縣 74.81 5.03 15.09 5.07 

澎湖縣 79.93 - 20.07 - 

基隆市 75.98 3.38 17.20 3.43 

新竹市 70.45 11.02 14.78 3.76 

嘉義市 66.87 - 33.13 - 

金門縣 66.60 16.58 16.81 - 

連江縣 85.80 14.20 - - 

全國 76.26 6.48 15.4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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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平臺滿意度與居住地區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臺灣地區收視行為與滿意度等意見概況，特將居住地區與平臺使用滿意度

進行交叉分析，詳細說明如下： 

一、 民眾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度 

將民眾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 22 縣市民眾對數

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之比例皆高於不滿意之比例，其中以嘉義市及新竹市民眾的不滿意比

例最高。 

表 4-8  各縣市民眾對數位有線電視滿意度之比例(Q46)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69.37 11.02 16.72 2.90 

臺北市 62.14 16.11 18.49 3.26 

桃園市 60.41 9.77 28.09 1.72 

臺中市 64.94 7.19 24.22 3.65 

臺南市 59.37 9.19 29.29 2.15 

高雄市 62.84 9.11 24.30 3.75 

宜蘭縣 67.07 18.94 12.46 1.52 

新竹縣 53.78 11.51 31.80 2.90 

苗栗縣 55.35 10.72 30.27 3.65 

彰化縣 66.97 11.62 19.83 1.58 

南投縣 63.27 7.68 29.05 - 

雲林縣 59.96 7.22 29.58 3.24 

嘉義縣 54.04 13.63 24.69 7.64 

屏東縣 74.08 8.66 14.92 2.34 

臺東縣 92.83 - - 7.17 

花蓮縣 59.23 14.95 18.04 7.77 

澎湖縣 56.72 15.16 20.08 8.03 

基隆市 65.44 4.52 21.41 8.63 

新竹市 50.10 11.36 36.99 1.56 

嘉義市 50.63 9.64 39.74 - 

金門縣 100.00 - - - 

連江縣 76.63 23.37 - - 

全國 63.50 10.67 22.77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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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度 

將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除了基隆市之外，

其餘 21 縣市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之比例皆高於不滿意之比例，其中以澎湖縣及基

隆市民眾的不滿意比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

中深色表示該縣市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不滿意比例高於滿意的比例；相反的，淺色代表該

縣市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滿意比例高於不滿意比例。 

表 4-9  各縣市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滿意度之比例(Q53)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65.30 10.92 19.88 3.91 

臺北市 72.70 5.65 15.12 6.53 

桃園市 63.77 9.65 24.82 1.77 

臺中市 66.09 6.25 24.59 3.08 

臺南市 61.26 5.96 30.72 2.07 

高雄市 75.74 6.88 13.12 4.25 

宜蘭縣 65.26 20.67 6.95 7.11 

新竹縣 71.76 5.30 16.58 6.36 

苗栗縣 52.19 - 35.47 12.34 

彰化縣 59.42 14.23 26.34 - 

南投縣 77.34 7.81 6.82 8.03 

雲林縣 77.97 6.31 15.72 - 

嘉義縣 67.16 10.92 21.92 - 

屏東縣 89.11 - 10.89 - 

臺東縣 73.26 26.74 - - 

花蓮縣 91.16 - 8.84 - 

澎湖縣 54.79 - 45.21 - 

基隆市 17.24 17.92 49.12 15.72 

新竹市 74.15 - 25.85 - 

嘉義市 57.47 7.72 34.82 - 

金門縣 100.00 - - - 

連江縣 100.00 - - - 

全國 68.52 7.89 20.66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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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1  各縣市民眾對數位無線電視滿意度之差異(Q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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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對中華電信 MOD 的滿意度 

將民眾對中華電信 MOD 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除了澎湖縣之

外，其餘 21 縣市民眾對中華電信 MOD 感到滿意之比例皆高於不滿意之比例，其中以澎湖

縣、嘉義市及新竹縣民眾的不滿意比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對中華電信 MOD 感到滿意之比

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表示該縣市民眾對中華電信 MOD 不滿意比例高於滿意的比例；

相反的，淺色代表該縣市民眾對中華電信 MOD 滿意比例高於不滿意比例。 

表 4-10  各縣市民眾對中華電信 MOD 滿意度之比例(Q65)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66.21 12.41 20.53 0.86 

臺北市 82.27 4.24 10.54 2.94 

桃園市 81.77 8.02 10.21 - 

臺中市 76.85 9.43 13.71 - 

臺南市 70.40 9.42 20.18 - 

高雄市 75.38 4.10 17.48 3.04 

宜蘭縣 73.29 6.16 14.39 6.16 

新竹縣 46.53 22.42 31.06 - 

苗栗縣 75.32 12.14 12.54 - 

彰化縣 71.92 7.15 13.83 7.10 

南投縣 68.78 17.09 14.14 - 

雲林縣 91.41 8.59 - - 

嘉義縣 69.27 15.44 15.29 - 

屏東縣 70.43 4.58 19.58 5.41 

臺東縣 88.45 11.55 - - 

花蓮縣 72.27 6.35 21.38 - 

澎湖縣 39.55 - 60.45 - 

基隆市 88.63 - 11.37 - 

新竹市 72.12 14.64 13.24 - 

嘉義市 52.18 11.09 36.73 - 

金門縣 72.49 27.51 - - 

連江縣 100.00 - - - 

全國 74.15 8.87 15.53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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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2  各縣市民眾對中華電信 MOD 滿意度之差異(Q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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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對網路收視電視節目的滿意度 

將民眾對使用網路平臺收視的滿意度與居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 22 縣市民眾

對使用網路平臺收視感到滿意之比例皆高於不滿意之比例，其中以澎湖縣、新竹縣、彰化

縣、基隆市及金門縣民眾的不滿意比例最高。 

表 4-11  各縣市民眾對網路收視電視節目滿意度之比例(Q88) 

單位：% 

          項目 

居住地區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不知道/拒答 

新北市 90.88 4.19 4.18 0.75 

臺北市 91.15 3.44 4.95 0.45 

桃園市 93.15 1.81 5.04 - 

臺中市 89.51 1.39 6.81 2.29 

臺南市 90.53 5.61 2.60 1.26 

高雄市 89.28 4.38 4.26 2.07 

宜蘭縣 85.69 4.84 6.86 2.61 

新竹縣 74.78 6.73 16.36 2.14 

苗栗縣 89.23 2.55 8.22 - 

彰化縣 80.83 4.65 13.20 1.32 

南投縣 90.63 2.96 6.41 - 

雲林縣 94.52 5.48 - - 

嘉義縣 92.34 2.54 2.57 2.54 

屏東縣 87.29 3.79 7.17 1.74 

臺東縣 91.57 - 8.43 - 

花蓮縣 78.72 12.92 8.37 - 

澎湖縣 81.82 - 18.18 - 

基隆市 81.43 3.07 15.50 - 

新竹市 82.57 8.56 5.85 3.02 

嘉義市 95.93 - 4.07 - 

金門縣 89.71 - 10.29 - 

連江縣 100.00 - - - 

全國 89.26 3.77 5.8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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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收視行為與居住地區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收視行為，及其對於傳播問題與政策之意見，

因此將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的居住地區與節目分級、電視新聞及共同收視成員進行交叉分

析，詳細說明如下： 

一、 對於電視節目分級制度的認知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時，會注意節目分級的比例為 53.99%，經

交叉分析後發現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

嘉義縣、臺東縣、澎湖縣、新竹市、嘉義市、連江縣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會注意

節目分級的比例低於全國。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制度

認知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會注意節目分級

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會注意節目分級的比例低於全國。 

表 4-12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會注意節目分級制度之比例(Q35) 

單位：% 

          注意狀況 

居住地區 
會注意節目分級 

          注意狀況 

居住地區 
會注意節目分級 

新北市 48.90 雲林縣 71.20 

臺北市 52.25 嘉義縣 48.14 

桃園市 51.93 屏東縣 55.80 

臺中市 62.31 臺東縣 42.67 

臺南市 56.14 花蓮縣 61.07 

高雄市 60.01 澎湖縣 49.58 

宜蘭縣 47.97 基隆市 59.11 

新竹縣 44.65 新竹市 45.58 

苗栗縣 52.28 嘉義市 39.99 

彰化縣 51.20 金門縣 74.84 

南投縣 35.12 連江縣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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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3  各縣市民眾會注意節目分級之差異(Q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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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對於節目分級制度之級數與級別認知皆正確的比例為

17.52%，經交叉分析後發現新北市、臺中市、宜蘭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屏東縣、

臺東縣、澎湖縣、新竹市、金門縣、連江縣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對於節目分級制

度之級數與級別認知皆正確的比例低於全國。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對於

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正確認知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

之民眾對於節目分級制度有正確認知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對於節目分級制度有正確

認知的比例低於全國。 

表 4-13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對節目分級制度正確認知之比例(Q36) 

單位：% 

          認知狀況 

居住地區 
級數與級別皆正確 

          認知狀況 

居住地區 
級數與級別皆正確 

新北市 14.44 雲林縣 19.85 

臺北市 24.90 嘉義縣 26.08 

桃園市 21.10 屏東縣 11.03 

臺中市 17.37 臺東縣 - 

臺南市 17.89 花蓮縣 22.05 

高雄市 17.52 澎湖縣 - 

宜蘭縣 7.25 基隆市 29.31 

新竹縣 21.04 新竹市 13.62 

苗栗縣 12.89 嘉義市 19.99 

彰化縣 15.06 金門縣 12.48 

南投縣 11.65 連江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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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4  各縣市民眾知道節目分級級別與級數之差異(Q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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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視節目分級制度之改進地方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廣告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的比例為 17.87%，經

交叉分析後發現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南投縣、花蓮縣、

嘉義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廣告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的比例高於全國，

其中以嘉義市比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廣告內容也應該進

行分級」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廣告

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認為「廣告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的比

例低於全國。 

表 4-14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廣告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之比例(Q37) 

單位：%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廣告內容也應該 

進行分級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廣告內容也應該 

進行分級 

新北市 13.93 雲林縣 11.54 

臺北市 19.49 嘉義縣 8.78 

桃園市 21.78 屏東縣 14.88 

臺中市 18.00 臺東縣 14.27 

臺南市 21.46 花蓮縣 22.09 

高雄市 19.98 澎湖縣 16.44 

宜蘭縣 14.75 基隆市 11.45 

新竹縣 20.95 新竹市 9.18 

苗栗縣 17.40 嘉義市 39.54 

彰化縣 17.54 金門縣 12.48 

南投縣 29.37 連江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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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5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廣告內容要分級之比例(Q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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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的比

例為 17.85%，經交叉分析後發現高雄市、新竹縣、南投縣、花蓮縣、基隆市、嘉義市、金

門縣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的比例高於

全國，其中以嘉義市比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應嚴格規定

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

民眾認為「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認為「應嚴格

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的比例低於全國。 

表 4-15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之比例

(Q37)  

單位：%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

節目播放時段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

節目播放時段 

新北市 15.02 雲林縣 14.37 

臺北市 16.97 嘉義縣 17.69 

桃園市 16.90 屏東縣 14.85 

臺中市 16.55 臺東縣 - 

臺南市 17.83 花蓮縣 27.72 

高雄市 23.33 澎湖縣 16.83 

宜蘭縣 11.28 基隆市 23.68 

新竹縣 20.95 新竹市 9.11 

苗栗縣 12.94 嘉義市 70.14 

彰化縣 17.49 金門縣 37.50 

南投縣 23.61 連江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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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6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應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之比例(Q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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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的比例為 17.17%，經

交叉分析後發現臺北市、桃園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嘉義縣、基隆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的比例高於全國，其中以桃園市比

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之比例

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

分級」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認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的比例低於全國。 

表 4-16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之比例(Q37) 

單位：%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新聞內容也應該 

進行分級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新聞內容也應該 

進行分級 

新北市 17.04 雲林縣 14.21 

臺北市 19.37 嘉義縣 21.87 

桃園市 25.15 屏東縣 10.95 

臺中市 14.42 臺東縣 - 

臺南市 20.35 花蓮縣 16.51 

高雄市 19.15 澎湖縣 16.52 

宜蘭縣 14.89 基隆市 17.59 

新竹縣 20.94 新竹市 4.69 

苗栗縣 12.95 嘉義市 9.77 

彰化縣 11.20 金門縣 12.48 

南投縣 11.89 連江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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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7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新聞內容要分級之比例(Q37) 



178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分級標示應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的比例為

15.71%，經交叉分析後發現臺北市、高雄市、新竹縣、南投縣、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

嘉義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分級標示應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的比例高於

全國，其中以臺東縣比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分級標示應

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

眾認為「分級標示應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認為「分級標示應

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的比例低於全國。 

表 4-17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分級標示應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之比例

(Q37) 

單位：%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分級標示應以 

數字標示年齡限制 

          分級改善 

居住地區 

分級標示應以 

數字標示年齡限制 

新北市 14.87 雲林縣 8.53 

臺北市 19.38 嘉義縣 17.38 

桃園市 15.09 屏東縣 29.50 

臺中市 12.82 臺東縣 42.97 

臺南市 15.49 花蓮縣 11.03 

高雄市 20.95 澎湖縣 - 

宜蘭縣 14.97 基隆市 5.73 

新竹縣 18.32 新竹市 8.94 

苗栗縣 13.11 嘉義市 29.83 

彰化縣 11.15 金門縣 12.48 

南投縣 17.76 連江縣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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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8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分級標示應以數字標示年齡限制之比例

(Q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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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內電視新聞之問題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的比例為

11.51%，經交叉分析後發現臺北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雲林縣、屏東縣、新竹市、

金門縣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的比例高於

全國，其中以屏東縣比例最高。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認為「新聞對血腥

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

眾認為「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認為「新聞對血腥

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的比例低於全國。 

表 4-18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之比例

(Q13)                              單位：% 

          節目問題 

居住地區 

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

處理不妥當 

           節目問題 

居住地區 

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

處理不妥當 

新北市 9.66 雲林縣 30.19 

臺北市 13.05 嘉義縣 - 

桃園市 8.07 屏東縣 33.31 

臺中市 6.51 臺東縣 - 

臺南市 22.67 花蓮縣 - 

高雄市 15.41 澎湖縣 - 

宜蘭縣 9.10 基隆市 - 

新竹縣 16.35 新竹市 12.33 

苗栗縣 - 嘉義市 - 

彰化縣 8.77 金門縣 25.05 

南投縣 - 連江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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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9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認為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之比例

(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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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同收視成員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和小孩一起看電視之比例為 45.39%，將共同收視對象與居

住地區交叉分析後發現，桃園市、臺南市、宜蘭縣、新竹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

花蓮縣、基隆市、新竹市、金門縣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會和小孩一起看電視的比例高

於全國，其中以基隆市為最高。茲將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會和小孩一起看電

視之比例整理於下圖，其中深色代表該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之民眾會和小孩一起看電

視之比例高於全國，淺色表示會和小孩一起看電視的比例低於全國。 

表 4-19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和小孩一起看電視之比例(Q1) 

單位：% 

    共同收視成員 

 

居住地區 

小孩 

      共同收視成員 

 

居住地區 

小孩 

新北市 42.41 雲林縣 54.23 

臺北市 36.34 嘉義縣 48.08 

桃園市 53.00 屏東縣 55.95 

臺中市 43.51 臺東縣 13.94 

臺南市 54.72 花蓮縣 50.15 

高雄市 40.88 澎湖縣 33.89 

宜蘭縣 48.41 基隆市 64.76 

新竹縣 63.16 新竹市 45.49 

苗栗縣 34.63 嘉義市 - 

彰化縣 42.51 金門縣 49.83 

南投縣 35.31 連江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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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0  各縣市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民眾和小孩一起看電視之比例(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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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收視使用行為與平臺滿意度差異分析 

一、 平日不同收視時間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將民眾平日的收視時間與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在數位無線電

視、MOD、雲端多媒體播放器、聯網/智慧電視平臺，平日收視時間較長的民眾對於收視

平臺的滿意度會較收視時間短的民眾高，而數位有線電視、直播衛星、網路平臺，平日收

視時間較短的民眾對於收視平臺的滿意度會較收視時間長的民眾高。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民眾平日收視時間，與平臺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差異。結果

發現，平日收視時間的不同，對於數位無線電視滿意度具有顯著的差異，而平日收視時間

的不同，對於其他平臺滿意度皆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 4-20  平日不同收視時間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收視平臺 

 

平日收視時間 

*數位 

無線 

電視 

數位 

有線 

電視 

直播 

衛星 
MOD 

雲端 

多媒體

播放器 

聯網/智

慧電視 
網路 

未滿 1 小時 2.66 2.62 - 2.68 2.52 2.00 2.08 

1~未滿 3 小時 2.45 2.52 2.78 2.28 2.00 1.79 1.87 

3~未滿 5 小時 2.49 2.58 4.00 2.26 1.94 1.87 1.86 

5~未滿 7 小時 2.45 2.56 3.00 2.29 1.91 2.50 1.95 

7~未滿 9 小時 3.56 2.66 - 2.46 - 1.49 2.03 

9~未滿 11 小時 1.38 2.92 - 2.95 1.00 - 1.96 

11 小時以上 1.00 2.83 - 2.15 - - 2.12 

總計 2.45 2.57 2.99 2.30 1.94 1.88 1.89 

註：數值越小表示滿意度越高，1=非常滿意，2=還算滿意，3=普通，4=不太滿意，5=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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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假日不同收視時間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將民眾假日的收視時間與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在 MOD、網路

平臺，假日收視時間較長的民眾對於收視平臺的滿意度會較收視時間短的民眾高，而數位

無線電視、數位有線電視、直播衛星、雲端多媒體播放器、聯網/智慧電視，假日收視時間

較短的民眾對於收視平臺的滿意度會較收視時間長的民眾高。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民眾假日收視時間，與平臺滿意度之間是否具有差異。結果

發現，假日收視時間的不同，對於所有收視平臺滿意度皆無顯著的差異。 

表 4-21  假日不同收視時間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收視平臺 

 

假日收視時間 

數位 

無線 

電視 

數位 

有線 

電視 

直播 

衛星 
MOD 

雲端 

多媒體

播放器 

聯網/智

慧電視 
網路 

未滿 1 小時 2.64 2.79 - 2.32 - - 1.75 

1~未滿 3 小時 2.51 2.52 - 2.33 1.90 1.68 1.88 

3~未滿 5 小時 2.39 2.58 2.94 2.27 1.88 1.95 1.86 

5~未滿 7 小時 2.50 2.52 2.98 2.35 2.20 1.63 1.94 

7~未滿 9 小時 2.48 2.44 3.00 2.16 2.10 2.06 1.83 

9~未滿 11 小時 2.71 2.73 - 1.83 - - 1.81 

11 小時以上 2.77 2.83 - 1.95 - - 1.65 

總計 2.45 2.57 2.99 2.30 1.94 1.88 1.89 

註：數值越小表示滿意度越高，1=非常滿意，2=還算滿意，3=普通，4=不太滿意，5=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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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日不同收視時段的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將民眾平日的收視時段與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民眾對於各平臺

的滿意度在各個收視時段的差異不大。 

表 4-22  平日不同收視時段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收視平臺 

 

平日收視時段 

數位 

無線 

電視 

數位 

有線 

電視 

直播 

衛星 
MOD 

雲端 

多媒體

播放器 

聯網/智

慧電視 
網路 

凌晨(00:00-5:59) 2.29 2.74 - 2.12 2.04 2.00 1.79 

早上(6:00-11:59) 2.26 2.69 - 2.22 1.47 2.40 2.01 

下午(12:00-17:59) 2.59 2.59 - 2.19 1.78 2.27 1.92 

晚上(18:00-23:59) 2.46 2.54 2.99 2.25 1.96 1.82 1.87 

總計 2.45 2.57 2.99 2.30 1.94 1.88 1.89 

註 1：數值越小表示滿意度越高，1=非常滿意，2=還算滿意，3=普通，4=不太滿意，5=非常不滿意。2.收視時

段為複選題。 

四、 假日不同收視時段的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將民眾假日的收視時段與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交叉分析後，結果發現民眾對於各平臺

的滿意度在各個收視時段的差異不大。 

表 4-23  假日不同收視時段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收視平臺 

 

假日收視時段 

數位 

無線 

電視 

數位 

有線 

電視 

直播 

衛星 
MOD 

雲端 

多媒體

播放器 

聯網/智

慧電視 
網路 

凌晨(00:00-5:59) 2.69 2.75 - 2.09 2.34 2.00 1.84 

早上(6:00-11:59) 2.44 2.59 4.00 2.35 2.00 1.39 1.82 

下午(12:00-17:59) 2.46 2.47 - 2.26 2.02 1.75 1.82 

晚上(18:00-23:59) 2.43 2.58 3.14 2.21 2.01 1.71 1.86 

總計 2.45 2.57 2.99 2.30 1.94 1.88 1.89 

註 1：數值越小表示滿意度越高，1=非常滿意，2=還算滿意，3=普通，4=不太滿意，5=非常不滿意。2.收視時

段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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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收視節目類型的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收看新聞類節目所使用的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雲端多媒體滿度 (n=24 , 

95.95%)、智慧電視(n=29, 90.29%)、網路收看(n=967 , 88.83%)；收看戲劇類節目所使用平

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884 , 90.27%)、雲端多媒體(n=24, 88.69%)、智慧電視

(n=21 , 81.42%)；收看綜藝類節目所使用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766 , 

92.19%)、智慧電視(n=19, 86.81%)、雲端多媒體(n=12 , 74.51%)；收看體育類節目所使用平

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178 , 89.52%)、MOD(n=66, 84.77%)、智慧電視(n=5 , 

79.39%)；收看電影類節目所使用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572 , 90.38%)、智

慧電視(n=16, 89.33%)、雲端多媒體(n=17 , 81.41%)；收看其他類節目所使用平台滿意度前

三名，分別為智慧電視(n=15 , 92.63%)、雲端多媒體(n=9, 88.97 %)、網路收看(n=497 , 88.63 

%)。 

表 4-24  不同收視節目類型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數位有線 
 Total  

  

數位無線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新聞類 64.57 11.39 24.05 2,030 新聞類 67.97 8.28 23.75 452 

戲劇類 66.85 10.26 22.88 1,314 戲劇類 73.35 8.73 17.92 314 

綜藝類 69.12 9.14 21.74 1,206 綜藝類 71.61 8.21 20.18 283 

體育類 70.69 10.20 19.10 355 體育類 67.52 13.50 18.97 32 

電影類 67.63 9.84 22.53 943 電影類 67.80 8.17 24.03 72 

其他類 59.68 12.39 27.94 797 其他類 69.47 8.58 21.94 158 

 

  

小耳朵 
Total 

  

MOD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新聞類 60.38 - 39.62 5 新聞類 72.37 9.05 18.57 423 

戲劇類 50.58 25.56 23.86 4 戲劇類 74.17 10.50 15.33 271 

綜藝類 34.31 - 65.69 3 綜藝類 79.19 9.66 11.15 252 

體育類 - - - - 體育類 84.77 2.27 12.95 78 

電影類 53.64 - 46.36 2 電影類 79.46 9.59 10.96 205 

其他類 - - - - 其他類 75.18 9.12 15.70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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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多媒體 
Total 

  

智慧電視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新聞類 95.95 - 4.05 25 新聞類 90.29 9.71 - 32 

戲劇類 88.69 7.57 3.74 27 戲劇類 81.42 18.58 - 26 

綜藝類 74.51 19.18 6.31 16 綜藝類 86.81 8.25 4.95 22 

體育類 76.35 23.65 - 4 體育類 79.39 20.61 - 6 

電影類 81.41 13.84 4.75 21 電影類 89.33 4.77 5.91 18 

其他類 88.97 11.03 - 10 其他類 92.63 7.37 - 17 

 

  

網路收看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新聞類 88.83 4.39 6.77 1,088 

戲劇類 90.27 3.78 5.95 979 

綜藝類 92.19 2.64 5.16 831 

體育類 89.52 4.69 5.80 199 

電影類 90.38 3.36 6.26 632 

其他類 88.63 4.67 6.70 561 

 

六、 不同收視地點的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在住家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 (n=1,613 , 

90.12%)、雲端多媒體(n=37 , 85.70%)、智慧電視(n=42 , 85.48%)；在捷運站、火車站、公

車站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24 , 90.94%)、數位有

線(n=24 , 86.07%)。其餘平台樣本數皆不超過 5，故不列入比較；在學校收看電視節目或影

片的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36 , 100.00%)、數位有線(n=19 , 86.97%)。其

餘平台樣本數皆不超過 5，故不列入比較；在大眾交通工具上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平台

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46 , 86.63%)、數位有線(n=23 , 69.73%)。其餘平台樣本

數皆不超過 5，故不列入比較；在工作地點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

別為網路收看(n=162 , 85.67%)、數位無線(n=27 , 74.77%)、數位有線(n=85 , 60.75%)；在戶

外街道上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n=34 , 94.23%)、數

位有線(n=14 , 52.78%)。其餘平台樣本數皆不超過 5，故不列入比較；在吃飯的店家/便利

商店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平台滿意度前三名，分別為網路收看 (n=64 , 89.33%)、

MOD(n=15 , 81.03%)、數位有線(n=33 , 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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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不同收視地點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數位有線 Total 數位無線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數 

住家 65.56 10.99 23.45 2,853 70.70 8.09 21.21 604 

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 86.07 - 13.93 28 62.85 - 37.15 5 

學校 86.97 8.71 4.32 22 100.00 - - 1 

大眾交通工具上 69.73 10.79 19.48 34 48.55 - 51.45 8 

工作地點 60.75 12.00 27.25 140 74.77 10.79 14.44 36 

戶外街道上 52.78 11.17 36.05 26 40.48 37.28 22.24 5 

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 69.99 5.92 24.09 48 55.68 10.43 33.89 17 

         

  

小耳朵 Total MOD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數 

住家 42.25 15.53 42.22 7 75.01 9.05 15.94 621 

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 - - - - 83.90 16.10 - 6 

學校 - - - - 59.47 27.98 12.55 7 

大眾交通工具上 - - - - 48.27 25.55 26.18 8 

工作地點 - 100.00 - 1 72.45 9.16 18.39 33 

戶外街道上 - - - - 81.70 - 18.30 5 

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 - - - - 81.03 4.34 14.62 18 

         

  

雲端多媒體 Total 智慧電視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數 

住家 85.70 11.97 2.33 43 85.48 12.34 2.18 50 

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 100.00 - - 1 100.00 - - 2 

學校 - - - - - - - - 

大眾交通工具上 100.00 - - 1 - - - - 

工作地點 58.21 22.31 19.48 5 77.57 22.43 - 5 

戶外街道上 - 48.93 51.07 2 100.00 - - 1 

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 100.00 - - 2 100.00 - - 2 

     

  

網路收看 Total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計數 

住家 90.12 3.86 6.02 1789 

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 90.94 - 9.06 40 

學校 100.00 - 0.00 36 

大眾交通工具上 86.63 2.12 11.25 53 

工作地點 85.67 5.87 8.46 189 

戶外街道上 94.23 2.60 3.17 36 

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 89.33 6.22 4.4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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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使用不同收視載具的民眾對各收視平臺的滿意度 

將民眾對各類型節目的收看載具及平台進行比較，各類型節目皆以用電視機收看數位

有線電視系統的比例最高，次高則為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網收看。新聞類節目及體育類節

目，民眾會用電視機收看中華電信 MOD 為第三高；戲劇類、電影類及其他類節目，民眾

會以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為第三高；綜藝類節目及新聞類節目則以電視機收看數

位無線電視為第三高。 

表 4-26  各類型節目收看的載具及平台(Q26) 

 單位：% 

           載具 

節目類型 
最高 次高 第三高 

新聞類節目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系統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

網收看 

1. 電視機收看數位無

線電視 

2. 電視機收看中華電

信 MOD 

戲劇類節目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系統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

網收看 

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上網收看 

綜藝類節目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系統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

網收看 

電視機收看數位無線

電視 

體育類節目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系統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

網收看 

電視機收看中華電信

MOD 

電影類節目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系統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

網收看 

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上網收看 

其他類節目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系統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

網收看 

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

上網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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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收視使用行為與人口變項差異分析 

一、 不同性別的民眾對各節目類型收視使用行為的差異 

針對男性及女性在各節目類型的收視行為進行匯整，不同性別在「新聞節目品質滿意

度」、「收看台灣或外國戲劇」、「電影類節目品質滿意度」項目具有顯著差異，其他收視行

為並不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4-27  不同性別在各類型節目收視行為之差異 

不同節目類型收視行為 男性 女性 

收看新聞類節目的方式與滿意度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60.99% 63.41% 

 在住家收看  98.47% 98.57% 

 新聞類節目數量太多  50.14% 49.75% 

 節目品質不滿意 * 58.33% 59.92% 

 不滿意原因為「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  45.24% 45.77% 

收看戲劇類節目的方式與滿意度  
  

 收看台灣戲劇較多 *** 34.67% 42.14% 

 
收看外國戲劇主要為歐美劇  57.03% 74.78%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51.81% 51.88% 

 
在住家收看  98.96% 98.39% 

 
節目品質滿意  43.13% 41.82% 

 
不滿意主因為劇情不吸引人  55.81% 58.41% 

收看綜藝類節目的方式與滿意度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51.58% 60.32% 

 
在住家收看  98.60% 99.09% 

 
節目品質滿意  61.89% 60.69% 

 
不滿意主因為內容品質不佳  93.13% 90.63% 

收看體育類節目的方式與滿意度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66.81% 67.75% 

 
在住家收看  98.34% 96.60% 

 
節目品質滿意  87.74% 82.36% 

 
不滿意主因為節目種類太少  57.30% 33.02% 

收看電影類節目的方式與滿意度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60.31% 62.62% 

 
在住家收看  99.37% 99.14% 

 
節目品質滿意 *** 75.10% 77.89% 

 
不滿意主因為重播率太高  84.73% 85.51% 

收看其他類的方式為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50.43% 59.61% 

註 1：* 表 p 值< 0.05；** 表 p 值< 0.01；*** 表 p 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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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性別的民眾對各收視平台使用行為的差異 

針對男性及女性在各收視平台使用滿意度進行匯整，不同性別在「數位有線電視使用

滿意度」項目具有顯著差異，其他使用滿意度並不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4-28  不同性別在各收視平台使用滿意度之差異 

各收視平台使用滿意度 
 

男性 女性 

對數位有線電視滿意 * 63.39% 63.60% 

對數位無線電視滿意  69.51% 67.52% 

對直播衛星感到滿意  47.39% 50.18% 

對 MOD 感到滿意  76.56% 71.41% 

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感到滿意  93.87% 80.95% 

對聯網/智慧電視感到滿意  91.95% 76.05% 

對網路收看方式感到滿意  89.36% 89.17% 

註 1：* 表 p 值< 0.05；** 表 p 值< 0.01；*** 表 p 值< 0.001。 

三、 不同年齡的民眾對各節目類型收視使用行為的差異 

針對不同年齡在各節目類型的收視行為進行匯整，不同年齡在「新聞節目品質滿意

度」、「收看台灣或外國戲劇」、「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滿意度」、「本國自製綜藝節目品質

滿意度」、「體育類節目品質滿意度」、「電影類節目品質滿意度」項目具有顯著差異，其他

收視行為並不會因年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4-29  不同年齡在各類型節目收視行為之差異 

不同節目類型收視行為  13-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平日較常收看的節目類型依序為              

1.新聞與氣象報導  36.77% 47.87% 56.31% 62.55% 64.63% 62.06% 

2.綜藝節目  27.09% 28.67% 19.28% 19.17% 17.08% 22.24% 

3.外國電影  19.24% 20.26% 18.62% 15.97% 16.84% 16.31% 

假日較常收看的節目類型依序為              

1.綜藝節目  34.76% 37.57% 40.36% 47.20% 47.73% 46.00% 

2.新聞與氣象報導  33.77% 35.09% 32.04% 27.19% 21.55% 17.54% 

3.外國電影  24.05% 31.06% 31.02% 26.61% 21.23% 14.09% 

對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 *** 49.42% 60.46% 62.98% 66.63% 66.45% 48.34% 

收看台灣戲劇較多 *** 40.86% 46.82% 43.87% 40.08% 39.89% 32.07% 

本國自製戲劇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 *** 74.39% 51.29% 45.03% 45.33% 51.74% 39.29% 

本國自製綜藝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 *** 79.73% 68.58% 60.88% 56.20% 52.32% 56.32% 

體育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 **a 89.45% 89.81% 87.80% 85.87% 85.57% 84.53% 

電影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 *** 99.07% 91.55% 81.12% 71.72% 61.53% 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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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年齡的民眾對各收視平台使用行為的差異 

針對不同年齡在各收視平台使用滿意度進行匯整，不同年齡在「數位有線電視使用滿

意度」、「數位無線電視使用滿意度」、「MOD 使用滿意度」、「網路收視使用滿意度」項目

具有顯著差異，其他使用滿意度並不會因年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4-30  不同年齡在各收視平台使用滿意度之差異 

 
 13-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以上 

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 *** 90.89% 75.53% 70.21% 56.16% 52.98% 54.92% 

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 * 85.51% 52.55% 66.76% 58.72% 64.16% 71.10% 

對直播衛星感到感到滿意  - - 100.00% 34.04% 100.00% 55.21% 

對 MOD 感到滿意 *a 85.85% 79.24% 77.19% 66.82% 70.54% 70.23% 

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感到滿意  100.00% 100.00% 91.53% 72.99% 85.97% 100.00% 

對聯網/智慧電視感到滿意  100.00% 100.00% 78.69% 78.64% 100.00% 72.88% 

對網路收看方式感到滿意 ***a 96.94% 94.79% 90.16% 85.88% 75.93% 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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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北

桃竹苗
連

江

縣

中彰投

宜花東

及離島

雲嘉南

高屏澎

金門縣

34.68%

29.99%

29.86%

29.09%

29.55%

29.76%

第十節 新媒體及載具地圖 

一、 採用網路收視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比例 

在數位匯流趨勢下，網路影音內容服務已愈漸普及，據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採用網路

（OTT）收視影音內容之民眾約佔 31.15%。就各地區進行比較，可發現大臺北地區採用網

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最高，佔 34.68%，其次依序為桃竹苗地區（29.99%）、

中彰投地區（29.86%）、宜花東及離島地區（29.76%）、高屏澎地區（29.55%）、雲嘉南地

區(29.09%)。 

 

 

 

 

 

 

 

 

 

 

 

 

 

 

圖 4-111  各地區採用網路收視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之比例(Q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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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4 

33.77 
40.59 

17.05 

電視機

桌上/筆記型電腦

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

92.77 

30.41 
40.41 

18.10 

92.80 

29.59 41.85 

17.38 

92.01 

27.26 37.89 

17.81 

92.96 

28.25 39.95 

15.69 

95.36 

28.41 34.49 

12.69 

二、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載具比例 

由於目前可以收視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載具非常多元，將居住地區與使用載具進行

交叉分析，發現整體來看，約有 9 成民眾使用電視機收視節目，其次是 4 成民眾使用智慧

型手機收視，再其次是 3 成民眾使用桌上型/筆記型電腦收視；進一步以地區來看，各地區

最主要收視載具還是以電視機為主，約佔 9 成，大臺北、桃竹苗、中彰投地區使用智慧型

手機的比例約佔 4 成，較雲嘉南、高屏澎、宜花東及離島地區(約佔 3 成 5)比例高，而大臺

北、桃竹苗使用桌上型/筆記型電腦的比例約佔 3 成，較中彰投、雲嘉南、高屏澎、宜花東

及離島地區(約佔 2 成 5)比例高。 

 

 

 

 

 

 

 

 

 

 

 

 

 

 

 

圖 4-112  各地區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之載具比例(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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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動電話量化調查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收視行為分析 

一、 個人收視行為 

(一) 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是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81.13%的民眾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有 18.87%的民眾最近一

個星期沒有看過。（參見圖 5-1） 

有

81.13%

沒有

18.87%

N=938

 

圖 5-1  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是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S4) 

交叉分析顯示，「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是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在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1） 

 性別：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男性(n=317 , 84.57%)

的比例高於女性(n=445 , 78.85%)。 

 年齡：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

(n=200 , 89.1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n=102 , 83.09%)，13-19 歲比例最低

(n=14 , 54.92%)。 

 教育程度：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教育程度在研究

所及以上者(n=73 , 88.6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專科或大學(n=416 , 83.71%)及高

中、高職(n=218 , 83.68%)，國小及以下比例最低(n=17 ,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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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家庭月收入：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平均家庭

月收入為 150,001-190,000 元 (n=19 , 92.6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10,001-150,000

元(n=67 , 88.24%)，30,000 元及以下比例最低(n=98 , 72.94%)。 

(二)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最高，佔 88.02%，

其次為智慧型行動電話(46.94%)，平板電腦比例最低(16.65%)。（參見圖 5-2） 

16.65%

35.90%

46.94%

88.02%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平板電腦

桌上/

筆記型

電腦

智慧型

手機

電視機

N=761  

圖 5-2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S5，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

（參見附表 B-2）： 

 性別：「女性」(n=401 , 90.16%)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男

性」(n=269 , 85.01%)為高；而「男性」(=157 , 49.52%)使用智慧型手機收看電視節

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女性」(n=201 , 45.10%)為高，「男性」(n=153 , 48.46%)使

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女性」(n=120 , 

26.96%)。 

 年齡：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以 60 歲以上(n=83 , 97.50%)民眾比例

最高，年齡 20-29 歲(n=128 , 63.79%)的民眾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比例明顯較其他年齡層民眾高，而 30-39 歲(n=44 , 22.39%)的民眾使用平板

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明顯較其他年齡層民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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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滿意度 

1.電視機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佔

82.85%，其中非常滿意佔 16.33%，還算滿意佔 66.51%；有 5.48%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

中不太滿意佔 4.26%，非常不滿意佔 1.22%。另外，有 3.59%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

見圖 5-3） 

非常

滿意

16.33%

還算

滿意

66.51%普通

8.09%

不太

滿意

4.26%

非常

不滿意

1.22%

不知道/拒答

3.59%

N=670

 

圖 5-3  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電視機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各項變數皆

沒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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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以「收訊

品質不好」的比例最高，佔 64.10%，其次依序為「畫質不好」(17.40%)、「有系統限制，無

法收看所有影片」(11.16%)、「電視機功能不齊全」(10.07%)，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4） 

5.60%

2.36%

10.07%

11.16%

17.40%

64.1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不知道/拒答

遙控器操作太複雜

電視機功能不齊全

有系統限制，無法收看所有影片

畫質不好

收訊品質不好

N=37

 

圖 5-4  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

對 5 人以上的結果進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7）： 

 性別：「女性」(n=13 , 67.95%)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較「男性」(n=11 , 59.99%)

為高；「男性」(n=4 , 24.66%)認為「畫質不好」的比例明顯高於「女性」(n=2 , 10.59%)，

而「男性」(n=3 , 15.45%)認為「電視機功能不齊全」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女性」(n=1 , 

5.03%)，。 

 年齡：50-59歲(n=9 , 90.32%)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2 , 21.64%)的民眾認為畫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30-39 歲(n=2 , 23.31%)

的民眾認為有系統限制，無法收看所有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2 , 

15.51%)的民眾認為電視機功能不齊全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200 

 

2.桌上/筆記型電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

佔 84.02%，其中非常滿意佔 21.20%，還算滿意佔 62.82%；有 9.12%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

其中不太滿意佔 8.12%，非常不滿意佔 1.00%。另外，有 1.40%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參見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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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

62.82%

普通

5.46%

不太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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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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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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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N=273

 

圖 5-5  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年

齡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年齡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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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

以「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最高，佔 53.89%，其次依序為「畫面太小」(42.54%)、「行動電

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14.45%)，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6） 

3.69%

3.16%

3.72%

4.22%

14.46%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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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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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太小

收訊品質不好

N=25
 

圖 5-6  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

分析後，針對 5 人以上的結果進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8）： 

 性別：「女性」(n=6 , 46.13%)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較「男性」(n=5 , 39.11%)為高，「男

性」(n=3 , 21.18%)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比例

明顯高於「女性」(n=1 , 7.68%)。 

 年齡：20-29歲(n=5 , 73.95%)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50-59

歲(n=5 , 52.22%)的民眾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20-29 歲(n=2 , 

24.65%)的民眾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比例高於其

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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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型行動電話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

佔 72.54%，其中非常滿意佔 16.10%，還算滿意佔 56.44%；有 17.26%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

其中不太滿意佔 14.09%，非常不滿意佔 3.17%。另外，有 1.59%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參見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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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年

齡及平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年齡及平均家庭月收入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

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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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

以「畫面太小」的比例最高，佔 56.61%，其次依序為「收訊品質不好」(31.27%)、「行動電

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16.93%)、「傷眼睛」(12.82%)，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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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

分析後，針對 5 人以上的結果進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9）： 

 性別：「女性」(n=22 , 59.08%)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較「男性」(n=12 , 52.64%)為高；

「男性」(n=9 , 36.16%)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女性」(n=11 , 28.23%)，

「男性」(n=7 , 27.91%)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

比例也明顯高於「女性」(n=4 , 10.10%)。 

 年齡：50-59 歲(n=12 , 73.08%)的民眾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30-39

歲(n=6 , 37.02%)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40-49 歲(n=3 , 

21.37%)的民眾認為行動電話/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的比例高於其

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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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板電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佔

89.00%，其中非常滿意佔 22.43%，還算滿意佔 66.57%；有 5.87%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

中不太滿意佔 2.95%，非常不滿意佔 2.92%。另外，有 0.63%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

見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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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S6)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例在各項變數

皆沒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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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的原因，以「畫

面太小」的比例最高，佔 51.49%，其次為「收訊品質不好」(48.51%)，再其次為「行動電話

/電腦記憶體不足，導致影片播放不順利」(13.12%)，此題樣本數僅 7 位，結果僅供參考。（參

見圖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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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不滿意原因(S7，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平板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

後，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10）： 

 性別：「女性」(n=3 , 59.22%)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較「男性」(n=1 , 35.77%)為高；「男

性」(n=2 , 64.23%)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女性」(n=2 , 40.78%)。 

 年齡：50-59 歲(n=2 , 100.00%)的民眾認為畫面太小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40-49

歲(n=1 , 100.00%)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好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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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使用的裝置 

經調查結果得知，58.99%民眾表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他裝置，

而有使用其他裝置的民眾，以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最高，佔 37.60%，其餘項目皆

不到 1 成。（參見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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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使用的裝置(S8，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使用的裝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

發現（參見附表 B-11）： 

 性別：「男性」(n=190 , 59.96%)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他裝置

的比例較「女性」(n=259 , 58.30%)為高；「女性」(n=171 , 38.49%)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同時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較「男性」(n=115 , 36.34%)為高。 

 年齡：60 歲以上(n=69 , 81.79%)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

他裝置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13-19 歲(n=7 , 49.95%)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

影片的同時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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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進行的活動 

經調查結果得知，民眾表示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進行的活動，以「使用線

上即時通軟體」的比例最高，佔 52.32%，其次依序為「看社群網站」(44.06%)、「玩線上遊

戲」(20.29%)、「閱讀網路文章/新聞/電子書/電子雜誌」(19.36%)、「觀看網路影片」(10.55%)，

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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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進行的活動(S9，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進行的活動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

下發現（參見附表 B-12）： 

 性別：「女性」(n=102 , 55.55%)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使用線上即時

通訊軟體」的比例較「男性」(n=60 , 47.64%)為高；「女性」(n=89 , 48.32%)收看電

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看社群網站」的比例較「男性」(n=48 , 37.87%)為高；

「男性」(n=31 , 24.59%)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玩線上遊戲」的比例

較「女性」(n=32 , 17.33%)為高。 

 年齡：50-59 歲(n=33 , 70.75%)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使用線上

即時通訊軟體」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13-19 歲(n=3 , 49.54%)的民眾收看電視節

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看社群網站」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27 , 

26.31%)的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玩線上遊戲」的比例高於其他

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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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視時段及節目類型 

(一) 收視狀況 

1. 平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通常平日看電視的時段為 20:00-20:59 的比例(55.70%)最高，其

次時段為 21:00-21:59(48.94%)。（參見圖 5-13）詢問受訪者平日平均一天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時數，整體來看，每天平均花費 2.92 個小時收看電視節目，性別來看，以女性的

2.96 小時較男性高，年齡來看，以 60 歲以上的 3.28 小時最多，居住地區來看，高屏澎地區

收視時數 3.20 小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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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平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Q1，複選題) 

將平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熱門收視時段之基本資料

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14) 

 性別：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女性(n=248 , 55.84%)的比例高於男性

(n=176 , 55.50%)；通常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女性(n=219 , 49.31%)的比

例高於男性(n=153 , 48.41%)。 

 年齡：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n=54 , 63.68%)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116 , 57.80%)，13-19 歲比例最低(n=6 , 42.65%)；

通常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者(n=8 , 59.55%)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106 , 53.00%)，40-49 歲比例最低(n=40 , 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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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通常假日看電視的時段為 20:00-20:59 的比例(32.90%)最高，其

次時段為 21:00-21:59(29.90%)。（參見圖 5-14）詢問受訪者假日平均一天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時數，整體來看，每天平均花費 3.61 個小時收看電視節目，平均收看時數在 5 小時

(含)以內者，佔全體電視收視群的 83.4%，性別來看，以男性的 3.71 小時較男性高，年齡來

看，以 20-29 歲的 3.84 小時最多，居住地區來看，大臺北地區收視時數 3.71 小時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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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假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 Q4，複選題) 

將假日通常收看電視的時段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熱門收視時段之基本資料

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16) 

 性別：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男性(n=109 , 34.48%)的比例高於女性

(n=141 , 31.77%)；通常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男性(n=97 , 30.56%)的比例

高於女性(n=131 , 29.42%)。 

 年齡：通常在 20:00-20: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74 , 37.10%)的

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57 , 34.64%)，13-19 歲比例最低(n=4 , 25.95%)；通

常在 21:00-21:59 收看電視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72 , 35.85%)的比例最高，

其次為 50-59 歲者(n=52 , 31.13%)，13-19 歲比例最低(n=2 ,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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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看節目類型分析 

1. 平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平日最常收看電視節目類型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59.19%，其次依序為韓劇(19.25%)、綜藝節目(16.57%)、外國電影(16.35%)、臺灣國語劇

(15.00%)、閩南語劇(14.04%)、國片(10.02%)，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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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5  平日最常收看類型電視節目(Q3，複選題) 

將平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收看節目類

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15) 

 性別：平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女性(n=272 , 62.10%)的比例高於

男性(n=173 , 55.12%)；最常收看「韓劇」的民眾，女性(n=121 , 27.59%)的比例明顯

高於男性(n=24 , 7.58%)。 

 年齡：平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68 , 67.78%)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105 , 64.01%)，13-19 歲比例最低(n=5 , 44.45%)；

最常收看「韓劇」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者(n=5 , 36.8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30 , 29.24%)，20-29 歲比例最低(n=19 ,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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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假日最常收看電視節目類型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47.84%，其次依序為綜藝節目(28.76%)、外國電影(26.70%)、國片(14.80%)、韓劇(14.13%)，

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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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6  假日最常收看類型電視節目(Q6，複選題) 

將假日最常收看哪種類型的電視節目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收看節目類

型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17) 

 性別：假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男性(n=137 , 50.66%)的比例高於

女性(n=171 , 45.807%)；最常收看「綜藝節目」的民眾，男性(n=84 , 31.00%)的比例

高於女性(n=101 , 27.13%)。 

 年齡：假日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者(n=7 , 59.50%)

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45 , 56.25%)，20-29 歲比例最低(n=73 , 42.25%)；

最常收看「綜藝節目」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66 , 37.80%)的比例最高，其

次為 30-39 歲(n=51 , 30.20%)及 40-49 歲者(n=24 , 29.76%)，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

(n=9 , 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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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節目類型收視行為分析 

一、 新聞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6.61%，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1.14%)、「使用電視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3.71%)、「使用電視

機透過類比有線電視收看」(12.50%)、「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2.08%)、「使

用電視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1.80%)，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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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7  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7，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

收視方式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18)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184 , 59.02%)的

比例高於男性(n=107 , 52.91%)；「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的民眾，男性(n=45 , 22.07%)的比例高於女性(n=64 , 20.53%)。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30-39 歲者(n=89 , 

65.4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60 歲及以上者(n=35 , 58.41%)，13-19 歲(n=3 , 49.34%)

及 20-29 歲(n=55 , 48.97%)比例最低；「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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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者(n=3 , 47.2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22 , 

28.93%)，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6 , 10.95%)。 

(二) 新聞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8.57%，其次依序為「工作地點」(7.53%)、「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2.79%)，其餘

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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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8  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8，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

收視地點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19) 

 性別：「在住家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女性(n=310 , 99.40%)的

比例高於男性(n=197 , 97.29%)；「在工作地點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

民眾，男性(n=16 , 7.76%)的比例與女性(n=23 , 7.38%)差距不大。 

 年齡：「在住家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n=7 , 

100.00%)及 40-49 歲(n=76 , 100.0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135 , 

98.56%)，50-59 歲比例最低(n=122 , 97.80%)；「在工作地點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10 , 12.58%)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n=12 , 8.45%)及 20-29 歲者(n=9 , 8.41%)，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1 ,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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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戲劇類節目 

(一) 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比較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外國戲劇較多，佔 40.55%，其次為看臺灣戲劇較多

(28.26%)，都看臺灣戲劇的比例最低，佔 11.58%。（參見圖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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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何者較多(Q9) 

交叉分析顯示，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何者較多的比例在職業、教育程度及平均家庭月

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職業、教育程度及平均家庭月收入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

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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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看哪些國家或地區的戲劇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主要收看韓國地區戲劇的比例最高，佔 61.87%，其次為歐美地

區(46.09%)，香港地區比例最低(5.00%)。（參見圖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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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收看哪些國家或地區的戲劇節目(Q10，複選題) 

將民眾收看外國戲劇節目來源地區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回答人數 5 人以上

進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21）： 

 性別：「女性」(n=99 , 71.10%)收看韓國戲劇節目的比例較「男性」(n=16 , 34.31%)

為高；而「男性」(n=31 , 67.30%)收看歐美戲劇節目的比例也明顯高於「女性」(n=54 , 

38.99%)。 

 年齡：年齡 40-49 歲(n=20 , 71.82%)的民眾收看韓國戲劇節目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民眾，而 20-29 歲(n=22 , 54.82%)的民眾收看歐美戲劇節目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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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42.65%，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9.32%)、「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0.89%)、「使用電視

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2.66%)、「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0.46%)，其

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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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1  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11，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

收視方式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2)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121 , 45.15%)的

比例高於男性(n=31 , 35.12%)；「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

民眾，女性(n=82 , 30.65%)的比例高於男性(n=82 , 25.31%)。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19 , 53.0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46 , 49.16%)，20-29 歲比例最低

(n=17 , 24.67%)；「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層

在 40-49 歲者(n=22 , 41.0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13-19 歲(n=2 , 40.41%)及 30-39 歲

者(n=39 , 39.44%)，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1 ,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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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戲劇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8.39%，其次依序為「工作地點」(4.76%)、「吃飯的店家」(1.33%)、「捷運站、火車

站、公車站」(1.27%)、「大眾交通工具上」(1.01%)、，其餘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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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2  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12，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

收視地點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3) 

 性別：「在住家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男性(n=89 , 100.00%)的

比例高於女性(n=262 , 97.85%)；「在工作地點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

民眾，女性(n=14 , 5.32%)的比例高於男性(n=3 , 3.07%)。 

 年齡：「在住家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13-19 歲(n=6 , 

100.00%)、50-59 歲(n=94 , 100.00%)及 60 歲及以上者(n=37 , 100.00%)的比例最高，

其次為 30-39 歲者(n=97 , 98.03%)，40-49 歲比例最低(n=51 , 96.35%)；「在工作地點

收看戲劇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5 , 9.81%)的比例

最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4 , 6.33%)，50-59 歲比例最低(n=3 ,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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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藝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49.64%，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9.34%)、「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7.38%)、「使用電視

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2.22%)，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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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3  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13，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針對回答人

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以下將最常收視方式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4)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95 , 55.88%)的比

例高於男性(n=55 , 41.63%)；「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

眾，男性(n=29 , 22.13%)的比例高於女性(n=29 , 17.17%)。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21 , 62.03%)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50-59 歲者(n=36 , 59.31%)，20-29 歲比例最低

(n=30 , 32.00%)；「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層

在 40-49 歲(n=11 , 29.99%)及 20-29 歲者(n=28 , 29.85%)的比例較高， 50-59 歲比例

最低(n=3 ,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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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藝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9.18%，其次為「工作地點」(4.20%)，其餘項目皆不到 5%。（參見圖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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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4  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14，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針對回答人

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以下將最常收視地點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5) 

 性別：「在住家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女性(n=170 , 99.46%)的

比例與男性(n=131 , 98.81%)差不多；「在工作地點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的民眾，男性(n=5 , 4.13%)的比例與女性(n=7 , 4.25%)差不多。 

 年齡：「在住家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30 歲以上者(皆

為 100.00%)的比例最高，20-29 歲者(n=92 , 97.35%)；「在工作地點收看綜藝類電視

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9 , 9.50%)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40-49 歲者(n=2 , 5.24%)，30-39 歲比例最低(n=1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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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體育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5.31%，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2.46%)、「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1.64%)、「使用電視

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9.55%)、「使用電視機透過類比有線電視系統收看」(12.46%)，

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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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5  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15，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

收視方式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6)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男性(n=39 , 56.18%)的比

例高於女性(n=9 , 51.98%)；「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

眾，男性(n=18 , 27.09%)的比例高於女性(n=1 , 4.62%)。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6 , 83.7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n=8 , 60.89%)及 50-59 歲者(n=11 , 

60.50%)，20-29 歲比例最低(n=18 , 45.44%)；「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

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13 , 33.6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4 , 31.34%)，50-59 歲比例最低(n=1 ,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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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體育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8.06%，其次依序為「吃飯的店家」(4.19%)、「工作地點」(4.16%)、「戶外街道上」

(1.13%)、「大眾交通工具上」(1.12%)、「學校」(0.94%)、「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0.94%)。

（參見圖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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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6  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16，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下將最常

收視地點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7) 

 性別：「在住家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女性(n=17 , 100.00%)的

比例高於男性(n=65 , 97.56%)；「在工作地點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

眾，以男性(n=4 , 5.25%)為主。 

 年齡：「在住家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30-39 歲(n=12 , 

100.00%)、40-49 歲(n=7 , 100.00%)、60 歲及以上者(n=7 , 100.00%)的比例最高，其

次為 20-29 歲者(n=38 , 97.97%)，50-59 歲比例最低(n=18 , 95.41%)；「在工作地點收

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1 , 15.16%)的比例

最高， 50-59 歲者(n=1 , 4.59%)及 20-29 歲比例較低(n=2 ,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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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影類節目 

(一) 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5.48%，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0.85%)、「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9.82%)、「使用電視

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4.81%)、「使用電視機透過類比有線電視系統收看」(10.25%)，

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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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7  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17，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針對回答人

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以下將最常收視方式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8)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n=58 , 58.49%)的比

例高於男性(n=59 , 52.83%)；「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

眾，女性(n=24 , 24.57%)的比例高於男性(n=20 , 17.55%)。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60 歲及以上者

(n=13 , 70.95%)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31 , 62.93%)，20-29 歲比例最低

(n=37 , 49.40%)；「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層

在 40-49 歲者(n=10 , 34.2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12 , 25.11%)，20-29

歲比例最低(n=12 ,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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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影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

高，佔 99.08%，其次依序為「工作地點」(3.06%)、「吃飯的店家」(1.31%)、「戶外街道上」

(1.36%)、「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1.12%)，其餘項目皆不到 1%。（參見圖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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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8  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Q18，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地點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針對回答人

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以下將最常收視地點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29) 

 性別：「在住家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男性(n=113 , 100.00%)的

比例與女性(n=97 , 98.05%)差不多；「在工作地點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的民眾，男性(n=4 , 3.26%)的比例與女性(n=3 , 2.84%)差不多。 

 年齡：「在住家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20-39 歲及 50

歲及以上者(皆為 100.00%)的比例最高，40-49 歲者(n=28 , 93.45%)；「在工作地點收

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3 , 9.51%)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 20-29 歲者(n=3 ,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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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類節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收看其他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2.89%，其次依序為「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

上網收看」(18.38%)、「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8.11%)，其餘項目

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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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9  收看其他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Q19，複選題) 

將受訪者收看其他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針對回答人

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以下將最常收視方式之基本資料列出如下：(參閱附件表 B-30) 

 性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女性(=71 , 55.39%)的比

例高於男性(n=40 , 48.97%)；「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男性

(n=23 , 28.55%)的比例高於女性(n=15 , 11.90%)。 

 年齡：「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40-49 歲者(n=15 , 

69.67%)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29 , 62.13%)，20-29 歲比例最低(n=14 , 

30.08%)；「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的民眾，年齡層在 20-29 歲者(n=20 , 

42.76%)的比例最高，其次為 30-39 歲者(n=7 , 14.42%)，60 歲及以上比例最低(n=2 ,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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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收視行為分析 

一、 有線電視收視行為 

1. 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程度及不滿意之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佔 66.95%，其中非常滿意佔

12.00%，滿意佔 54.96%，另有 18.99%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2.03%，非常

不滿意佔 6.95%。另有 2.84%的受訪者不知道/拒答。（參見圖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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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程度(Q20)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年齡的不同有顯著差

異，而年齡有 25%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B-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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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針對不滿意的受訪者詢問原因，其中，以費用太貴的比例最高，佔 34.10%，其次

為重播率太高及收訊品質不佳(分別佔 29.97%及 29.28%)。（參見圖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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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不滿意目前數位有線電視之原因(Q21，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數位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不滿意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

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32）： 

 性別：「男性」(n=11 , 38.11%)認為費用太貴的比例較「女性」(n=12 , 31.10%)為高，

「男性」(n=10 , 33.25%)認為「重播率太高」的比例高於「女性」(n=11 , 27.51%)；

而「女性」(n=13 , 33.43%)認為「收訊品質不佳」的比例高於「男性」(n=7 , 23.73%)。 

 年齡：60 歲及以上(n=6 , 59.37%)的民眾認為費用太貴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40-49

歲(n=5 , 41.42%)的民眾認為重播率太高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4 , 

48.87%)的民眾認為收訊品質不佳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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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

夠(51.45%)的比例最高，其次為不想增加花費(14.00%)，其他的原因都不到一成，另有 15.00%

的受訪者回答不知道/拒答。（參見圖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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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Q22，複選題) 

將民眾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有以下發現（參見

附表 B-33）： 

 性別：「男性」(n=23 , 56.06%)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為「原本有線電視內

容已經足夠」的比例較「女性」(n=17 , 46.28%)為高；而「女性」(n=7 , 17.62%)原

因為「不想增加花費」的比例也明顯高於「男性」(n=4 , 10.76%)。 

 年齡：40-49 歲(n=4 , 80.36%)的民眾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為「原本有線

電視內容已經足夠」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30-39 歲(n=4 , 23.44%)以及 60 歲及以

上(n=2 , 24.92%)者原因為「不想增加花費」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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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無線電視收視行為 

1. 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程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佔 65.78%，其中非常滿意佔

15.55%，滿意佔 50.23%，另有 23.58%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7.28%，非常

不滿意佔 6.30%。另有 6.50%的受訪者不知道/拒答。（參見圖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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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程度(Q23)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各個變數皆沒有顯著

差異。（參見附表 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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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地方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認為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之處主要為節目內容不精采

(33.01%)、節目重播率太高(31.61%)及頻道收訊不清晰(30.91%)，樣本數僅 21 位，內容

僅供參考。（參見圖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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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地方(Q24，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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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播衛星電視收視行為 

經調查結果得知，樣本數僅有 1 位，受訪者對於直播衛星感到不太滿意，不滿意原因為

部分頻道看不到，內容僅供參考。 

 

四、 MOD 收視行為 

1. 民眾對於 MOD 的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 MOD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佔 66.37%，

其中非常滿意佔 14.93%，滿意佔 51.44%；有 20.52%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其中不太滿意佔

17.22%，非常不滿意佔 3.31%。另外，有 1.82%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參見圖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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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  民眾對於 MOD 的滿意度(Q27)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 MOD 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皆無顯

著差異。（參見附表 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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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以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

最高，佔 40.94%，其次為畫面品質(30.30%)，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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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Q28，複選題) 

將民眾對 MOD 滿意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回答人數 5 人以上進行分

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39）： 

 性別：「女性」(n=18 , 44.94%)認為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較「男性」(n=12 , 

36.11%)為高，「女性」(n=13 , 32.97%)認為「畫面品質」的比例高於「男性」(n=9 , 

27.08%)；而「男性」(n=2 , 5.47%)認為「可以看到比較多運動比賽的節目」的比例

高於「女性」(n=1 , 1.95%)。 

 年齡：40-49 歲(n=3 , 59.72%)的民眾認為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高於其

他年齡層，40-49 歲(n=2 , 40.28%)的民眾認為畫面品質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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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 MOD 感到不滿意的部分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 MOD 感到不滿意的部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比例最高，

佔 63.62%，其次依序為重播率太高(27.06%)、廣告太多(15.52%)、連線不順暢(13.02%)，樣

本數僅 24 位，內容僅供參考。（參見圖 5-37） 

8.61%

13.02%

15.52%

27.06%

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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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播率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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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3

 

圖 5-37  對 MOD 感到不滿意的部分(Q29，複選題) 

將民眾對 MOD 不滿意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回答人數 5 人以上進行

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40）： 

 性別：「女性」(n=12 , 76.94%)認為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的比例較「男性」(n=3 , 37.37%)

為高；而「男性」(47.88%)認為重播率太高的比例高於「女性」(16.51%)。 

 年齡：50-59 歲(n=6 , 79.77%)的民眾認為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

層，50-59 歲(n=3 , 32.08%)的民眾認為重播率太高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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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行為 

1. 民眾對於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

意，佔 62.78%，其中非常滿意佔 25.77%，滿意佔 37.01%；有 13.14%的受訪者感到不滿意，

其中不太滿意佔 13.14%，樣本數僅 8 位，內容僅供參考。（參見圖 5-38） 

非常滿意

25.77%

滿意

37.01%

普通

24.08%

不太滿意

13.14%

N=8

 

圖 5-38  民眾對於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度(Q30)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於目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

資料皆無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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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不滿意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感到不滿意的部分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比

例最高，佔 100.00%，因樣本數僅 1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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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0%

0.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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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操作不易

畫質不佳

節目內容不足

客服服務不佳

無法完全相容各種檔案格式

播放流暢度不穩定

N=1

 

圖 5-39  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感到不滿意的部分(Q31，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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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聯網/智慧電視收視行為 

1.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滿意程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聯網/智慧電視的滿意程度以「滿意」為主，佔 68.74%(含

非常滿意 15.81%及滿意 52.93%)，「普通」，佔 31.26%，因樣本數僅 12 位，內容僅供參考。（參

見圖 5-40） 

非常滿意

15.81%

滿意

52.93%
普通

31.26%

N=12

 

圖 5-40  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的滿意程度(Q32) 

交叉分析顯示，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滿意程度的比例在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皆無顯著

差異。（參見附表 B-43） 

2. 對聯網/智慧電視不滿意的原因 

因無受訪者表示對聯網/智慧電視不滿意，故此部分無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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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收看之收視行為 

(一) 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行為 

1. 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主要原因為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

收視，佔 68.16%，其次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23.88%)，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

見圖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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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的原因(Q34，複選題) 

將民眾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

回答人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44）： 

 性別：「男性」(n=120 , 71.69%)認為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的比例較「女性」

(n=129 , 64.70%)為高；而「女性」(n=52 , 25.82%)認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

的比例高於「男性」(n=36 , 21.27%)。 

 年齡：20-29 歲(n=106 , 75.76%)的民眾認為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的比例高於

其他年齡層，60 歲及以上(n=7 , 36.01%)的民眾認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的比

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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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哪些網站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以使用 Youtube 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比例最高，佔 65.42%，

其次為線上串流平臺(11.19%)、APP/軟體(6.47%)及影音整合網站(5.47%)，其餘項目皆不到

5%。（參見圖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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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線上串流平臺包含 FB、YAHOO 平臺、TWITCH 等 

APP/軟體包含千尋、KKTV 等 

影音整合網站包含騰訊、芒果 TV、巴哈姆特、Drama Q 等 

線上電視臺/新聞網站影片包含麥卡貝、四季影視、ITV、愛爾達、中央影視、中華影視等 

圖 5-42  使用哪些網站收看電視(Q35，複選題) 

將民眾使用網路生看電視的網站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回答人數 5 人以上進

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45）： 

 性別：「男性」(n=123 , 73.38%)使用 Youtube 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比例較「女性」

(n=115 , 57.50%)為高；而「男性」(n=20 , 11.76%)使用線上串流平臺收看電視節目

或影片的比例與「女性」(n=22 , 11.24%)差不多。 

 年齡：20-29 歲(n=113 , 80.84%)的民眾使用 Youtube 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比例高

於其他年齡層，13-19 歲(n=2 , 33.37%)的民眾使用線上串流平臺收看電視節目或影

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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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天於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時數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最多集中在 1~未滿 3 小

時，佔 63.41%，其次為 3~未滿 5 小時(16.96%)，民眾平均一天花 2.04 個小時使用網路收看

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參見圖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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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  一天於網路收看影音內容時數(Q36) 

交叉分析顯示，「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時數」的比例在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

的不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46） 

 家中是否有 12 歲以下小孩：受訪者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時數比例，

家中沒有 12歲以下小孩(n=248 , 2.20小時)的時數高於家中有 12歲以下小孩(n=120 , 

1.71 小時)。 

 



239 

 

(二) 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感受 

1. 對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程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使用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程度以「滿意」為主，佔 87.41%(含

非常滿意 23.22%及滿意 64.19%)，「不滿意」佔 5.42%(含不太滿意 4.92%及非常不滿意

0.49%)，1.33%表示不知道及拒答。（參見圖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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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  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度(Q37) 

交叉分析顯示，「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度」的比例在年齡、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

均家庭月收入的不同有顯著差異，而年齡、教育程度、家中同住人數及平均家庭月收入有 25%

以上統計格期望值低於 5，僅供參考。（參見附表 B-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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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網路收看方式不滿意原因 

詢問不滿意網路收看方式的原因，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最高，佔 80.72%，其次為「節

目內容不足」及「畫質不佳」，分別佔 19.65%及 8.91%，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因樣本數僅

20 位，內容僅供參考。（參見圖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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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5  不滿意網路收看方式的原因(Q38，複選題) 

將民眾對網路收看不滿意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回答人數 5 人以上進

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48）： 

 性別：「男性」(n=9 , 100.00%)認為播放流暢度不穩定的比例較「女性」(n=7 , 64.67%)

為高；而「女性」(n=3 , 26.56%)認為節目內容不足的比例高於「男性」(n=1 , 11.35%)。 

 年齡：40-49 歲(n=9 , 100.00%)的民眾認為播放流暢度不穩定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

層，50-59 歲(n=2 , 40.00%)的民眾認為節目內容不足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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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未收視族群 

1. 最近一週未收看電視或網路影片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最近一週未收看電視或網路影片的受訪者主要原因為沒時間，佔

75.26%，其次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15.34%)，其餘項目皆不到 1 成。（參見圖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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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6  最近一週未收看電視或網路影片的原因(Q39，複選題) 

將民眾最近一週未收看電視或網路影片的原因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回答人

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49）： 

 性別：「男性」(n=45 , 78.62%)認為沒時間的比例較「女性」(n=88 , 73.63%)為高；

而「女性」(n=21 , 17.78%)認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的比例高於「男性」(n=6 , 10.31%)。 

 年齡：40-49 歲(n=21 , 100.00%)的民眾認為沒時間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50-59 歲

(n=12 , 29.38%)的民眾認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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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希望採用何種方式收看電視 

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未來希望採用何種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在電視機方

面，受訪者採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的比例(34.03%)最高；在桌上/筆記型電腦方面，受訪者使

用電腦上網收看節目或影音內容者的比例(14.12%)最高；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方

面，受訪者使用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節目或影音內容者的比例(22.78%)最高；而有

10.45%民眾表示未來不打算看電視。(參見圖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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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47  未來希望採用何種方式收看電視節目或影音內容(Q40，複選題) 

 

將民眾未來希望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與基本資料進行交叉分析後，針對回答

人數 5 人以上進行分析，有以下發現（參見附表 B-50）： 

 性別：「女性」(n=38 , 34.45%)未來希望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電視

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男性」(n=17 , 33.13%)為高；而「男性」(n=15 , 28.24%)

未來希望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

例高於「女性」(n=22 , 20.20%)。 

 年齡：60 歲及以上(n=14 , 45.82%)的民眾未來希望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

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層，20-29 歲(n=9 , 39.79%)的民眾

未來希望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

例高於其他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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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市話與行動電話綜整結果分析 

第一節 人口特質描述 

市話及行動電話資料使用整體權數加權後進行分析，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受訪者以男性

比例較高，佔 51.26%，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以女性比例較高，佔 60.09%；年齡方面，市

話受訪者年齡以 60 歲及以上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受訪者年齡以 20-39 歲的比例最高；而在

其他項人口特質，市話與行動電話皆沒有不同，職業方面皆為勞力工作者比例最高，教育程度

方面皆以專科或大學者比例最高，家中同住人數皆為 4 人的比例最高，家中皆以沒有 12 歲以

下小孩比例最高，家庭平均月收入皆以 30,001-70,000 元比例較高，居住地區皆以大台北地區

比例最高。 

表 6-1  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 

人口特性 市話受訪者 行動電話受訪者 

總計 100.00% 100.00% 

性別   

 男 51.26 39.91 

 女 48.74 60.09 

年齡   

 13-19 歲 10.34 2.64 

 20-29 歲 13.82 23.90 

 30-39 歲 16.89 25.70 

 40-49 歲 18.32 13.08 

 50-59 歲 16.54 21.97 

 60 歲及以上 24.09 12.71 

職業 

 

  

經理人/專業人士 13.24 11.53 

一般上班族 14.63 21.18 

勞力工作者 22.84 30.36 

軍公教 5.13 3.61 

家管 14.09 17.18 

學生 12.69 5.08 

退休/無業/志工 16.57 9.84 

其他 0.32 0.78 

不知道／未回答 0.4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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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受訪者的人口特質結構(續 1) 

人口特性 市話受訪者 行動電話受訪者 

總計 100.00% 100.00%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9.65 3.72 

國(初)中 10.27 6.70 

高中、高職 29.26 27.83 

專科或大學 43.74 52.95 

研究所及以上 7.08 8.81 

家中同住人數   

自己 1 人 5.21 7.47 

2 人 16.39 13.07 

3 人 20.56 19.50 

4 人 25.53 27.65 

5 人 15.80 16.72 

6 人及以上 15.64 14.49 

未回答/拒答 0.85 1.11 

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   

有 25.41 33.16 

沒有 74.59 66.84 

平均家庭月收入   

30,000 元及以下 13.48 14.29 

30,001-70,000 元 32.32 34.38 

70,001-110,000 元 21.01 23.31 

110,001-150,000 元 6.35 8.15 

150,001-190,000 元 2.17 2.22 

190,001 元及以上 4.55 6.99 

不知道/未回答 20.12 10.66 

居住地區   

  大臺北 27.91 41.17 

  桃竹苗 15.44 14.83 

  中彰投 19.92 15.53 

  雲嘉南 14.70 13.20 

  高屏澎 16.72 12.10 

  宜花東及離島 5.31 3.16 

註：「大臺北」係合併新北市、基隆市、臺北市；「桃竹苗」係合併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新竹市；  

 

桃園 

 

「中彰投」係合併彰化縣、南投縣、臺中市；「雲嘉南」係合併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高屏澎」係合併屏東縣、澎湖縣、高雄市；「宜花東及離島」係合併宜蘭縣、臺東縣、花蓮縣、金門縣 

 

 

；； 

 

、連江縣。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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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透過視覺化圖像呈現市話與行動電話人口結構的差異，二者在性別及年齡上有不同，

其他人口變項都一致，性別方面；市話人口結構以男性比例較高，佔 51.26%，行動電話以女

性比例較高，佔 60.09%，年齡方面，市話人口結構以 60 歲以上民眾比例較高，佔 22.33%，

而行動電話以 20-29 歲民眾比例較高，佔 26.77%。 

 

 

 

 

 

 

 

 

 

 

 

 

 

 

 

 

 

 

 

 

 

市話人口結構 手機人口結構 

男性：51.26% 
女性：60.09% 

60 歲以上：22.33% 

60歲以上：22.33% 20-29 歲：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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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收視行為比較 

一、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是否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在最近一星期有沒有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具有顯著差異，市話受訪者收視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更進一步分析，市話之

女性受訪者其最近一星期有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高；年齡部

分，市話之受訪者其最近一星期有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年齡，以 20-39 歲的比例較高，

而行動電話之受訪者以 20-29 歲及 40-49 歲的比例較高。 

表 6-2  最近一星期是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有 沒有 有 沒有 

總計* 84.29 15.71 81.13 18.87 

性別     

男性 85.13 14.87 84.57 15.43 

女性 83.42 16.58 78.85 21.15 

年齡     

13-19 歲 81.09 18.91 54.92 45.08 

20-29 歲 88.13 11.87 89.16 10.84 

30-39 歲 89.26 10.74 81.03 18.97 

40-49 歲 85.19 14.81 83.09 16.91 

50-59 歲 86.17 13.83 80.34 19.66 

60 歲以上 78.02 21.98 71.03 28.97 

註：*表示市話及行動電話兩族群具有顯著差異 

二、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最近一星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的裝置皆是以電視機、智慧型手機、桌上/筆記型電腦為主，無差異，市話受訪者以電視機收

看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而手機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及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的比例較市

話受訪者高；更進一步分析，市話之女性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收視的比例較男性高，而行動

電話之男性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收視的比例較女性高，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

及桌上/筆記型電腦收視的比例皆較市話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

收視的比例較市話女性受訪者高；年齡方面，市話各年齡層受訪者使用電視機收視的比例皆較

行動電話各年齡層高，20-29 歲及 40 歲以上行動電話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及桌上/筆記型電

腦收視的比例皆較市話受訪者高，而 30-39 歲市話受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及桌上/筆記型電腦收

視的比例皆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 

60 歲以上：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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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裝置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電視機 
智慧型 

手機 

桌上/筆記

型電腦 
電視機 

智慧型 

手機 

桌上/筆記

型電腦 

總計 93.56 38.79 29.41 88.02 46.94 35.90 

性別          

男性 93.60 36.85 31.25 85.01 49.52 48.46 

女性 93.52 40.87 27.45 90.16 45.10 26.96 

年齡       

13-19 歲 86.20 72.91 43.01 74.88 57.01 42.45 

20-29 歲 87.06 60.18 56.89 77.45 65.77 63.79 

30-39 歲 93.45 54.42 37.38 89.40 54.03 31.13 

40-49 歲 92.92 37.34 28.61 87.73 56.41 29.90 

50-59 歲 97.04 22.73 17.71 95.55 26.72 19.98 

60 歲以上 99.03 10.56 8.70 97.50 12.63 18.39 

三、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使用的裝置滿意度 

(一)電視機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

影片的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市話與行動電話之女性受訪者對於電視機收視感到滿意比例皆高於

男性，而市話與行動電話之男性受訪者對於電視機收視感到不滿意比例皆高於女性；年齡方

面，20-29 歲及 50-59 歲之市話受訪者對於使用電視機收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4  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82.84  8.23  6.36  82.85 8.09 5.48 

性別          

男性 81.55  8.82  6.84  81.97 8.99 6.60 

女性 84.23  7.60  5.84  83.43 7.48 4.72 

年齡       

13-19 歲 92.53  6.33  1.14  100.00 - - 

20-29 歲 88.59  4.86  5.32  79.40 11.13 7.32 

30-39 歲 87.27  8.02  4.57  88.95 4.97 5.04 

40-49 歲 83.58  7.44  8.25  85.13 7.55 2.44 

50-59 歲 79.88  9.57  7.50  78.28 9.58 6.46 

60 歲以上 74.09  10.68  8.01  80.54 7.69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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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型手機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收看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的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市話受訪者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收看感到滿意的比例較行動

電話受訪者高，市話之女性受訪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男性，而行動電話之

男性受訪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女性；年齡方面，29 歲以下及 40-59 歲之市

話受訪者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收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5  使用智慧型手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77.64  5.39  16.52  72.54 8.62 17.26 

性別          

男性 76.24  6.23  16.98  74.57 9.70 15.09 

女性 79.00  4.58  16.07  70.95 7.76 18.96 

年齡       

13-19 歲 93.31  3.05  3.64  85.75 14.25 - 

20-29 歲 87.77  5.48  6.76  80.87 10.66 8.47 

30-39 歲 79.53  7.25  12.73  79.89 2.81 15.59 

40-49 歲 63.15  5.01  31.44  58.92 10.62 25.56 

50-59 歲 58.82  5.44  34.55  48.36 14.90 36.74 

60 歲以上 57.29  5.62  34.85  61.17 - 29.05 

註：*表示市話及行動電話兩族群具有顯著差異 

(三)桌上/筆記型電腦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

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市話與行動電話之男性受訪者對於桌上/筆記型電腦收

視感到滿意比例皆高於女性，而市話與行動電話之女性受訪者對於桌上/筆記型電腦收視感到

不滿意比例皆高於男性；年齡方面，29 歲以下及 40-59 歲之市話受訪者對於使用桌上/筆記型

電腦收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6  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87.20  4.30  7.83  84.02 5.46 9.12 

性別          

男性 87.53  4.26  7.74  85.27 5.95 8.08 

女性 86.81  4.34  7.94  82.43 4.82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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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年齡       

13-19 歲 96.14  3.20  0.00  80.09 - 19.91 

20-29 歲 93.69  3.62  2.44  89.06 5.93 5.01 

30-39 歲 87.65  4.80  7.22  88.49 - 8.29 

40-49 歲 83.48  3.59  12.42  77.23 13.32 5.89 

50-59 歲 72.03  8.16  19.81  66.25 2.96 28.39 

60 歲以上 72.10  3.81  19.01  77.85 14.83 7.32 

四、平日收視行為 

(一)平日收視時段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平日收視時段皆以 20:00-20:59、

21:00-21:59、19:00-19:59 的比例較高，市話與行動電話受訪者在平日收視時段無差異，就性別

來看，以市話男性受訪者在黃金時段收視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比例高，就年齡來看，

市話 50-59 歲的受訪者在 20:00-20:59 的比例最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以 60 歲以上比例最高，

市話 30-39 歲的受訪者在 21:00-21:59 的比例最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以 13-19 歲比例最高，市

話 50-59 歲的受訪者在 19:00-19:59 的比例最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以 60 歲以上比例最高。從

收視時數來看，市話受訪者與手機受訪者在收視時數上無顯著差異，就年齡來看，市話 20-39

歲及 50 歲以上受訪者其收視時數皆較行動電話受訪者多。 

表 6-7  平日收視時段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20:00- 

20:59 

21:00- 

21:59 

19:00- 

19:59 

收視 

時數 

20:00- 

20:59 

21:00- 

21:59 

19:00- 

19:59 

收視 

時數 

總計 57.28 49.92 47.77 2.97 55.70 48.94 40.04 2.92 

性別             

男性 58.59 51.23 50.53 2.88 55.50 48.41 40.60 2.87 

女性 55.87 48.51 44.81 3.06 55.84 49.31 39.63 2.96 

年齡         

13-19 歲 45.89 44.32 47.76 2.51 42.65 59.55 17.52 2.72 

20-29 歲 58.71 50.85 50.01 2.94 57.80 53.00 43.51 2.83 

30-39 歲 58.78 52.95 43.99 2.87 53.04 47.33 33.86 2.77 

40-49 歲 57.07 49.39 46.43 2.80 49.78 39.62 34.61 2.93 

50-59 歲 63.07 52.38 52.19 3.05 56.95 49.58 42.76 3.03 

60 歲以上 56.01 47.96 47.10 3.35 63.68 51.30 50.89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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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日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平日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皆以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比例最高，市話受訪者其次是閩南語劇及外國電影，而行動電話受訪者

其次是韓劇及綜藝節目，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最常收看閩南語劇的比例較市話男性

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及韓劇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高；就年齡來

看，各年齡層最常收看的節目皆以新聞與氣象報導比例最高，市話 13-49 歲受訪者其次最常收

看的節目皆為外國電影，而市話 50 歲以上受訪者則是閩南語劇，行動電話 13-19 歲及 30 歲以

上受訪者其次最常收看的節目皆為韓劇，而行動電話 20-29 歲受訪者則是綜藝節目。 

表 6-8  平日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類型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新聞與氣

象報導 
閩南語劇 外國電影 

新聞與氣

象報導 
韓劇 綜藝節目 

總計 56.69 15.95 15.50 59.19 19.25 16.57 

性別          

男性 59.27 12.30 19.76 55.12 7.58 21.53 

女性 53.91 19.88 10.91 62.10 27.59 13.03 

年齡       

13-19 歲 36.53 9.39 19.53 44.45 36.86 9.86 

20-29 歲 47.30 13.02 18.59 49.64 9.50 30.01 

30-39 歲 54.85 13.26 19.98 62.12 21.63 13.47 

40-49 歲 61.88 15.60 15.64 67.78 29.24 14.70 

50-59 歲 64.77 16.20 13.52 64.01 23.41 10.28 

60 歲以上 62.47 22.88 9.63 57.51 14.18 7.50 

五、假日收視行為 

(一)假日收視時段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假日收視時段皆以 20:00-20:59、

21:00-21:59、19:00-19:59 的比例較高，市話與行動電話受訪者在假日收視時段無差異，就性別

來看，以市話男性受訪者在黃金時段收視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比例高，就年齡來看，

市話 30-39 歲的受訪者在 20:00-20:59 的比例最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以 20-29 歲比例最高，市

話 30-39 歲的受訪者在 21:00-21:59 的比例最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以 20-29 歲比例最高，市話

30-39 歲的受訪者在 19:00-19:59 的比例最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以 60 歲以上比例最高。從收

視時數來看，市話受訪者與手機受訪者在收視時數上無顯著差異，就年齡來看，市話 13-49 歲

受訪者其收視時數皆較行動電話受訪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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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假日收視時段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20:00- 

20:59 

21:00- 

21:59 

19:00- 

19:59 

收視 

時數 

20:00- 

20:59 

21:00- 

21:59 

19:00- 

19:59 

收視 

時數 

總計 37.99 32.75 32.32 3.68 32.90 29.90 24.63 3.61 

性別             

男性 38.08 33.14 33.35 3.62 34.48 30.56 27.14 3.71 

女性 37.89 32.34 31.21 3.75 31.77 29.42 22.85 3.53 

年齡         

13-19 歲 35.62 27.61 32.74 3.92 25.95 17.51 16.98 2.37 

20-29 歲 36.86 33.20 31.85 3.87 37.10 35.85 29.42 3.84 

30-39 歲 39.56 34.51 33.98 3.94 30.83 29.61 22.31 3.50 

40-49 歲 37.16 33.36 30.78 3.73 27.44 25.13 20.22 3.62 

50-59 歲 38.77 33.54 32.82 3.53 34.64 31.13 21.70 3.67 

60 歲以上 38.60 32.23 31.99 3.28 32.03 21.81 30.98 3.33 

(二)假日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類型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假日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皆相同，依序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綜藝節目及外國電影，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最常收

看綜藝節目的比例較市話男性高，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最常收看新聞與氣象報導、綜藝節目及

外國電影的比例皆較行動電話女性高；就年齡來看，市話 13-29 歲受訪者最常收看的節目皆為

綜藝節目，而市話 30 歲以上受訪者則是新聞與氣象報導；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假日最常

收看的電視節目皆為新聞與氣象報導，行動電話各年齡受訪者其次最常收看的節目皆為綜藝節

目。 

表 6-10  假日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類型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新聞與氣

象報導 
綜藝節目 外國電影 

新聞與氣

象報導 
綜藝節目 外國電影 

總計 41.59 27.10 24.52 47.84 28.76 26.70 

性別          

男性 45.17 25.58 28.08 50.66 31.00 33.89 

女性 37.72 28.74 20.67 45.80 27.13 21.50 

年齡       

13-19 歲 33.03 35.17 24.19 59.50 20.58 19.06 

20-29 歲 32.86 37.49 29.58 42.25 37.80 35.80 



 

252 

 

 市話 行動電話 

新聞與氣

象報導 
綜藝節目 外國電影 

新聞與氣

象報導 
綜藝節目 外國電影 

30-39 歲 37.89 31.23 33.47 50.26 30.20 26.30 

40-49 歲 46.15 26.24 26.90 56.25 29.76 29.69 

50-59 歲 48.55 21.26 21.08 44.13 22.82 21.91 

60 歲以上 45.50 17.83 14.29 52.21 13.93 11.53 

第三節 收視方式比較 

一、新聞類節目 

(一)新聞類節目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新聞類節目的收視方式皆以電視機使

用有線電視收看，其次是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市話受訪者再其次是以電視機使用

無線電視收看新聞類節目，而行動電話受訪者再其次是以電視機使用 MOD 收看新聞類節目；

市話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

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及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新聞類節目的比例較市話

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使用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新聞類節目的比例較行動電

話男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最

高，市話 13-49 歲受訪者其次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市話 50 歲以上受訪者其

次是以電視機使用無線電視收看，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

例最高，行動電話 13-49 歲受訪者其次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行動電話 50 歲

以上受訪者其次是以電視機使用 MOD 收看。 

表 6-11  新聞類節目收視方式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數位無線

電視(電視

機)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MOD(電視

機) 

總計 63.19 13.35 12.88 56.61 21.14 13.71 

性別          

男性 62.09 11.81 13.00 52.91 22.07 15.94 

女性 64.47 15.15 12.74 59.02 20.53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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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數位無線

電視(電視

機)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MOD(電視

機) 

年齡       

13-19 歲 52.70 25.45 14.52 49.34 47.27 32.51 

20-29 歲 63.00 18.08 10.14 48.97 25.07 16.61 

30-39 歲 62.07 17.53 10.97 65.47 25.43 12.29 

40-49 歲 60.65 16.37 16.07 51.78 28.93 10.81 

50-59 歲 61.85 11.85 13.82 56.24 11.60 14.04 

60 歲以上 69.68 4.10 11.82 58.41 10.95 12.39 

(二)新聞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收看新聞類節目的地點皆為住家、

工作地點及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比例較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在住家收看新聞類

節目的比例較市話男性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在住家及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收看新聞類節

目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在住家收看新

聞類節目的比例最高，在 9 成五以上。 

表 6-12  新聞類節目收視地點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住家 工作地點 

吃飯的店

家/便利 

商店 

住家 工作地點 

吃飯的店

家/便利 

商店 

總計 98.47 4.72 1.81 98.57 7.53 2.79 

性別          

男性 97.55 5.58 2.11 97.29 7.76 2.56 

女性 99.55 3.71 1.47 99.40 7.38 2.93 

年齡       

13-19 歲 98.13 1.90 3.20 100.00 - - 

20-29 歲 98.38 4.82 3.92 98.48 8.41 2.27 

30-39 歲 97.16 7.65 2.93 98.56 8.45 1.93 

40-49 歲 97.80 5.46 1.69 100.00 12.58 5.37 

50-59 歲 99.05 5.66 1.22 97.80 5.74 1.47 

60 歲以上 99.53 2.21 0.29 98.38 1.88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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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戲劇類節目 

(一)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市話受訪者收看台灣戲劇的比例較行

動電話受訪者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收看外國戲劇的比例較市話受訪者高；就性別來看，市話

受訪者不論男性女性收看台灣戲劇的比例皆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而行動電話受訪者不論男性

女性收看外國戲劇的比例皆較市話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 13-1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

收看台灣戲劇的比例較高，市話 20-59 歲受訪者收看外國戲劇的比例較高，而行動電話各年齡

層受訪者皆為收看外國戲劇的比例較高。 

表 6-13  收看國內外戲劇節目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看台灣 

戲劇 
差不多 

看外國 

戲劇 

看台灣 

戲劇 
差不多 

看外國 

戲劇 

總計 43.65 7.96 47.57 37.14 10.20 52.12 

性別          

男性 49.29 8.89 40.71 39.26 8.20 52.54 

女性 40.38 7.42 51.55 36.43 10.86 51.99 

年齡       

13-19 歲 48.91 7.49 43.60 20.16 - 79.84 

20-29 歲 37.09 6.90 55.68 29.39 11.23 59.39 

30-39 歲 37.36 8.37 53.99 40.06 9.56 50.38 

40-49 歲 40.60 9.17 48.97 37.25 9.90 51.21 

50-59 歲 39.92 7.98 51.79 38.99 12.53 48.48 

60 歲以上 57.04 7.39 33.60 41.28 6.09 49.78 

(二)國外戲劇分布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針對有收看外國戲劇的受訪者詢問其

收看的是那些國家的戲劇，市話及行動電話受訪者皆以收看韓劇、歐美劇及大陸劇的比例較

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皆以收看韓劇及大陸劇的比例較男性受訪者高，

而市話及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皆以收看歐美劇的比例較女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及行

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收看韓劇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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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國外戲劇地區分布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韓劇 歐美劇 大陸劇 韓劇 歐美劇 大陸劇 

總計 64.75 43.93 33.73 61.87 46.09 34.66 

性別          

男性 41.02 55.36 33.60 34.31 67.30 33.48 

女性 75.60 38.71 33.79 71.10 38.99 35.06 

年齡       

13-19 歲 67.16 40.77 33.03 100.00 24.20 25.46 

20-29 歲 60.92 52.85 22.46 44.48 54.82 29.46 

30-39 歲 68.68 45.52 30.44 70.48 32.00 33.61 

40-49 歲 71.26 37.04 38.66 71.82 43.68 33.14 

50-59 歲 61.53 46.22 42.34 61.01 55.01 40.27 

60 歲以上 57.67 39.81 34.11 54.29 52.35 39.60 

(三)戲劇類節目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戲劇節目的收視方式皆以電視機使用

有線電視收看，其次是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再其次是桌上/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市話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

訪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戲劇類節目的比例較市話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

性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及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戲劇類節目的比例較

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

例最高，其次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行動電話 13-19 歲受訪者以智慧型手機或

平板電腦上網收看比例較高，行動電話 20-29 歲受訪者以桌上/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比例較高，

行動電話 30 歲以上受訪者是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比例較高。 

表 6-15  戲劇類節目收視方式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總計 53.56 22.07 14.91 42.65 29.32 20.89 

性別          

男性 53.91 16.12 15.59 35.12 25.31 34.32 

女性 53.36 25.52 14.51 45.15 30.65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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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年齡       

13-19 歲 46.35 43.61 16.09 39.48 40.41 40.19 

20-29 歲 45.45 35.10 30.40 24.67 36.20 47.40 

30-39 歲 48.29 29.57 20.34 43.29 39.44 18.91 

40-49 歲 48.74 22.31 15.98 46.02 41.07 15.80 

50-59 歲 54.01 12.82 8.48 49.16 16.74 9.07 

60 歲以上 70.48 5.37 3.47 53.00 2.62 11.97 

(四) 戲劇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收看戲劇類節目的地點皆為住家及

工作地點比例較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在住家收看戲劇類節目的比例較市話男性

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在工作地點收看戲劇類節目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高，就年齡來看，

市話及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在住家收看戲劇類節目的比例最高，在 9 成五以上。 

表 6-16  戲劇類節目收視地點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住家 工作地點 住家 工作地點 

總計 98.96 2.63 98.39 4.76 

性別       

男性 98.57 3.64 100.00 3.07 

女性 99.18 2.04 97.85 5.32 

年齡     

13-19 歲 100.00 0.69 100.00 - 

20-29 歲 99.47 2.39 97.28 6.33 

30-39 歲 98.93 3.90 98.03 4.73 

40-49 歲 98.06 4.91 96.35 9.81 

50-59 歲 98.81 2.07 100.00 2.94 

60 歲以上 99.14 0.86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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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藝類節目 

(一)綜藝類節目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綜藝類節目的收視方式皆以電視機使

用有線電視收看，其次是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市話受訪者再其次是以電視機使用

無線電視收看綜藝類節目，而行動電話受訪者再其次是以桌上/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綜藝類節

目；市話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及

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綜藝類節目的比例較男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

看，市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最高，市話 13-39 歲受訪者其次

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市話 40 歲以上受訪者其次是以電視機使用無線電視收

看，行動電話 13-19 歲及 30 歲以上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最高，行動電

話 20-29 歲受訪者以桌上/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的比例最高。 

表 6-17  綜藝類節目收視方式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數位無線

電視(電視

機)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總計 57.42 14.93 12.09 49.64 19.34 17.38 

性別          

男性 53.21 15.40 13.50 41.63 22.13 28.62 

女性 61.16 14.51 10.83 55.88 17.17 8.63 

年齡       

13-19 歲 43.46 33.04 9.13 100.00 - - 

20-29 歲 51.70 27.70 8.05 32.00 29.85 40.75 

30-39 歲 59.11 18.22 10.38 58.75 18.17 7.86 

40-49 歲 57.74 9.73 16.19 45.60 29.99 10.59 

50-59 歲 61.97 6.36 15.59 59.31 4.37 4.09 

60 歲以上 64.84 1.62 12.61 62.03 9.51 6.16 

(二)綜藝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收看綜藝類節目的地點皆為住家及

工作地點比例較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在住家收看綜藝類節目的比例較市話男性

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在住家及工作地點收看綜藝類節目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高，就年齡

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在住家收看綜藝類節目的比例最高，在 9 成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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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綜藝類節目收視地點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住家 工作地點 住家 工作地點 

總計 98.80 1.21 99.18 4.20 

性別       

男性 98.56 1.50 98.81 4.13 

女性 99.02 0.95 99.46 4.25 

年齡     

13-19 歲 97.27 0.60 100.00 - 

20-29 歲 99.68 1.83 97.35 9.50 

30-39 歲 99.68 1.51 100.00 1.09 

40-49 歲 98.62 1.10 100.00 5.24 

50-59 歲 97.25 2.29 100.00 - 

60 歲以上 99.41 - 100.00 3.04 

四、體育類節目 

(一)體育類節目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體育類節目的收視方式皆以電視機使

用有線電視收看，其次是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市話受訪者再其次是以電視機使用

MOD 收看體育類節目，而行動電話受訪者再其次是以桌上/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體育類節目；

市話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

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體育類節目的比例較市話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

使用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及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體育類節目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女

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最高，市

話 13-39 歲受訪者其次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市話 40 歲以上受訪者其次是以

電視機使用 MOD 收看，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最高，

行動電話 13-59 歲受訪者其次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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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  體育類節目收視方式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MOD(電視

機)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總計 69.21 12.55 11.79 55.31 22.46 21.65 

性別          

男性 68.76 14.01 12.07 56.18 27.09 27.28 

女性 71.50 5.23 10.35 51.98 4.62 - 

年齡       

13-19 歲 57.45 28.31 10.80 - - - 

20-29 歲 67.12 24.41 11.64 45.44 33.64 33.09 

30-39 歲 68.67 14.81 9.30 60.89 31.34 24.89 

40-49 歲 64.53 8.27 14.06 56.81 15.16 15.16 

50-59 歲 68.76 10.32 16.40 60.50 4.59 - 

60 歲以上 80.07 1.92 8.08 83.76 - 16.24 

(二)體育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收看體育類節目的地點皆以住家的

比例最高，市話受訪者其次收看地點為工作地點、大眾交通工具上，而行動電話受訪者其次收

看地點為吃飯的店家、工作地點，就性別來看，市話男性受訪者在住家、工作地點、大眾交通

工具上收看體育類節目的比例較市話女性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在住家及吃飯的店家收看體

育類節目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在住家

收看體育類節目的比例最高，在 9 成以上。 

表 6-20  體育類節目收視地點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住家 工作地點 
大眾交通

工具上 
住家 

吃飯的 

店家 
工作地點 

總計 98.04 3.53 1.77 98.06 4.19 4.16 

性別          

男性 98.49 4.00 1.86 97.56 3.86 5.25 

女性 95.79 1.19 1.34 100.00 5.48 - 

年齡       

13-19 歲 91.95 - 4.8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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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話 行動電話 

住家 工作地點 
大眾交通

工具上 
住家 

吃飯的 

店家 
工作地點 

20-29 歲 98.75 2.75 2.79 97.97 4.46 4.06 

30-39 歲 100.00 2.95 2.65 100.00 7.64 - 

40-49 歲 96.03 5.51 1.49 100.00 - 15.16 

50-59 歲 100.00 4.62 1.09 95.41 4.59 4.59 

60 歲以上 98.82 3.49 - 100.00 - - 

五、電影類節目 

(一)電影類節目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電影節目的收視方式皆以電視機使用

有線電視收看，其次是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再其次是桌上/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市話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受訪者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及行動

電話女性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及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電影類節目

的比例較男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

例最高，13-19 歲、30-39 歲及 50 歲以上其次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行動電話

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30-59 歲受訪者其次以智

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比例較高，行動電話 20-2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其次以桌上/筆

記型電腦上網收看比例較高。 

表 6-21  電影類節目收視方式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總計 62.28 15.21 14.93 55.48 20.85 19.82 

性別          

男性 61.48 14.74 16.49 52.83 17.55 24.95 

女性 63.47 15.92 12.61 58.49 24.57 14.02 

年齡       

13-19 歲 62.51 22.95 13.84 46.05 46.05 - 

20-29 歲 55.71 23.32 30.74 49.40 16.43 28.84 

30-39 歲 60.02 19.41 18.10 62.93 25.11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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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40-49 歲 61.23 11.96 14.08 54.59 34.24 20.82 

50-59 歲 65.50 8.14 5.17 51.52 22.12 4.95 

60 歲以上 72.21 4.45 1.98 70.95 - 11.77 

(二)電影類節目收視地點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收看電影類節目的地點皆為住家及

工作地點比例較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在住家收看電影類節目的比例較市話男性

高，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在住家及工作地點收看電影類節目的比例較行動電話女性高，就年齡

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皆以在住家收看電影類節目的比例最高，在 9 成以上。 

表 6-22  電影類節目收視地點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住家 工作地點 住家 工作地點 

總計 99.31 1.29 99.08 3.06 

性別       

男性 99.27 1.63 100.00 3.26 

女性 99.37 0.78 98.05 2.84 

年齡     

13-19 歲 99.20 - 100.00 46.05 

20-29 歲 99.14 1.25 100.00 3.58 

30-39 歲 99.62 2.41 100.00 - 

40-49 歲 98.18 1.82 93.45 9.51 

50-59 歲 100.00 1.00 100.00 - 

60 歲以上 1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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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類節目 

(一)其他類節目收視方式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其他類節目的收視方式皆以電視機使

用有線電視收看，其次是上網收看；市話受訪者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較行動電話

受訪者高；就性別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其他類節目

的比例較男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 20 歲以上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

比例最高，市話 13-19 歲受訪者是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比例較高；行動電話 30

歲以上受訪者皆以電視機使用有線電視收看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13-29 歲受訪者以桌上/筆記

型電腦上網收看比例較高。 

表 6-23  其他類節目收視方式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數位有線

電視(電視

機) 

上網收看

(桌上/筆記

型電腦) 

上網收看

(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

電腦) 

總計 54.98 17.71 15.14 52.89 18.38 18.11 

性別          

男性 50.61 19.41 18.65 48.97 28.55 20.14 

女性 60.71 15.48 10.52 55.39 11.90 16.82 

年齡       

13-19 歲 33.65 45.68 24.47 49.06 50.94 47.44 

20-29 歲 46.11 24.70 40.84 30.08 42.76 36.83 

30-39 歲 54.92 21.37 17.37 62.13 14.42 12.17 

40-49 歲 54.84 16.85 14.69 69.67 9.52 15.10 

50-59 歲 59.30 12.06 7.49 57.43 9.08 16.43 

60 歲以上 66.78 2.80 2.92 53.75 6.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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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收視平臺滿意度比較 

一、數位有線電視收視行為 

(一)數位有線電視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數位有線電視系統的滿意度

無顯著差異，市話男性受訪者對於數位有線電視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女性，行動電話女性受

訪者對於數位有線電視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男性，而市話與行動電話之男性受訪者對於數位

有線電視收視感到不滿意比例皆高於女性；年齡方面，13-19 歲及 40-49 歲之市話受訪者對於

使用數位有線電視收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24  數位有線電視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62.97 10.59 23.35 66.95 11.22 18.99 

性別        

男性 63.12 10.49 23.90 65.77 11.89 19.91 

女性 62.81 10.69 22.78 67.71 10.79 18.40 

年齡       

13-19 歲 91.16 3.59 4.73 77.81 22.19 - 

20-29 歲 75.33 8.68 15.19 76.33 11.98 10.60 

30-39 歲 68.30 8.83 22.28 77.95 5.94 14.57 

40-49 歲 56.30 14.26 27.61 54.99 19.06 22.20 

50-59 歲 52.94 9.36 35.13 53.17 11.14 30.55 

60 歲以上 54.53 13.46 23.88 60.34 12.75 22.61 

(二)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市話受訪者對於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

原因以收訊品質不佳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以費用太貴的

比例最高，不論市話或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皆以收訊品質不佳、費用

太貴、重播率太高為最多；就性別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的女性受訪者認為收訊品質不佳的比

例較男性受訪者高，而市話及行動電話的男性受訪者認為費用太貴及重播率太高的比例較女性

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 15-39 歲受訪者對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以收訊品質不佳的比

例最高，市話 40 歲以上受訪者對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以費用太貴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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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 歲受訪者對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以收訊品質不佳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40-49 歲受

訪者對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以重播率太高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50 歲以上受訪者對數位

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以費用太貴的比例最高。 

表 6-25  對數位有線電視不滿意原因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收訊品質

不佳 
費用太貴 

重播率 

太高 
費用太貴 

重播率 

太高 

收訊品質

不佳 

總計 32.07 29.94 25.23 34.10 29.97 29.28 

性別          

男性 31.83 31.67 26.83 38.11 33.25 23.73 

女性 32.32 28.16 23.57 31.10 27.51 33.43 

年齡       

13-19 歲 55.02 10.87 0.00 - - - 

20-29 歲 52.40 23.41 15.56 38.96 21.77 48.87 

30-39 歲 42.80 19.98 22.26 12.97 20.55 32.15 

40-49 歲 29.31 32.60 27.16 33.20 41.42 32.48 

50-59 歲 22.07 35.38 32.03 34.51 29.20 27.71 

60 歲以上 28.76 32.48 23.81 59.37 38.22 9.73 

(三)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市話及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尚未轉換

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皆以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的比例最高，市話受訪者尚未轉換數位有

線電視的原因其次為數位有線電視操作太複雜及不想增加花費，行動電話受訪者尚未轉換數位

有線電視的原因其次為不想增加花費及還沒有時間安裝數位機上盒；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

訪者認為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不想增加花費的比例較市話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

性受訪者認為不想增加花費、還沒有時間安裝數位機上盒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高；就

年齡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尚未轉換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皆以原本有線電視內

容已經足夠的比例最高，市話 40 歲以上受訪者尚未轉換數位有線電視的其次原因為數位有線

電視操作太複雜，行動電話 20-39 歲、50 歲以上受訪者尚未轉換數位有線電視的其次原因為不

想增加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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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尚未轉換數位有線電視原因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原本有線

電視內容

已經足夠 

數位有線

電視操作

太複雜 

不想增加

花費 

原本有線

電視內容

已經足夠 

不想增加

花費 

還沒有時

間安裝數

位機上盒 

總計 42.34 9.61 9.28 51.45 14.00 6.96 

性別          

男性 39.01 9.74 8.32 56.06 10.76 3.79 

女性 46.44 9.46 10.46 46.28 17.62 10.50 

年齡       

13-19 歲 51.04 - 3.15 - - - 

20-29 歲 48.59 2.50 6.04 50.63 13.41 4.77 

30-39 歲 40.07 8.74 11.54 39.65 23.44 6.60 

40-49 歲 40.27 15.23 14.30 80.36 - 19.64 

50-59 歲 36.29 13.62 7.09 60.95 6.21 5.01 

60 歲以上 43.97 10.33 8.90 47.24 24.92 12.99 

二、數位無線電視收視行為 

(一)數位無線電視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數位無線電視系統的滿意度

無顯著差異，市話男性受訪者對於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女性，行動電話女性受

訪者對於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男性，而市話與行動電話之女性受訪者對於數位

無線電視收視感到不滿意比例皆高於男性；年齡方面，20-39 歲及 60 歲以上之市話受訪者對於

使用數位無線電視收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27  數位無線電視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68.99 8.52 20.16 65.78 4.15 23.58 

性別          

男性 70.52 8.84 18.00 60.16 6.31 23.62 

女性 67.24 8.17 22.62 68.66 3.04 23.56 

年齡       

13-19 歲 85.51 7.12 7.37 - - - 

20-29 歲 86.22 4.60 9.17 65.52 12.90 14.12 

30-39 歲 66.83 12.72 18.08 66.45 4.81 24.74 

40-49 歲 58.01 11.48 28.04 63.32 - 36.68 



 

266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50-59 歲 63.36 6.41 28.49 67.73 - 23.68 

60 歲以上 71.94 6.63 16.55 65.35 7.24 13.80 

(二)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項目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手機受訪者僅 22 位，以下手機數據

僅供參考，市話受訪者對於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項目以頻道收訊不清晰的比例最高，行動電

話受訪者對於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項目以節目內容不精彩的比例最高，不論市話或行動電話

受訪者對於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項目皆以頻道收訊不清晰、節目內容不精彩、節目重播率太

高為最多；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認為頻道收訊不清晰及節目內容不精彩的比例較市話

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認為頻道收訊不清晰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高，而

市話及行動電話的男性受訪者認為重播率太高的比例皆較女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

30-4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對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項目以頻道收訊不清晰的比例最高，市話

13-19 歲、50-59 歲受訪者對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項目以節目內容不精彩的比例最高，市

話 20-29 歲受訪者對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項目以節目重播率太高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20-2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對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項目以節目內容不精彩的比例最高，行

動電話 20-39 歲及 50-59 歲受訪者對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項目以節目重播率太高的比例最

高，行動電話 40-49 歲受訪者對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項目以頻道收訊不清晰的比例最高。 

表 6-28  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項目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頻道收訊

不清晰 

節目內容

不精彩 

節目重播

率太高 

節目內容

不精彩 

節目重播

率太高 

頻道收訊

不清晰 

總計 37.88 32.31 27.91 33.01 31.61 30.91 

性別          

男性 37.52 32.07 29.78 42.95 41.13 27.49 

女性 38.21 32.53 26.22 27.88 26.70 32.67 

年齡       

13-19 歲 33.33 66.13 33.87 - - - 

20-29 歲 17.53 50.15 50.70 51.54 51.54 48.46 

30-39 歲 30.01 24.75 - 40.66 61.85 38.15 

40-49 歲 50.69 29.12 27.96 14.82 - 54.62 

50-59 歲 25.25 46.16 32.42 16.13 52.42 - 

60 歲以上 46.70 11.11 36.05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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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播衛星電視收視行為 

調查樣本中使用直播衛星的人數僅 8 位，其中市話樣本數 7 位，手機樣本數 1 位，由於樣

本數過少，不具代表性，故不進行比較。 

四、MOD 收視行為 

(一)MOD 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 MOD 的滿意度無顯著差異，

市話及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對於 MOD 收視皆感到滿意比例高於女性；年齡方面，20-59 歲之

市話受訪者對於使用 MOD 收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29  MOD 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75.78 8.36 14.47 66.37 11.29 20.52 

性別        

男性 77.34 6.44 15.45 71.69 7.50 16.48 

女性 73.85 10.75 13.26 62.54 14.02 23.44 

年齡       

13-19 歲 84.67 2.02 8.90 100.00 - - 

20-29 歲 81.67 8.21 9.22 70.42 16.24 13.34 

30-39 歲 81.15 10.27 7.45 62.73 10.75 26.52 

40-49 歲 69.42 7.79 22.79 46.35 18.96 34.69 

50-59 歲 72.39 8.39 17.37 64.33 8.13 24.87 

60 歲以上 69.36 10.79 18.66 76.57 7.06 7.06 

(二)MOD 滿意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市話及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 MOD 滿

意原因皆以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畫面品質、有隨選視訊功能的比例較高；就性別來看，

市話女性受訪者認為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較市話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性受

訪者認為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畫面品質及有隨選視訊功能的比例較市話男性受訪者

高；就年齡來看，市話 15-29 歲、40 歲以上受訪者對 MOD 滿意原因以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

以選的比例最高，市話30-39歲受訪者對MOD滿意原因以畫面品質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13-4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對 MOD 滿意原因以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50-59 歲受訪者對 MOD 滿意原因以畫面品質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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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0  對 MOD 滿意原因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有比較多

喜歡的內

容可以選 

畫面品質 
有隨選視

訊功能 

有比較多

喜歡的內

容可以選 

畫面品質 
有隨選視

訊功能 

總計 49.54 38.19 10.21 40.94 30.30 7.99 

性別          

男性 48.88 44.33 10.68 36.11 27.08 6.26 

女性 50.39 30.20 9.59 44.94 32.97 9.42 

年齡       

13-19 歲 59.22 25.96 8.19 51.38 - - 

20-29 歲 52.69 31.83 8.80 40.29 32.05 - 

30-39 歲 47.88 51.14 10.25 49.10 35.35 23.98 

40-49 歲 45.43 38.80 13.13 59.72 40.28 - 

50-59 歲 52.57 36.56 17.52 31.97 32.45 4.74 

60 歲以上 41.28 40.72 1.83 32.52 22.85 11.77 

(三)MOD 不滿意原因 

手機樣本僅 23 位，手機調查結果僅供參考，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

受訪者，市話及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 MOD 不滿意原因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的比例最高，

市話受訪者對於MOD不滿意原因其次是連線不順暢及重播率太高，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MOD

不滿意原因其次是重播率太高及廣告太多；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認為重播率太高的比

例較市話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認為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

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各年齡層受訪者對 MOD 不滿意原因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的

比例最高，市話 20-39 歲及 50-59 歲受訪者對 MOD 不滿意原因其次是連線不順暢，市話 40-4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對 MOD 不滿意原因其次是重播率太高，行動電話 30 歲以上受訪者對

MOD 不滿意原因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20-29 歲受訪者對 MOD 不

滿意原因以重播率太高的比例最高。 

表 6-31  對 MOD 不滿意原因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有想看的節

目看不到 

連線 

不順暢 

重播率 

太高 

有想看的節

目看不到 

重播率 

太高 
廣告太多 

總計 59.18 20.61 15.62 63.62 27.06 15.52 

性別          

男性 63.85 21.95 12.40 37.37 47.88 13.58 

女性 52.40 18.67 20.28 76.94 16.51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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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話 行動電話 

有想看的節

目看不到 

連線 

不順暢 

重播率 

太高 

有想看的節

目看不到 

重播率 

太高 
廣告太多 

年齡       

13-19 歲 49.11 - - - - - 

20-29 歲 60.10 20.28 - 48.58 51.42 - 

30-39 歲 54.23 45.40 15.21 43.10 28.25 15.58 

40-49 歲 54.50 19.58 20.83 71.44 - - 

50-59 歲 54.41 31.18 5.33 79.77 32.08 32.08 

60 歲以上 73.98 6.77 32.55 100.00 - - 

五、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行為 

(一)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滿意度 

市話樣本僅 37 位，手機樣本僅 8 位，調查結果僅供參考，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

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市話及行動電話男性

受訪者對於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感到滿意比例皆高於女性；年齡方面，13-39 歲及 50 歲以上

之市話受訪者對於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感到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32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91.12 8.88 - 62.78 24.08 13.14 

性別        

男性 93.55 6.45 - 100.00 - - 

女性 88.93 11.07 - 57.60 27.44 14.97 

年齡       

13-19 歲 100.00 - - - - - 

20-29 歲 100.00 - - - - - 

30-39 歲 100.00 - - 66.23 - 33.77 

40-49 歲 71.95 28.05 - 76.30 23.70 - 

50-59 歲 100.00 - - - 100.00 - 

60 歲以上 100.00 - - - - - 

(二)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不滿意原因 

樣本中僅 1 位對於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感到不滿意，不滿意原因為播放流暢度不穩定，調查

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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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慧/聯網電視收視行為 

(一)智慧/聯網電視滿意度 

市話樣本僅 38 位，手機樣本僅 12 位，調查結果僅供參考，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

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智慧/聯網電視的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市話女性受訪者對於智

慧/聯網電視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男性，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對於智慧/聯網電視收視感到滿

意比例高於女性；年齡方面，30-49 歲之市話受訪者對於使用智慧/聯網電視收視感到滿意的比

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33  智慧/聯網電視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90.83 6.30 2.87 68.74 31.26 - 

性別         

男性 90.73 9.27 - 100.00 - - 

女性 91.03 - 8.97 53.91 46.09 - 

年齡       

13-19 歲 100.00 - - - - - 

20-29 歲 100.00 - - 100.00 - - 

30-39 歲 100.00 - - 38.02 61.98 - 

40-49 歲 79.53 10.51 9.95 75.97 24.03 - 

50-59 歲 100.00 - - 100.00 - - 

60 歲以上 65.56 34.44 - 100.00 - - 

(二)智慧/聯網電視不滿意原因 

樣本中僅 1 位對於智慧/聯網電視感到不滿意，不滿意原因為播放流暢度不穩定，調查結

果僅供參考。 

七、網路收視行為 

(一)採用網路收視原因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市話及行動電話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

收視原因皆以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及電

視節目/影片更新速度快；就性別來看，市話女性受訪者認為電視節目/影片更新速度快的比例

較市話男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認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及電視節目/影片

更新速度快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及行動電話各年齡層受訪者採

用網路方式收視原因皆以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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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採用網路收視原因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收視時間彈

性，可隨選 

收視 

節目內容

多元，有較

多選擇 

電視節目/

影片更新

速度快 

收視時間彈

性，可隨選 

收視 

節目內容

多元，有較

多選擇 

電視節目/

影片更新

速度快 

總計 57.00 37.08 13.82 67.89 23.74 8.35 

性別          

男性 57.37 37.82 10.78 71.69 21.27 4.70 

女性 56.63 36.35 16.87 64.70 25.82 11.42 

年齡       

13-19 歲 56.47 34.56 11.28 50.25 17.51 17.30 

20-29 歲 65.60 36.99 12.40 75.76 22.27 5.56 

30-39 歲 61.04 34.71 13.82 66.55 23.55 13.69 

40-49 歲 50.79 38.49 15.61 62.66 21.72 8.06 

50-59 歲 50.07 43.52 15.02 57.88 27.11 8.11 

60 歲以上 40.85 37.14 19.16 64.30 36.01 - 

(二)網路收視滿意度 

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受訪者，對於使用網路收視的滿意度無顯著差

異，市話女性受訪者對於網路收視感到滿意比例高於男性，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對於網路收視

感到滿意比例高於女性；年齡方面，13-19 歲、30-59 歲之市話受訪者對於使用網路收視感到

滿意的比例較手機受訪者高。 

表 6-35  網路收視滿意度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計 89.71 3.26 5.92 87.41 5.84 5.42 

性別        

男性 89.29 2.88 6.28 89.70 3.16 5.39 

女性 90.14 3.64 5.55 85.49 8.09 5.44 

年齡       

13-19 歲 97.30 0.44 1.79 82.68 17.32 - 

20-29 歲 94.41 2.20 3.13 95.80 1.82 1.69 

30-39 歲 91.08 3.49 5.11 86.92 7.90 3.13 

40-49 歲 86.66 6.09 6.10 82.12 2.94 14.94 

50-59 歲 76.74 3.98 16.96 73.08 13.28 9.53 

60 歲以上 77.21 4.78 11.00 82.38 11.43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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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收視不滿意原因 

手機樣本僅 20 位，手機調查結果僅供參考，經調查結果得知，市話與行動電話接觸到的

受訪者，市話及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網路收視不滿意原因皆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的比例最高，

市話受訪者對於網路收視不滿意原因其次是畫質不佳及節目內容不足，行動電話受訪者對於網

路收視不滿意原因其次是節目內容不足及畫質不佳；就性別來看，市話男性受訪者認為播放流

暢度不穩定、畫質不佳及節目內容不足的比例較市話女性受訪者高，行動電話女性受訪者認為

節目內容不足及畫質不佳的比例較行動電話男性受訪者高；就年齡來看，市話 20 歲以上受訪

者對網路收視不滿意原因皆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的比例最高，市話 13-19 歲受訪者對網路收視

不滿意原因以節目內容不足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20-49 歲及 60 歲以上受訪者對網路收視不

滿意原因皆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的比例最高，行動電話 50-59 歲受訪者對網路收視不滿意原因

以節目內容不足的比例最高。 

表 6-36  對網路收視不滿意原因的比較 

 市話 行動電話 

播放流暢度

不穩定 
畫質不佳 

節目內容

不足 

播放流暢度

不穩定 

節目內容

不足 
畫質不佳 

總計 50.20 19.28 16.45 80.72 19.65 8.91 

性別          

男性 50.76 24.65 17.46 100.00 11.35 8.70 

女性 49.57 13.20 15.30 64.67 26.56 9.08 

年齡       

13-19 歲 25.45 25.24 25.93 - - - 

20-29 歲 77.42 - 31.63 100.00 - 33.33 

30-39 歲 52.61 40.84 17.58 67.19 66.94 32.81 

40-49 歲 59.21 19.22 11.22 100.00 - - 

50-59 歲 45.95 15.77 13.21 37.67 41.50 - 

60 歲以上 22.69 11.84 10.71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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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質化調查結果與發現 

質化調查將分別針對「各種平臺閱聽人」、「特殊族群」、「專家學者」舉辦「焦點團體座談

會」，以深入瞭解一般閱聽人之傳播行為及傳播權滿意度，參與者廣納不同性別、年齡、世代、

職業、地區、新移民、身心障礙者等背景之民眾，最後由專家學者依照本研究質化與量化結果，

提供主管機關傳播權政策之相關建議。以下將各類座談會的訪談大綱列出。 

表 7-1  焦點團體座談操作型定義說明 

研究取向 調查對象 研究目的 操作型內容 

質化研究 

焦點團體

座談會 

一般收視者 瞭解一般閱

聽人對於內

容呈現、廣告

呈現與主管

機關管理之

相關意見等

進行深入探

討 

1、 受訪者基本資料介紹 

2、 目前經常使用收看電視的平臺，及收視情形 

3、 在看電視節目的同時，還會使用哪些其他裝置，

進行什麼活動 

4、 對目前電視節目內容多元化滿意嗎？有沒有你特

別想要看到的節目內容是現在電視節目中比較少

看到的呢？ 

 節目種類適不適宜 

 新聞報導適不適宜 

 法令或政策應如何保護閱聽人(節目分級、不當

內容監理、廣告內容及時間管制) 

5、 對於目前電視新聞品質滿意嗎？ 

 新聞報導畫面呈現適不適宜 

 建議法令或政策應如何管制 

6、 對於目前電視節目或電視新聞中的置入性行銷的

看法(尤其是商品置入)？ 

 商業贊助對國內節目製作品質的影響 

 商業贊助對國內節目內容的影響 

 可以及不得接受商業贊助的節目類型 

7、 您對於目前電視廣告播出的長度有何看法？未來

廣告的管制形式分為每小時管制或一整天的總量

管制，請問您比較贊同哪種方式？為什麼？有沒

有其他的建議？ 

8、 政府為了保障本國自製節目的播出，將在特定時

段規定外來節目的播放比例，您覺得應該在哪些

時段規定?而您認為應規定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播

放比例應為多少? 

9、 您認為目前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普、護、輔、限)

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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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取向 調查對象 研究目的 操作型內容 

10、 您對未來推行分組付費的看法是什麼? 

 特殊收視者 瞭解身心障

礙者、新移

民、原住民、

65 歲以上長

者等特殊族

群對於電視

服務之需求

與意見 

1、 受訪者基本資料介紹 

2、 目前家中特殊族群者的收視概況 

3、 對於目前電視所提供的特殊族群節目內容之意見

及看法 

4、 希望未來增加哪些內容的節目或頻道給家中特殊

族群觀賞 

5、 未來希望針對特殊族群提供哪些電視內容服務 

6、 對特殊族群頻道經營業者或節目產製者之建議 

7、 對政府保障特殊族群收視權益之政策建議 

8、 對弱勢族群收視權益保障之意見 

 專家學者 分別從傳播

權觀點針對

「內容呈現」

與「廣告呈

現」提出政策

建議 

1、 對廣告呈現之建議 

 對廣告時間播送規範的看法 

 對節目或新聞置入性行銷的看法 

 對產業公協會自律規範的期待或看法 

2、 對內容呈現之建議 

 政府為了保障本國自製節目的播出，將在特定

時段規定外來節目的播放比例，您覺得該規定

哪些時段?而應規定本國自製電視節目播放比

例應為多少 

 收視方式的改變，導致新媒體平臺的移轉，請

問對於相關產業的衝擊及未來因應方式 

 您認為目前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普、護、輔、

限)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有線電視已經開放跨區經營，開放跨區經營對

於有線電視產業會有哪些影響，以及有可能會

產生哪些衝擊及問題?因應方式為何 

3、 電視節目贊助與商業置入性行銷規範 

 目前 NCC 已開放電視節目商業置入及接受外

界贊助，包含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請問您

對於這項政策有什麼意見或建議 

4、 未來族群收視權益政策建議 

 對閱聽人收視權益保障之意見 

 對弱勢族群收視權益保障之意見 

5、 其他關於未來電視發展之重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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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一般視聽眾意見 

本研究共召開 10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以進一步集思廣益對研究結果作深入探討與分析。

邀請對象包括一般視聽眾、視覺／聽覺障礙者、新移民及原住民視聽眾、專家學者、電視臺業

者，就整體研究調查結果進行討論與解讀，提供具體回應及建言，此報告先針對 4 場一般民眾

焦點座談內容進行整理。 

本節主要目的為了解民眾（將包含不同性別、年齡、地區等背景），在匯流環境下使用不

同視訊平臺收看電視的情形、滿意度及收視行為，以及對於目前電視節目內容、廣告呈現方式、

節目分級制度、電視新聞報導製播品質、政論節目質量及數位視訊服務廣告等相關意見與建議

進行交換討論，以下將 4 場與會者背景資料列出。 

 (一)臺北視聽眾 

表 7-2  臺北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與談者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電視時數 

A-1 男 60 以上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智慧型行動電話上網收看 
1 /小時 

A-2 女 30-39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平版電腦上網收看 
4/小時 

A-3 男 30-3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智慧型行動電話上網收看 

平版電腦上網收看 

2 /小時 

A-4 男 20-29 
電視機收看 MOD 

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1/小時 

A-5 女 50-5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智慧型行動電話上網收看 

平版電腦上網收看 

4.5 /小時 

A-6 男 60 以上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2 /小時 

A-7 女 20-29 
電視機收看 MOD 

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1/小時 

A-8 男 30-3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平版電腦上網收看 
1.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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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視聽眾 

表 7-3  花蓮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與談者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電視時數 

B-1 女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智慧型行動電話) 
4 小時 

B-2 男 60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平板電腦) 
4 小時 

B-3 女 30-3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平板電腦) 
1 小時 

B-4 男 20-2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桌上/筆記

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 
2.5 小時 

B-5 男 60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10 小時 

B-6 男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2 小時 

B-7 女 40-4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 
1 小時 

B-8 男 60 以上 
類比有線電視(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平板電腦) 
2 小時 

(三)高雄視聽眾 

表 7-4  高雄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與談者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 

電視時數 

C-1 女 20-2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 
3.5 小時 

C-2 女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桌上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平板電腦) 
3.5 小時 

C-3 男 20-2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桌上/筆記型電腦、智慧

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 
2 小時 

C-4 女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桌上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 
3.5 小時 

C-5 男 40-4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桌上/筆記型電腦、智慧

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 

上網收看(使用桌上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 

6 小時 

C-6 男 40-4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桌上型電腦、平板電腦) 
2 小時 

C-7 女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 
3 小時 

C-8 男 60 以上 數位有線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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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中視聽眾 

表 7-5  臺中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與談者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電視時數 

D-1 男 60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2 小時 

D-2 女 50-5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桌上型電腦) 
6 小時 

D-3 男 20-2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電腦、行動電話、平版) 
2 小時 

D-4 女 30-3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平板電腦) 
1 小時 

D-5 女 50-5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平板電腦) 
3 小時 

D-6 男 40-4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MOD(使用電視機) 
5 小時 

D-7 女 40-4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5 小時 

D-8 男 20-2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桌上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

話)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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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收視平臺使用情形 

一、目前的收視方式 

 各地民眾收視方式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多半使用有線電視、MOD 及網路進行收看，而受

訪者當中，目前家中已有數位機上盒的比例頗高。 

【有線電視】 

家裡電視機看類比，其它用電腦上網。（A-3） 

電視機看類比，其它也是電腦上網，基本上是這樣。（A-5） 

家裡只有電視，看數位有線，是在場唯一不用行動電話看電視的。

（A-6） 

我家現在用數位電視，鳯信的，裝機後品質都滿穩定的。再來就用電

腦看，最近有跟著買一臺小米機上盒。（C-3） 

我家電視是數位電視，可是它是網路型的，那我就設定就可以直接連

上去，甚至有些，比如體育臺或什麼臺的，我先儲存起來，等我想看的時

候再看。（D-7） 

我們家平常看電視習慣是用第四臺的機上盒，算數位電視，因為平常

不太看的原因是家裡人比較多，婆婆喜歡看第四臺的韓劇、我爸爸可能又

喜歡看新聞節目，但那都不是我喜歡看的，所以我自己會用平板看我想看

的戲劇，而且那個隨時隨地我有空的時間就可以看，沒有受限制。（D-4） 

我家用的也是看第四臺，數位的，沒有 MOD，我除了看電視就是看行

動電話，也會看電腦，可是我認為重要的節目，就是談話性或新聞，這個

我會用電視收看。（D-5） 

【MOD】 

後來我先生決定改為 MOD，一方面是畫質也比較好、價格也比第四臺

便宜一點，就去裝，覺得還不錯。（B-3） 

我家有 MOD，但找電影才會去看，找院線片才會去看，平常比較少。

大部份以網路，對我來講比較方便。（D-3） 

通通都有，就是換著看，喜歡看什麼樣的節目就看什麼樣的節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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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比較方便。因為第四臺是我們那個區域，裝MOD是為了上網，我們

是用中華電信，只要加一點點錢就可以看 MOD，所以我們就直接再加一點

錢，就多方面選擇。（D-6） 

二、目前收視方式滿不滿意？為什麼？ 

 目前使用有線電視的受訪者認為目前不滿意的地方主要在收訊不佳及費用太貴，尤其以南

部的受訪者為主；而 MOD 用戶認為價格相對便宜，畫質也比較好。 

【有線電視】 

我覺得藝術類型的節目太少，像我會想找一些，因為我本身學音樂

的，想找一些交響樂或國樂，各式各樣的音樂想觀賞。（A-8） 

不要強迫我們使用戶一看就一百多臺電視來看，希望我們使用戶能夠

選擇數位幾臺的權利，這樣可以降低我們月租費用。（C-8） 

我們家是港都。高雄就只有二家。現在都是同一個老板。…它可能是

大量採購，所以品質上沒有很穩定，我們家的機上盒也來調整過好幾次訊

號才比較穩定。（C-6） 

我們家也是用鳯信，類比的，我是覺得正常，還滿意的。（C-7） 

非常不滿意。應該說非常不滿意。你要重播，OK，我也相信有些節目

真的是有再觀看的價值，但你至少不要欺騙觀眾，你打一下這是重播的，

可以嗎。（C-6） 

【MOD】 

後來我先生決定改為 MOD，一方面是畫質也比較好、價格也比第四臺

便宜一點，就去裝，覺得還不錯。（B-3） 

MOD 的費用其實比鳯信便宜，所以之後就裝了 MOD。（C-1） 

 



 

280 

 

三、目前未轉換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及未來轉換意願 

 針對目前尚未轉換為數位有線電視的民眾，多數受訪者表示轉換成數位會多增加機上盒的

費用，且感覺轉換成數位很麻煩。 

剛開始裝的時候，大概那個機上盒品質不好，我差不多用了一個月之

後，之後連續用了五個小時後它就會變成馬賽克情況出來，那現在目前我

還是看類比，我把機上盒全部撤掉，還是看類比，就是說等到高雄市全部

都改為數位後那時候再來說。（C-8） 

那以後用機上盒的話四臺電視機都要付費。（C-8） 

我們沒有換成數位電視是嫌麻煩，就是一直這樣順著看就好，不要在

那邊搞有的沒的。（C-4） 

四、電腦、行動電話、平板等平臺改變收視行為情形 

對於目前收看電視的方式日益多元，受訪者認為電腦、行動電話及平板等工具有一部份取

代了電視，主要是因為電腦等收視工具可以非線性、跳躍性的收看電視節目，不會錯過時間而

失去再看一次的機會。 

會看傳統電視也會看行動電話，…當然以行動電話為主，開電視只是

個習慣，不管做運動還是帶小孩寫功課，什麼的，就開電視有個聲音，有

時候瞄一下，發生這個事情哦？然後繼續做別的事情。吃飯的時候大家就

開著電視，有的可以分散注意力。（A-8） 

我先生就是電視開著然後他在玩行動電話，我就說：你到底在看電視

還是玩行動電話？你不看電視我要轉，但他又會瞄一下、瞄一下，就是會

一心二用，可能他覺得玩行動電話遊戲是放鬆抒壓，所以要一邊行動電

話、一邊電視。（A-2） 

我們看平板的話可以找自己喜歡，GOOGLE 上可以找、YOUTUBE 上

也可以找，比如像一些科學頻道，像火星任務、火星什麼樣的一些，我們

在平板上就可以，我認為平板可以給我們更多資訊也不錯，有時候電視不

喜歡看的話就把它關掉、看平板好了。（B-2） 

都用有線電視在看節目，以前跟現在都沒有改變。（C-8） 

我目前比較少用電視機看電視，幾乎都是行動電話，就行動電話不離

身，比較方便。那它說看電視節目的同時還會用哪些其它裝置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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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比較少，反而是看行動電話的時候，它如果有些廣告，或者…因為看

了如果要買衣服還是都用行動電話平臺比較多，電視可能就比較少。（C-1） 

平常除了透過電視，有時候覺得電視劇不錯會用行動電話看，會直接

用無線 HDMI 轉到電視收看，也滿方便的。那看電視的時候是會看一看然

後上網買一下東西，也是會。（C-2） 

其實原則上還是以電視為主，如果剛好漏過比較喜歡看的節目的時

間，才會用行動電話跟電腦去看，因為現在行動電話 YOUTUBE、電腦很

多，要不然就是看愛奇藝，大陸那個平臺，我都看那個，一些連續劇可能

過了之後我會去抓來看，因為我沒有時間每天八點在那邊。（C-5） 

我們會用行動電話看或用電腦，因為至少收看戲劇就不用看廣告。

（C-7） 

上課時間、坐公車一定滑行動電話嘛，你在家裡會坐在電視前看還是

坐在電腦前看，同樣的節目、時段都有播，那一定選看電視嘛，所以這不

是習慣改變，是方便性。（D-6） 

我個人的習慣是看新聞我就看行動電話，節目看電視，我MOD跟數位

都有，因為兩臺節目不一樣，數位都是一些八卦的，八大新聞一大堆，所

以我不太看，會看 MOD 的新聞，因為 MOD 有國外臺，數位電視臺反而很

少國外新聞。（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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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視節目內容相關議題 

一、喜愛的節目類型 

 受訪者喜愛的節目類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包括新聞節目、戲劇、電影、綜藝節目及體育

等類型。 

韓國不是有爸爸去哪兒，大陸不是也有跟進，那個看起來滿開心

的。…然後有些什麼幕後花序，很早起來小孩子就哭了，比賽輸了也哭

了，還是會有正向鼓勵在裡面。（A-2） 

在電腦或行動電話裡面我還是看新聞節目比較多一點，在 YAHOO 裡

面看新聞。（C-8） 

我本身很愛看韓劇，平均韓劇的集別沒有太大差異，但基本都維持在

二十集以內。（C-1） 

目前電視方面看體育平臺比較多，政論比較少。（D-3）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都還在成長，所以我會讓他們看的節目比較屬於類

似公共電視那種，有點家庭溫馨話題類的電視，我覺得可以多做一些類似

公共電視那些比如誰來晚餐、或旅遊的、或像原住民的，他們的一些報

導，多元化的，讓我們比較有族群的感覺。（D-7） 

二、性別、兒少或特殊族群議題呈現需改進之處 

（一）兒少節目 

 受訪者認為臺灣兒少節目較缺乏教育意義，有些內容也不適合兒少觀賞，且臺灣自製兒少

節目數量較少，未能符合兒少的收視需求。 

現在的卡通來講對於孩子未來的成長過程有學習到什麼，我覺得都沒

有任何的意義。因為我覺得在卡通選擇方面，父母親會選擇這裡面有沒有

教導孩子各方面的行為，或在他成長過程中應該學習到的東西，而不是只

有娛樂在這當中。（B-1） 

我是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在那個年代裡

也是經過教育洗禮、讀論語、讀孟子，或者所有的一些東西我們才一路這

樣成長，但我現在總覺得我們現在國家對這些東西都不注重，…，我覺得

從來沒有一個電視節目會把這個東西在某個時段裡以卡通的模式讓小朋友

來看一看。（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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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有些時段能有一些教育性質的、或者中國論理、國學上的一些

為人處事的道理，或者教導小孩子尊師重道的這些，這些某種頻道的節目

能提播一點時間，讓父母親能夠跟小孩子講。（B-2） 

我覺得有些暴力的、政治的，是很多人愛看，但我覺得不應該放在重

要時間給小孩子，或者下班回來休息的人看，它應該放在比較適合的時

段，錯開小孩子回來的時候。（D-7） 

（二）族群議題 

 受訪者認為目前的影視環境在處理族群議題時已有改善，包括新移民、原住民等，除了專

題報導之外，族群頻道的經營也有目共睹。 

政府要鼓勵啊，應該利用 NCC 的力量去鼓勵大家能夠從事這樣，認識

臺灣也好，或是認識我們所有的民情風俗，或比較特殊族群的、我們原住

民的地方，我們的節目都可以做，並不一定要原民臺做啊，有時候很多公

視它們也可以做。（B-2） 

我倒是覺得有時候媒體的報導經常會形成一種媒體暴力，也就是說它

針對某一種議題會有立場，不會去追求真相，就直接去攻擊單方面的。

（C-6） 

性別的我有看過，可是我覺得公共電視做的還不錯，其它的像民視、

公視，就帶有點歧視的感覺，所以我比較不去看一般三臺，我比較看公共

電視，它的談話、它的一些表現出來的話，其實我們對同性不能有異樣的

眼光去看，要用平等的心態去看。（D-7） 

三、政府應管制的電視節目內容 

（一）重播率太高 

 受訪者認為，談話性、電影類的節目重播率太高，應該管制電視臺在節目重播方面的情形。 

談話性節目也很多重播，有時候看的時候，印象大概二、三個禮拜就

播過了。（C-6） 

電影臺就是重覆率太高，你看那個什麼…周星馳，他對所有人的影響

力是最大的，反而不是劉德華，因為他的口頭語「小強」，全世界蟑螂是什

麼？是小強。所以重覆率太高。（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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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繼續推動分級制度 

 受訪者認為應持續推動落實分級制度，甚至新聞也應納入規管；此外，亦有受訪者認為，

現行分級制度尚未完全落實，仍有部分普級或保護級節目出現不當內容，建議未來應針對整體

頻道進行分級。 

會注意。…責任在家長，道義上是兒童不宜觀賞。…所以選擇性是

誰，當然是家長，家長要注意兒童，所以你提出問題的時候，那你家長幹

什麼用？家長要管管孩子呀。所以這是兩面。（A-1） 

好像現在這個只能靠家長自己限制，因為小孩電視開了還是可以看，

沒有被鎖住，所以還是只能靠家長。（A-2） 

有時候可以讓家長知道適不適合小孩看，不適合小孩看就叫他不要

看。（B-2） 

我也覺得有時候比較細一點也比較好。（C-1） 

分的比較細是比較好的，因為對於節目上的篩選，剛剛有講現在小朋

友都比較早熟，那看電視節目吸收到的東西就會有所不同，所以分比較細

相對也會比較好。（C-1） 

電視分級制度，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因為我的看法，我是覺得小孩

子要不要看節目，應該大人要有控管的能力，所以輔導級增設輔一、輔

二，這部份我覺得沒那麼重要。（C-6） 

參、新聞及政論節目收視意見 

一、新聞報導品質滿意度 

（一）負面新聞議題太多 

 受訪者認為臺灣新聞節目一直播報負面的新聞，且內容都是一些酒駕、暴力的內容，新聞

內容稍嫌不足，實際關心社會的議題太少。 

國內報導新聞的品質，不滿意。我發覺現在新聞裡面常有車禍、暴

力、男女關係，負面的東西很多，還有一點是我們真正比較想知道有關我

們自己的民生問題還有未來走向的新聞很少。（A-5） 

我覺得大部份新聞展現的負面新聞很多，負面佔 80%，正面大概只有

20%，所以有時候你收看電視，雖然有時候很想知道現在到底發生什麼

事、新聞，但它報出來的負面的，個人覺得有占 80%，我們希望能一半一

半。（A-5） 



 

285 

 

如果真的是重大新聞事件整點時間報就可以，如果是重大的，比如創

傷事件，其實不需要二十四小時一直報。（A-2） 

我覺得現在新聞播的東西都，負面的東西都大於正面的東西，可是我

覺得新一代的人他會覺得對這個國家來講，雖然這些小道新聞，我覺得不

是很重要的東西，不需要播給全國人民知道，我覺得新聞希望能播一些正

面一點的東西。（B-1） 

我就覺得新聞某些部份要讓國民知道臺灣發生什麼事情，但我覺得你

負面的東西都大於正面的東西，我覺得正面的東西也要出現在新聞上，而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負面。（B-1） 

我覺得我們的新聞媒體看到的、聽到的都是臺灣非常不好，是一個很

嚴重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看不見自己。（B-7） 

有時候會覺得負面新聞報導太多，都是一些殺父母或打父母的那種，

我覺得那種會一直重覆報導，報導太多，我覺得這個不好。（C-2） 

負面新聞太多，會讓小朋友模仿，像有陣子那種殺父母的那種，怕小

孩子去學，那陣子就一大堆殺父母或打父母的。（C-4） 

新聞的缺失我覺得芝麻綠豆的事都在報，公車上吵架也在報。（D-6） 

人家吃霸王餐也在報。…什麼叫新聞，你如果要報的話是不是也帶點

教育性？不是，整個報出來，就看，啊，連摔車也在報，但實際關心社會

的議題太少。（D-6） 

（二）新聞節目應更秉持公正性 

 受訪者提出臺灣新聞節目應更秉持其公正性，報導新聞事件應屏除政治立場的影響，公正

地報導新聞事實。 

新聞報導我覺得它的正確性有很大的質疑，可能因為每個電視臺不同

所以發佈出來的訊息不同，我覺得它們立場滿鮮明，就是說你看這一臺它

的新聞報導有些方面就有點立場，記者說出來的話就有立場的不同，他前

面講可能大概都一樣、標題都一樣，但結尾就會有立場。（A-5） 

因為現在媒體已經變成政治工具，製作人也好、電視臺老板也好、董

事長也好，非這樣做不可，否則的話它那一塊沒有收視率…。那我們觀眾

就可憐了，越客觀的觀眾越沒有節目看。偏藍的有它的節目，有它的取

向、目標，偏綠的有它的目標，但是我們想看一個綜合性的、公正性的，

能夠很平穩地、很紮實地讓我們能了解這個節目，我們就沒辦法看了。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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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干預新聞，你想自由、乾淨，我覺得很難。所以希望呼籲政府不

介入媒體、不介入電視，讓它自由發展。（A-1） 

上個禮拜臺北在遊行，聽說有十幾萬，可是發現到所有節目都沒有播

這個…沒有播放現場，是不是政府的手在干涉電視臺？它們在怕什麼我不

曉得，給民眾看到遊行，讓我們了解一下這個國家，政府在伸那個手在這

一塊裡面，這個不好。（B-5） 

我覺得現在的新聞內容有時候變成很多利益團體或者什麼的打

手，…，它報導的東西本來就是很偏頗的，甚至有些地方新聞或社會新

聞，你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它會上那個時段的節目。（B-7） 

我覺得政府機關應該對業者，尤其新聞媒體，它們立場真的太過明

顯、也太過嘩眾取寵，這是可以約束的。（C-6） 

有些真的會比較偏顏色，我本來不知道，是我丈母跟我講的，中天比

較偏藍色，它的新聞都會攻擊綠色的，顏色很明顯。（C-5） 

新聞就像我剛剛講的那種，要真實，就是公正一點，不要亂報，講出

來我們聽的人就會直接在腦袋，後來才說不是這樣，然後告來告去。（C-7） 

年代其實傾綠的，我今天要講的是你既然是新聞，就是事實呈現，你

不要加入你的言論。…他都加入他的想法來誘導他的群眾。（D-6） 

（三）國際新聞比例偏低 

 受訪者表示臺灣新聞頻道除了單一事件重複報導之外，國際新聞的比例也偏低，造成民眾

需自行主動尋找國際新聞事件報導。 

我們的新聞比較 FOCUS在我們的島上，巷口發生什麼事、巷尾發生什

麼事，比較不給我們看一些比較國際化的新聞，其實早上看新聞節目是各

大報紙的頭版新聞拍出來，就是早上的新聞，我想說那這個我就看報紙跟

上網看新聞就好。（A-2） 

我倒認為國內新聞也能多報一點國外新聞，雖然第五臺 CNN 也有在報

新聞，可是它都講英文啊，我們英文程度沒那麼好。（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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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論、談話性節目滿意度 

（一）立場過於鮮明，較缺乏客觀言論 

 受訪者認為目前臺灣的政論性節目立場過於鮮明，且缺乏公正性的言論。 

政論節目，比如我這麼說，它們上去的來賓發假消息，但不會因為他

說了假消息而受處罰。如果政府要管，我覺得他上面說了沒有憑據的假消

息，但事實上對百姓有影響，我覺得這要有處罰。（A-5） 

可以從這些電臺裡面分出他們是藍綠，非常鮮明。我認為你鮮明無所

謂，至少你在這個節目也要多配置一點人員出來談，不要中天請的這些名

嘴講的都非常地偏，像現在壹電視、民視也是。（C-8） 

肆、商業置入及廣告規範管理 

一、對於商業置入及冠名贊助的看法 

（一）肯定商業置入對於節目製作的助益，但應自然呈現 

 對於商業置入，受訪者普遍表示肯定，認為置入應可帶來資金的挹注，進而提升節目的製

作品質，但置入的形式應自然呈現，以不破壞節目內容為主。 

八點檔置入比較嚴重。…建議可以每小時管制。（A-5） 

那談話性節目也是很愛看，像胡瓜那個有醫生出來，可以了解一些健

康方面的，可是置入的東西很多，然後會講這個產品很好、怎樣，那我們

觀眾會覺得：哇，醫生講的哎。會想買，可是也不知道好或不好。（C-7） 

你說接受外界贊助、置入行銷這個基本上有必要，但是建議一下，就

是說你那個商標名詞，不要用跑馬燈的方式跑，用固定的在那個地方，因

為我們在看電視，下面跑馬燈這樣跑，對我們觀眾視覺上我覺得很吃虧。

（C-8） 

對電視節目置入跟外界贊助部份原則上只要不超過就還好，因為說實

在臺灣電視置入跟商業置入這邊，因為臺灣市場比較小，所以擴大廣告效

益效果說實在不會那麼大。（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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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定冠名對製作資金的助益，進而提升節目品質 

 同樣地，對於冠名贊助的形式，受訪者亦表示若可提升節目品質，節目冠名贊助也無妨。 

剛才有講 NCC 已經開放電視節目商業置入跟接受外界贊助，包含置入

性行銷及冠名贊助，那我希望籍由這些外界的贊助可以提高節目的製作成

本，就可以做出一些我們希望的、品質比較好的內容。既然已經開放，那

我們也樂見其成，希望它是一個助力。（A-2） 

有時候一個好節目也需要人家贊助，那至於說好節目給人家贊助，然

後它弄一點行銷的我認為這也不為過嘛，只要是好節目，如果不好的節目

人家也不會給你贊助。（B-2） 

NCC 開放冠名這件事基本上我支持，總是要幫一些業者開發一些財

源。像目前我看到的，有些節目在螢幕左上角已經有贊助商的 MARK 在上

面，或者在影片開播的片頭，可以標示「本節目由某某廠商贊助」這種方

式，也許就可以避免剛剛談到的跑馬燈收看的情緒問題。（C-6） 

商品置入那個我滿贊成，因為有時候在看它們在介紹化妝品或保養品

不會告訴我們是什麼牌，如果有置入的話應該就可以告訴我們那是什麼

牌、哪裡買，我們就不用還要特地上網查，這個還不錯。（C-4） 

剛剛說的置入，不要影響到戲劇內容都OK，其實你拿個行動電話、拿

個 HTC，其實大家會看的到，只是說你這個東西有廠商贊助，製作出來的

品質可能會更好。（D-6） 

二、廣告管制的意見 

（一）支持每小時管制 

 受訪者認為，依照目前的收視習慣，仍傾向於每小時管制。 

我還是贊成一小時來限制比較多，會好一點。（C-8） 

我覺得一小時裡分幾分鐘、幾分鐘這樣比較好。（C-1） 

現行還是維持一個小時十分鐘，但我們可以訂一個目標，比方五年或

十年後逐年調降到五分鐘，甚至更短。（C-6） 

如果想看這個節目的話，因為它廣告太長我要先轉到別的地方等它的

廣告，有時候轉太久忘記轉回來錯過精采的片段就會很生氣，所以還是贊

成每小時三分鐘或五分鐘，比較好。（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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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長度，我覺得還是固定，要不然七點到十點，那個黃金時段就光

看廣告就好。因為每小時就是固定，要不然它就把那個黃金的，因為那個

錢最貴，全部置入在那邊，那我們就看三十分鐘廣告跟三十分內容，這一

定會影響到我們權益。（D-6） 

（二）應妥善分配每小時廣告時間，不宜過長 

 受訪者認為，若實施每小時廣告時間管制，應妥善配置每小時廣告時間，不宜過長而影響

收視。 

我倒是覺得每個節目裡插播的廣告，像我常看九十七臺 Z 頻道，那個

摔角節目，它那個電磁波的廣告，一廣告就十到十五分鐘，我記得 NCC 有

管制每個節目廣告都不超過五分鐘，它不是，你可以去看 Z 頻道那個節

目，廣告都十五分鐘。（C-8） 

三、分組付費的看法 

 受訪者普遍對於未來實施分組付費表示贊成，但分組的節目內容會是民眾想要去支持分組

付費的重要因素。 

在收費的部份就像剛剛講，其實收一百多臺，我們大家沒有看那麼多

臺，說實在，我可能從五十看到七十二，我老婆可能從三十看到五十，我

兒子從二十二看到二十四。像後面的說實在大家看的機率不高，但你用包

裹式的這樣包到二百臺，其實我也不需要。我知道它們之前有推三十臺，

多少的套餐，說實在要趕快實施，因為消費者優惠會比較大。（C-5） 

分組付費原則上我非常支持。（C-5） 

選什麼付什麼，使用者付費。（D-6） 

分組付費，如果節目不是很好的話，我不贊成。因為你那三十幾個節

目便宜，但沒得看，那你說要看好看的又要另外加錢，變五十個頻道的時

候…因為我不會看、我不會去用，因為它節目內容太差了。（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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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黃金時段節目比例規定的看法 

 受訪者普遍對於黃金時段規定節目比例表示贊成，但節目的品質還是民眾比較注重的，若

節目品質好，就不用管節目數量的比例。 

黃金時段還是寧願我們本國自製節目來播出，這樣它才能生存下去，

因為本來臺灣的市場就很小，製作成本又很高，它費用負擔就很大，那如

果黃金時段硬性規定本國節目播放，這樣對它的成本負擔大概會比較好一

點。還是建議這麼做，就黃金時段留給本國節目來播。（C-8） 

政府為了保障本國播出，比例上應該多少，這部份我覺得還好，因為

本國跟外國我都可以看，比例上我是覺得還可以，當然如果自己國家有比

較好的節目當然播的越多、讓國民看的越多、了解越多當然越好，比較了

解自己國家風格到底如何。（C-1） 

贊成自製節目要比外來節目高一點的比例，而且黃金時段也要做管

控，可是不要管控到都是本土劇。（C-5） 

那至於保障本國節目，我覺得這個非常好也非常支持，比例上我個人

支持至少維持六成以上，如果真的做不到，至少我覺得可以比照中國大陸

的節目，限制演員比例的方式。（C-6） 

自製節目比例的話當然臺灣自己做的多一點比較好。（C-4） 

節目素質太差，再多再少都沒有用，甚至講難聽一點，我幾乎不看本

國節目，看了有時候那些記者我看了都很生氣。（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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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特殊族群視聽眾意見 

本節針對視覺／聽覺障礙者、新住民、原住民及 65 歲以上長者視聽眾共 5 場焦點團體座

談會結果進行分析，主要目的為了解各族群目前使用不同視訊平臺收看電視的情形、滿意度

與收視行為，以及對於目前電視節目內容、類型的需求與建議，以達成保障弱勢權益與多元

文化的目標。 

壹、 視覺障礙者視聽眾意見 

    視覺障礙者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視障朋友及非營利組織成員，一同針對電視使用需求進

行討論，以下將與會者名單列出。 

表 7-6  視障者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會出席名單 

編

號 

性

別 

工作年資/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 

電視時數 
單位/身份 

F-1 女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MOD(使用電視機) 
1 小時 視障朋友 

F-2 女 50-5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

機、桌上/筆記型電腦、智慧型行

動電話或平板電腦) 

上網收看(使用電視機、桌上/筆

記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

板電腦) 

8 小時 視障朋友 

F-3 女 30-39 
上網收看(桌上型電腦、智慧型行

動電話) 
0.5 小時 視障朋友 

F-4 女 20-2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筆記型電腦) 
1.5 小時 視障朋友 

F-5 男 13 年/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桌上型電腦) 
1 小時 

財團法人愛盲文

教基金會老師 

F-6 女 8 年/30-3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智慧型行動電話上網收看 
2 小時 

財團法人愛盲文

教基金會社工 

F-7 女 8 年/30-3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2 小時 
財團法人愛盲文

教基金會社工 

F-8 男 3 年/20-29 上網收看(使用筆記型電腦) 1.5 小時 
財團法人愛盲文

教基金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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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視平臺使用情形 

(一)收視方式 

 視障朋友會透過數位有線電視、類比有線電視、中華電信 MOD 及網路收視電視節目或

網路影片，載具有使用到電視機、行動電話、電腦。 

我用行動電話。（F-8） 

我也是行動電話（F-1） 

我在家的機會比較多，所以直接用有線電視，透過數位，因為最近才

裝的。（F-2） 

我用電腦看，也會用平板或行動電話，都會。如果要看細節的話就要

用電腦螢幕，因為很大，如果只是要聽的話行動電話就可以了。（F-3） 

我家裝中華電信的 MOD，透過電視看，沒有用到電腦。（F-4） 

我用電腦、電視都有，電視就是家裡用數位有線電視，那電腦是用筆

電。（F-5） 

我主要用第四臺，看電視新聞用第四臺，如果是一些簡短的影片就行

動電話比較多，家裡還沒有數位。（F-6） 

我也是第四臺，沒有數位。（F-7） 

(二)收視行為 

 視障朋友收看的節目類型包含新聞性、談話性節目、電影類、卡通等，收視時間與一般

民眾差不多，大約 2-3 小時。 

我通常是晚上，都看新聞性的。談話性的節目，可能看半小時，就是

看它一集。歌唱類。差不多這樣。（F-8） 

看比較多也是新聞類跟談話性節目，但如果說，放長假的話可能會看

到連續劇或卡通。（F-1） 

我九點到十一點看戴立綱的 52 臺中天，十一點到一點看 54 臺跟新

聞，54 臺也是政治節目，中間十二點到一點看新聞，一到三點又看東

森…跟 45 臺那個主持人，郭靜純的節目，然後三到五點看東森的，就是

關鍵時刻，五到六點看 26 臺的靈異節目。（F-2） 

我差不多大概十點過後看一、二個小時，我看健康的節目。（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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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到六點之間我都在看卡通，因為那段時間卡通比較多，七點到八

點看歡樂智多星，益智節目，會出一些題目，家人就一起猜。（F-4） 

我大部份都只有吃飯時間會看新聞，基本上就看新聞，晚上會看比較

娛樂的節目，什麼瘋神無雙之類的。（F-5） 

我通常晚上八點開始看新聞，大概看二小時左右，偶爾看東森洋片臺

的電影。（F-6） 

我都看新聞，也有看東森洋片臺，另外還有看旅遊頻道，主要看一些

做菜的節目。（F-7） 

二、對於電視節目之需求及建議 

（一）需要口述影像服務 

 受訪者希望能透過口述影像服務，才能更清楚知道完整的戲劇或是電影的內容，像是新

聞類節目，有些訊息是透過跑馬燈的方式呈現，並沒有播報，會讓視障朋友無法得知跑馬燈

訊息，因此建議像新聞類、戲劇類、電影類都可以增加口述影像的服務。電視節目在製作的

過程中，某些資訊僅透過字幕告知觀眾，例如連絡電話、購物臺商品價格等，但視障者缺乏

語音告知訊息，容易使收看節目的過程中造成斷裂，無法完整接收節目傳遞資訊。 

我很喜歡看後宮甄環傳，我比較喜歡看歷史的電影，因為我全盲，有

些小動作沒辦法知道的很清楚，所以這點不知道可不可以…口述影像。

（F-2、F-8） 

因為有些動作很重要，可是我們就不知道它在幹嘛，就放音樂，因為

我們只能從音樂，有時候很恐怖，知道說他可能要害那個人了、可能要怎

麼樣了，或者快樂的音樂，我們只能從音樂裡大約知道，因為看電影看久

了，音樂一聽就可以知道它現在在幹嘛，但沒辦法完全。（F-2） 

可以建議它至少有個頻道開始有口述影像。（F-8） 

它們(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都有口述電影，所以已經有些作品了，只

是 NCC 沒有在電視上播。就是有些作品已經都有了。（F-8） 

我看新聞的時候旁邊會那個跑來跑去，跑馬燈…我會想知道那是什

麼。就是有看到有字在跑，而且很快就跑走了，我要快點很接近看它。

（F-3） 

購物頻道訊息也很多，但你覺得那個商品不錯，但根本不知道是哪一

家公司，因為它資訊有時候會一直跳、一直跳。（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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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聽過國外它們播電影的話，就一般人正常聽到，可能可以切換

英文或切換中文，它還有一個軌道是口述影像的軌道，所以可以切到口述

影像，那如果是新聞應該是同一個，如果我們切到那個頻道，它跑馬燈會

直接講出來給我們聽。（F-8） 

（二）網路上的外國影片需要中文配音 

視障朋友因無法配合電視播放時間收聽電視，但在新媒體平臺上收看外國影片，會遭遇

到沒有中文配音可以聽的狀況，導致無法收視，此部分或許可請數位有線電視業者，將已播

放過的外國戲劇或影片(具有中文配音)放在專區，可讓視障朋友不限時間透過數位機上盒就

可以收聽到。 

像剛剛有人說看洋片、或者現在不是有很多韓劇、日劇、洋片等等，

其實我們也想看，但很多沒有中文，沒有國語翻譯。（F-1、F-8、F-4） 

有個狀況是也許我們工作時間的關係，沒辦法 FOLLOW 在電視前

面，因為電視版的一定有國語。YOUTUBE 看就沒有了，所以我會覺得這

個變成我們可能跟一般人在工作上或私底下聊天是沒辦法融入社會的，也

會有這樣的狀況。（F-1） 

翻譯的問題，就是韓劇，什麼來自星星的你，很好看，但點進

YOUTUBE 都是韓文，我又聽不懂，一定要 FOLLOW 電視時間才看的到

中文版。（F-3） 

（三）需要口述影像服務的節目類型 

 視障朋友認為需要口述影像服務的節目類型包含電影、連續劇、動物奇觀等節目，節目

內容較多部分以畫面方式呈現的類型，較需要口述影像的服務。 

電影。我除了看新聞以外就想看洋片，但洋片都看不到，所以我已經

很久沒看洋片了，以前都看美國的那些動作片，美國獨立，它出好幾集，

但現在都看不到，已經跟電影脫節。（F-4、F-8） 

連續劇。（F-1） 

動物奇觀，我很喜歡看那個。（F-2） 

DISCOVERY。（F-3） 

其實有很多視障朋友就是口述影像少，所以選擇看新聞、政論節目或

談話性節目。（F-1） 

最不需要口述影像就是政論節目。（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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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線電視系統提供視障專區 

 視障朋友對於有線電視設置視障朋友或聽障朋友專門頻道相當贊成，另外針對視障兒童

也應該要有專門頻道，讓視障兒童能夠透過電視學習。 

電視業者現在頻道很多，所以可以把頻道作分類經營，比方有些頻道

就可以為我們視障或聽障朋友，可以有二個不同的頻道專門為視障朋友或

聽障朋友服務，那裡面當然一定要有口述影像等等這方面的節目。很贊

成。（F-8） 

因為我們在座都是成人，那可能還有在教育階段或孩童階段，其實他

們更需要，因為他們在學習階段，所以兒童頻道也應該要有。（F-1） 

三、對於電視節目不滿意之處 

1. 新聞及政論節目重複性過高 

受訪者認為，目前國內新聞節目及政論節目太多，而單一事件重複播報比例過高，應多

元報導，多增加一些國際報導或是主題的深入報導等，視障朋友可以透過新聞節目獲取更多

的知識。 

新聞節目太多，剛剛講的，其實我們對政論節目，我覺得現在已經太

多但其它節目太缺乏，那當我們要看的時候，就像剛剛說的，我們沒有選

擇，如果我有選擇我一定看那些其它我喜歡看的洋片、韓劇、日劇那些東

西。（F-8） 

我現在喜歡用行動電話看電視，因為光新聞臺的部份會覺得像剛才講

的重覆性太高，我可能坐在這邊一、二個小時可是我一直在吸收重覆的資

訊，那個頻率真的非常高。（F-1） 

我服務過的視障朋友，有聊到電視或一些休閒方面的想法，有提過他

後來不喜歡看電視是他覺得臺灣的政論節目太多，打開電視聽到的都是政

論節目的口水戰，沒什麼意思，有些有講到也許會期待其它類型的節目更

多，例如國際新聞，他會比較期待可以從電視中吸收到國外不同文化的介

紹或生活方面，開闊眼界或視野的節目，而不是以臺灣現在幾乎政論節目

或不同政黨的吵架，他就覺得讓他不想打開電視。還有重播率很高，好像

常看到的都是重覆的資訊，包括新聞都是重覆的，不太滿意這部份。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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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看的節目類型較少 

受訪者認為，綜藝節目對於視障朋友較無法感同身受，希望可以多增加健康節目及知識

性的節目，視障朋友不論是大人或小孩，大多都是透過聽覺來學習，所以電視節目的內容非

常重要，提供正向及具有知識性的節目是視障朋友非常需要的。 

我最不喜歡綜藝節目，因為家人從頭笑到尾，我坐在旁邊都不知道在

幹什麼，就是他口述給你聽你會覺得：這哪裡好笑？哪裡好玩？沒辦法感

同身受。（F-4） 

我也最不喜歡綜藝節目，我覺得好無聊。（F-1） 

對，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演什麼，有時候他們：啊，好好笑。哪裡好

笑？動作好笑。看不到啊，就算你把動作講出來我們也不覺得好笑，所以

我覺得最不好看就是綜藝節目，沒有那個感覺嘛，可能他們覺得他們做動

作或玩遊戲很好笑。（F-4） 

我比較喜歡看關於介紹歷史的，但那其實不多，每次也都看到重覆的，

就算去 YOUTUBE 也看到重覆的。就是觀光，例如土耳其，它歷史怎麼樣

之類的，那種節目太少。（F-3） 

健康的節目也不是很多。（F-1、F-3） 

我建議可以播一些對我們知識比較有益的，就是講一些比較有意義的

東西，不然有些談話性節目也講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講那些其實真的也

沒有用。我覺得多一些知識，比如剛剛說的歷史，如果不說歷史，就去國

外嘛，就是講一些我們沒見過的東西，就是讓我們多增長一些知識，我覺

得這種東西除了對我們之外，對青少年也是很好的節目，就是讓大家開闊

知識嘛，那你也不用一定要到國外，比如像之前的金頭腦，這些益智節目

多開一些對大家都有好處，增加知識。（F-4） 

我主要服務小朋友，如果從小就沒有視覺影像的經驗，其實都來自於

聽覺，所以電視對於他們的學習很重要。那電視的內容，就是頻道的選擇

也是，像他們剛剛有提到的知識性內容太少，還有新聞裡面的內容，新聞

裡面的內容很多是沒有意義的，可能對於孩子在學習這些事情上，就沒辦

法打開他們的視野，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視覺了，那在這樣的學習情況，

可能會降低他們本來應該要有的能力。（F-7） 

雖然我每天都有在看新聞，但我覺得新聞有點都報憂不報喜，而且都

報一些什麼殺父、殺母、情殺，我覺得新聞也可以往好的方向報，不要永

遠都報那種不好的，像社工說的，他說小孩子都用聽的，那你新聞很多都

在講殺人，擔心小孩子會學壞。所以我覺得可以往好的方向走。（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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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服務的對象多半都是中老年比較多，我覺得，就像剛剛說，大

部份還是開著新聞頻道來聽、看。我曾經有聽過他們會覺得，除了重覆性

或一些問題讓他們沒有想看之外，他們曾經有講過，會覺得一些新聞的內

容吸引度不夠高，他們會覺得為什麼這樣的事情就可以變新聞，可能那個

事件本身或報導本身對他們來說會覺得其實有點無聊、有點浪費他們的時

間，所以也會降低看電視的動力、動機。（F-6） 

三、對數位電視及數位內容的需求及建議 

（一）目前操作數位電視遇到的困難 

1. 無法語音提示目前轉到的臺號 

視障朋友在操作電視的過程中，需要有語音功能協助選頻道或是瞭解按鈕是否有按錯之

類的情形。受訪者認為，因視障者主要依賴聲音來獲取外界訊息，在收看電視節目的行動過

程中，因缺乏影像或字幕的訊息，僅能獲得聲音資訊，在轉臺時不易獲取節目資訊，而促使

視障者無法了解目前撥放的內容。 

MOD 或現在可能走數位化，但它的遙控操作其實對我們來說不方

便。例如它要切換頻道或者是說我可能從選單裡點什麼東西出來，但那個

介面其實是沒有語音的，沒有語音，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很難使用。（F-2） 

電視遙控器看是不是能像行動電話那樣，有語音。（F-2） 

像我們切遙控器，有時候切 55 臺或 56 臺、57 臺，會知道是切哪一臺，

但如果是循序漸進的，我是隨機往下一臺切，這一臺好看，但我接下來就

不知道那一臺。（F-8） 

我只要移動走了就不知道這一臺是哪一臺。（F-1） 

或電視一開機的時候，就可以有語音說這是第幾臺。（F-1） 

節目表最好有語音。（F-3） 

我覺得裝了數位後，除了開關比較複雜，因為要開好幾個動作，又很

慢，比如我現在開電視，再對準機上盒那個開關，那電視因為很慢，它還

沒開，我們不知道，就一直按，它就沒那麼快。因為總共要開四道，四個

動作。還有，數字，就是說這個頻道要換到下個頻道，如果是上下比較快，

但是比如 52 臺要跳到 26 臺，或從 51 臺要跳到 57 臺，它就很慢，不知道

它已經到，就一直按，以為沒有按到。這是最大的困擾。（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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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視遙控器沒有統一規格，需要重新適應 

有視障朋友反應電視遙控器的部份，希望能統一規格，在按鈕形狀或是位置的部份，才

不會更換遙控器就要重新適應遙控器的使用方式。 

不知道遙控器規格可不可以統一？比如它的形狀、按鈕形狀可以有個

規格出現，才不會每次都要熟悉不同的遙控器。（F-8） 

3.操作介面複雜 

受訪者認為，遙控器按鈕太多及操作畫面太複雜，不容易使用，且沒有語音無法知道目

前畫面的狀況，在使用上對視障朋友會有困難。 

我電視一打開，它停在哪裡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亂按，有時候找不到

我要看的電視頻道，有時候就要請他們設定好。（F-4） 

我覺得操作介面很麻煩，上面按鈕五花八門、五顏六色，是要幹嘛的

都不知道怎麼用，家人是會按啦，自己就不會啊，而且每次要看電視頻道

那個介面，按半天。（F-4） 

MOD 好像有些付費的，那你也不知道，想付費可能也沒辦法付費。

（F-8） 

遙控器應該要有語音，假設這是電影區域、這是電視頻道或什麼的，

切換過來你要跟我們講一下你在哪個介面。（F-4、F-8） 

現在有些有線電視可以透過行動電話，它在家裡的區網裡可以設定直

接用行動電話看電視，因為我住的地方用大豐，它們其實有提供，我們用

IPHONE 行動電話是可以讀的，所以 52 臺、54 臺是什麼，它其實一點就

可以播出來，那對我們來講有一定的便利性，若現在還不能解決遙控器那

些問題，用 APP 可能還比較好。（F-1） 

2.應改善切換臺數的速度 

受訪者認為，在轉臺的過程中，切換速度方面較慢，無法透過語音報讀目前的臺號，所

以在操作上有很大的困難。 

我覺得遙控器對機上盒敏感度也不夠，一定要有一個角度，比如我要

選擇 52 臺，好像跑比較慢，所以我們會不知道，假設我要選擇 44 臺，它

還沒跳出來又按了一個 4，就變 444。（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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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對數位電視的期待 

1.應增加居家安全監控服務 

受訪者認為，視障者對於數位電視應用服務的期待在於居家安全監控服務，若能落實此

項服務，對於視障者的居家生活更有保障。 

像我們雖然年輕，可能也要照顧家人，那我們如果看不到的時候，萬

一爸媽在房間跌倒我們不知道，那如果它可以即時警報，搞不好就可以把

命救回來。（F-8） 

2.增加視障者可操作的金融服務 

受訪者認為，視障者對於數位電視能提供金融服務，是相當的便利，但還是需要有無障

礙的操作環境，這樣視障朋友才有辦法使用。 

我覺得可以查詢 ATM 餘額就很方便，因為開電腦不是很方便，可是

現在行動電話有些 APP，但 APP 也是都有障礙，就是你用它的 ATM 可是

那些按鈕不會念。（F-8） 

沒辦法輸入密碼。（F-3） 

就是你輸入的時候或你要控制，比如你要按轉帳這個按鈕，可是這個

按鈕它是個圖片，上面寫轉帳沒錯，但語音沒聽到，就只是一張圖片，那

就不得其門而入。所以是介面上有些障礙。（F-8） 

3.增加行動電話可遙控電視的功能 

受訪者認為，目前行動電話都有語音的功能，若是可以透過行動電話下載 APP，藉著行

動電話遙控電視，這樣對視障朋友在操作上會方便許多。 

像 MOD 那種，如果它有另一個 APP，那可能在行動電話操作都還比

在 MOD 上操作容易，甚至有附加的功能、付費…，我可能都可以用行動

電話直接去操作。（F-1） 

因為行動電話本身會有報讀的軟體，所以我就說如果 NCC 它可以制

定，就是它們在做行動電話 APP 開發的時候必須要考量到不同族群使用者

的便利性，它要比較是無障礙的狀態。我看到有些 APP，剛剛說的有線電

視它做的，它上面是螢幕，下面是頻道選擇，所以它的頻道選擇就很清楚，

可能從第幾臺到第幾臺，你直接點選，它上面那個區塊就會播電視。（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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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加個人化節目清單的功能 

視障朋友也些無法配合電視播放時間收視，希望能將喜歡的節目保留下來，隨時想看都

可以看。 

希望電視可以有個功能，就是有時候，在尖峰時刻，比如五、六點或

六、七點那時候很多節目很好看，總不能一次看那麼多臺吧，那我希望，

比如我看第一臺，那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的節目可以保留下來。（F-4） 

它可以現在播它的，但我可不可以選曾經播過的歷史節目。（F-8） 

我不知道會不會走向個人化設計？我可以點選我要的清單。（F-1） 

可是剛剛有提到像韓劇，那個都還有中文解說配音，可是時間過了我

們就沒辦法再看，在 APP 上也找不到。（F-8） 

可以隨選時間看，如果晚上十一點到十二點才能播，那我九點就要上

床睡覺了，就看不到。（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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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聽覺障礙者視聽眾意見 

聽覺障礙者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聽障朋友及非營利組織成員一同針對電視使用需求進行

討論，以下將與會者名單列出。 

表 7-7  聽覺障礙者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會出席名單 

編

號 

性

別 

工作年資/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電

視時數 
單位/身份 

G-1 女 7 年/30-39 
電視機收看 MOD 

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1 小時 

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

協進會就服員 

G-2 女 20-2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

機) 
2 小時 聽障朋友 

G-3 女 20-29 類比有線電視(使用電視機) 5.5 小時 聽障朋友 

G-4 男 4 年/30-3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智慧型行動電話上網收看 
1 小時 

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

協進會社工 

G-5 女 5 年/20-2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智慧型行動電話上網收看 

平版電腦上網收看 

2 小時 
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

協進會社工 

G-6 女 20-29 

上網收看(使用 桌上/筆記型

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 

1.5 小時 聽障朋友 

G-7 女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

機) 

上網收看(使用筆記型電腦) 

5 小時 聽障朋友 

G-8 女 3 年/30-39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平版電腦上網收看 
4 小時 

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

協進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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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視平臺使用情形 

(一)收視方式 

 聽障朋友大都透過數位有線電視、中華電信 MOD 及網路收視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載

具有使用到電視機、行動電話。 

平常透過行動電話、機上盒收看電視，方便性較高。（G-2） 

都看電視，因為它有數位頻道，透過電視可以知道知識與了解社會的

方面，很多都可以了解，就不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現在是數位平臺都可

以用上網、都可以用，比較方便。（G-3） 

家中有數位有線電視。（G-1~8） 

(二)收視行為 

 聽障朋友收看的節目類型包含新聞性、八點檔、綜藝類、煮菜、旅遊節目等，收視時間

大約 2-4 小時。 

因為我每天不定時，有時候白天也會看，有時候晚上也會看，不定

時，但晚上看比較多，因為都會去追八點檔，也會看煮菜的，還有看新

聞。大概看四到五個小時，加煮菜啊、還有看新聞啊，晚上看比較多。

（G-7） 

晚上八點、九點看電視，看約二到三小時，新聞、綜藝、日本臺、還

有電影。（G-2） 

大概半個小時，大多是晚上看的比較多，比較有機會看電視。大多都

看八點檔、藝文、體育，有時候休息五分鐘進入廣告就去上廁所、喝水、

吃東西。（G-3） 

平常偶爾會看新聞，有時候上網看新聞，看差不多一到二個小時，上

班時間用電腦看新聞，差不多都看一小時。我只有看新聞報導。（G-6） 

我都大概晚上六點半到七點，看半小時、看新聞，就沒了。（G-5） 

星期一到五的話晚上七點到八點看新聞，假日比較會看綜藝節目，可

能食尚玩家、或者舌尖上的中國。（G-8） 

我大概是星期一到五，平常日晚上可能七點到十點，就看平常有多少

時間看，主要看的節目也是新聞比較多，有時候會轉去電影臺或日本臺看

有沒有比較好看的節目。假日比較多時間是看電影臺，它們有時候會播一

些動畫。（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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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晚上七、八點吃飯時候會看新聞，九、十點以後可能會看連續

劇或什麼的，可是我自己個人很喜歡看日本臺跟旅遊頻道，就是 TLC，

我自己很喜歡看那個頻道，假日幾乎就是 TLC、緯來日本轉來轉去。

（G-1） 

二、對於電視節目之需求及建議 

1.需要提供手語的服務及節目類型 

受訪者認為，臺灣電視節目較少提供手語服務，僅在有重大事件或演講才有手語服

務，建議需要手語的節目類型包含新聞、頒獎典禮、運動類、紀錄片、DISCOVERY、

國家地理頻道等。 

新聞還有頒獎，就是那種重大事件應該要有手語服務。（問） 

打棒球的，運動節目、還有新聞、比較有深入的、介紹故事，別人人

生的故事、感人的故事。（G-2） 

我是滿建議能不能幫一些比較深入、比較有品質的節目配手語，像

DISCOVERY 或國家地理頻道那些，可以讓聽障者去接收那些，多一些知

識。（G-4） 

我們一般區分可能會把他們區分成，口語為主的溝通模式跟手語為主

的溝通模式，那如果是手語為主的溝通模式，很多聽障者他們的文字可能

其實不那麼好，所以字幕有時候比較複雜的句型他們看了其實會還是模

糊，他們會比較希望還是有手語翻譯協助他們會比較好。（G-4） 

2.手語服務畫面太小 

目前臺灣電視節目提供的手語服務畫面較小，字幕容易被切到，或是容易被字幕或

圖示遮蓋，導致聽障者辨識不易。 

畫面太小。（G-5） 

重大事件，如選總統大戰、地震天災，畫面被劃分左右，不清楚主播

到底在報什麼。手語畫面太小了。（G-2） 

我覺得翻譯員的框框有時候很不明亮的感覺，不知道是現場效果還是

怎麼樣，感覺他們那邊不清楚，有點不明亮。（G-1） 

我建議能不能做成類似子母畫面的方式？因為我用機上盒，因為我們

以前用電腦收看的時候它其實可以做子母畫面，一個變大、一個變小，如

果是手語這個，不知道技術上能不能突破成為手語框拉大、主播框變小。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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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手語的空間很小，可是字幕有長的跟短的，如果很長的話字幕最

後一個看不到，就是斷掉，只有前面看的到，所以要短一點才看的到，如

果太長後面不知道寫什麼，因為看不到。（G-6） 

3.需要提供字幕的服務及節目類型 

受訪者認為，目前有些節目沒有字幕，內容又講得太快，在收視上會有些困難。需

要提供字幕服務的節目類型以新聞、臺語八點檔、現場播出 LIVE、運動類、談話性節

目、頒獎節目等。 

我覺得反而是如果有聲音沒字幕，有時候比如主持人會講特別的快，

那我沒辦法去知道他在講什麼，所以字幕真的很重要。（G-7） 

有時沒有字幕，較不清楚。（G-2） 

大部份會遇到沒有字幕，會聽不太懂，因為他講的很快，沒辦法聽的

很清楚，因為無字幕還有聽力的問題，比較困擾。（G-3） 

在機上盒遙控器選擇的時候，我們都有字幕這個按鍵，將來如果按下

去真的可以顯現字幕。（G-1~8） 

覺得新聞類應該要有字幕。（G-6） 

臺語八點檔其實對聽障者來說應該，因為大部份聽障對臺語發音會比

較吃力，很多聽障者聽不懂臺語在講什麼。（G-4） 

新聞、現場播出 LIVE，運動類。（G-2） 

談話性節目。（G-5） 

體育，NBA 美國職籃，它沒有字幕，大部份都是英文，它不是有體育

直播，一直講、一直講，但是我都聽不太懂。（G-3） 

我覺得頒獎典禮，可是好像很難？因為它是即時轉播，聽障朋友可能

沒辦法即時參與到這樣的盛會，或現場的那些貴賓的表達。（G-8） 

也是新聞跟一些重大事件，它可能是即時性的，其實聽障朋友也要即

時知道這些訊息。但主播播報的時候都沒有字幕，可能就沒辦法。（G-8） 

像新聞、重大災害的預報、頒獎典禮，最好字幕、手語兩個都要有，

有關於新知、或是世界上的訊息應該也要字幕跟手語一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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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聞鏡面太多影響收視 

因為我大部份比較常在看新聞，有時候新聞很多跑馬燈，但如果關成

靜音不會知道主播在講哪一則新聞，因為跑馬燈到處都在跑，對他們來說

會很模糊。我最近看有些新聞臺跑馬燈有減少了，但有些還是很多，尤其

上面、下面、左邊、右邊，四周都有，如果總統大選的時候下面還會有票

數在跑，整個看起來就眼花撩亂，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G-4） 

三、對於電視節目不滿意之處 

1.新聞內容缺乏深度 

受訪者認為，目前臺灣新聞節目內容缺乏深度，內容偏向腥羶色、暴力的報導，建

議可多報一些正向的新聞。 

不喜歡全部的新聞，品質太低、沒營養。喜歡公視、國家地理頻道、

日本臺，因為品質水準較高。（G-2） 

像社會關懷的要多報一點，因為我們都看不到，例如可以多報一些流

浪狗、或老人。（G-7） 

我對現在新聞的滿意程度大概只有 30%，不滿意，是為了要接收一些

資訊不得不花時間看它。那我不滿意的點是很多新聞報導不知道是沒有查

證或怎麼樣，所以有些報導出來是錯誤的，或是說以臺灣的新聞臺很愛報

臺北的東西，但它的東西可能是某個社區哪裡停車、開始哪裡畫線不能停

車，但這對我們來說根本不重要，可是佔了很多篇幅是用臺北的觀點在報

新聞，其實很多；國際新聞，它其實有報，比例不高。（G-4） 

我看比較多是新聞，會覺得現在的媒體亂象，會看到很多腥羶色、暴

力的報導，因為聽障者就是靠這樣接收資訊，那媒體這樣的報導很有可能

讓他們覺得我們看到、讀到的就是這樣的報導，很容易誤解，因為他們收

到的訊息是很直接的，所以如果媒體沒有求證，其實對他們吸收資訊來說

也不是一個很正確的管道。（G-5） 

我覺得新聞臺目前有七、八家左右，其實新聞臺很多，又採用二十四

小時的方式一直在播，但其實出來的新聞量就這樣而已，只是不斷地重播，

想說有沒有可能把一些時段，它不需要重播那麼多次，可能固定十點一次、

十二點一次、下午三點一次，類似這樣的方式，就真的是報新聞，就是有

什麼新的新聞在更新，那其它時段他們可以拿來做一些比較深入的報導或

一些節目，就可能不是綜藝類，是提升我們知識的節目。（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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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聞報導取材依靠網路素材 

受訪者認為，目前新聞題材很多都直接引用網路消息重製後播出，很多內容都沒有

經過查證就播出。 

我覺得新聞記者現在很多喜歡引用報料公社或 PTT 的，可能都沒有

查證，或一個很小的事情可能就每一節新聞都報，因為是報料公社出來

的，我覺得有時候那些內容真的、真的，我覺得大家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

了解那樣的內容。（G-1） 

3.戲劇內容誇大不實 

受訪者表示目前臺灣戲劇節目的內容誇而不實，很多內容都沒有意義。 

覺得最近幾年的戲劇類，覺得臺灣戲劇有點太誇張，就誇大不實，或

引用一些網路上的東西套入劇情，然後那個劇情亂七八糟，也不知道它的

脈絡是什麼、戲劇又很長，內容又…像三立電視臺都有一些很誇張，什麼

明星花露水變年輕，還有屍速列車都套進去，我不知道那意義在哪裡，覺

得這樣的戲劇品質…除了老人家會喜歡看，年輕人可能會討論，但並沒有

想繼續收看這類電視的意願或興趣。（G-1） 

四、對數位電視及數位內容的需求及建議 

1.操作數位電視遇到的困難：數位遙控器不好用 

受訪者認為，遙控器太多支，按鈕操作太過複雜，使用上有些困難，希望能簡化。 

畫面品質好，搖控器不好用，我自己是年輕人，覺得數位有線遙控器

很難用，要用到二臺遙控器，家裡的一臺遙控器還有按三次不同鍵才能開

啟，對於老人家使用上很不方便。希望只用一臺搖控器，一次按就能開啟。

（G-2） 

家裡有長輩，我們機上盒都要先開著才可以，他只要開一個鍵才可以

打開來看，如果要開機上盒又要開電視的話他會不知道怎麼按。（G-8） 

現在遙控器好多按鍵但大部份都用不到。（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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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來對數位電視期許 

受訪者認為，數位電視未來可以提供居家安全監控服務、智慧家電功能、透過科技

將電視聲音與助聽器相結合，讓聽障者在收聽電視時更為便利。 

國外有居家照顧，就是家裡有老人家、或者比較需要的朋友，它在房

間裡都有偵測器，老人家一跌倒，立刻就透過偵測器傳到機上盒，就傳到

有線電視公司去了，那有線電視公司會跟醫院合作，假設真的是老人家跌

倒了，馬上救護車就會派出來，像這樣都是有線電視現在可以做到的。

（G-1~8） 

可能在看電視，這個機上盒可以接收，比方說電鈴的訊號，有人來按

電鈴就顯示字幕說有人來訪，之類的。（G-4） 

有沒有可能機上盒是可以類似透過藍芽系統或什麼系統，讓它可以跟

聽障者的助聽器作連結，可能電視上的聲音可以透過機上盒，再透過藍芽

傳到他們的助聽器。（G-4） 



 

308 

 

參、 新住民視聽眾意見 

新住民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新住民朋友及非營利組織成員一同針對電視使用需求進行討

論，以下將與會者名單列出。 

表 7-8  新住民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會出席名單 

編

號 

性

別 

工作年資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電

視時數 
單位/身份 

I-1 女 8 年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1~2 小時 

財團法人賽珍珠基金

會/緬甸 

I-2 女 60 以上 電視機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2 小時 印尼 

I-3 女 5 年 
上網收看(使用電腦、行動電

話、平版) 
1~2 小時 

臺灣新住民家庭成長

協會/菲律賓 

I-4 女 30-3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1 小時 印尼 

I-5 女 8 年 
上網收看(使用電腦、行動電

話、平版) 
1~2 小時 

臺灣新住民家庭成長

協會/泰國 

I-6 女 30-39 
電視機收看數位無線電視 

筆記型電腦上網收看 
2 小時 印尼 

I-7 女 2.5 年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

機) 
1~2 小時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

年協會/社工 

I-8 女 40-49 電視機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2 小時 印尼 

 

一、對於電視節目之需求及建議 

新住民受訪者有收看的臺灣電視節目，包含大愛臺、旅遊節目、做飯的節目，新聞節

目也有新住民喜歡收看。 

大愛有新住民節目，它有採訪新住民。（I-2） 

喜歡看旅遊節目。（I-6） 

做飯的節目，可以從那邊學到很多。（I-2） 

我前幾天有看到原住民節目，它們也會介紹原住民美食，剛好那天來

賓有一位泰國的小姐，瑪莉，瑪莉就介紹泰國菜，雖然是原住民的節目但

有時候也會帶一些新住民來賓。（I-6） 

我喜歡看新聞。（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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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電視服務之建議 

受訪者在使用數位機上盒方面，有表示不好用以及麻煩，在操作上太複雜，很容易

畫面會不見。 

晚上、假日、早上看一下。…機上盒不好用。（I-1、8） 

像我禮拜六、日就看小朋友跳舞比賽，要不然就唱歌比賽，好厲害。

機上盒我們換的時候沒有收錢。…為什麼要用機上盒，很麻煩，如果我們

要改什麼，又不見了、沒得看了，又要打電話叫他們來服務。（I-2） 

我們不會使用數位電視的其他功能。（I-2） 

三、未來族群收視權益建議 

1.建立新住民專屬頻道 

受訪者認為，可以建立新住民專屬頻道，頻道內容可依新住民的需求去設計，如學

習中文的頻道，要有基礎班(學習注音)及進階班(學習中文字)，讓新住民可以依自身的需

求去收視學習；另外，也要有學習各國母語的頻道，新住民希望能透過電視節目教導小

孩學習母語，所有相關新住民的法規、法律常識、臺灣習俗、等內容都可以放入專屬頻

道中，讓新住民能快速融入臺灣的生活。 

應該要有一個頻道專門放東南亞的，不只是吃、也可以有新聞…不止

當地風景、美食、人、還有什麼好吃好玩、他們年輕人在幹什麼，是不是

跟臺灣年輕人一樣。（I-1、I-8） 

就是要有這種頻道，針對新住民的電視頻道。（I-5） 

可以教新住民中文，基本的，從ㄅㄆㄇㄈ開始。會講不見得會寫、會

認字，對下一代也會比較好。（I-6） 

可以不同時段教國語，其它時段可以，比如報新聞、報英文。…法律

常識，都可以，就是說有專屬的頻道，知道轉過去，那邊有些東西，而不

是像現在是在不同節目，有些人覺得有需要就做個新住民節目，就這樣，

然後只是訪問一下就結束。若有個頻道，其實上面的節目通通都會上網，

變成說網路也都可以看，今天沒看到，過兩天就可以在網路看。（I-1、5） 

很多新住民想教小孩母語，可是想不到，可能教材要從越南或印尼來

也很貴，那他們可能在臺灣有工作也沒辦法教。那如果有電視節目教小朋

友自己母語的，而且可以上到 YOUTUBE 之類的，讓他們在自己自由時間

帶小朋友自己看，還不錯。（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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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要有專屬頻道。可以提供移民法規、法律常識。如果有專屬

平臺，就是什麼都可以放在那裡，我們就可以看。（I-5） 

有個專屬頻道以後它同樣的節目就可以放網路上，像原民臺那樣，公

視也是一樣，公視大家都在 YOUTUBE 看，也可以做粉絲團，那大家就可

以在粉絲團上交換食譜。（I-5） 

2.臺灣電視節目能納入新住民國家的電視節目 

受訪者希望能增加東南亞地區的節目或報導，讓新住民也能了解母國的現況。 

希望臺灣的電視有我們的節目，越南、印尼、泰國。（I-3） 

節目可製作成像禮拜一是哪一國、哪一國的菜。（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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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住民視聽眾意見 

原住民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原住民朋友及非營利組織成員一同針對電視使用需求進行

討論，以下將與會者名單列出。 

表 7-9  原住民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會出席名單 

編

號 

性

別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電視時數 族群 

E-1 男 50-5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桌上

/筆記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 

2 小時 泰雅 

E-2 女 40-49 
上網收看(使用電視機、智慧型行動電

話、平板電腦) 
2 小時 阿美 

E-3 男 30-39 上網收看(使用電視機) 1 小時 太魯閣 

E-4 男 30-39 

類比有線電視(使用電視機、桌上/筆

記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

腦) 

上網收看(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 

2.5 小時 太魯閣 

E-5 女 50-5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桌上

/筆記型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

電腦) 

3 小時 泰雅 

E-6 男 40-49 

MOD(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筆記型電腦、智慧型行

動電話&平板) 

2 小時 太魯閣 

E-7 男 50-5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 
1 小時 阿美 

E-8 男 30-39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 
2 小時 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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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視平臺使用情形 

原住民受訪者主要使用的收視平臺包括 MOD 及有線電視。 

都是數位的。（E-1~8） 

MOD 都沒有廣告，最好看。（E-8） 

二、其他收視工具替代情形 

對於目前收視工具日趨多元的情形，原住民受訪者也會透過行動電話、平版方式收看

電視。 

都用行動電話轉電視。（E-3） 

都有用行動電話、平板看電視。（E-1~8） 

三、喜愛的節目類型及對節目的建議 

原住民視聽眾喜愛的節目類型包含卡通、動物頻道、電影類、運動類，頻道的部份有

特別提到喜歡好消息頻道，對於新聞表示都是負面、暴力的新聞以及重複播放，建議新聞

頻道可以縮減，提升新聞的內容品質，也希望可以多增加節目的種類，不要都是一些外來

戲劇。 

我本身喜歡看卡通，海賊王。（E-3） 

卡通改成原住民化。（E-3） 

一般的新聞，有的時候，如果碰到颱風的話，一般新聞不會播，我就

會開原民臺，它就會播我們山區哪個地方，這部份就滿吸引我們的。

（E-8） 

我們比較會關心部落的事情，可是部落裡面有些節目真的不愛看，像

新聞臺老人家都滿關心，幾乎都是早中晚都在看。（E-8） 

我覺得新聞不以置評，大部份都是負面，不然就是撞死的、受傷的。

（E-6） 

一般都是股票，股票分析太多的。股票分析的臺太多了。（E-1） 

新聞重覆又重覆。講的有點暴力。（E-8） 

新聞二十四小時一直重播。（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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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動物頻道，DISCOVERY 那種的、STAR MOVIE 那種的。（E-3） 

野外求生，美國片那個。（E-1） 

還有籃球啊，運動的也不錯。（E-6） 

我喜歡看好消息，那基督教的，還不錯。（E-3、6） 

我覺得臺灣電視臺真的太多了，我真的覺得寧缺勿濫，寧可去精緻，

寧可去傳播真的有用的也不要做那麼多臺。（E-4） 

沒有什麼節目，幾乎都韓劇、日劇。（E-8） 

四、對於原民臺的意見 

（一）肯定文化傳承的努力，但仍有進步空間 

受訪者肯定原民臺持續對於原住民文化傳承的努力，內容具有教育意義，但要加強

廣宣原住民電視臺，讓更多的民眾接受進而去收看，如此才能將原住民文化傳承下去。 

原民臺其實它的內容架構都很好，它其實滿有教育性質，它也會教我

們一些，我們沒有在山上了，它可能會有一些在山上的部落，會傳達這樣

的訊息給我們知道，甚至我們有些不懂的東西，我們甚至本族有不懂的東

西它可能也會從那個地方，我也會籍由這個平臺得知原來我們族也有這樣

的東西。（E-3） 

我們在推薦給別人原民臺的時候人家第一個想法就是：哎，那什麼電

視？他們也沒有刻意，就刻板印象，好像我現在跟人家講這東西，好像回

到十年前、十五年前那樣，就是有這個態度存在，所以它們即使做的再好，

那要用什麼方式讓他們知道其實原民臺的性質很棒，只是他們因為原民臺

這三字就直接拒絕看它。（E-3） 

如果能夠把原民臺這樣的資訊能夠悄悄地伸入到校園裡面讓他知道，

其實原住民要了解原住民文化，你可以籍由原民臺這個平臺，是很棒的資

訊，你可以籍由它傳導到你的身上，這樣的話我覺得是一個滿棒的宣傳。

（E-3） 

原民臺的新聞我是真的覺得不錯。（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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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節目應更多元，吸引更多人看 

原民臺節目內容可以更多元，除了針對原民部落所發生的事情進行播報外，可以多

增加一些娛樂性的節目，例如介紹原住民美食、歌唱比賽，透過娛樂性的節目吸引原住

民及非原住民民眾收看。 

GOOD TV 都會找原住民歌手上去唱歌，我覺得原民臺也可以，因為

我覺得音樂是透過所有我覺得最快去導入人的思想跟接受，音樂啦，大家

都比較容易接受。（E-3） 

剛剛講的災區原民臺比較沒那麼積極，因為像中橫這個，比較多坍方

那些，反而都是東森、中天它們會先到，去搶新聞。（E-3） 

大明星小跟班那個放在我們原住民電視臺，因為它介紹太多原住民美

食跟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反而不是在原住民電視臺。因為現在年輕人，老

師，我們講現實一點，大部份都會看那些比較吸引我的東西，我們講實在，

這個電視臺為什麼吸引我，反而不是原住民電視臺，如果你把這些藝人，

或者是，其實藝人影響力很大，他們也會講他們的族群、他們的文化，像

我昨天看到一集，如果放在原住民電視臺的話其實反而原民臺會更多一些

吸引我們的地方。除了這個以外就是音樂，但原住民電視臺的一些內容目

前算不錯啦。（E-4） 

像平常原民臺可能都會去採訪或者有一些談話性內容都在講原住民甚

至播報原住民最近哪裡要裝什麼發射臺，大家抗議一大堆，可是卻少了一

些娛樂性的東西，以前原視英雄榜，那一年說實在他們收視率算滿高的。

（E-4） 

比如到各部落徵選，百人百選，或者是什麼的，這樣是一種推銷跟推

廣，那大家會問這是什麼樣的電視臺要徵什麼樣的歌手？原住民電視臺要

徵英雄榜，那這就是透過這次媒體的力量，那大家才會慢慢去關注，那一

整年，你播唱歌的節目，肯定都會，收視率一定都會滿高的。（E-4） 

怎麼樣推廣，讓我們去吸引到這樣原住民電視臺，第一個運動、再來

就是娛樂性、再來就音樂。多加這個進去反而會讓我們覺得會比較吸引年

輕族群，我們只能講，年輕族群就是我們自己原住民電視臺的力量。（E-4） 

如果把原住民電視臺做的更多元化的話，那可能會針對現在小孩慢慢

長大，或配個幼幼臺開始，我們排灣族不是有很多故事，或太魯閣族，不

一定要真的去打獵的那種，像戰役，可以把它畫的有聲有色，不一定說很

血腥，沒有馬賽克，現在那麼進步，所以這部份我們從小可以培養，除了

語言以外，培養不是除了電視臺的一部份，是我們在家就要培養，那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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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只是一個傳達的媒介，只是告訴我們有原住民電視臺，只是告訴我們有

這樣的文化跟資訊，但語言還是要由我們自己解決。（E-4） 

（三）增加各族族語發音的節目 

受訪者認為原住民族群眾多，播報族語新聞時，建議可新增各族的族語發音，透過

數位機上盒的功能，各族可以透過遙控器切換到自己族的發音，透過原民臺可以學習自

己的族語。 

原民臺有個新聞我有個建議。有一次我想看原民臺新聞，因為我聽說

很棒，我就說我覺得還不錯，我去看的時候它講鄒族語，我完全聽不懂，

我本來想學習一下我們母語，太魯閣族的母語，一打開，嗯，鄒族語，他

講什麼？（E-3） 

對啊，那我們想學習就可以變換我們太魯閣族，可以學習又可以聽新

聞。（E-3） 

對啊，你想轉哪個語言都可以，不管鄒族或太魯閣族。（E-6） 

這也是老人家在講的，他說明明就在播那些，可是我怎麼聽，他說老

人家怎麼聽都聽不懂，因為幾乎都是布農族語、鄒族還有排灣，排灣族的

比較多啦，我們泰雅族的很少。（E-8） 

禮拜一到禮拜天，要有一個族群的分段。（E-1） 

應該要有這樣的功能，不然講那麼多，有的時候老人家說那個字幕出

來一下子過去，他講很快、字也很快。（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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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65 歲以上長者視聽眾意見 

65 歲以上長者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居住在北部的 65 歲以上長者一同針對電視使用需求

進行討論，以下將與會者名單列出。 

表 7-10  65 歲以上長者視聽眾焦點團體座談會出席名單 
編號 性別 年齡 家中使用設備 每天收看電視時數 

H-1 男 65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MOD(使用電視機) 
6 小時 

H-2 女 65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MOD(使用電視機) 
5 小時 

H-3 男 65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上網收看(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 
3 小時 

H-4 女 65 以上 數位無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3 小時 

H-5 女 65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4 小時 

H-6 男 65 以上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使用電視機) 1 小時 

H-7 女 65 以上 
數位無線電視(使用電視機) 

MOD(使用電視機) 
8 小時 

一、收視平臺使用情形 

(一)收視方式 

 長者主要使用數位有線電視、中華電信 MOD 收視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我們都看有線電視。（H-2） 

有數位機上盒。（H1~7） 

家裡有 MOD。（H-1、2、4、7） 

(二)收視行為 

 長者收看的節目類型包含新聞、政論節目、連續劇、唱歌娛樂類、談話性節目、運動節

目等，收視時間較長，大約 4~5 小時以上。 

大部份只有下午跟晚上看電視，早上都在運動場，早上都在運動，中

午跟晚上才有看。（H-1） 

看節目，節目好看就多看一點，比方中午十二點到一點聽唱歌、一點

以後看政論、還有每天一齣的那種…連續劇也有，但通常是一天一齣那種。

就是政論節目、連續劇、還有唱歌，娛樂的。（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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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看政論節目，只是每個人看的臺不一樣。還有看連續劇，在家裡

沒事就看電腦、玩 LINE，不然就看電視，連續劇像民視的春花望露、三

立的甘味人生，大部分都看這個，因為它一次都拍很久。（H-7） 

我喜歡看公共電視，像李四端有一個，現在好像，我常找不到，因為

我都沒有在記時間，很好看，有些談話節目滿喜歡的。還有原住民那個，

介紹他們的風俗，跟我們一般比較不一樣，比較新鮮感，還不錯，因為都

介紹山裡面的部落。（H-4） 

我晚上看比較多，因為我們家有小小朋友，所以他們讀書的時間我會

把它關掉，所以沒有看很久。一天大概有差不多五小時。（H-4） 

我大概看四小時，早上新聞、中午新聞、晚上新聞和財經頻道，有時

候也會看一下電影，HBO 這一系列的。（H-3） 

那三餐看嘛，頂多看個三、四十分鐘而已，加起來差不多一、二個小

時。看新聞，其它時間都是我太太佔據，其它我沒時間看，其它她要看股

票。（H-6） 

最主要收看新聞，唱歌有的時候很好聽，就看娛樂臺，那影片我的很

少看，因為一直持續眼睛滿費力的，所以就聽聽新聞，有的時候不喜歡，

我覺得臺灣的新聞比較窄化，所以有的時候會轉國外的去聽，客觀一點，

大概二小時，也喜歡看球賽轉播，像美國足球，一季一季的，不過我自己

喜歡看世足盃那種很激烈的，那他們有的高爾夫比賽的時候，就看看結果，

那臺灣棒球比較少，比較看籃球、排球，因為棒球太慢。（H-2） 

我有運動習慣，差不多五點就起床，那我準備好就打開電視看晚上有

沒有發生什麼新的新聞，就看五點的新聞，看一看就去運動，運動回來順

便買個菜，整理好也是看電視，中午也是看新聞，睡午覺起來看個政論節

目，晚上看連續劇，政論節目也有看。（H-5） 

二、電視節目內容相關議題 

(一)對電視節目的滿意度 

 長者喜歡收看的電視節目包含談話性節目，政論節目因人而異。 

誰來晚餐、李四端的愛的萬物論，我就記得這樣，其它有的很喜歡看

但沒有刻意去看。多多少少給我們一些啟示，像愛的萬物論都是叫一對夫

妻來談話，就看看人家怎麼相處。（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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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政論節目會聽聽，但沒什麼興趣，因為都有立場。（H-2） 

政論節目，藍綠對抗太厲害，我認為這是不好的現象。因為藍綠對抗

太厲害。（H-1） 

我也都看政論節目，可是這個是，好像有各種傾向，傾向哪個地方就

傾向哪個節目，像我就喜歡看臺灣的正經限時批跟新臺灣加油。（H-7） 

(二)節目置入性行銷狀況 

 長者認為健康類節目很多都有置入性行銷，節目中以健康為主題在販售項鍊、手鍊等，

認為這部分比較不好，健康類節目應該教民眾進康的觀念及行為，而不應該以販售商品為主。 

健康類節目很多，我們要看也是他在說健康方面的，其實裡面就是要

賣藥，但下面沒有寫廣告，它可能是買它的頻道。…就醫生講一講，講一

講就說吃什麼，比如紅麴，他連品牌都講出來。很多都這樣。（H-7） 

置入行銷的。像項鍊、手鍊，說什麼健康，那亂講一通。（H-1） 

像一些在賣手鍊，一條五、六千，有的一萬多，說掛了多健康什麼的，

亂講一通。…什麼加持、有的沒有的，那個我都轉掉，不愛看那個。（H-1） 

以前大陸有個中醫師吧，有來臺灣，在電視上有，姓蕭，教拍打功，

倒不如請那個來還好，于美人好像有請他上電視的樣子，拍打功，那個好

像不錯，對身體健康，那個也都不用錢，有那種節目更好。（H-5） 

(三)節目數量 

 長者認為目前的電視節目數量太多，也些電視節目都缺乏內容，建議電視節目應以提升

節目內容品質為主，而不是以數量多寡為主要目標。 

夠了，太多了，像我那個就有一百多臺了，數位有線現在就有一百多

臺。（H-7） 

要看的也差不多那幾臺。（H-5） 

以我的個人立場是太多了。（H-6） 

也是多，多到說，比如新聞臺，深夜我不曉得，白天看的新聞大概一

小時就輪完了，再看的話還是同樣的內容一直在轉。（H-3） 

我覺得會喜歡一個節目，一定是內容比較豐富、有質感，不會胡說八

道，因為我們看轉臺就稍微停那二句就趕快轉了。（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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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臺很多但我不太真的一臺、一臺去聽它，我比較喜歡是，就是

說年紀大要怎麼樣，除了娛樂、有聽歌、戲劇，什麼樣的，有時候給一點

科學新知，怎麼樣的，能夠讓腦袋不要鈍化。（H-2） 

三、新聞及政論節目收視意見 

(一)新聞報導品質滿意度 

1.負面新聞議題太多 

 長者認為新聞內容太多負面的，缺乏內容，應該多報導正面的內容，民眾可透過電視節

目吸收一些正向的知識。 

新聞多是負面的，比如漲價；漲價還好；講車禍的、講糾紛的、打架

的，差不多都是這種東西，比較看不到正面的，比如臺灣的什麼工廠有什

麼好產品，發展什麼樣子，這個我們比較少看到。（H-5） 

不滿意，我們的新聞，最不好的就是犯罪者有人權，本來這個犯罪，

你把他馬賽克霧掉，以後他出來大家不知道他是壞人，以後的傷害更大，

所以馬賽克這樣不對，壞人有壞人的人權，那好人變沒有人權？所以這樣

不對。（H-1） 

2.國際新聞比例偏低 

 長者認為國際新聞太少，可多報一些國外的新聞。 

國外的要多報，臺灣都很本土，就是眼界很窄。（H-2） 

國外的要報，有的就報中國大陸那邊，應該多報世界各國。（H-5） 

3.新聞內容應更具深度 

 長者認為新聞節目可做更深入的報導，針對正面且可激勵人心的部份，深入探討，可讓

其他年輕人或民眾有正向的學習或激勵。 

其實我們時常看到，我們派出去比賽拿金牌是講學生或發明展，這些

東西有沒有辦法做些節目讓這些成果、讓我們知道怎麼成功、它有什麼效

果，也就是說他辛辛苦苦研究出來、拿了個獎回來，回來如果沒有商業化，

等於花開完了、凋了，後面就斷掉了。那如果讓國內的，不管學生或國民

都知道有這種東西，也許會啟發年輕人看到有這種東西，我有興趣的話也

跟著一起努力，讓國民知識也能夠開展。（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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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聞畫面太亂 

 長者認為新聞畫面太亂，很容易搞混，對於跑馬燈的呈現方式可以接受，但跑馬燈的速

度太快，長者在收看的時候會看不清楚。 

平常底下有跑馬燈，有時候主播旁邊還有標題，有的主播在報這個新

聞，底下有個小畫面又在報什麼，沒有注意看有時候會搞錯。（H-5） 

年紀大，跑馬燈太快有點看不清楚，有點太快，這樣跑馬燈可以，但

有點太快。。（H-6） 

有時候主播在講一件事，把另一個畫面放這裡，這個不好，連不起來。

（H-3） 

一直報，但主播在講，它的畫面是今天發生的，有時候沒有注意看會

搞混。（H-5） 

(二)政論、談話性節目滿意度 

1.政論節目立場過於鮮明，較缺乏客觀言論 

長者認為政論節目的內容缺乏建設性，有些言論都沒有經過求證就在節目上討論，政論

節目的立場不夠中立，缺乏客觀的言論。 

我看政論節目比較沒耐性，反正總覺得名嘴都胡說八道、各有立場

嘛，因為你就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有的時候就熱鬧，就聽看看他們論點怎

麼樣，有時候他們講起來也滿好玩，聽聽就轉臺，會這樣，不想聽，而且

我覺得名嘴跟他自己的見識有關、講的有沒有深度，廢話的、潑婦罵街的

我覺得好像沒有必要。（H-2） 

藍綠不要那麼惡鬥，要講一些建設性的，要怎麼改善、怎麼做法，都

可以講。（H-1） 

我覺得有的來賓、名嘴講話不負責任、亂罵，結果告到法院，法院判

要他登報道歉、賠償，如果這個人有二次、三次，就不應該再來擾亂這個

社會，再來把社會搞的亂七八糕，每個人都憤憤不平，可是都是無中生有

的事情。（H-3） 

每個政論節目我都有看、都有參考，我覺得像正經限時批還有臺灣新

加油，他們都好有…他們要做這個事情都有求證過，不是自己亂編出來的。

（H-7） 

像中天那些來賓好像都沒有求證過，都一面倒地亂掰…（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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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數位電視及數位內容的需求及建議 

（一）目前使用數位電視遇到的困難 

1.訊號不穩定 

長者對於使用數位電視常發生訊號不穩定的狀況，在收視的過程中容易出現斷訊或是需

要重新開啟的狀況，建議有線電視業者應加強其收訊品質，確保收視戶的權益。 

不穩定。好比在看一個什麼節目，它忽然會跳出來，請把電源線拔掉

然後再接上，怎麼會這樣子？看了很生氣，因為我們都要付有線電視。

（H-2） 

機上盒要常開著，關起來再啟動要等很久。（H-7） 

以前我就發覺一個，就是說，它有幾個那種小的指示燈在機上盒上，

只要看到它下面二個一直在閃的時候，保證一下就黑了。我覺得品質相當

不穩。（H-2） 

2.遙控器不好操作 

長者對於數位電視的遙控器表示難以控制或是需要使用 2 支遙控器，覺得使用尚不方便。 

數位電視遙控器非常難控制。（H-2） 

因為數位有線，有的只能用一支遙控器，有的就不能，像我們家的就

不能，我是新買的電視也不行，要專用的遙控器。但是有的可以，因為我

朋友他們家的就可以，我自己用那個，一定要二個遙控器，就是機上盒不

可以關起來，關起來畫面就要重頭來。（H-7） 

（二）未來對數位電視的期待 

1.增加居家健康跟安全的服務 

長者皆認同未來數位電視若能提供居家健康跟安全的服務，是非常好的，對於家中有長

者的家庭非常需要，可透過數位電視的感應器確保家人在家的安全。 

如果我們跌倒…居家健康跟安全的服務真的很好，可是要會操作。

（H-7） 

贊成新增加居家健康跟安全的服務。（H1~7） 

將來老人化，這很重要。（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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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餐食點餐送餐的服務 

長者提出有線電視頻道若能與餐廳合作，提供只要透過電視頻道就可以點選餐食，並送

餐至家裡，這對於無法出門的長者，會是相當便利的服務。 

如果可以有個頻道，它賣東西，我今天午餐想吃什麼點了他可以送來，

因為老了沒辦法出門。（H-7） 

社區都有，那是老人送餐，那不一樣，我意思是餐廳，比如我今天要

吃，它應該是固定幾間，比如我要吃這間日本料理店，但我們沒辦法出門，

就按下去，它就連線幫我們送來。（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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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家學者意見 

本節針對目前廣告時間規範、相關政策議題、電視節目置入及贊助（包括冠名贊助）

以及未來族群收視權益議題邀請電視臺業者、公會及專家學者進行座談會討論之結果分

析，以下將與會者名單列出。 

表 7-11  專家學者焦點團體座談會出席名單 

編號 與會來賓 單位/身份 

J-1 陳光毅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 

J-2 柯舜智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所/副教授 

J-3 蘇方裕 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副秘書長 

J-5 陳石川 八大電視臺/協理 

J-6 陳依玫 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J-7 胡元輝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 

 

壹、廣告時間規範之意見 

電視業者及專家學者認為廣告時間的規範應適度的開放，簡單定義廣告時間，不然在執

行上會有所困擾。 

臺灣的廣告營收就是回到收視率 GRP 去換算回來，這個營收就會引

導到後面節目的導向，尼爾森進來以後，快 20 年前，國語劇就變成臺語

劇，這是很明顯的，整個節目都會改變，為什麼 T臺會去拍行車記錄器，

因為節目部會被廣告部掐著脖子，沒有收視率就沒有營收，沒有營收就無

法做節目。（J-5） 

廣告也會和分組付費有很大關係，我們現在本來在基本區塊的頻道，

就是所謂的主流頻道，如果放到分組包之後，以後分組被放到分組包之

後，就沒有 510 萬的普及率，如果戶數低於 200 萬的話，廣告是零，因為

臺灣的廣告主很強勢，它只投放超過 200 萬戶的平臺。（J-6） 

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現在法令規定以節目 15%來算，就像剛才

講的，長壽劇常常就很難去算，是不是簡單定義就好，教授訂的這些規則

一定會回到 NCC，1 小時很簡單，以 1 小時 600 秒廣告來計算，不然，常

常節目多 15 分鐘，到底要 15 分之 1 或多少？在管制上比較麻煩，你要去

側錄，我知道有人專門在做側錄，等於我們有電視協會、有委員會、有自

律委員會。（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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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政府之政策建議 

一、規範本國自製節目播出比例 

專家學者表示對於規範本國自製節目播出比例是認同的，但是應該要與文化部/經濟部/

交通部產生一個完整的配套措施，在某些範圍內給業者適當的自由度予以調適，而對於境外

頻道應該課稅，將經費協助有線電視產業發展。 

保障本國自製節目播出，將在特定時段規定外來節目播放比例，現在

各個電視臺本身生存，都有問題了，還自製節目播出，我覺得根本的問題

是一體兩面，到底要管制或扶植這個產業？一直管下去的話，這個產業就

沒了。自製節目是應該要有，或許可以把它 narrow down 某一個 prime 

time 就好了，不要規定整個要按照多少比例。（J-1） 

就談家裡的電視，家人都在時間，6-9 點或 7-9 點，自製節目還是多一

點好了，不要都是國外的節目，晚上 9 點以後小孩睡覺了，大人要看也不

用管了。（J-1） 

播放比例好像 NCC 有規定，倒是比例的算法應該整個 overall 來算，

不要每天任何時段都來算，那叫業者怎麼經營；可以就一個月來計算，自

製節目幾個鐘頭來調配，在某些範圍內給業者適當的自由度予以調適。

（J-1） 

這個議題是因為無線電視臺去立法院抗議要「一加 N」(一家無線臺底

下的有線頻道全部都可列入必載)的關係，所以，到最後變成黃金時段規定

50%的自製率，已經形成法律，而且是固定要實施，明年就要做，把有線

電視拉進來，大家拉成同一個水平；但是，卻排除境外頻道。（J-3） 

保障本國自製節目的部份，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個人認為 NCC 規範，

因為現在法律規定，無線電視在 prime time 必須有 50%自製節目，我是贊

成，有線電視根據也是衛廣法的授權，政府可以介入，予以適當比例的限

制，坦白講，我是贊成！但是，問題是在於說，政府應該是一體的，NCC

在做監理的時候，文化部/經濟部/交通部必須要有其它整體完整配套措

施，讓產業有發展的可能性，優質產業必須在可競爭的環境下競爭。所以，

NCC 做的所有行為應該是考慮到和文化部/經濟部/交通部產生一個完整的

配套措施。（J-7） 

境外頻道，我無法規定它在 prime time 的自製時間，因為這個很奇怪，

但是，境外頻道我可以從其它法規課以它公共義務，包括經費，其實過去

很多，我們政府以營收方式來收業者的比例，成為政府的公共基金，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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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業界的發展服務，過去已經太多，現在還有存在，有線電視每年 1%。

所以，這個就是去要求，這樣的話，大家就不會心生不平，所以，我是贊

成的，但是，必須要有配套措施。（J-7）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就是大刀闊斧去限制，你限制自製節目，就限制

外國節目進來，直接砍、直接擋啊，你沒有東西來，就自己多做一點了。（J-1） 

二、網路影音服務興起對頻道產業的影響 

專家學者表示網路影音服務的興起是未來的趨勢，NCC 在著作權的部分應該要有相當的

保護措施，政府應該想辦法讓優質業者能夠在未來永續發展，同時在新的時代裡面建構一個

比較良性競爭的螢幕環境，應設立對境外業者的要求，須與臺灣業者一致，包括以相同基礎

繳納營業稅；另外，有學者提出臺灣應該透過公廣集團、加上中華電信，出面組織一個本國

的 OTT 平臺，邀請商業的業者一起進來，大家一起共建一個本國平臺，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合

作，創造一個新的產業環境。 

版權要保護，minimal 的要求，不能抓過來就播，最明顯的例子，以

前大家設一個網站，電視訊號抓下來，利用 video server 重播串流播出，這

個不是很好，我覺得還是要注意 copyright 的問題。（J-1） 

站在國家的角度來講，大的社會趨勢是擋不住的，不是國家政策可以

管的，比如剛才講的，多平臺/多裝置的使用是一個現實的趨勢，OTT 的興

起是擋不住的，意思是說，產業結構的重整，這是沒辦法的，政府應該想

辦法讓優質業者能夠在未來永續發展，同時在新的時代裡面建構一個比較

良性競爭的螢幕環境，政府的責任不是想辦法讓所有業者都能活，這個很

現實。（J-7） 

網路影音服務，我完全贊成著作權的部份，NCC 一定要處理，但這一

塊我不是那麼熟，到底我們的執行上可以在哪裡著手，但我總覺得一定有

辦法，不會束手無策。（J-7） 

這一年來我已經跟有關機構提出建議，OTT 平臺，本國應該透過公廣

集團、加上中華電信，出面組織一個本國的 OTT 平臺，歡迎也應該邀請商

業的業者一起進來，大家一起共建一個本國平臺，大家打國家隊，因為這

個沒辦法，這很現實，政府不介入，光靠民間、商業，死了一大堆，在這

個事實之下，大家都可以來參與。英國的 Freeview 頻道，就是商業和公共

就合作，為什麼臺灣不可以？當年的共同傳輸平臺，早就講過了，機會不

知道已經喪失多少次了，現在不知道機會在哪裡，可是，OTT 還有機會。

這樣對商業頻道在共同頻道上，很多成本被稀釋掉，這樣的情況下，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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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可以享受到很多平臺，以公共性方式經營，是有機會，總比現在各個

商業頻道各行其事好。（J-7） 

對於境外的影音分享平臺、門戶網站都應該大力課徵稅捐，怎麼會可

以沒有？國外，歐洲政府就有曾經集結，透過業者和司法系統就跟 Google

收費，這些都已經存在，但臺灣部份就都放任，只要在這裡設分公司，在

這裡有人，我跟你保證就可以收錢，收錢的方式很多，所以，對影音分享

平臺，像 Google/Yahoo，這些都是大暴利，還不為這個國家負擔一點公共

義務，這說不過去。還有門戶網站，這部份已經在若干場合都提過，對境

外業者很簡單，它就是要回饋，本來就是要回饋。（J-7） 

三、新媒體平臺的移轉對產業的衝擊 

專家學者表示民眾觀看電視的習慣已經做改變，逐漸移轉到新媒體，很多廣告也都投入

到網路平臺，容易讓產業空洞化，建議 NCC 應該要開始去管網路，但在內容的部分，應該

在智財權要採取有利措施和保護動作。 

現在大家都在用 iPad、iPhone 看東西，用平板，收視方式的改變，導

致新媒體平臺的移轉，應該是載具的衝擊，這個衝擊是必然的，別人有辦

法做 OTT，傳統媒體難道就無法做 OTT 嗎？（J-1） 

民眾觀看電視的習慣已經做改變，所以，現在很多的電視廣告是下到

網路平臺，可是網路平臺都是外國公司，它在臺灣沒有登記，沒有公司執

照，所以，錢反而留不下來，以前下在有線或老三臺時，還有一些良好的

循環，我們還看得到，現在完全下給網路平臺。廣告公司他們也都覺得，

我錢給外面公司，他們自己也很難過，也拿不到錢，國內的產業可能會空

洞化，這是一個危機。（J-2） 

OTT 規管，從法律觀點來講，政府不是不能管 OTT，是看政府要不要

做，可是，前提是在 2005 年我們在進入聯合國時，我們放棄了影視產業的

規管，變成政府採取開放，不像韓國把影視當作保護產業，所以，政府在

這一塊採取退縮、放任市場機制，因為它在之前已經把這部份開放了，不

知道是不是這樣，所以，政府對 OTT 是開放的，對境外頻道採取友善態度，

因為我們把這一塊開放掉了。（J-2） 

NCC 應該要開始去管網路的東西。（J-5） 

NCC 收視平臺的改變導致新媒體的移轉，只是載具關係而已，可是，

內容還是電視公司做的，關於產業衝擊和未來因應方式，因應方式，我一

直強調著作權，為什麼政府會不敢去動這個東西，再怎麼樣都要扶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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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視產業，NCC 只會管而已，只拿棍子亂打人，應該整體政府來看，建

議在智財權應該要採取有利措施和保護動作，在網路上面看到的還是電視

公司製作的東西。（J-1） 

四、開放跨區經營對於有線電視產業的影響 

專家學者認為有線電視產業已經太過成熟了，應該往 OTT 走，而不是開放跨區經營，讓

有線電視業者相互廝殺。 

引進競爭，很好；但是，某些產業是平臺，臺灣就那麼小，幹麻分成

50-60 個區，應該更規模化，才能有更多東西，…，這個產業已經太過成

熟了，應該往 OTT 走，但怎麼跟電信去競爭嘛！我對有線電視產業持有

一點悲觀，一開放下去只是互相廝殺的話，就是讓大家往下沈淪，這個很

實際的，收入一旦減少，服務或內容也將減少，現在重播率多高，就像東

森我就當教材引用為案例，哪有把行車記錄器當新聞，從網路撈一些

video 播新聞。（J-1） 

今天要進入這樣的市場，如果連行政戶數 15%都做不到的話，那就是

來亂的，對於這個市場健康是不利的，因為它如果今天要投入這個市場，

就應該把該準備的就要準備好，因為政策都是公告，或者它就要做差異化

經營。（J-6） 

現在已經不是什麼開放跨區經營，未來將變成全國性；至於地方服務

應該重新規範，讓系統業者可以履行地方服務，包括公共頻道等，這些都

是可以處理，一點都不會因為經營區的問題受影響，應該介入頻道和系統

業者收視費的分配。（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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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電視節目贊助與商業置入性行銷規範 

專家學者對於置入性行銷是贊同的，但在置入性行銷的手法上應該要精進，NCC 可轉換

為引導的角色，告訴業者什麼是好的置入性行銷，協助業者將置入性行銷做好，讓置入性行

銷能自然的融入節目中。 

置入性行銷是可以，但是要規範，昨天我剛好到超視，有個節目被

NCC 警告，置入性行銷，它在賣薑黃素，請一個漂亮的女星在那裡從頭

到尾講，是電視購物臺嗎？應該稍微用心包裝一下，寫個簡單的劇本，再

置入，節目結束後就僅揭露是廣告，一點都沒有盡到責任，NCC 沒有嚴

格執行置入性行銷。（J-1） 

置入性行銷，和廣告有關聯，廣告越來越萎縮，電視臺為了增加收

益，置入性行銷越來越長，本土劇從60分鐘、90分鐘、120分鐘，到現在

150 分鐘，每天的劇情結構，濃度就只有這樣，可是，一直稀釋，因為都

是置入性行銷、冠名，內容越來越鬆，我不反對置入性行銷、冠名，但

是，NCC 有責任去引導好的置入性行銷，所以，我非常鼓勵 NCC 把規管

的角色化為主動，就像過去一樣，早期覺得廣告是必要之惡，剛開始有很

多人討厭廣告，因為廣告不是節目，可是，後來我們去扭轉廣告形象，辦

廣告獎，廣告變成是必要的產業的一部份時，我去告訴民眾廣告其實也是

美，也是一部份，為什麼不能也弄個置入行銷獎，就告訴業者，因為置入

行銷是一定要做的，為什麼不把它弄好？反過來這個角色，就告訴業者這

是好的置入性行銷，臺灣的置入行銷很難看，但是，韓國是所有頻道都在

做置入性行銷，而且，是傾國家之力在做，因為所有產業靠置入性行銷、

頻道、電視、影視節目的外銷，把韓國各種產業外銷出去，為什麼 NCC

不化規管的角色變成是引導角色？我告訴你，置入性行銷這樣做比較好，

人家做的怎麼樣好？甚至國內有很好的置入性行銷，我們都可以拿來做引

導，NCC 在這方面是可以做的，因為它不可能逃避置入性行銷，與其把

它做的很爛，為什麼不要把它引導到好的方向。（J-3） 

我個人主張現在一些像時間長度/尺寸大小的限制，我覺得那些都可

以全部開放，都拿掉，參考歐洲/英國等國，採用不能夠過度呈現之限

制，仍然有基本原則限制，但是，如何讓它成為可使用/可測量/可操作的

標準，這部份恐怕 NCC 要下更多功夫，參考國外的機制，給業者比較可

以接受的理解和標準，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剩下就讓業者去展現創意。

（J-7） 

在這個基礎上，我主張節目越開放越好，新聞越嚴格越好。現在新聞

的置入狀況實在是蠻嚴重，看節目的人很不爽，考慮到業者需求、國際趨

勢，這部份大概沒有辦法。（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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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研究結論 

第一節 臺閩地區民眾電視收視行為分析 

臺閩地區民眾有 83.80%最近一個星期曾經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有 16.20%最近

一個星期內沒有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主要是因為「沒時間」，佔 64.24%，其

次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21.57%)。 

有 92.73%民眾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40.01%會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從使用載具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方面來看，有 82.84%民眾對於

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6.23%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主要

是「收訊品質不好」，佔 43.09%，其次為「有系統限制，無法收看所有影片」(17.50%)；有

76.74%民眾對於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16.65%民眾感到不

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主要是「畫面太小」，佔 62.45%，其次為「收訊品質不好」(27.09%)。 

有 73.01%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他裝置，而有使用其他裝置的

民眾，以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最高，佔 23.21%，而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

時會進行的活動，以「看社群網站」的比例最高，佔 43.58%，其次依序為「使用線上即時通

軟體」(36.70%)、「玩線上遊戲」(23.55%)、「閱讀網路文章/新聞/電子書/電子雜誌」(15.96%)、

「觀看網路影片」(14.16%)。 

第二節 各類節目收視行為分析 

一、民眾收視時間及節目類型 

有 58.88%的觀眾通常會和他人一起收看電視，41.12%的觀眾經常自己一個人收看電視。

而有 54.37%是自己(受訪者本人)可以決定收看的電視節目。平日收視的主要黃金時段為

「20:00-21:59」，平日每天平均花費 2.96 個小時收看電視節目，觀眾平日最常收看電視節目

類型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57.07%，其次依序為韓劇(15.86%)、閩南語劇

(15.66%)、外國電影(15.63%)、綜藝節目(15.43%)、臺灣國語劇(12.87%)，假日收視的主要黃

金時段為「20:00-21:59」，假日每天平均花費 3.67 個小時收看電視節目，觀眾假日最常收看

電視節目類型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42.50%，其次依序為綜藝節目(27.34%)、外

國電影(24.84%)、國片(10.97%)、韓劇(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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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類節目收視行為 

(一) 新聞類節目 

受訪者收看新聞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62.16%，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14.57%)、「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2.86%)、「使用電視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2.42%)、「使用電視機透過類比有線電視收看」(11.04%)；收看的地點，以「住家」

的比例最高，佔 98.49%，其次依序為「工作地點」(5.16%)、「吃飯的店家/便利商店」(1.96%)。 

有 27.7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59.09%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

原因，以「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45.49%，其次依序為「新聞對臺灣

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力不高」(36.86%)、「報導國際或國外新聞事件的比例太少」(17.67%)、

「新聞臺整體新聞報導可信度不高」(14.65%)、「新聞報導不公正」(14.03%)、「新聞對於重

大議題不能提供深入且充足的資訊」(10.86%)、「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10.45%) 

(二) 戲劇類節目 

問卷中外國戲劇節目選項包含大陸劇、韓劇、日劇、港劇、歐美劇及其他地區，調查結

果顯示，受訪者收看外國戲劇較多，佔 39.11%，其次為看臺灣戲劇較多(31.65%)，外國戲劇

以韓國地區戲劇的比例最高，佔 64.26%，其次為歐美地區(44.30%)；受訪者收看戲劇類電視

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1.86%，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23.21%)、「使用桌上

/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5.84%)、「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0.84%)；收看

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高，佔 98.87%，其次為「工作地點」(2.93%)。 

有 42.28%民眾對於本國自製戲劇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37.37%民眾感到不滿意，不

滿意的原因，以劇情不吸引人的比例(57.46%)最高，其次依序為內容品質不佳(47.60%)、拖

戲(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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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藝類節目 

受訪者收看綜藝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56.25%，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15.59%)、「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無線電視收看」(12.11%)、「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

收看」(11.41%)、「使用電視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0.18%)；收看的地點，以「住家」

的比例最高，佔 98.86%，其次為「工作地點」(1.66%)。 

有 61.23%民眾對於本國自製綜藝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20.90%民眾感到不滿意，不

滿意的原因，以內容品質不佳的比例(91.76%)最高，其次依序為參與來賓不喜歡(4.24%)、場

景布置不佳(3.10%)、重播率太高(2.53%)、主持人素質要再提升(2.48%)。 

(四) 體育類節目 

受訪者收看體育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66.97%，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14.15%)、「使用電視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3.04%)、「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

網收看」(11.91%)；收看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高，佔 98.04%，其次依序為「工作地

點」(3.63%)、「大眾交通工具上」(1.67%)、「戶外街道上」(1.42%)、「吃飯的店家」(1.40%) 

有 86.78%民眾對於體育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5.70%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以節目種類太少的比例 (54.04%)最高，其次依序為畫質不好 (20.85%)、內容品質不佳

(12.83%)、拍攝技巧不好(8.19%)。 

(五) 電影類節目 

受訪者收看電影類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方式，以「使用電視機透過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收看」的比例最高，佔 61.26%，其次依序為「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透過上網收看」

(16.05%)、「使用桌上/筆記型電腦透過上網收看」(15.66%)、「使用電視機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看」(13.44%)；收看的地點，以「住家」的比例最高，佔 99.28%，其次為「工作地點」(1.56%)。 

有 76.26%民眾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15.49%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

因，以重播率太高的比例(84.96%)最高，其次依序為電影節目更新太慢(20.43%)、電影種類

太少(12.92%)、廣告太多(5.36%)、收訊/畫質不好(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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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眾對相關政策之看法分析 

一、外來節目比例規定 

民眾對於外來節目播放時段的限制，以不需要管制的比例最高，有 46.83%，認為需要

管制的時段以 19:00～21:59 的比例較高，皆超過 15%；民眾認為政府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

的比例，以應占 41%～50%的比例最高，占 23.74%，其次依序為 51%~60%及 61%~70%，

分別占 12.74%及 12.35%。 

二、節目分級制度認知 

觀眾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最高，佔 29.95%，其次為偶

爾會注意(23.95%)，有 23.77%完全沒注意，觀眾對於級數與級別皆錯誤(69.22%)的比例最

高，其次為級數與級別皆正確(16.97%)，而級數正確，級別錯誤的比例最低(13.81%)，觀眾

認為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以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播放時段的比例最

高，有 16.65%，其次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14.88%)。 

受訪者認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三者應該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的比例最高，有

64.54%，其次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不需有通依的分級規定，各自規定就可以(14.37%)；

觀眾認為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的時間太長的比例最高，佔 40.47%，其次為剛好(31.69%)。 

第四節 各類視訊媒介使用行為分析 

一、數位有線電視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對於未來要推動分組付費制度的知曉度，32.34%表示知道，67.66 表示不知

道。受訪者願意支付金額為 201-300 元的比例最高，佔 26.58%，其次為願意金額為 200

以下(24.50%)。 

受訪者選擇安裝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頻道比較多的比例最高，占 34.80%，其次

為政府政策規定改數位，占 21.54%，再其次為機上盒免費，占 13.68%，有 63.50%民眾

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22.77%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收訊品質不佳的

比例最高，佔 31.75%，其次為費用太貴(30.42%)。94.92%的受訪者沒有加購額外提供的

付費服務，另外有 3.82%的受訪者有加購額外提供的付費服務，使用過有線電視加值服

務中，以付費頻道的比例最高，佔 63.29%，其次為影片計次付費(29.48%)，每個月花費

在有線電視額外付費服務金額，以 100 元以下的比例最高，佔 37.85%，其次為 101-200

元(30.66%)。而目前未使用數位有線電視且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原本有

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43.94%)的比例最高，其次為不想增加花費(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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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無線電視使用行為分析 

68.63%民眾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20.59%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主要為頻道收訊不清晰，佔 36.72%，其次為節目內容不精采(32.43%)，再其次為節目重

播率太高(28.52%)，最常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以民視新聞臺，佔 31.44%，其次為公

視高畫質（HD）(30.84%)，最喜歡收看的數位無線電視頻道以公視高畫質(HD)，佔

28.34%，其次為民視新聞臺(19.12%)。 

三、直播衛星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採用直播衛星/小耳朵收看電視的原因以有較多頻道可以選擇為最多，佔

56.54%，其次為畫質較清晰(14.52%)及住處大樓原有架設(14.46%)，有 37.61%民眾對於

直播衛星感到滿意，37.59%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地方，以頻道收訊不清晰(34.55%)以

及節目內容不精采(34.55%)的比例最高，因樣本數僅 7 位，內容僅供參考。 

四、中華電信 MOD 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採用 MOD 方式收看電視主要原因為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

惠服務，佔 26.87%，其次為費率低(25.97%)，有 74.15%民眾對於使用 MOD 收看電視節

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15.53%感到不滿意，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以有比較多喜歡

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最高，佔 48.20%，其次為畫面品質(36.96%)，對 MOD 感到不滿意

的部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比例最高，佔 60.20%，其次為連線不順暢(18.87%)。僅

26.09%的受訪者曾支付其他額外的 MOD 收看費用，有使用過 MOD 加值服務的受訪者

以付費頻道的比例最高，佔 65.80%，其次為影片計次付費(43.54%)，受訪者於 MOD 額

外付費的金額，每個月以 101~200 元的比例最高，佔 54.18%，其次為 100 元以下(18.36%)。 

五、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節目或影音的原因以「節目/影音內容多元，有較

多選擇」最多，佔 43.39%，其次是「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佔 35.25%，收看的

節目類型以「外國電影」最多，佔 43.26%，其次是「韓劇」，佔 32.62%，有 86.32%民眾

對於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2.23%感到不滿意，僅

16.40%的受訪者曾支付其他額外的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費用，沒有額外支付的受訪者

佔 83.60%，因樣本數僅 37 位，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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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聯網/智慧電視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看節目或影音的原因以「節目/影音內容多元，有較多

選擇」最多，佔 55.64%，其次是「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佔 38.81%，有 85.48%

民眾對於聯網/智慧電視感到滿意，2.18%感到不滿意，因樣本數僅 36 位，內容僅供參考。 

七、網路收看影音內容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主要原因為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佔

59.13%，其次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34.48%)，以使用 Youtube 收看電視節目的

比例最高，佔 73.40%，其次為線上串流平臺(7.06%)及 APP/軟體(6.32%)，採用網路方式

收看電視主要收看類型為韓劇，佔 26.96%，其次依序為綜藝節目(22.09%)、外國電影

(21.69%)，收看時間最多集中在 1~未滿 3 小時，佔 62.61%，其次為 3~未滿 5 小時

(16.54%)。有 89.26%民眾對於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5.82%感到

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最高，佔 55.75%，其次為「畫質不佳」

及「節目內容不足」，分別佔 17.40%及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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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歷年研究綜合分析 

為了瞭解國內視聽眾對於電視節目的認知及滿意度狀況，以及視訊平臺使用媒介的變

化，以下將 97 到 105 年之調查結果進行跨年度比較，以瞭解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之變化趨

勢。 

第一節 電視收視行為 

一、最近一個星期收視情形 

105 年以及 103 年之收視情形是以一個星期內是否曾收看電視節目進行詢問，而 97、

99、101 年則是以 1 個月內是否有收看進行詢問，調查基準不一樣，故以下將不同的期間

標示出來，由下表可看出收看電視節目比例有逐年遞減的趨勢，有收視比例從97年的95.2%

下降至 105 年的 83.8%，減少 11.4 個百分點，表示民眾每天看電視的型態有些轉變，電視

不再是民眾取得資訊的唯一管道，網路的普及讓民眾可透過網路新聞、網路資訊就能獲取

電視上的資訊，且線上遊戲、線上即時通訊軟體等其他娛樂也瓜分了民眾收看電視的時間。 

表 9-1  收視情形歷年比較 

收視行為 105 年 103 年 收視行為 101 年 99 年 97 年 

最近一個星期有收視 83.80% 85.09% 最近一個月有收視 93.9% 94.8% 95.2% 

最近一個星期沒有收視 16.20% 14.91% 最近一個月沒有收視 6.1% 5.2% 4.8% 

二、收視方式 

雖然本年度研究調查收視方式之問項與前幾年研究不盡相同，今年度針對不同收視的

節目類型，分別問其使用的收視方式，但仍可藉由大約比例概推近年來國人收視行為的變

遷。 

經由歷年結果比較可得知，至 105 年有線電視還是主要的收視方式，但比例有逐年下

降的趨勢，由 105 年來看，不論是透過電視機、電腦、行動電話或是平板上網收看節目或

影音內容的比例有大幅增加，另一方面，透過中華電信 MOD 收視節目或影音內容的比例

也有增加的趨勢，從 97 年的 1.90%增加到 105 年的 12.86%，而在數位有線電視方面，105

年使用的比例也有大幅增加，從 97 年的 7.90%增加到 105 年的 59.60%，類比有線電視相

對就逐年遞減，從 97 年的 70.60%減少至 105 年的 9.77%，由此可知，民眾的收視方式已

經從類比有線電視系統慢慢轉換到數位電視系統以及上網收視，因應收視行為的改變，在

新的收視方式之下，需再檢視其相關規範，以保障消費者收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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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收視方式歷年比較 

使用設備 收視類型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97 年 

電視機 

數位無線電視 11.82%  12.32% 10.90% 10.00% 6.80% 

類比有線電視系統 9.77%  36.00% 63.60% 66.80% 70.60%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59.60%  38.90% 11.60% 11.20% 7.90% 

直播衛星 0.16%  0.14% 0.08% 0.30% 0.40% 

中華電信 MOD 12.86%  11.03% 8.30% 4.70% 1.90%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 0.89%  0.10% 0.10%      -         -    

聯網/智慧電視 0.99%  0.31%      -         -         -    

用電視上網收看電視節目或影音

內容 
1.81%  0.57% 0.03%     -         -    

合計 97.91% 99.37% 94.61% 93.00% 87.60 

桌上/筆記

型電腦 

收看數位無線電視 0.30%  0.28% 0.04% 

0.40% 0.20% 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0.09%  0.31% 0.43% 

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0.62%  0.65% 0.05% 

用電腦上網收看節目或影音內容 18.57%  8.52% 4.00% 2.40% 0.40% 

合計 19.58% 9.76% 4.52% 2.80% 0.60% 

智慧型行動

電話或平板

電腦 

收看無線電視 0.53%  0.12% 0.01%      -         -    

收看類比有線電視 0.23%  0.19% 0.00%      -         -    

收看數位有線電視 0.46%  0.22% 0.00%      -         -    

用行動電話或平板電腦上網收看

節目或影音內容 
26.08%  8.30% 0.79%      -    0.30% 

合計 27.30% 8.83% 0.80% - 0.30% 

車用電視 收看無線電視 0.48% 0.28% 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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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視時數 

(一)平日收視時數 

由於歷年問卷的不同，97、99、101、105 年皆有分別詢問平日及假日收視時數，103

年問卷並無區分平日假日狀況詢問，僅問收視時段，再透過勾選收視時段計算收視時數，

從歷年調查趨勢來看，民眾平日平均收視時數從 97 年的 2.55 小時增加到 103 年的 3.68 小

時達到最高，105 年較 103 年收視時數減少 0.72 個小時，若排除 103 年的資料來看，105

年較 101 年平日收視時數略為減少 0.06 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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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平日收視時數歷年比較 

(二)假日收視時數 

由於歷年問卷的不同，97、99、101、105 年皆有分別詢問平日及假日收視時數，103

年問卷並無區分平日假日狀況詢問，僅問收視時段，再透過勾選收視時段計算收視時數，

從歷年調查趨勢來看，民眾假日平均收視時數從 97 年的 3.30 小時增加到 103 年的 3.68 小

時達到最高，105 年較 103 年收視時數減少 0.01 個小時，若排除 103 年的資料來看，105

年較 101 年假日收視時數增加 0.17 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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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假日收視時數歷年比較 

四、電視節目偏好 

由於歷年問卷的不同，97 年至 101 年主要是詢問民眾最喜歡收視的電視節目類型，103

年主要是詢問民眾最常收看的電視節目類型，105 年除詢問民眾最常收看的類型之外，進

一步區分平日以及假日的差異，題目上有些不相同，為了瞭解民眾在收視上的偏好是否有

所改變，在此將 97 年至 103 年最喜歡收視的電視節目類型結果與 105 年最常收看的電視節

目進行比較，從歷年調查結果來看，97 年調查中顯示民眾喜愛收視類型前三名為「新聞與

氣象報導」、「外國電影」、「體育運動節目」，99 年及 101 年調查中，「新聞與氣象報導」、「外

國電影」、「綜藝節目」皆為國人最喜好收視的節目類型前三名，103 年最常收看的節目類

型前三名則為「新聞與氣象報導」、「外國電影」、「臺灣國語劇」，105 年發現平日與假日在

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上有所不同，平日最常收看的節目前三名為「新聞與氣象報導」、「韓

劇」以及「閩南語劇」，假日則為「新聞與氣象報導」、「綜藝節目」以及「外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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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最喜歡(最常)收視電視節目歷年比較 

單位：% 

節目類型 
105 年平
日最常收

看 

105 年假
日最常收

看 

103 年最
常收看 

101 年喜
愛收看 

99 年喜
愛收看 

97 年喜
愛收看 

新聞與氣象報導 57.07 42.50 61.08 28.90 31.90 26.20 

韓劇 15.86 10.35 14.75 8.70 11.00 5.70 

閩南語劇 15.66 5.06 18.35 9.30 9.50 8.00 

外國電影 15.63 24.84 26.23 19.20 19.50 10.90 

綜藝節目 15.43 27.34 17.20 18.90 19.00 7.50 

臺灣國語劇 12.87 8.30 20.14 12.80 6.80 3.20 

公共論壇、評論/談話節目 8.13 4.48 10.26 8.80 10.40 2.50 

體育運動節目 7.75 8.77 12.02 7.90 10.60 9.50 

國片 7.60 10.97 9.62 5.40 5.30 0.80 

大陸劇 6.56 3.95 4.48 5.00 1.20 0.10 

卡通/兒童節目 6.52 6.02 9.33 4.90 4.80 1.70 

歐美影集 5.24 5.90 10.15 7.30 4.00 0.30 

日劇 4.52 3.17 5.64 2.90 2.20 1.10 

生態保育節目 4.38 3.72 11.08 9.00 7.30 1.40 

科學新知節目 4.23 3.21 10.52 1.80 6.40 1.00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3.45 2.93 6.50 5.90 4.00 0.50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3.43 6.03 3.31 7.00 5.40 1.20 

旅遊節目 3.16 4.28 7.20 10.30 7.80 2.30 

投資理財節目 2.41 0.67 3.32 2.80 3.80 1.20 

烹飪/美食節目 2.30 2.04 4.84 5.90 5.00 1.00 

娛樂性談話節目 2.13 1.82 4.01 5.20 7.10 2.70 

動漫 1.86 2.23 n/a n/a n/a n/a 

宗教節目 1.03 1.18 1.45 1.60 1.50 0.70 

港劇 0.89 0.72 1.60 1.10 1.20 0.20 

傳統文化節目 0.40 0.47 0.84 0.70 0.60 1.00 

購物節目 0.33 0.20 0.42 0.10 0.30 - 

紀錄片 0.31 0.32 n/a n/a n/a n/a 

益智節目 0.29 0.23 n/a n/a n/a n/a 

人物/企業介紹 0.22 0.18 n/a n/a n/a n/a 

語言學習節目 0.18 0.09 0.48 0.10 0.10 0.10 

命理/算命節目 0.04 0.05 0.31 0.30 0.30 0.20 

不一定 - - 0.47 - - - 

其他 - - 0.61 - 2.70 0.40 

不知道/沒意見 1.64 3.48 0.45 3.80 0.90 0.50 

未回答/拒答 - - 0.07 0.10 - - 

註：n/a 表示調查當年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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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看電視節目地點 

從歷年調查可以發現，民眾主要收看電視節目的地點皆在住家的比例最高，超過 9 成

7 的民眾是在家中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 

表 9-4  主要收看電視節目地點年比較 

收看地點 
105 年 

新聞類 

105 年 

戲劇類 

105 年 

綜藝類 

105 年 

體育類 

105 年 

電影類 
97 年 

住家 98.49 98.87 98.86 98.04 99.28 97.80 

捷運站/公車站/ 

火車站 
0.40 0.61 0.38 0.61 0.59 n/a 

學校 0.37 0.71 0.49 0.95 0.46 n/a 

大眾交通工具上 0.65 0.76 0.72 1.67 0.47 n/a 

工作地點 5.16 2.96 1.66 3.63 1.56 2.20 

戶外街道上 0.54 0.30 0.33 1.42 0.36 n/a 

吃飯的店家/ 

便利商店 
1.96 0.78 0.79 1.40 0.48 n/a 

自用車上 0.31 - - - - 1.60 

其他 - 0.48 0.20 - 0.54 n/a 

不一定/隨時隨地 0.18 - - - - n/a 

不知道/拒答 0.07 0.14 0.26 0.42 0.08 n/a 

註 1：n/a 表示調查當年無此選項 

註 2：99~101 年沒有此題向 

註 3：97 年針對整體收視狀況詢問 

註 4：105 年調查各類節目收視地點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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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起看電視的對象 

由於 97 年及 99 年僅區分自己收看或是與他人收看，並無調查一起收看的對象，多數

民眾在看電視時，都是與他人一起收看。從 101 年開始比較，一起收看電視的前三名皆為

配偶、自己一個人及父母。除 103 年是與配偶一起收看的比例最高外，101 年及 105 年皆

以自己一個人收看的比例最高。 

表 9-5  一起收看電視的對象年比較 

收看地點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97 年 

自己一個人收看 41.12 28.50 37.20 36.30 37.30 

與他人一起收看 n/a n/a n/a 51.10 61.80 

配偶 30.30 37.79 35.60 n/a n/a 

小孩 21.63 26.52 26.30 n/a n/a 

父母 25.07 32.52 27.30 n/a n/a 

兄弟姊妹 10.50 14.76 13.60 n/a n/a 

其他長輩 1.94 3.61 2.50 n/a n/a 

室友 0.09 0.46 0.40 n/a n/a 

鄰居/朋友 0.75 0.83 0.80 n/a n/a 

其他家人 0.70 n/a 0.60 n/a n/a 

其他 0.17 0.14 n/a n/a n/a 

不一定 n/a 0.13 n/a 12.50 n/a 

未回答 0.17 0.09 0.10 - 0.90 

註 1：n/a 表示調查當年無此選項 

註 2：97、99 年無詢問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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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看電視主導權 

從歷年調查可以發現，民眾收看電視的主導權為自己的比例逐年攀升，從 97 年的

15.50%遞增至 105 年的 54.37%，顯示民眾對於電視的自主權較高。而無特定主導權的比例

也大幅降低，從 97 年的 61.50%遞減到 105 年的 15.35%。 

表 9-6  收看電視主導權年比較 

收看電視的 

主導對象 
105 年 103 年 99 年 97 年 

自己 54.37 46.98 44.80 15.50 

配偶 7.04 10.19 3.60 5.00 

小孩 5.05 5.60 4.10 7.60 

父母 11.80 16.38 4.50 6.20 

全家 n/a n/a 1.20 1.70 

兄弟姊妹 0.99 1.33 n/a n/a 

其他長輩 0.91 1.82 1.80 1.70 

室友 n/a 0.05 n/a n/a 

男女朋友 0.07 n/a n/a n/a 

孫子女 0.24 n/a n/a n/a 

其他 n/a 0.07 0.60 0.60 

不一定 15.35 15.87 39.40 61.50 

未回答 4.17 1.70 0.10 0.10 

註 1：n/a 表示調查當年無此選項 

註 2：101 年無此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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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收視時段 

從歷年調查可以發現，民眾的收視時段一直都是以 20:00-20:59 為主，其次為

21:00-21:59，再其次為 19:00-19:59，再其次為 22:00-22:59。另外發現中午 12:00-12:59 收

視比例呈現下降的趨勢。 

表 9-7  主要收視時段年比較 

 
105 年平日 105 年假日 103 年 101 年平日 101 年假日 99 年平日 99 年假日 

00:00-00:59 3.95  2.53  4.41  2.30  2.00  3.90  3.40  

01:00-01:59 1.53  1.01  1.95  0.90  0.60  2.00  1.70  

02:00-02:59 0.56  0.39  0.81  0.50  0.30  0.90  0.70  

03:00-03:59 0.21  0.19  0.46  0.40  0.20  0.40  0.30  

04:00-04:59 0.16  0.12  0.27  0.20  0.20  0.20  0.20  

05:00-05:59 0.29  0.20  0.45  0.20  0.10  0.40  0.30  

06:00-06:59 1.33  0.56  2.96  1.20  0.70  2.30  1.50  

07:00-07:59 2.77  1.55  5.36  2.40  1.40  4.70  3.80  

08:00-08:59 2.65  2.56  4.60  2.20  2.50  4.80  5.80  

09:00-09:59 2.71  3.95  4.92  3.00  3.40  5.70  7.90  

10:00-10:59 2.71  5.51  4.70  2.90  4.70  5.60  10.00  

11:00-11:59 3.44  6.34  7.14  3.30  5.70  6.10  10.70  

12:00-12:59 7.60  10.73  15.78  10.30  13.10  13.70  22.80  

13:00-13:59 5.55  10.00  9.77  6.50  9.90  8.80  18.40  

14:00-14:59 4.02  10.21  6.47  4.50  10.10  6.10  16.30  

15:00-15:59 3.35  10.10  5.62  3.40  9.90  4.90  15.00  

16:00-16:59 3.39  8.67  4.90  2.70  8.60  4.50  13.80  

17:00-17:59 5.75  8.79  9.73  5.20  8.20  8.40  15.00  

18:00-18:59 24.55  18.65  32.30  22.20  22.20  25.80  28.40  

19:00-19:59 46.61  31.16  58.19  42.90  33.30  51.40  47.40  

20:00-20:59 57.04  37.22  63.68  56.20  43.50  60.40  54.50  

21:00-21:59 49.77  32.32  55.78  48.70  37.30  53.60  48.10  

22:00-22:59 33.91  22.68  38.40  31.10  25.80  34.10  33.00  

23:00-23:59 16.71  11.87  21.34  14.40  12.50  17.40  18.80  

 



 

344 

 

九、使用平臺滿意度 

105 年調查結果顯示，各平臺用戶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以網路收看方式

的滿意度最高，佔 89.26%，而其次是雲端多媒體播放器(86.48%)，再其次是聯網/智慧電視

(85.48%)，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度最低，佔 63.50%。 

從歷年調查結果來看，聯網/智慧電視收視滿意度大幅增加，數位有線電視差異不大。 

表 9-8  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滿意度歷年比較 

使用平臺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民眾對於數位有線電視的滿意度 63.50 62.78 36.70 

民眾對於 MOD 的滿意度 74.15 n/a 54.80 

民眾對於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滿意度 86.32 n/a n/a 

民眾對於聯網/智慧電視的滿意度 85.48 68.70 n/a 

民眾對於網路收看方式的滿意度 89.26 n/a n/a 

註 1：n/a 表示調查當年沒有此題向 

註 2：101 年為各平臺用戶對高畫質節目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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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果未來您要收看電視節目，您打算用甚麼方式收看 

從歷年調查結果來看，民眾未來若要收看影音內容時，以電視機作為終端收視設備的

比例有增加的趨勢，從 101 年 62.50%增加到 105 年的 71.84%，其中選擇「數位有線電視

系統」的比例增加最多，從 101 年 10.90%增加到 105 年的 37.90%。民眾選擇採用「智慧

型行動電話/平板電腦」作為收視設備的比例，也是逐年增加，從 101 年 1.8%增加到 105

年的 18.530%，在各種收視設備的類別裡，增加最多。 

表 9-9  未來收看電視節目的方式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電視機 

數位無線電視 12.04 

71.84 

11.58 

69.63 

15.00 

62.50 

類比有線電視系統 9.84 22.30 28.20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37.90 25.91 10.90 

直播衛星 0.69 0.39 0.10 

中華電信 MOD 8.70 8.51 7.90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 0.46 - - 

聯網/智慧電視 0.41 0.13 0.10 

上網收看 1.80 0.81 0.30 

桌上/筆

記型電腦 

數位無線電視 0.22 

12.30 

0.67 

11.60 

0.30 

15.80 
類比有線電視系統 0.12 0.96 0.70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0.44 0.47 1.10 

上網收看 11.52 9.50 13.70 

智慧型行

動電話或

平板電腦 

數位無線電視 0.44 

18.53 

0.66 

10.44 

0.40 

1.50 
類比有線電視系統 0.09 0.54 0.50 

數位有線電視系統 0.45 0.80 - 

上網收看 17.55 8.44 0.60 

車用電視 數位無線電視 0.31 0.31 1.07 1.07 0.2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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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有線電視收視行為 

一、數位有線電視願付價格 

99 年調查統計發現，有八成（79.7%）的有線電視觀眾每個月願意支付 600 元及以下

收看有線數位頻道（包括基本頻道費用），其中願意支付 401-500 元（21.6%）、201-300 元

（19.4%）、200 元及以下（16.0%）、501-600 元（15.3%）。 

而 101 年調查問項調整為「有線電視觀眾每個月願意支付之基本頻道費用」，有七成

（71.0%）的有線電視觀眾每個月願意支付 600 元及以下訂購數位有線電視基本頻道，其

中願意支付 201-300 元（17.7%）、101-200 元（14.1%）、401-500 元（12.5%）、100 元以下

（10.5%）、501-600 元（8.8%）、301-400 元（7.4%）。 

103 年問項為「有線電視觀眾願意付多少錢看有線電視」，有七成(76.45%)的有線電視

觀眾願意支付 600 元及以下收看有線電視，其中願意支付 401-500 元（22.96%）、201-300

元（18.21%）、501-600 元（12.55%）、30-400 元（10.83%）、101-200 元（6.70%）、100 元

以下（5.20%）。 

105 年問項為「如果實施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有線電視觀眾每月願意花多少錢收看電

視頻道」，經調查結果得知，受訪者願意支付金額為 201-300 元的比例最高，佔 26.58%，

其次為願意金額為 200 以下(24.50%)，再其次為 401-500 元的比例佔 15.83%，其他金額都

在 10%以下，整體而言，多數民眾願意購買額外的組合式頻道的金額在 300 元以下，從調

查中也可看出願意付費的上限大約在 500 元，願意花 500 元以上的比例不到 10%。 

表 9-10  數位有線電視願付價格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200 元以下 24.50 11.90 24.60 16.00 

201~300 元 26.58 18.21 17.70 19.40 

301~400 元 8.93 10.83 7.40 7.40 

401~500 元 15.83 22.96 12.50 21.60 

501~600 元 6.67 12.55 8.80 15.30 

601 元以上 3.66 8.15 3.80 9.80 

不願意付錢 n/a 3.51 n/a n/a 

不知道/拒答 13.84 11.90 25.20 10.60 

註：n/a 表示調查當年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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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民眾對於有線電視願付價格進行歷年比較，可以發現願付價格的最高比例由 103 年

的 401-500 元，下降至 105 年的 201-300 元。利用卡方檢定 103 年與 105 年的差異呈現顯

著差異，顯示民眾對於有線電視願付價格有所改變。因此次調查為區間式調查，為了明確

瞭解民眾的變化，將採用中間值的方式來訂定每個區間的價格，100 元及以下為 50 元、

101-200 元為 150 元以此類推，而 601 元以上則為 800 元。透過此方式計算，105 年度民眾

願付平均價格為 301.57 元，較 103 年的 394.62 元明顯下降約 93.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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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有線電視願付價格歷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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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了基本頻道，是否有以另外付費方式收看影片 

105 年調查發現，除了原本的有線電視頻道外，有 3.82%的民眾曾「有」額外的加購

經驗，而有 94.92%的民眾「沒有」額外的加購經驗，另外，「未回答/拒答」的比例為 1.25%，

從歷年比較來看，民眾另外付費的比例在 99 年最高，佔 6.00％，近三次調查變化不大，大

約在 4.00%左右，由於此次調查僅詢問「是否有以另外付費方式收看影片」，並無追問原因，

建議後續研究可增加詢問沒有另外付費收看影片的原因，及有提供何種服務才會吸引消費

者付費收看，透過歷年的資料以建立判斷台灣電視觀眾願意額外付費收看影片之指標。 

表 9-11  是否有以另外付費方式收看影片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有 3.82  4.14  3.70  6.00  

沒有 94.92  94.97  94.90  93.70  

不知道/拒答 1.25  0.89  1.40  0.40  

三、另外付費所觀賞的影片類型 

105 年調查中，觀賞影片類型排名前三名分別為「外國電影」、「體育運動節目」以及

「歐美影集」，從歷年調查來看，外國電影一直是民眾付費觀賞影片的主要類型，105 年以

及 103 年調查，前三排序完全沒有改變，是否代表民眾付費觀影的類型已經固定，值得未

來持續觀察。觀察目前收視平臺提供的額外付費節目類型，以外國電影為最多，國片及其

他類型節目相對來說較少，外國電影相對其他類型節目來說，是需要等待較長的時間才會

在電視上播放，且在網路免費平臺上也較不易收看到近期的外國電影，因此民眾額外付費

的節目類型會以外國電影居多，後續研究可深入瞭解民眾願意額外付費的影片類型及原

因、其他節目類型不會購買的原因，藉此瞭解民眾對於各類節目的認知。 

表 9-12  另外付費所觀賞的影片類型歷年比較 

排序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97 年 

1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西洋電影 

2 體育運動節目 體育運動節目 科學新知節目 國片 韓劇 

3 歐美影集 歐美影集 生態保育節目 生態保育節目 國片 

4 國片 生態保育節目 歐美影集 科學新知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5 生態保育節目 科學新知節目 體育運動節目 體育運動節目 傳統戲曲 

6 新聞與氣象報導 國片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韓劇 武打片 

7 科學新知節目 韓劇 旅遊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日劇 

8 綜藝節目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日劇 新聞與氣象報導 體育運動節目 

9 韓劇 新聞與氣象報導 語言學習節目 臺灣國語劇 港劇 

10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臺灣國語劇 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 新聞與氣象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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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月購買另外付費服務的金額 

105 年調查，民眾每個月的額外付費金額則以「100 元以下」的比例最高，達 37.85%，

其次依序為「101-200 元」（30.68%）、「201-300 元」（15.38%）及「901 元及以上」（4.06%），

從歷年調查來看，民眾每月消費金額都在 200 元以下的比例逐年增加，從 97 年的 31.90%，

增加到 105 年的 68.53%，顯示每月消費金額逐漸降低。 

表 9-13  每月購買另外付費服務金額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97 年 

100 元以下 37.85 33.19 35.80 20.10 12.90 

101~200 元 30.68 27.64 18.70 26.90 19.00 

201~300 元 15.38 14.48 22.50 19.00 14.80 

301~400 元 - 4.33 13.60 4.50 4.30 

401~500 元 - - 2.00 1.40 8.00 

501~600 元 - 2.91 - 4.20 5.90 

601~700 元 1.01 1.43 5.00 - - 

701~800 元 1.00 2.89 - 1.70 - 

801~900 元 - 1.47 - - - 

901 元及以上 4.06 11.66 1.50 6.00 7.20 

其他 - - - 4.40 - 

不知道/拒答 10.03 - 0.90 11.7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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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 

105 年調查結果顯示，民眾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

經足夠」之比例最高，達 43.94%，其次為「不想增加花費」（10.10%）、「數位有線電視操

作太複雜」（8.76%），從歷年調查結果來看民眾認為「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一直

是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主因。 

表 9-14  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原因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 43.94 48.94 56.70 

不想增加花費 10.10 11.84 13.60 

數位有線電視操作太複雜 8.76 8.26 3.20 

家中無法安裝數位機上盒 5.61 n/a n/a 

還沒有時間安裝數位機上盒 5.53 n/a n/a 

有裝過機上盒，但不好用故未使用 5.37 n/a n/a 

不知道如何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 3.95 6.11 5.50 

對數位有線電視不了解 3.05 8.54 19.60 

業者沒有通知安裝 2.60 n/a n/a 

機上盒數量不夠 1.39 n/a 0.10 

家中沒有數位電視機 0.24 4.02 5.20 

有計劃安裝 n/a 3.47 n/a 

家人/房東/社區決定的 n/a 2.76 2.50 

居住地收訊不好 n/a 1.53 n/a 

已有或考慮 mod，不需要 n/a 0.39 0.20 

其他 3.39 1.82 0.50 

不知道/拒答 14.96 12.77 11.50 

註：n/a 表示調查當年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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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線電視收視行為 

一、您最常(喜歡)收看哪幾臺無線電視頻道 

從歷年調查結果來看，民眾最常收看的無線電視頻道，民視、公視以及臺灣電視臺都

是歷年是民眾最常收看的無線電視，而民眾最喜歡收看的無線電視頻道也是這三臺排名較

前面。 

表 9-15  最常收視無線電視頻道歷年比較 

排序 105 年 103 年 99 年 97 年 

1 民視新聞臺 公視主頻道 民視數位無線臺 民視無線臺 

2 公視高畫質(HD) 臺視主頻道 臺灣電視臺 臺灣電視臺 

3 民視綜合臺 民視主頻道 華視頻道 中視電視臺 

4 臺視新聞臺 中視主頻道 民視新聞臺 中華電視臺 

5 中視新聞臺 民視新聞臺 公共電視 民視新聞臺 

6 公視 2 臺高畫質(HD) 華視主頻道 中視綜合臺 公共電視 

7 中視高畫質 公視高畫質節目 中視新聞臺 中視新聞臺 

8 公視 3 臺高畫質(HD) 中視新聞臺 臺視新聞財經生活臺 臺視家庭臺／財經臺 

9 華視高畫質(HD) 臺視財經臺 中視娛樂綜藝臺 中視生活臺 

10 華視新聞資訊 華視新聞資訊臺 民視臺灣交通電視臺 華視教學臺 

 

表 9-16  最喜歡收視無線電視頻道歷年比較 

排序 105 年 103 年 99 年 97 年 

1 公視高畫質(HD) 公視主頻道 民視數位無線臺 民視無線臺 

2 民視新聞臺 臺視主頻道 公共電視 臺灣電視臺 

3 民視綜合臺 民視主頻道 臺灣電視臺 中視電視臺 

4 中視新聞臺 中視主頻道 民視新聞臺 中華電視臺 

5 公視 3 臺高畫質(HD) 公視高畫質節目 華視頻道 民視新聞臺 

6 公視 2 臺高畫質(HD) 民視新聞臺 中視綜合臺 公共電視 

7 臺視新聞臺 華視主頻道 中視新聞臺 中視新聞臺 

8 中視高畫質 中視新聞臺 臺視新聞財經生活臺 臺視家庭臺/財經臺 

9 華視高畫質(HD) 中視綜藝臺 公視 HD 中視生活臺 

10 華視新聞資訊 民視高畫質臺 中視娛樂綜藝臺 華視教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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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無線電視需要改善的地方 

105 年調查結果，民眾認為需要改善的地方，以「頻道收訊不清晰」的比例最高，站

36.72%，從歷年調查的結果來看「頻道收訊不清晰」以及「部分頻道看不到」的比例都有

下降，而且是歷年調查最低，顯示收訊的部份已經有改善。 

表 9-17  數位無線電視還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頻道收訊不清晰 36.72 50.51 44.90 

部分頻道看不到 16.39 51.10 25.60 

節目內容不精采 32.43 37.32 15.70 

節目重播率太高 28.52 61.31 26.50 

頻道不夠多元 n/a n/a 6.40 

廣告太長 n/a 0.71 n/a 

其他 3.69 1.09 0.10 

不知道/拒答 6.64 11.79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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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直播衛星/小耳朵收視行為 

一、採用直播衛星/小耳朵來收看電視的原因 

105 年調查顯示，民眾選擇使用直播衛星/小耳朵收看節目的主要原因為「有較多頻道

可以選擇」，其比例占 56.57%，從歷年比較來看，自 101 年調查起，使用直播衛星/小耳朵

原因都以「有較多頻道可以選擇」為最高，而使用直播衛星/小耳朵的比例都有減少的趨勢。 

表 9-18  採用直播衛星/小耳朵收看電視的原因歷年比較 

 

105 年 

n=7 

103 年 

n=6 

101 年 

n=8 

99 年 

n=25 

97 年 

n=30 

有較多頻道可以選擇 56.54 50.06 34.80 19.40 15.00 

價格較便宜 - 16.47 25.30 n/a 8.00 

住處大樓原有裝設 14.46 16.83 4.10 15.20 26.20 

畫質較清晰 14.52 16.85 12.20 26.60 27.60 

親朋好友介紹 - 16.63 4.90 n/a n/a 

政府有補助 n/a n/a n/a n/a 10.50 

節目較優質 n/a n/a 18.10 n/a 1.80 

其他 - - - 56.90 7.00 

不知道/拒答 14.48 - 6.80 - 12.10 

註：n/a 代表調查當年沒有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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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您最常(喜歡)收看哪幾臺直播衛星/小耳朵頻道 

從歷年調查結果來看，民眾最常收看的直播衛星/小耳朵頻道，民視、臺視以及中視都

是歷年是民眾最常收看的無線電視，而民眾最喜歡收看的直播衛星/小耳朵頻道則略有不

同，但因使用直播衛星小耳朵收看的民眾樣本數過低，無法得出結論。 

表 9-19  最常收視直播衛星頻道歷年比較 

排

序 

105 年 

n=7 

103 年 

n=6 

101 年 

n=8 

99 年 

n=25 

97 年 

n=30 

1 民視 NHK 富士 - 臺視 中視 

2 公視 臺視 - 華視休閒臺 臺視 

3 原住民電視臺 中視 - 中視 民視 

4 臺視 華視 - 民視 華視 

5 中視 原住民電視臺 - 慈濟大愛 慈濟大愛 

註：沒有 101 年資料 

表 9-20  最喜歡收視直播衛星頻道歷年比較 

排

序 

105 年 

n=7 

103 年 

n=6 

101 年 

n=8 

99 年 

n=25 

97 年 

n=30 

1 民視 原住民電視臺 - 臺視 中視 

2 公視 華視 - 民視 臺視 

3 東森財經 NHK 富士 - 華視休閒臺 民視 

4 SERVICE 10 旅遊生活臺 - 慈濟大愛 慈濟大愛 

5 高點綜合臺 緯來日本臺 - 中天新聞臺 華視 

註：沒有 101 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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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MOD 收視行為 

一、採用 MOD 來收看電視的原因 

105 年調查顯示，民眾選擇使用 MOD 收看節目的主要原因為「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惠服務」，其比例占 26.87%；其次依序為「費率低」（25.97%）、「有喜歡的頻

道節目內容」（17.96%）、「畫質較好」（12.70%），從歷年比較來看，自 101 年調查起，使

用 MOD 的原因都以「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惠服務」為最高，其次為「費

率低」，本次調查因為「有喜歡的頻道節目內容」還有「畫質較好」而使用 MOD 的比例都

有減少的趨勢，可能因為近年有線電視數位化後，MOD 在畫質以及頻道數等優勢不在所

導致。 

表 9-21  採用 MOD 收看電視的原因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97 年 

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惠服務 26.87 26.99 33.20 13.50 24.20 

費率低 25.97 24.19 26.60 37.60 33.00 

有喜歡的頻道節目內容 17.96 21.18 17.20 19.10 7.40 

畫質較好 12.70 20.11 19.20 8.40 n/a 

頻道比較多 9.48 9.47 10.00 n/a n/a 

收訊較清晰 8.54 11.35 9.00 8.50 8.80 

家人決定/親友推薦 6.68 7.69 8.30 16.60 17.90 

有隨選收視功能 4.94 4.83 2.70 n/a n/a 

無法/不想裝有線電視 3.27 n/a n/a n/a n/a 

廣告較少 2.12 2.11 0.50 n/a n/a 

有親子鎖服務 0.97 0.21 0.30 n/a n/a 

遙控介面操作方便 0.95 2.56 n/a n/a n/a 

智慧錄影功能 0.19 0.42 0.50 n/a n/a 

機上盒免費提供 n/a 3.63 3.70 n/a n/a 

有雙向互動功能 n/a 1.50 0.40 2.40 4.40 

很少看電視 n/a n/a n/a n/a 9.40 

方便 n/a n/a n/a n/a 4.40 

重播較少 n/a n/a n/a n/a 1.40 

其他 1.36 - 0.70 30.80 7.50 

不知道/拒答 10.57 7.99 3.90 1.60 3.10 

註：n/a 代表調查當年沒有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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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 MOD 滿意的地方 

105 年調查顯示，民眾在使用 MOD 上，感到滿意的主要部分為「有較多喜歡的內容

可以選」（48.20%）、「畫面品質」（36.96%），從歷年比較來看，各年度調查的結果均以「有

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以及「畫面品質」為主，顯示出 MOD 在這兩方面一直受到民眾

的肯定。 

表 9-22  對 MOD 滿意的地方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有比較多喜歡的內容可以選 48.20 34.37 35.30 

畫面品質 36.96 43.07 44.50 

有隨選視訊功能 9.86 11.97 12.50 

價格合理 6.80 n/a 4.30 

可以看到比較多運動比賽的節目 6.00 7.65 11.40 

訊號穩定 4.07 n/a n/a 

容易操作使用 2.87 4.56 8.10 

廣告少 1.94 n/a 1.20 

客服/維修服務好 1.85 n/a 1.00 

其他 1.48 0.63 0.20 

不知道/拒答 13.45 0.22 0.70 

註：n/a 代表調查當年沒有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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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 MOD 不滿意的地方 

調查顯示，民眾在使用 MOD 上感到不滿意的主要部分依序為「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

（60.20%）、「連線不順暢」（18.87%）以及「重播太多」（18.25%），從歷年比較來看，各

年度調查不滿意的原因都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最高。 

表 9-23  對 MOD 不滿意的地方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 60.20 23.79 15.50 

連線不順暢 18.87 15.61 15.70 

重播率太高 18.25 4.52 12.80 

廣告太多 5.76 1.56 0.50 

操作困難 5.06 3.14 3.00 

老人家操作不便 0.90 0.86 1.70 

沒有不滿意 n/a 13.34 21.20 

免費頻道太少/需付費的頻道太貴 n/a 15.36 3.90 

其他 6.76 4.11 0.60 

不知道/拒答 3.93 26.36 22.10 

註：n/a 代表調查當年沒有此選項 

四、支付額外的 MOD 收看費用 

本次調查顯示，民眾有 71.04%「沒有」支付額外 MOD 收看費用，26.09%的民眾表示

「有」支付，顯示大多數 MOD 使用民眾較傾向收看免付費節目，從歷年調查來看，97 年

額外付費的比例最高，佔 29.80%，往後就呈現下降的趨勢，101 年佔 20.00%為最低，101

年以後逐漸上升，105 年為歷年調查第二高的比例。由於此次調查僅詢問「有沒有支付其

他額外的 MOD 收看費用」，並無追問原因，建議後續研究可增加詢問沒有另外付費收看影

片的原因，及有提供何種服務才會吸引消費者付費收看，透過歷年的資料以建立判斷台灣

電視觀眾願意額外付費收看影片之指標。 

表 9-24  支付額外的 MOD 收看費用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97 年 

有 26.09 25.59 20.00 22.00 29.80 

沒有 71.04 72.70 77.40 77.50 69.20 

不知道/拒答 2.87 1.70 2.60 0.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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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OD 額外付費內容 

從歷年調查來看，民眾在額外支付 MOD 的內容中都以「外國電影」、「國片」、「歐美

影集」以及「卡通/兒童節目」為主。 

表 9-25  MOD 額外付費內容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國片 國片 卡通/兒童節目 國片 

歐美影集 歐美影集 國片 卡通/兒童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歐美影集 韓劇 

體育運動節目 韓劇 體育運動節目 體育運動節目 

韓劇 體育運動節目 科學新知節目 外國影集 

大陸劇 日劇 生態保育節目 其他 

日劇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韓劇 生態保育節目 

臺灣國語劇 大陸劇 投資理財節目 科學新知節目 

新聞與氣象報導 新聞與氣象報導 新聞與氣象報導 旅遊節目 

六、MOD 額外付費之金額 

從歷年調查來看，民眾以每月支付「101-200 元」來收看 MOD 額外付費的內容的比

例最高，從 99 年的 34.30%增加到 105 年 54.18%。「201~300 元」的比例由 103 年的 6.69%

增加到 11.59%。對於 MOD 的額外付費費用方面，經統計檢定發現變化無顯著差異。 

表 9-26  MOD 額外付費之金額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99 年 

100 元以下 18.36 28.30 29.50 25.80 

101~200 元 54.18 33.22 30.10 34.30 

201~300 元 11.59 6.69 15.90 12.20 

301~400 元 3.72 4.14 7.20 4.70 

401~500 元 2.68 4.25 2.50 6.50 

501~600 元 0.72 1.74 1.80 1.80 

601~700 元 1.47 1.67 - - 

701~800 元 - 0.83 0.40 - 

801~900 元 0.72 1.64 - - 

901 元及以上 1.48 2.51 - 2.00 

其他 - 2.46 - 7.70 

不知道/拒答 5.09 12.54 12.6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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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行為 

一、採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來收看電視的原因 

從歷年調查來看，採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來收看電視的原因都以「節目/影音內容多

元，有較多選擇」以及「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的原因為主。 

表 9-27  收視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之原因歷年比較 

 

105 年 

n=37 

103 年 

n=4 

節目/影音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 43.39 25.29 

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 35.25 49.92 

收視畫面較清楚 8.19 n/a 

節目/影音內容更新速度快 21.76 n/a 

費率低 16.50 25.29 

沒有廣告 10.77 n/a 

家人決定/朋友推薦 10.69 n/a 

不知道/無意見 10.77 24.80 

註：n/a 代表調查當年沒有此選項 

二、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之採用類型 

從歷年結果來看，103 年以「雲端網路電視盒」的比例最高，105 年則以「小米盒子」

以及「APPLE TV」等雲端多媒體播放器類型為最高。 

表 9-28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之採用類型歷年比較 

 

105 年 

n=37 

103 年 

n=4 

小米盒子 40.31 n/a 

APPLE TV 10.73 n/a 

海美迪高清多媒體播放器 8.20 - 

安博科技 5.52 n/a 

5TV 智慧雲端電視棒 5.39 49.92 

天敏多媒體播放器 2.79 n/a 

華碩 O!PLAY Mini 高解析多媒體播放器 2.69 - 

雲端網路電視盒 n/a 50.08 

其他 8.22 - 

不知道/拒答 21.58 - 

註：n/a 代表調查當年沒有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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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之收視內容 

從歷年結果來看，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之收視內容 103 年以「國片」、「外國電影」以及

「歐美影集」的比例最高，而 105 年則以「外國電影」、「韓劇」以及「大陸劇」為最高。 

表 9-29  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之收視內容歷年比較 

105 年 

n=37 

103 年 

n=4 

外國電影 國片 

韓劇 外國電影 

大陸劇 歐美影集 

日劇 港劇 

歐美影集 日劇 

綜藝節目 韓劇 

國片 大陸劇 

卡通/兒童節目 臺灣國語劇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閩南語劇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臺灣國語劇 娛樂性談話節目 

新聞與氣象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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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滿意度及不滿意的地方 

105 年調查顯示，民眾在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上，感到滿意的比例較 103 年下降約

13.68 個百分點，在整體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看電視節目或影片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因

103 年的樣本數僅 4 筆，內容僅供參考。 

民眾在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上感到不滿意的部分，103 沒有民眾表示不滿意，105

年則有一位民眾表示不滿意，不滿意的部分為「播放流暢度不穩定」。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滿意 普通 不太滿意

86.32 

11.45 

2.23 

100

105年(n=45) 103年(n=4)

 

圖 9-4  對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滿意度歷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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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播放器及未採用的原因 

本次調查顯示，民眾有 83.60%「沒有」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播放器，16.40%

的民眾表示「有」支付，較 103 年的都沒有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播放器的比例高。

不採用付費方式收看的原因，兩年都以不想花錢的比例最高，但因 103 年樣本數過少，內

容僅供參考。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付費 沒有付費

16.40 

83.60 

0.00 

100.00 

105年(n=45) 103年(n=4)

 

圖 9-5  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歷年比較 

 

表 9-30  未採用付費方式收看雲端多媒體原因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不想花錢 61.14 75.82 

沒有喜歡的影音內容 16.09 24.80 

比較少看電視 9.76 24.18 

想要等過一段時間影音內容變成免費時再看 6.55 - 

其他 3.26 - 

不知道/拒答 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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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聯網/智慧電視收視行為 

一、採用聯網/智慧電視來收看電視的原因 

從歷年調查來看，採用聯網/智慧電視來收看電視的原因都以「節目/影音內容多元，

有較多選擇」以及「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的原因為主。 

表 9-31  收視聯網電視之原因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節目/影音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 55.64 31.05 

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 38.81 30.22 

收視畫面較清楚 16.44 15.35 

節目/影音內容更新速度快 11.08 7.54 

費率低 10.97 n/a 

其他 n/a 15.97 

不知道/無意見 n/a 7.41 

 

二、聯網電視之採用類型 

從歷年結果來看，103 年以「5TV 雲端電視」的比例最高，105 年則以「三星 smartTV」、

「LG 智慧電視」以及「SONYInternet TV」等聯網電視類型為最高。 

表 9-32  聯網電視之採用類型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三星 smart TV 19.28 7.66 

LG 智慧電視 19.24 - 

SONY Internet TV 16.93 - 

夏普電視 5.59 7.65 

禾聯電視 5.49 - 

BenQSmart TV 2.87 - 

5TV 雲端電視 n/a 15.04 

Google TV n/a 7.65 

其他 11.04 62.00 

不知道/拒答 2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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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網電視之收視內容 

從歷年結果來看，聯網電視之收視內容 103 年以「外國電影」以及「大陸劇」的比例

最高，而 105 年則以「外國電影」、「韓劇」以及「歐美影集」為最高。 

表 9-33  聯網電視之收視內容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韓劇 大陸劇 

歐美影集 新聞與氣象報導 

新聞與氣象報導 臺灣國語劇 

大陸劇 體育運動節目 

臺灣國語劇 韓劇 

日劇 歐美影集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港劇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生活休閒資訊節目 生態保育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閩南語劇 

國片 日劇 

動漫 港劇 

綜藝節目 國片 

娛樂性談話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旅遊節目 旅遊節目 

科學新知節目 綜藝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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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網站收視行為 

一、網路收視影音之原因 

從歷年調查來看，民眾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影片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收視

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以及「電視節目/影片更新速度快」

為主要因素。 

表 9-34  網路收視影音之原因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 59.13 65.10 69.60 

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 34.48 36.88 29.80 

電視節目/影片更新速度快 12.75 14.87 11.30 

使用地點方便 5.57 n/a n/a 

廣告較少 5.29 9.58 4.00 

免費 4.39 6.01 12.30 

家裡沒有/有人使用電視機 2.38 2.89 0.50 

不知道/沒意見 1.45 0.66 1.44 

習慣用電腦 n/a 3.20 n/a 

其他 n/a 0.16 1.50 

 

二、民眾使用之網站 

從歷年調查結果顯示，民眾使用的視頻網站仍以「Youtube」的比例最高。 

表 9-35  民眾使用之視頻網站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Youtube Youtube Youtube 

線上串流平臺 PPS PPS 

APP/軟體 行動電話 APP/播放軟體 土豆網 

影音整合網站 土豆網 風行網 

愛奇藝 風行網 PPTV 

123 酷播 優酷 優酷 

楓林網 私人架設網站 搜狐網 

優酷 yahoo,google 楓林網 

Love TV show 搜狐網 Yahoo 

土豆網 樂視 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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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網收視之影音類型 

從歷年調查來看，101 年以及 103 年都以「外國電影」以及「韓劇」為民眾上網收視

主要的影音類型，105 年則以「韓劇」以及「綜藝節目」為主，可能因為國外電影版權檢

查增加以及近年來臺灣電視臺都開始以 Youtube 為播放平臺的關係。 

表 9-36  上網收視之影音類型歷年比較 

105 年 103 年 101 年 

韓劇 外國電影 外國電影 

綜藝節目 韓劇 韓劇 

外國電影 歐美影集 臺灣國語劇 

大陸劇 綜藝節目 大陸劇 

新聞與氣象報導 國片 國片 

歐美影集 臺灣國語劇 歐美影集 

日劇 大陸劇 綜藝節目 

臺灣國語劇 日劇 日劇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卡通/兒童節目 

國片 音樂資訊/歌唱節目 新聞與氣象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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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政策建議 

以電話量化調查及質化焦點座談方式，瞭解一般民眾的電視使用行為、對於電視現行節

目制度的看法、特殊族群對於電視服務的需求、使用新媒體收視的改變等，彙整使用者及專

家學者的意見，擬定出下列建議方案，供相關政府部門參考與調整。 

第一節 對電視節目分級制度之建議 

一、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應持續瞭解民眾與社會反應 

透過量化與質化調查發現，民眾認為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應嚴格規定

不同級別節目的播放時段，讓觀眾能清楚各播出時段，以挑選適合的時段收看電視節目；

根據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第十一條「新聞報導之畫面，應符合「普」級規定」，量化調

查結果發現，民眾也認為對於新聞節目及廣告內容應加強管理，限制新聞臺一直重複播放

負面、暴力、血腥、犯罪的相關新聞，導致小孩或青少年很容易的去聽到或看到相關報

導，可能導致模仿效應。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有 64.54%的民眾認為電視、電影及遊戲軟

體應該要有統一的分級制度，此調查結果與目前政府公布之電視、電影、錄影帶及遊戲軟

體的分級規範是相呼應的，將電視、電影、錄影帶及遊戲軟體皆統一區分為 5 級，讓民眾

或是家長在選擇節目或遊戲時，能更清楚挑選適合自己或孩子的節目觀賞。 

新的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於 2017 年 6 月 13 日開始施行，依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一項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通傳會訂定之電視節目分級處理

辦法，該辦法第 3 條將電視節目分為：限制級（簡稱「限」級）未滿 18 歲者不宜觀賞；輔

導級 15 歲級（簡稱「輔 15」級）未滿 15 歲之人不宜觀賞；輔導 12 歲級（簡稱「輔 12」

級）未滿 12 歲之兒童不宜觀賞；保護級(簡稱「護」級)未滿 6 歲之兒童不宜觀賞，6 歲以

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觀賞；普遍級（簡稱「普」級）一般觀眾

皆可觀賞。通傳會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修正法令，將輔導級分為輔 15 級和輔 12 級，修訂

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特殊內容例示說明，增訂情節警示訊息標示方式、廣告準用節目分

級規範、協調民間團體成立第三公正單位處理節目分級事宜。其中限制級之電視節目，依

據該辦法第 4 條規定，必須採取鎖碼方式播送，收視戶經特殊解碼程序始能視、聽，該辦

法對於何種節目屬於「限」級、「輔十五」級、「輔十二」級、「護」級，以及「普」級均有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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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13日施行的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將電視節目原來的 4級調整為 5級，

更能符合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的需求，並且在電視、電影、錄影帶及遊戲軟體皆調整成

統一的分級規定。 

在級別種類方面，電視節目、電影片、錄影帶、文字出版品及錄音帶皆以區分為 5

級；在分級疑義案件與落實分級制度之推動，除錄影節目帶分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邀請專家及團體代表評議之外，其餘電視節目、電影片、遊戲軟體辦法均可由中央委託之

第三方民間單位代為施行。 

推出新的電視節目分級辦法之後，分級制度的落實是後續的重要觀察重點，特別針對

新增加的輔導級 15 歲級的部分，深入了解新的分級制度推行後，有沒有徹底地落實，民

眾對於新的分級制度的反應，以便作為日後修正以及管理的參考。 

二、電視節目分級宜加強宣導 

透過 105 年量化調查發現，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時，約 44.12%會注意節目的分級(含

20.17%一定會注意及 23.95%偶而會注意)，有 53.72%不會注意(含 23.77%完全沒注意及

29.95%不太會注意)，顯示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在瞭解程度方面，

民眾對於現行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不太瞭解，僅有 16.97%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正確，高

達 69.22%民眾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錯誤。 

另外，針對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民眾，分析其對電視節目分級的注意程度及瞭解

程度，結果顯示 1,109位家中有 12歲以下小孩的民眾，44.75%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時，不會

注意節目的分級(含 19.92%完全沒注意及 24.83%不太會注意)，有 53.99%民眾會注意節目

的分級，在瞭解程度方面，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民眾對於現行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不

太瞭解，僅有 17.52%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正確，高達 65.88%民眾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錯

誤。而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民眾，其不會注意節目分級的人口特質以男性(50.15%)、

20-29 歲(62.14%)、桃竹苗地區(49.09%)、無(待)業/退休(55.36%)、教育程度為國小及以下

(54.69%)；而家中有 12 歲以下小孩的民眾，其不了解節目分級內容的人口特質以女性

(82.96%)、60 歲及以上(97.58%)、宜花東及離島地區(88.60%)、無(待)業/退休(95.68%)、

教育程度為國小及以下(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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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質化焦點座談結果，民眾認為要持續推動節目分級制度，要讓家長瞭解分級制度

的內容，以便家長協助子女選擇合適孩子發展狀況的觀賞內容，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政策及

個人行為面向上的共同因應，才能讓節目分級制度徹底落實，達到最大的效益，因此，讓

民眾徹底了解、重視及徹底落實節目分級制度，是很重要的課題。 

建議政府部門多加宣導新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的內容及其重要性，提高民眾的認知，

可透過簡單易懂的動畫、順口溜或是微電影方式進行廣宣，讓民眾對節目分級制度能清楚

明瞭，圖示讓民眾能一看就瞭解其意涵，提高民眾對節目分級制度的認知，進而改變自身

的行為，而徹底落實節目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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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電視廣告規管之建議 

一、訂定更具體可行的廣告比例和播放原則 

透過量化調查發現，40.47%民眾認為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較長，31.69%認為剛

好，質化調查發現，建議電視廣告時間應採取彈性做法，偏向以 1 小時為單位進行管制，建

議需要訂定更具體可行的廣告比例和播放原則，可因應不同時段或是不同節目類型，而調整

廣告比例，讓電視業者更能清楚的遵循廣告播放原則；對於廣告超秒的部分應根據現行法

規，徹底落實管理，避免影響民眾的收視權益。 

二、觀察數位匯流趨勢下產生的新廣告型態 

除了針對現行傳統的廣告型態進行規範外，因目前數位匯流的趨勢下產生新的廣告型

態，可與觀眾互動的廣告型態將不斷出現，例如新的置入性行銷，觀眾可透過第二螢進行互

動，民眾可在第二螢即時購買消費；另外，數位機上盒的廣告也可與觀眾進行互動，RTB 

(Real Time Bidding 即時競價廣告) 及 PVR (Personal Video recorder 個人錄影記錄器) 皆為未

來的趨勢，這些趨勢都將顛覆現行傳統的廣告投放方式與策略。 

透過歷年比較分析結果可知，民眾的收視行為已經從使用電視機收視類比有線電視轉換

成使用電視機收視數位電視及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上網收視，且收視時數也有逐年遞增的趨

勢，105 年平日假日收視時數約為 3.3 小時，且透過各種載具使用網路方式進行收視的比例

也是逐年遞增的趨勢，在未來新的互動性廣告型態下，觀眾身為互動的另一端，應具有主導

權，可決定是否要收看廣告或與廣告進行互動。本研究建議，對於傳統媒體廣告，例如報

紙、廣播、類比電視…等，仍然必須沿用現有的廣告規範。 

目前臺灣對於廣告播放時間的規定為「廣電法第 31 條規定不得超過總時間的百分之十

五，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規定，分別訂定廣告播送方式及數量分配，節目播送時間

達三十分鐘者，得插播廣告二次；達四十五分鐘者，得插播廣告三次；達六十分鐘者，得插

播廣告四次。現場實況轉播，廣告插播得選擇適當時機為之」，並無多做其他的規範，參考

其他國家廣告播放時間的規範內容，建議可針對周末的兒童節目播放時段所播出的廣告時間

進行較嚴格的規範，如縮短廣告時間，另外，也可參考英國的廣告播放時間規範，在青少年

觀看的節目前後播出之廣告，不可出現含高油脂、高鹽分、高糖分食品和飲料等。 

然而，對於新型態廣告，考量新型態廣告發展初期，市場尚未成熟，產業資源投入有

限，因此政府單位對於新廣告型態不宜做過多的管制，建議採取「觀眾具有主導權，先開放

再視發展規管」，亦即應先採取較為開放之政策，在發展過程中再視情況適度進行規範。但

必須督促業者新型態廣告機制中，賦予消費者主動決定權，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是否可以觀看

廣告及接受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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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本國自製節目製播質量提升之建議 

一、加強輔導影音製作及行銷人才，將自製節目推廣至國外，提供政府補

助，提高自製節目的質量 

透過量化調查發現，在戲劇類節目方面，有 48.28%民眾收看外國戲劇較多或是都看

外國戲劇，比例超過收看臺灣戲劇較多或是都看臺灣戲劇者(42.63%)，而收看的外國戲劇

以韓劇(64.26%)、歐美劇(44.30%)、大陸劇(33.89%)較多，37.37%民眾對於本國自製戲劇

類的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劇情不吸引人及內容品質不佳為主，目前臺灣

戲劇製播人才缺乏，建議應與文化部或相關部會共同瞭解民眾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看

法，研擬加強培訓相關專業人才，以提升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同時也可學習韓劇、

歐美劇、大陸劇的優點，以提升本國自製劇的品質；產學人士認為，除了影音製作人才之

外，行銷人才的培育輔導也是不可或缺；此外，雖然政府在輔導影視產品製作上已投入不

少的努力，但產學人士認為，在遴選過程中應更為嚴謹、開放，才能輔導真正有志投入的

團隊。 

另外，建議政府輔導本國自製戲劇國際行銷，加強跨國合作，提高戲劇的曝光程度，

讓國內優質戲劇有機會能夠行銷到國外，吸引更多電視業者投入製作高品質的戲劇，專家

學者認為除了輔導節目製作之外，還要加強輔導行銷團隊，鼓勵國內製作團隊進行跨國合

作，邀請國外演員參與戲劇演出，增加國外行銷的機會。為了瞭解國外民眾的收視習慣及

偏好，建議政府提供業者相關補助進行國際分區市場的研究，了解目前市場的需求，以提

高戲劇製作品質。另外，若考量到擴大外銷市場，可優先考量新南向國家中的新加坡、馬

來西亞，以擴大戲劇節目外銷的市場。 

二、鼓勵業者建立兒少專屬頻道，製作優質兒少節目 

為了提升國內自製節目的製播質量，政府可提高自製節目的補助、獎勵措施或是在稅方

面的優惠，吸引電視業者挹注資金製作優質節目，建議自製節目可先從兒少節目做起，建立

兒少專屬頻道，邀集相關政府部會如衛福部、文化部、教育部、NCC等共同研議，提升兒少

節目的品質，保障兒少的權益，讓兒童教育能從電視開始，讓優質兒少電視節目當做義務教

育的一部分，讓父母對於兒少節目是能夠放心，為了增加兒少優質自製節目，建議可以從有

線電視業者發照方面進行規範，鼓勵業者增加兒少頻道專區，製作優質兒少節目。 

由此可知，兒少節目對於兒童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內容應具有教育意義，讓兒童從小對

於自身的文化有深入的瞭解，進而對於文化有高度認同。國外的兒少節目多由公共電視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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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經費來源多為政府補助款及企業捐款等，建議政府可以先從補助公視或是願意做兒少

節目的電視臺，製作具有教育意義的優質節目，讓兒童透過電視節目能增加學習，另外，接

受政府補助之電視業者，必須規定每年製作優質節目的數量，並且在廣告方面也會有所限

制，避免會影響兒童的廣告出現。 

三、政府應定期檢視置入性行銷的規範 

質化訪談結果發現，對於商業置入受訪者普遍表示肯定，認為置入應可帶來資金的挹

注，進而提升節目的製作品質，但置入的形式應自然呈現，以不破壞節目內容為主，建議

政府可舉辦業者座談會，定期檢討置入性的規範，是否在執行上有什麼困難或是需要什麼

協助等，協助業者在置入方面能夠有所精進，進而讓更多的資金挹入，提升節目品質。 

四、持續精進本國自製節目播放比例規範 

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民眾對於外來節目播放時段的限制，以不需要管制的比例最高，

有46.83%，認為需要管制的時段以19:00～21:59的比例較高，皆超過15%，民眾認為政府

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的比例，以應占41%～50%的比例最高，占23.74%，其次依序為

51%~60%及61%~70%，分別占12.74%及12.35%，質化訪談結果發現，民眾對於自製節目

的數量較不在意，認為有好的品質比較重要，因此對於本國節目自製率的規範，如專屬頻

道要不要規範，不同時段有沒有不同的規範，平日假日是否要有不同的規範等，這些應該

再更深入的探討，讓自製節目播放比例的規範能更完善，達到保障本國自製節目播出的目

的。 



 

373 

 

第四節 對提升有線電視服務質量之建議 

一、制定有效政策與機制，鼓勵業者開發數位有線電視創新應用與服務 

OTT (中國翻譯：視頻網站，本團隊暫譯：網路影音) 對我國有線電視之影響已經開

始，考量美國有線電視因此而造成的「剪線潮」現象等，預估我國 3-5 年之後網路影音對有

線電視勢必造成衝擊，屆時有線電視數量與佔比將非產業唯一關鍵，內容品質，以及身為

家戶最後一哩 (Last Mile) 之「數位有線多元服務」(如結合 Web 3.0 雲端服務、物聯網及服

聯網…等)，將是產業競爭重點。建議NCC以及政府其他相關單位，應該及早制定鼓勵政策

與機制，提供業者開發創新數位有線電視應用與服務之誘因，並且透過獎勵措施引導積極

投入之業者成為典範，提供其他後起業者觀摩參考。  

二、鼓勵業者善用有線電視數位化大數據分析，據此分析民眾需求及提升節

目安排和服務品質 

數位有線電視雙向互動之優勢，可以得到上百萬月租民眾大數據資料。大數據分析雖然

在臺灣社會不斷被提起，然而真正具有專業得以落實在商業運作、民眾溝通與獲利模式等

部分卻仍在實驗階段。其實，大數據分析潛力無窮，對於我國有線電視服務品質提升應該

扮演重要角色。大數據分析可以海量資料，顯示民眾對於有線電視收看行為與選擇的過程

和結果；另外，大數據分析不只可以呈現收視率，分析方法若是得宜，還可以顯示觀眾對

於節目品質的感受與行為，亦即是「收視質」的呈現。 

國內部分研究機構與產業團體，已經開始進行民眾閱聽行為大數據分析。例如，雲端暨

聯網電視論壇與資策會創研所特地發起成立「新媒體閱聽行為研究實驗室」，希望經由試驗

建立新媒體收視調查機制，與現行的收視率調查結合，提供現行收視資訊外的第二選擇，

形成互補關係，朝向未來多平臺、多元的新媒體閱聽收視分析的方向邁進。建議政府關注

此類新型態收視行為調查，並且提供適切獎補助經費，鼓勵有線電視業者善用數位化大數

據分析，了解民眾需求以及提升節目安排和服務品質。 

三、敦促業者強化現有客戶服務，提升收視戶滿意度 

透過量化調查發現，有73.35%民眾會使用有線電視平臺收看電視節目(含類比有線及數

位有線)，其比例高於其他的收視平臺，針對有使用有線電視平臺的民眾詢問其滿意度，有

22.77%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收訊品質不佳及費用太貴為主；此調查結果與質化

訪談的結果一致，皆表示對於有線電視不滿意的部份為收訊不佳及費用太貴，因此改善收訊

品質及調整收視費用的部份是目前提升有線電視服務質量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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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訊品質方面，建議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者應提供24小時客戶服務，包括設立24

小時客服中心，且客服人員電話接聽率須達95%以上，並且加強客服人員專業能力的訓練，

讓客服人員能協助收視戶在線上能直接解決問題。民眾若遇到收訊不佳的狀況，能在電話中

立即得到解決方法，應可提高有線電視的品質，故有線電視業者可從加強訓練客服人員的專

業能力方面開始。 

四、要求業者提供更加公開、透明之收視費用資訊，以供消費者選擇 

在收視費用方面，透過質化訪談結果發現，民眾對於未來實施分組付費表示贊成，但分

組的節目內容會是民眾想要去支持分組付費的重要因素，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未來實施有線

電視分組付費，26.58%民眾願意支付201-300元收看有線電視，24.50%民眾願意支付200元以

下收看有線電視，政府應監督各縣市有線電視業者在規劃分組付費的內容及費用時，應要更

透明及清楚，讓民眾能清楚瞭解分組付費的內容，在民眾願意支付的金額下挑選節目組合方

案，以降低消費糾紛的發生；另外，有線電視業者應主動告知費用優惠的訊息給收視戶，避

免訂購同一家有線電視業者但費用卻不同狀況，影響民眾的權益。 

五、應重視節目重播率過高問題，研擬相關法令或具體方案，以促頻道節目

供應業者改善 

根據電話訪問與民眾焦點團體訪談結果顯示，民眾普遍對於有線電視節目重播率過高的

長久問題，表示極大的不滿。雖然節目重播率屬於頻道內容業者的問題，並非系統業者所能

主導，並且NCC對於重播率過高問題，列有相關裁罰規定，然而研究結果顯示民眾高度的不

滿，因此建議 NCC仍應持續關注此議題，並且提出具體改善法令與方案。 

六、要求業者改善機上盒軟硬體，使其規格統一化、介面人性化 

另外，針對目前使用類比有線電視收視的民眾，瞭解其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

因，量化調查結果以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及不想增加花費為主要原因，質化訪談結果

以轉換成數位會多增加機上盒的費用及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很麻煩為主要原因，在使用機上

盒方面，也表示需要調整多次才能使用。目前數位機上盒操作及介面對於民眾或是長者來說

是較複雜，且各系統業者所提供的數位機上盒硬體尚未統一，或是收視戶家中的視聽設備未

能與數位機上盒整合，導致收視戶在使用上感到混亂、麻煩，甚至拒絕使用，建議應統一數

位機上盒之硬體規格並提升數位機上盒硬體的品質，在操作上也要更人性化，以提升民眾使

用的意願，而硬體設備遇到的問題也將會簡化；另外政府應輔導業者由數位化優點著手，向

民眾推廣數位化之優點，且共同討論在實際推廣數位機上盒時，應如何與不同接受程度的民

眾溝通宣導，共同設計廣告宣傳標語、數位化形象廣告，以及客服人員、行銷人員、安裝人

員在接觸收視戶時的推廣表達方式，以提升整體數位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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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對新媒體平臺接收和移轉之建議 

一、應隨時掌握全球先進國家與我國新媒體發展趨勢，預作政策性規劃 

隨著寬頻網路及數位多媒體的發展，電腦、通訊及內容產業界線已逐漸模糊，網路電視

應運而生。在國內視聽眾收視型態上，根據臺灣傳播調查(TCS)觀察指出，近年來民眾觀看

線上影音的行為愈加成長，在2008年中研院臺灣社會變遷、2012年科技部傳播調查資料庫，

針對臺灣民眾傳播行為調查時發現，「經常」上網看網路影音/影片或電視節目的民眾，從

8.8%增加到26.7%，短短四年就成長了近兩成，同樣的，在2013年Google公佈臺灣地區

YouTube成長高達6成，其中晚間八點時段的觀賞率直逼傳統電視節目觀賞率，顯示臺灣民

眾觀看習慣的改變，不一定要守在電視機前觀看影片（臺灣傳播調查，2014年6月10日）。 

透過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有38.11%民眾會透過各種載具使用網路上網收視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有15.82%民眾會使用中華電信MOD收視，有2.64%民眾會使用聯網/智慧電視收視，

有2.50%民眾會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有線電視系統之外的新媒體，其使用比例與歷

年比較皆有遞增的趨勢，從使用新媒體收視的人口特質來看，以男性、13-39歲為主，而使

用新媒體收視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原因以影片多、內容多及收視時間彈性為主。透過質化

訪談結果發現，民眾對於目前收看電視的方式日益多元，受訪者認為電腦、行動電話及平板

等工具有一部份取代了電視，主要是因為電腦等收視工具可以非線性、跳躍性的收看電視節

目，不會錯過時間而失去再看一次的機會。由此可看出，民眾的收視方式有逐漸移轉到新媒

體的趨勢。 

二、持續定期觀察民眾媒體使用行為的改變 

在使用第二螢幕方面，透過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有26.99%的民眾，在收看電視節目或網

路影片的同時還會使用其他裝置，其中有23.21%是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其人口特質以女

性、20-39歲、一般上班族、教育程度為專科以上為主；而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同時會進

行的活動，以看社群網站、使用線上即時通訊軟體及玩線上遊戲為主。 

目前民眾使用新媒體收視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比例，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隨時掌握全球

先進國家與我國新媒體發展趨勢，預作政策性規劃，並且全面檢視目前對於新媒體之規管措

施，OTT業者還是需要遵守「消費者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也必須遵守「著作

權法」、「兒少法」、藥物食品與衛生相關法令等，於促進我國本土新媒體發展和必要規管

之間尋求適當平衡點。同時，定期且深入了解民眾媒體使用行為的改變，透過了解民眾移轉

到新媒體的原因，進而協助有線電視產業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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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對電視新聞報導節目品質之建議 

綜觀世界各國電視新聞表現與品質落差頗大，各國均有其特殊原因，例如，威權國家

與民主國家於政治體制上的不同，造成媒體自由與表現會出現重大差異，此為體制性的因

素。我國為民主國家，新聞自由度亦頗高，然而，於各種媒體調查和研究中，卻反映出諸

多民眾對於新聞媒體長久以來的不滿與垢病。 

我國新聞品質的核心問題，可能是許多歷史結構性與市場高度競爭性多重原因造成的

結果，其可能的問題至少包括： 

1. 部分媒體因抱持特定立場，造成許多新聞偏斜； 

2. 新聞媒體家數眾多，市場高度競爭，收視率掛帥，造成新聞腥羶色以及欠缺詳細查

證等低落品質； 

3. 各家電視新聞頻道衝刺製作成本相對低廉的政論節目，加諸特定政治與政黨立場影

響，形成政論節目與名嘴來賓影響我國民意走向，並且在保障言論與新聞自由的大旗下，

屢屢發生烏龍報料及意見嚴重對立，卻未見有效事後澄清，釐清民眾疑慮，對於議題理性

討論與形成民主社會所需共識，並無幫助；甚至對於聯合國倡導的人民的「傳播權」(Right 

to Communicate) 的推動，背道而馳。同時，亦引起許多觀眾對於政論節目的表現嚴重不滿。

有關民眾意見實際資料，可搜尋國內許多相關調查，或請見本次調查及焦點團體訪談民眾

意見逐字稿。 

然而，解決以上我國電視新聞報導諸多問題，實屬不易，並且並非純粹由政府推動即

可，部分做法甚至可能將引起箝制新聞自由等不同的意見。本研究係接受 NCC 委託研究

計畫，僅針對政府媒體監管單位可以並且應然的政策及作為提出以下建議。 

一、新聞自律與他律 

以上部分電視新聞媒體表現與品質問題，NCC 多年來已經進行許多努力，例如規範

電視新聞頻道應設置「新聞自律委員會」，結合傳播與相關專業之專家學者，協助新聞臺

進行內部自律；同時，衛星廣播電視公會亦組成全國性新聞自律委員會，由個別新聞臺與

全國工會分別進行自律，這些年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發揮效果，尤其對於社會重大議題，漸

漸發展出一定的自律規範。建議 NCC 持續發展與監督此類型新聞自律機制，定期查核，

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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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他律有賴新聞媒體以外的政府與社會力量持續監督，建議 NCC 持續與我國

關注媒體與觀眾權益的相關公益團體合作，例如「媒體觀察基金會」、「青少年權益促進

基金會」等，並且敦促各團體應該針對新聞表現與品質聚焦關切，定期監督並且發表監督

結果，同時回應我國民眾對於電視新聞相關意見，形成有效新聞媒體他律。 

二、建議政府持續推動，或引導民間建立質量並重「二元指標」:「收視質」與

「收視率」，以新聞頻道優先推動 

臺灣電視節目品質的問題，不但許多觀眾已經日漸反感，甚至連電視製作單位自己也深

感無力，其中影響最大的新聞節目亦是如此。臺灣電視節目品質似乎日漸向下沉淪的原因或

許很多，但是仔細分析，和多年來電視製作和廣告採買所深深倚賴的電視收視率掛帥絕對有

關鍵性的影響。 

建立這個二元指標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一、有效改善目前收視率調查的問題；二、建立

適合臺灣的「收視品質指標」(簡稱「收視質」)，兩者不但可以互補，並且相輔相成。臺灣收

視二元指標的結構性改變，就像是打通「任督二脈」，經過一段時日，臺灣電視的病態應該有

很大的復元機會。 

「收視質指標」就是「觀眾對於媒體節目品質與內容的滿意和偏好程度等的深度調查」，

相對於「收視率」只提供收看人頭數字的調查方式，提供了電視和廣告產業，觀眾回饋意見更

具深度的資料。國外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除了收視率以外，「收視質」

的調查早已行之有年，美國商業電視「收視質」調查至今已有 30 多年的歷史，廣告主也都有

參考「收視質」資料進行更多元的廣告採買。 

除提升節目品質外，廣告效益和其廣告播出的該節目品質經常具有關聯性，國外許多研

究證明，品質好的節目往往會拉抬觀眾對於廣告的可信度。除此之外，臺灣建立一套適合自

己的「收視質」調查對於電視和廣告產業、政府、觀眾三方面都有正面的幫助，理由如下： 

1. 我國「收視質」與現行「收視率」可為質、量兼顧之電視「二元指標」，對廣告產業而言，

可為廣告採買提供量化與質化更多元的行銷策略組合，同時對電視產業而言，亦可提供

節目製作更了解觀眾意見和回饋的參考方向。 

2. 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研究，電視節目品質與其間播出之廣告形象、廣告喜好度、廣

告效益等呈現正比，即廣告主選擇「收視質」指標較高之節目播出廣告，觀眾會對其廣告

有更佳之形象及接受度等效益，因此收視質指標可為廣告主帶來更佳之廣告行銷策略，

電視臺亦可由此廣告注挹，而有較高意願製作朝品質發展之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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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視質」調查可為廣告及電視產業提供更為詳盡之觀眾輪廓(Audience Profiles) 及其主

動回應與需求。例如，「電視新聞收視質指標」測量觀眾對該新聞節目之信賴、新聞觀點

多元性、欣賞、衝擊/影響、滿意、涉入…等面向，而非僅以如「收視率」單一量化之「人

頭」數高低呈現觀眾對該節目之回應與需求。 

4. 目前法規已明文禁止政府進行置入性行銷，未來政府各部門或公益團體亦可多採用「收視

質指標」進行「公共服務訊息宣導」，對於政府各部門或公益團體之形象及訊息宣導效益，

應可提供完全不同於現行「收視率」掛帥之結果。 

NCC過去委託研究已完成依據國外先進國家 (如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 之收視品質

指標長年之實際經驗與研究分析，運用於我國商業電視為主之電視新聞生態，所建構之「臺灣

電視新聞收視品質指標」 (Taiwan’s TV News Quality Index, TTNQI)。指標量測部分，「臺

灣電視新聞收視品質指標」(TTNQI) 已進行實際測量，並以一般觀眾評鑑及專家評鑑兩方式進

行。評鑑結果呈現方式，因考量媒體、廣告產業之接受度與易讀性，化繁為簡，儘量以量化及

圖表方式呈現，再輔質化描述。如：已計算出臺灣電視新聞「收視質比」 (TTVQ ,Taiwan TV 

Quality score) 分數 (欣賞該新聞之人數除以總接觸度，類似美國之 PTVQ)，及「電視新聞」

節目之「品質競爭力」(Quality Competitiveness) 正向五力圖、負向三角圖、及八大面向測量

指標長條圖、「觀眾評鑑及專家評鑑交叉比較」座標圖..等。 

除了新聞收視質指標成功建構之外，NCC 後續委託研究案亦完成綜合、戲劇、體育等全頻

道收視質指標，並且均已實施量測完成。 

建議政府持續推動臺灣收視質指標調查機制之建立，或者引領社會民間力量成立。並且

應就指標評鑑的「公正性」與「永續評鑑」等焦點，提出有效且令各界均認同之運作模式。如

果可以成功，臺灣媒體「收視質」調查，應是一股臺灣媒體產、官、學、民共同向上提昇的力

量。 

為了提升國內各頻道的品質，並協助國內電視評估及調查系統能與國際接軌，建議政府

部門應盡速研擬完整的「收視質」指標衡量架構，以達到「評估－檢討－提升」的目標。 

在進行電視收視質調查與研究的同時，本團隊呼籲應該將「收視質」納入「新媒體」趨

勢環境下一併進行分析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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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推動新媒體收視調查機制建立，大數據分析收視率與收視質 

無線電視、有線電視、MOD、類比電視、數位電視、網路電視、智慧電視，在數位匯

流的趨勢下，具有連網、雙向傳輸、選擇與互動等個人化功能的閱聽終端載具呈現快速且多

樣化的發展；國內傳統的收視率調查已無法全面涵蓋現況。 

國內部分研究機構與產業團體，已經開始進行民眾閱聽行為大數據分析。例如，雲端暨

聯網電視論壇與資策會創研所特地發起成立「新媒體閱聽行為研究實驗室」，希望經由試驗

建立新媒體收視調查機制，與現行的收視率調查結合，提供現行收視資訊外的第二選擇，形

成互補關係，朝向未來多平臺、多元的新媒體閱聽收視分析的方向邁進。 

因應數位匯流媒體環境的到來，臺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CBIT)，於 2010 年底集結了國

內重量級的數位匯流產業相關業者，成立了「雲端暨聯網電視論壇 (CCTF)」，並於 2012 年

7 月邀集論壇中致力於新媒體型態研究的 23 家公司組成「新媒體收視分析與應用 Working 

Group」，邀請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創研所）扮演新媒體產業研究智庫，研議雙向

數位機上盒回傳收視行為的海量資料蒐集、分析與應用之機制，以凝聚產業對於數位媒體收

視行為衡量方式之共識。 

根據資策會 FIND 最新的抽樣調查顯示，2012 年國內已有超過 20%消費者習慣跨平臺多

螢閱聽，邊看電視邊在社群網站發表意見、推薦和分享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從消費者的期待

出發，「新媒體」還需包含社群分享、互動、多螢，個人化功能、定址服務及娛樂性等

S.I.M.P.L.E.功能/特質，經資策會 FIND 估計符合上述特質的閱聽眾在國內至少達 520 萬人。 

資策會創研所亦率先協助建置New Media User Lab網站平臺，陸續匯聚由凱擘、臺媒、

新永安、聯維、寶福、瑞旭等數位電視用戶閱聽行為分析資料，涵蓋全臺 6 大區-大臺北、

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宜花東、高屏，相關被使用者授權同意之收視行為數據，將去除

個資經過匿名化處理後，基於公共利益和學術目的分享給參與本實驗室的成員。第一階段提

供收視分析報告，內容含有線數位電視_類比雙載頻道、數位加值頻道，每月、每週、全日

及黃金時段收視佔比排名，以及資策會及國內外收視分析及產業趨勢研究報告等。未來隨著

投入的業者更多，普查/海量收視資訊涵蓋的區域會更完整、更普及，若能與現有 Nielsen 個

人化抽樣收視調查結合，更可以在普查/海量機上盒的收視資訊上加上個人化的收視調查結

果，與現行的廣告投放機制接軌，這些都是後續值得繼續發展及研究的課題。 (資策會

FIND，2013) 

透過不同的收視率調查方式，更能瞭解民眾對於電視節目的喜好與忠誠度，讓業者以節

目品質為主要製作宗旨，而不以電視節目數量為考量，藉此讓我國電視內容能夠質量並重，

以提升電視節目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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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政府關注此類新型態收視行為調查，並且提供適切獎補助經費，將大數據分析的潛

力有效發揮在收視率與收視質二元指標與機制的建立，對於臺灣影視產業未來良性發展必定

有重要貢獻。 

四、政府補助訓練課程，鼓勵產業公會對新聞記者進行職前訓練 

透過量化調查瞭解民眾對於各種類型節目的滿意度，在本國新聞類節目方面，

59.0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的節目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

報導、新聞對臺灣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力不高及報導國際或國外新聞事件的比例太少為

主，質話訪談結果與量化一致，表示臺灣新聞節目一直播報負面的新聞，且內容都是一些

酒駕、暴力的內容，新聞內容稍嫌不足，實際關心社會的議題太少，另外臺灣新聞節目應

更秉持其公正性，報導新聞事件應屏除政治立場的影響，公正地報導新聞事實；民眾在平

日與假日最常收看的節目類型以新聞與氣象報導最多，約占 4 成以上，因此建議在新聞節

目方面，政府應補助相關訓練課程以鼓勵產業公會或業者對新聞記者進行職前訓練，提升

其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以及新聞製作內容，將正向且具教育意義的新聞議題節目提供給民

眾，如氣候變遷、節能減碳等議題，透過電視節目內容的傳遞，加強民眾的認知，進而改

變其自身的行為。 

五、明顯違規之新聞內容應加強規範 

透過量化調查瞭解民眾對於各種類型節目的滿意度，在本國新聞類節目方面，59.09%

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的節目感到不滿意，最不滿意的原因為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建

議應該針對新聞重播率進行規管，避免單一議題重複報導，可多增加一些深入報導的新聞內

容，另外應落實新聞內容普級化，內容若涉及超過普級的內容，應落實執行馬賽克、警語的

部分，善盡告知的義務，除了文字警語之外，主播或是記者在播報時也要加強提醒，讓新聞

內容確實符合普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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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對保障弱勢權益及多元文化之電視節目內容建議 

一、提供手語及字幕服務協助聽障朋友收視 

透過質化訪談結果瞭解特殊族群對於電視節目的需求，聽障朋友對於目前提供的手語服

務部分，認為有困難的地方為手語畫面太小，建議可以做子母畫面，一個變大、一個變小，

成為手語框拉大、主播框變小；在字幕服務方面遇到的困難，包含有些節目沒有字幕以及字

幕太長會被擋住沒辦法看到。聽障朋友有分為口語為主的溝通模式跟手語為主的溝通模式，

因此還是希望手語及字幕服務都能提供，希望能每個電視節目都能有字幕，在觀看電視節目

上比較不會吃力，可以在數位機上盒遙控器上有字幕的按鈕，看電視節目時按下字幕按鈕，

節目就能顯現字幕；聽障朋友希望在新聞、災害報導、運動節目、紀錄片，深度報導、知識

性的這種節目能提供手語服務，讓聽障朋友也能多瞭解一些科學新知。 

二、提供口述影像、語音說明服務協助視障朋友收視 

視障朋友在收看電視節目時遇到的困難，包含沒有口述影像的頻道，有些節目內容只能

靠音樂的呈現來瞭解節目播放的內容，另外，有些國外戲劇、外國電影的部份，若是在網路

上觀看，就沒有中文發音，在觀看上就會有困難，還有在電視遙控操作上也有遭遇到困難，

因目前使用遙控器操作電視，當點選到某個畫面出來時並沒有語音說明，讓視障朋友會不知

道有沒有選對或是發生什麼狀況，或是不知道點選到哪一臺，希望可以像行動電話一樣提供

語音功能，說明現在點選到的臺數或是發生的狀況，也建議電視遙控器可以統一規格，如按

鈕形狀、位置等，讓視障朋友不用一直去熟悉不同的遙控器；另外關於電視節目的部份，有

些訊息只透過跑馬燈的形式呈現，並沒有進行播報，如新聞、購物臺等，建議數位電視可以

有切換到口述影像的功能，如此電視節目中的所有資訊就可以都聽的到。 

三、成立服務特殊文化與族群的「頻道專區」 

新住民希望能有新住民專屬頻道，頻道內容應具備資訊方面，將政府對新住民的相關服

務、補助等法規訊息放入頻道中，讓新住民可以直接透過專屬頻道了解法規，在娛樂方面，

希望能播放該國的新聞、美食、風景旅遊等內容，在教育方面，希望能播放中文教學的節目，

從基礎課程到進階課程，讓新住民能有管道學習中文發音與文字，以及播放母國的語言教學

節目，讓新住民有教材能教導下一代學習母國的語言。 

有鑑於 2017 年將全面數位化，可以透過數位的技術提供更多便利的功能，協助視障及

聽障朋友能更容易的觀看電視節目，未來數位頻道可能多達 4、500 個，建議政府部門鼓勵

業者朝向「頻道分眾化」的方向規劃，並非要求所有頻道都必須提供手語或是影像口述服務。

數位頻道可以納入「多元文化與族群」專區，成立服務特殊文化與族群「頻道專區」，如性

別、兒少、身障、多元文化等專區做分眾頻道，依照不同族群的需求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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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建議政府也可對於促進身心障礙、性別、兒少、多元文化觀眾收視權益增進有幫

助的項目，例如增加手語、字幕、影像口述、性別友善、適合兒少等服務和功能，提供適當

補助給設立頻道專區的業者，有效引導有線電視業者使用此補助經費，協同頻道業者進行手

語或是影像口述等服務，使我國影視節目在手語或是影像口述等服務日漸穩定發展，以長期

保障身心障礙族群與性別、兒少、多元文化等民眾的收視權益。 

第八節 後續執行建議 

問卷內容建議後續執行可進行調整，經過專家學者的建議，問卷中題目多以行為面的題

目為主，應新增一些題目是能對於未來改變較有幫助的資訊，未來問卷題目的設計應與調查

目的相結合，確認調查目的是作為政策基礎或是累計民眾長期電視使用行為，藉此來調整問

卷題目。另外，在「對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品質感到不滿意的原因」此題，因選項中「劇情不

吸引人」及「內容品質不佳」二者的意義重疊性相當高，建議未來題目選項應再細分，例如

「故事發展不合理」、「結尾草率」、「情節抄襲，缺乏創意」、「製作粗糙」、「與現實生活脫節」、

「拖戲」等項目，讓調查結果能讓戲劇節目製作有更明確的方向調整。 

105 年第一次調查加入手機調查，在執行的過程中，題目數過多會容易造成拒訪，因手

機調查題目有進行大幅縮減，所以在執行上並沒有遭遇到太多的困難。目前手機的普及率已

經非常的高，並非透過手機撥打都會訪問到年輕人，且調查結果顯示，市話與手機在相同族

群的受訪者其調查結果的差異並不大，從此次電話調查結果來看，確實手機調查所接觸到的

受訪者，以年輕族群較多，其比例高於市話受訪者年輕人的比例，後續調查可透過手機調查

補足市話使用數量降低的狀況。因此在手機調查方面，建議可由廠商自行規劃，可透過市話

或手機去接觸較難接觸到的年輕人，建議應使調查樣本在加權前之結構須與母體結構比例不

能差異太大，才不會讓各年齡層受訪者的意見因加權而產生資料被放大或縮小的狀況，以確

保資料的代表性。 

在研究方法方面，因調查方式包含手機與市話 2 種調查工具，建議後續研究過程可多增

加手機與市話調查相關文獻，針對不同調查工具之調查樣本進行檢定，確認無差異後再進行

資料合併分析，以降低因不同調查工具所差生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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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壹、研究緣起 

通訊傳播媒介不斷發展，傳統的「電視」服務，已跨越既有科技的界線，而因數位匯流

而啟動的大媒體潮，復因全球化的趨勢更形劇烈。傳統上兼具經濟、產業、文化、教育、民

生、育樂等意義的電視體制面對前此衝擊，閱聽人權益應如何保障及促進，尚有賴主管機關

積極擘劃。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就閱聽人角度理解如何在此匯流環境中使用「電視」，並從

接收端反映出之「滿意度」反思合理的管制作為。 

本研究根據電視節目及廣告呈現、使用行為及數位化等面向之問題透過電話調查，了解

不同背景的閱聽眾近用不同電視平臺的使用行為及滿意度，以及對於各項匯流環境下之監理

政策的理解及滿意程度，以進一步了解電視在電視節目及廣告呈現、使用行為、數位化等面

向所產生的問題，並分析可行的解套之道。 

貳、研究方法 

調查對象主要是針對年齡在 13 歲以上之「各種平臺收視者」，同時採用量化及質化研究

方式調查收視者對不同視訊媒介服務使用行為，並從收視者的角度探討其使用行為、電視節

目及廣告呈現滿意度，藉以提供主管機關推動政策時擬定參考。 

第一階段為量化研究，運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法」（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CATI），分別用市話及行動電話進行電話訪問，抽樣設計採分層隨機抽樣法，

將抽樣母體依縣市分層，再依各縣市 13 歲及以上之人口比率隨機抽出所需樣本數。 

本次調查期間為 105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28 日，於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18:30 至

22:00 執行調查；假日（週末及例假日）則自 13:30 至 17:00、18:30 至 22:00，調查共計成功

訪問 6,051 份(市話完成 5,050 份，行動電話完成 1,001 份)臺閩地區民眾(包含電視收視群及非

電視收視群)，其中有效樣本為 5,071 份，有效樣本定義為：「年滿 13 歲以上，且最近一個星

期內有收看電視節目之民眾。」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全體年滿 13 歲及以上的受訪樣本（含

電視收視群及非電視收視群）的抽樣誤差在±1.26％之間；而電視收視群受訪樣本的抽樣誤差

則在±1.38％之間。 

第二階段為質化研究，分別針對「一般收視者」、「特殊收視者」、「專家學者」舉辦「焦

點團體座談會」。一般收視者共舉辦 4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分別邀請北、中、南、東部四區

的一般閱聽人，對於內容呈現、廣告呈現與主管機關管理之相關意見等進行深入探討；特殊

收視者共舉辦 5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身心障礙者(視障、聽障)、新住民、原住民、65 歲

以上長者等特殊族群與所屬的非營利組織，以瞭解特殊族群對於電視服務之需求與意見；最

後 1 場邀請「學者專家」，包含學者、電視業主、協會，分別從傳播權觀點針對「電視節目」

與「廣告呈現」提出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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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一、臺閩地區民眾電視收視行為分析 

臺閩地區民眾有 83.80%最近一個星期曾經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有 16.20%最近

一個星期內沒有收看過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民眾，主要是因為「沒時間」，佔 64.24%，其

次為電視節目都不好看(21.57%)。 

有 92.73%民眾使用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40.01%會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收

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有 73.01%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沒有使用其他裝置，

而有使用其他裝置的民眾，以使用「智慧型行動電話」的比例最高，佔 23.21%，而收看電視

節目或網路影片的同時會進行的活動，以「看社群網站」的比例最高。 

二、各類節目收視行為分析 

(一)新聞類節目 

有 27.7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節目品質感到滿意，59.09%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

原因，以「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的比例最高，佔 45.49%，其次依序為「新聞對臺灣

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力不高」(36.86%)、「報導國際或國外新聞事件的比例太少」(17.67%)、

「新聞臺整體新聞報導可信度不高」(14.65%)、「新聞報導不公正」(14.03%)、「新聞對於重

大議題不能提供深入且充足的資訊」(10.86%)、「新聞對血腥暴力事件處理不妥當」(10.45%)。 

(二)戲劇類節目 

受訪者收看外國戲劇較多，佔 39.11%，其次為看臺灣戲劇較多(31.65%)，外國戲劇以韓

國地區戲劇的比例最高，佔 64.26%，其次為歐美地區(44.30%)；有 42.28%民眾對於本國自

製戲劇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37.37%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劇情不吸引人的

比例(57.46%)最高，其次依序為內容品質不佳(47.60%)、拖戲(27.64%)。 

(三)綜藝類節目 

有 61.23%民眾對於本國自製綜藝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20.90%民眾感到不滿意，不

滿意的原因，以內容品質不佳的比例(91.76%)最高，其次依序為參與來賓不喜歡(4.24%)、場

景布置不佳(3.10%)、重播率太高(2.53%)、主持人素質要再提升(2.48%)。 

(四)體育類節目 

有 86.78%民眾對於體育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5.70%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以節目種類太少的比例 (54.04%)最高，其次依序為畫質不好 (20.85%)、內容品質不佳

(12.83%)、拍攝技巧不好(8.19%)，樣本數僅 24 筆，內容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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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影類節目 

有 76.26%民眾對於電影類節目的品質感到滿意，15.49%民眾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

因，以重播率太高的比例(84.96%)最高，其次依序為電影節目更新太慢(20.43%)、電影種類

太少(12.92%)、廣告太多(5.36%)、收訊/畫質不好(2.72%)。 

三、民眾對相關政策之看法分析 

(一)民眾對外來節目播放限制之看法 

民眾對於外來節目播放時段的限制，以不需要管制的比例最高，有 46.83%民眾認為

需要管制的時段以 19:00～21:59 的比例較高，皆超過 15%，認為在收視黃金時段限制外

來節目播放比例，較能保障自製節目的播出，質化討論結果亦表示可針對黃金收視時段

限制播放外來節目的比例，其餘時間不需要管制；民眾認為政府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的

比例，以應占 41%～50%的比例最高，占 23.74%，其次依序為 51%~60%及 61%~70%，

分別占 12.74%及 12.35%。 

(二)民眾對分級制度之認知 

觀眾收看電視節目時，不太會注意節目的分級級別的比例最高，佔 29.95%，有 23.77%

完全沒注意，觀眾對於級數與級別皆錯誤(69.22%)的比例最高，其次為級數與級別皆正

確(16.97%)，觀眾認為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以應嚴格規定不同級別節目

播放時段的比例最高，有 16.65%，其次為新聞內容也應該進行分級(14.88%)。 

受訪者認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三者應該要有統一的分級規定的比例最高，有

64.54%，其次為電視、電影、遊戲軟體不需有通依的分級規定，各自規定就可以(14.37%)；

觀眾認為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的時間太長的比例最高，佔 40.47%，其次為剛好(31.69%)。 

四、各類視訊媒介使用行為分析 

(一)數位有線電視使用行為分析 

有 63.50%民眾對於目前數位有線電視感到滿意，22.77%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以收訊品質不佳的比例最高，佔 31.75%，其次為費用太貴(30.42%)。而目前未使用數位

有線電視且尚未轉換成數位有線電視的原因，以原本有線電視內容已經足夠(43.94%)的

比例最高，其次為不想增加花費(10.10%)。 

(二)數位無線電視使用行為分析 

68.63%民眾對於目前數位無線電視感到滿意，20.59%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

主要為頻道收訊不清晰，佔 36.72%，其次為節目內容不精采(32.43%)，再其次為節目重

播率太高(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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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電信 MOD 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採用 MOD 方式收看電視主要原因為電話、寬頻上網和 MOD 電視的套裝優

惠服務，佔 26.87%，其次為費率低(25.97%)，有 74.15%民眾對於使用 MOD 收看電視節

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15.53%感到不滿意，對 MOD 感到滿意的部分以有比較多喜歡

的內容可以選的比例最高，佔 48.20%，其次為畫面品質(36.96%)，對 MOD 感到不滿意

的部分以有想看的節目看不到比例最高，佔 60.20%，其次為連線不順暢(18.87%)。 

(四)網路收看影音內容使用行為分析 

受訪者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節目主要原因為收視時間彈性，可隨選收視，佔

59.13%，其次為節目內容多元，有較多選擇(34.48%)，採用網路方式收看電視主要收看

類型為韓劇，佔 26.96%，其次依序為綜藝節目(22.09%)、外國電影(21.69%)，收看時間

最多集中在 1~未滿 3 小時，佔 62.61%，其次為 3~未滿 5 小時(16.54%)。有 89.26%民眾

對於使用網路收看電視節目或網路影片感到滿意，5.82%感到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以

「播放流暢度不穩定」最高，佔 55.75%，其次為「畫質不佳」及「節目內容不足」，分

別佔 17.40%及 17.03%。 

五、主要建議事項 

以電話量化調查及質化焦點座談方式，瞭解一般民眾的電視使用行為、對於電視現行節

目制度的看法、特殊族群對於電視服務的需求、使用新媒體收視的改變等，彙整使用者及專

家學者的意見，擬定出下列建議方案，供相關政府部門參考與調整。 

(一) 電視節目分級制度建議 

1.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應持續了解民眾與社會反應 

透過量化與質化調查發現，民眾認為電視節目分級制度需要改進的地方，應嚴格規

定不同級別節目的播放時段，讓觀眾能清楚各播出時段，以挑選適合的時段收看電視節

目；根據 2017 年 6 月 13 日新施行的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將電視節目原來的 4 級調

整為 5 級，更能符合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的需求，並且在電視、電影、錄影帶及遊戲

軟體皆調整成統一的分級規定。推出新的電視節目分級辦法之後，分級制度的落實是後

續的重要觀察重點，特別針對新增加的輔導級 15 歲級的部分，深入了解新的分級制度推

行後，有沒有徹底地落實，民眾對於新的分級制度的反應，以便作為日後修正以及管理

的參考。 

2.電視節目分級宜加強宣導 

透過 105 年量化調查發現，民眾收看電視節目時，約 44.12%會注意節目的分級(含

20.17%一定會注意及 23.95%偶而會注意)，有 53.72%不會注意(含 23.77%完全沒注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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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不太會注意)，顯示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在瞭解程度方面，

民眾對於現行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不太瞭解，僅有 16.97%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正確，高

達 69.22%民眾在分級級數及級別皆錯誤。 

建議政府部門多加宣導新的電視節目分級制度的內容及其重要性，提高民眾的認

知，可透過簡單易懂的動畫、順口溜或是微電影方式進行廣宣，讓民眾對節目分級制度

能清楚明瞭，圖示讓民眾能一看就瞭解其意涵，提高民眾對節目分級制度的認知，進而

改變自身的行為，徹底落實節目分級制度。 

(二) 電視廣告規管建議 

1.訂定更具體可行的廣告比例和播放原則 

透過量化調查發現，40.47%民眾認為電視廣告每小時播出時間較長，31.69%認為剛

好，質化調查發現，建議電視廣告時間應採取彈性做法，偏向以 1 小時為單位進行管制，

建議需要訂定更具體可行的廣告比例和播放原則，可因應不同時段或是不同節目類型，

而調整廣告比例，讓電視業者更能清楚的遵循廣告播放原則；對於廣告超秒的部分應根

據現行法規，徹底落實管理，避免影響民眾的收視權益。 

2.觀察數位匯流趨勢下產生的新廣告型態 

對於新型態廣告，考量新型態廣告發展初期，市場尚未成熟，產業資源投入有限，

因此政府單位對於新廣告型態不宜做過多管制，建議採取「觀眾具有主導權，先開放再

視發展規管」，亦即應先採取較為開放之政策，在發展過程中再視情況適度進行規範。但

必須督促業者新型態廣告機制中，賦予消費者主動決定權，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是否可以

觀看廣告及接受行銷活動。 

(三) 對本國自製節目製播質量提升之建議 

1.加強輔導影音製作及行銷人才，將自製節目推廣至國外，提供政府補助，提高自製

節目的質量 

透過量化調查發現，在戲劇類節目方面，有 48.28%民眾收看外國戲劇較多或是都看

外國戲劇，比例超過收看臺灣戲劇較多或是都看臺灣戲劇者(42.63%)，目前臺灣戲劇製

播人才缺乏，建議應與文化部或相關部會共同瞭解民眾對於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看法，

研擬加強培訓相關專業人才，以提升本國自製戲劇節目的品質。另外，建議政府輔導本

國自製戲劇國際行銷，加強跨國合作，提高戲劇的曝光程度，讓國內優質戲劇有機會能

夠行銷到國外，吸引更多電視業者投入製作高品質的戲劇。 

2.鼓勵業者建立兒少專屬頻道，製作優質兒少節目 

為了提升國內自製節目的製播質量，政府可提高自製節目的補助、獎勵措施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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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方面的優惠，吸引電視業者挹注資金製作優質節目，建議自製節目可先從兒少節目做

起，建立兒少專屬頻道，邀集相關政府部會如衛福部、文化部、教育部、NCC 等共同研

議，提升兒少節目的品質，保障兒少的權益，讓兒童教育能從電視開始，讓優質兒少電

視節目當做義務教育的一部分，讓父母對於兒少節目是能夠放心，為了增加兒少優質自

製節目，建議可以從有線電視業者發照方面進行規範，鼓勵業者增加兒少頻道專區，製

作優質兒少節目。 

3.政府應定期檢視置入性行銷的規範 

質化訪談結果發現，對於商業置入受訪者普遍表示肯定，認為置入應可帶來資金的

挹注，進而提升節目的製作品質，但置入的形式應自然呈現，以不破壞節目內容為主，

建議政府可舉辦業者座談會，定期檢討置入性的規範，是否在執行上有什麼困難或是需

要什麼協助等，協助業者在置入方面能夠有所精進，進而讓更多的資金挹入，提升節目

品質。 

4.持續精進本國自製節目播放比例規範 

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民眾對於外來節目播放時段的限制，以不需要管制的比例最高，

有 46.83%，認為需要管制的時段以 19:00～21:59 的比例較高，皆超過 15%，民眾認為政

府應規定本國自製節目的比例，以應占 41%～50%的比例最高，占 23.74%，質化訪談結

果發現，民眾對於自製節目的數量較不在意，認為有好的品質比較重要，因此對於本國

節目自製率的規範，如專屬頻道要不要規範，不同時段有沒有不同的規範，平日假日是

否要有不同的規範等，這些應該再更深入的探討，讓自製節目播放比例的規範能更完善，

達到保障本國自製節目播出的目的。 

(四) 對提升有線電視服務質量之建議 

1.制定有效政策與機制，鼓勵業者開發數位有線電視創新應用與服務 

OTT 對我國有線電視之影響已經開始，預估我國 3-5 年之後網路影音對有線電視勢

必造成衝擊。建議 NCC 以及政府其他相關單位，應該及早制定鼓勵政策與機制，提供

業者開發創新數位有線電視應用與服務之誘因，並且透過獎勵措施引導積極投入之業者

成為典範，提供其他後起業者觀摩參考。 

2.鼓勵業者善用有線電視數位化大數據分析，據此分析民眾需求及提升節目安排和服

務品質 

數位有線電視雙向互動之優勢，可以得到上百萬月租民眾大數據資料。大數據分析

可以海量資料，顯示民眾對於有線電視收看行為與選擇的過程和結果；建議政府關注此

類新型態收視行為調查，並且提供適切獎補助經費，鼓勵有線電視業者善用數位化大數

據分析，了解民眾需求以及提升節目安排和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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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敦促業者強化現有客戶服務，提升收視戶滿意度 

建議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者應提供 24 小時客戶服務，包括設立 24 小時客服中

心，且客服人員電話接聽率須達 95%以上，並且加強客服人員專業能力的訓練，讓客服

人員能協助收視戶在線上能直接解決問題，故有線電視業者可從加強訓練客服人員的專

業能力方面開始。 

4.要求業者提供更加公開、透明之收視費用資訊，以供消費者選擇 

政府應監督各縣市有線電視業者在規劃分組付費的內容及費用時，應要更透明及清

楚，讓民眾能清楚瞭解分組付費的內容，在民眾願意支付的金額下挑選節目組合方案，

以降低消費糾紛的發生；另外，有線電視業者應主動告知費用優惠的訊息給收視戶，避

免訂購同一家有線電視業者但費用卻不同狀況，影響民眾的權益。 

5.應重視節目重播率過高的問題，研擬相關法令或具體方案，以促頻道節目供應業者

改善 

根據電話訪問與民眾焦點團體訪談結果顯示，民眾普遍對於有線電視節目重播率過

高的長久問題，表示極大的不滿。雖然節目重播率屬於頻道內容業者的問題，並非系統

業者所能主導，並且 NCC 對於重播率過高問題，列有相關裁罰規定，然而研究結果顯

示民眾高度的不滿，因此建議 NCC 仍應持續關注此議題，並且提出具體改善法令與方

案。 

6.要求業者改善機上盒軟硬體，使其規格統一化、介面人性化 

目前數位機上盒操作及介面對於民眾或是長者來說是較複雜，且各系統業者所提供

的數位機上盒硬體尚未統一，或是收視戶家中的視聽設備未能與數位機上盒整合，導致

收視戶在使用上感到混亂、麻煩，甚至拒絕使用，建議應統一數位機上盒之硬體規格並

提升數位機上盒硬體的品質，在操作上也要更人性化，以提升民眾使用的意願，而硬體

設備遇到的問題也將會簡化。 

(五) 對新媒體平臺接收和移轉之建議 

1.應隨時掌握全球先進國家與我國新媒體發展趨勢，預作政策性規劃 

透過量化調查結果發現，有 38.11%民眾會透過各種載具使用網路上網收視電視節目

或網路影片，有 15.82%民眾會使用中華電信 MOD 收視，有 2.64%民眾會使用聯網/智慧

電視收視，有 2.50%民眾會使用雲端多媒體播放器收視，有線電視系統之外的新媒體，

其使用比例與歷年比較皆有遞增的趨勢。透過質化訪談結果發現，民眾對於目前收看電

視的方式日益多元，受訪者認為電腦、行動電話及平板等工具有一部份取代了電視，主

要是因為電腦等收視工具可以非線性、跳躍性的收看電視節目，不會錯過時間而失去再

看一次的機會。由此可看出，民眾的收視方式有逐漸移轉到新媒體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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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定期觀察民眾媒體使用行為的改變 

民眾使用新媒體收視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比例，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隨時掌握全球

先進國家與我國新媒體發展趨勢，預作政策性規劃，並且全面檢視目前對於新媒體之規

管措施，OTT 業者還是需要遵守「消費者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也必須遵守

「著作權法」、「兒少法」、藥物食品與衛生相關法令等，於促進我國本土新媒體發展和必

要規管之間尋求適當平衡點。同時，定期且深入了解民眾媒體使用行為的改變，透過了

解民眾移轉到新媒體的原因，進而協助有線電視產業精進。 

(六) 對電視新聞報導節目品質之建議 

1.建議政府持續推動，或引導民間建立質量並重「二元指標」:「收視質」與「收視率」，

以新聞頻道優先推動 

建議政府持續推動臺灣收視質指標調查機制之建立，或者引領社會民間力量成立。

並且應就指標評鑑的「公正性」與「永續評鑑」等焦點，提出有效且令各界均認同之運

作模式。為了提升國內各頻道的品質，並協助國內電視評估及調查系統能與國際接軌，

建議政府部門應盡速研擬完整的「收視質」指標衡量架構，以達到「評估－檢討－提升」

的目標。 

2.建議推動新媒體收視調查機制建立，大數據分析收視率與收視質 

透過不同的收視率調查方式，更能瞭解民眾對於電視節目的喜好與忠誠度，讓業者

以節目品質為主要製作宗旨，而不以電視節目數量為考量，藉此讓我國電視內容能夠質

量並重，以提升電視節目的品質。建議政府關注此類新型態收視行為調查，並且提供適

切獎補助經費，將大數據分析的潛力有效發揮在收視率與收視質二元指標與機制的建

立，對於臺灣影視產業未來良性發展必定有重要貢獻。 

3.政府補助訓練課程，鼓勵產業公會對新聞記者進行職前訓練 

透過量化調查瞭解民眾對於各種類型節目的滿意度，在本國新聞類節目方面，

59.0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的節目感到不滿意，因此建議在新聞節目方面，政府應補助

相關訓練課程以鼓勵產業公會或業者對新聞記者進行職前訓練，提升其新聞記者的專業

素養以及新聞製作內容，將正向且具教育意義的新聞議題節目提供給民眾，透過電視節

目內容的傳遞，加強民眾的認知，進而改變其自身的行為。 

4.明顯違規之新聞內容應加強規範 

透過量化調查，在本國新聞類節目方面，59.09%民眾對於本國新聞類的節目感到不

滿意，最不滿意的原因為針對單一議題大量重複報導，建議應該針對新聞重播率進行規

管，避免單一議題重複報導，可多增加一些深入報導的新聞內容，另外應落實新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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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級化，內容若涉及超過普級的內容，應落實執行馬賽克、警語的部分，善盡告知的義

務，除了文字警語之外，主播或是記者在播報時也要加強提醒，讓新聞內容確實符合普

級的規範。 

(七) 對保障弱勢權益及多元文化之電視節目內容建議 

1.提供手語及字幕服務協助聽障朋友收視 

透過質化訪談瞭解特殊族群對於電視節目的需求，聽障朋友對於目前提供的手語服

務，認為有困難的地方為手語畫面太小，建議可以做子母畫面，一個變大、一個變小，

讓手語框拉大、主播框變小；在字幕服務方面遇到的困難，包含有些節目沒有字幕以及

字幕太長會被擋住沒辦法看到。聽障朋友希望手語及字幕服務都能提供，希望在數位機

上盒遙控器上有字幕的按鈕，看電視節目時按下字幕按鈕，節目就能顯現字幕；聽障朋

友希望在新聞、災害報導、運動節目、紀錄片，深度報導、知識性的這種節目能提供手

語服務。 

2.提供口述影像、語音說明服務協助視障朋友收視 

視障朋友在收看電視節目時遇到的困難，包含沒有口述影像的頻道，有些節目內容

只能靠音樂的呈現來瞭解節目播放的內容，在電視遙控操作上也有遭遇到困難，因目前

使用遙控器操作電視，當點選到某個畫面出來時並沒有語音說明，讓視障朋友會不知道

有沒有選對或是發生什麼狀況，或是不知道點選到哪一臺，希望可以像行動電話一樣提

供語音功能，說明現在點選到的臺數或是發生的狀況，也建議電視遙控器可以統一規格，

如按鈕形狀、位置等，讓視障朋友不用一直去熟悉不同的遙控器；另外關於電視節目的

部份，有些訊息只透過跑馬燈的形式呈現，並沒有進行播報，如新聞、購物臺等，建議

數位電視可以有切換到口述影像的功能，如此電視節目中的所有資訊就可以都聽的到。 

3.成立服務特殊文化與族群的「頻道專區」 

建議政府對於促進身心障礙、性別、兒少、多元文化觀眾收視權益增進有幫助的項

目，例如增加手語、字幕、影像口述、性別友善、適合兒少等服務和功能，提供適當補

助給設立頻道專區的業者，有效引導有線電視業者使用此補助經費，協同頻道業者進行

手語或是影像口述等服務，使我國影視節目在手語或是影像口述等服務日漸穩定發展，

以長期保障身心障礙族群與性別、兒少、多元文化等民眾的收視權益。 

關鍵字：電視使用行為、滿意度、數位化、節目類型收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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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search Origin 

Due to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dia, traditional 

“television” services have transcended the boundaries of existing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ga-media trend initiated by digital convergence has become further prominent due to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ow can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audience members be ensured and 

promoted when the television system, which traditionally includes economic, industr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livelihood, and entertaining dimensions, is faced with such impact, and relies on the 

aggressive arrangement of related authoriti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tarts off from the audience's 

perspective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y use “television” under this convergent environment, and 

thus reflect on appropriate control measures from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recipients. 

In this research, questions regarding TV programs, commercial presentations, viewing 

behaviors, and digitalization were asked through telephone surveys to understand the viewing 

behaviors and satisfaction of audience memb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when viewing different 

television platforms, and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and satisfaction regarding monitoring 

policies under various convergent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V programs,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viewing behavior and digitalization, and 

analyze feasible solutions. 

B. Research Methods 

Primary research targets were “platform viewers”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simultaneously applied to understand the 

viewing behaviors of different video media and underst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viewing 

behaviors, TV programs and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from the viewer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ated authorities when stipulating policies.  

The first phase was quantitative research.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 

was used to conduct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the urban telephone system and mobile phone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s were used regarding the sampling design of this survey, in 

which the sampling population was stratified according to counties and cities before randomly 

choosing the required amount of samples who are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from each 

county/city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proportion. 

This survey was conducted between October 19
th

 and December 28
th

 of 2016.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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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days (Monday to Friday),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18:30 to 22:00. On holidays 

(weekends and national holiday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13:30 to 17:00 and from 18:30 

to 22:00. The survey successfully interviewed 6,051 people in the Taiwan region (including 5,050 

people via the urban telephone system and 1,001 via mobile phones). Among them, there were 

5,071 valid samples. The definition of valid samples were, “Interviewees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and having watched TV programs within the past week.” Under the confidence level of 

95%, the sampling error of the interviewed samples including and above the age of 13 (including 

television viewers and non-television viewers) were between ±1.26%, while the sampling error of 

interviewed samples for television viewers was between ±1.38%. 

The second phase was qualitative research. “Focus group sessions” were separately held 

targeting “common viewers”, “special viewers”, and “researchers”. Four focus group sessions were 

held for common viewers, in which common audience members from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Taiwan were separately invited in order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related 

opinions regarding content presentation,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and the monitoring of related 

authorities. Five focus group sessions were held for special viewers, in which disabled people 

(visually impaired and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new immigrants, aborigines, seniors above the 

age of 65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them were invi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mands and opinions on television services regarding special viewers. Finally, a focus group 

session was held for researchers, in which scholars, television network owners, and related 

associations proposed policy suggestions targeting “TV programs” and “commercial 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rights. 

C. Results of Research 

1.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o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Region 

83.80%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region had view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in the past 

week, while 16.20% of them had not view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in the past week.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latter were “no available time” (64.24%) and “the programs were not 

interesting” (21.57%). 

92.73% of the people view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with television sets, while 

40.01% of the people viewed them with smart phones. When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73.01% of the people were not using other devices simultaneously. As for those who did 

use other devices while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most of them were using “smart 

phones” simultaneously, with 23.21% of them doing so. As for the activity they would do 

simultaneously while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surfing SNS websites” was the 

most common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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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V program Genre Behavior Analysis 

(1) News Programs 

27.79%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domestic news programs while 59.09% of the 

people were not satisfied. As for the reasons of not being satisfied, “reporting a single issue 

over and over again” occupie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with 45.49%, followed by “the low 

positive influence of news on the overall Taiwanese society” (36.86%),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or foreign news is too little” (17.67%), “the overall credibility of Taiwanese 

news reports are not high” (14.65%), “news reports were biased” (14.03%), “news reports 

were not capable of providing in-depth and sufficient information” (10.86%), and “news 

reports handle violent incidents inappropriately” (10.45%).  

(2) Dramas 

Most interviewees watch foreign dramas, which occupied 39.11% of the total 

interviewees, while those watching Taiwanese dramas followed successively with 31.65%. 

For those who watch foreign dramas, most of them watch Korean dramas, taking up 64.26% 

of the total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dramas (44.30%). 42.28%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dramas while 37.37%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m. The major reason they felt unsatisfied was the unattractive plot (57.46%), 

followed by poor content quality (47.60%) and over-stretched plot (27.64%). 

(3) Variety Shows 

61.23%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variety shows, while 

20.90%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they did not feel satisfied was because of the 

poor content quality (91.76%), followed by disliking participating guests (4.24%), poor sets 

(3.10%), high replay rates (2.53%), and the insufficient capability of the hosts (2.48%). 

(4) Sport Programs 

86.78%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sport programs, while 5.70%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for not being satisfied was due to little sport program variety 

(54.04%), followed by poor definition (20.85%), poor content quality (12.83%), and poor 

shooting techniques (8.19%). Given that there were only 24 samples, the results are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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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vie Programs 

76.26%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movie programs, while 15.49%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for not being satisfied was due high replay rate (84.96%), 

followed by slow update on movie programs (20.43%), too little movie selections (12.92%), 

too many commercials (5.36%), and poor signal/definition (2.72%). 

3. Analysis on People’s Opinion regarding Related Policies 

(1) Opinions on Restricting Foreign Program Broadcasts 

Regarding time slot restriction for foreign programs, most people think no restrictions 

should be applied. As for those who think restrictions are needed, 46.83% of them think that 

the time slot for restriction should be applied between 19:00 and 21:59, exceeding 15% of the 

people. They believe that applying broadcast proportion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programs 

during golden hours can further ensure the broadcast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The 

conclusion of qualitative discussion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programs 

can be restricted during the golden hours, while no restrictions are needed during other times 

slots. Most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 proportion for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should be 

41%-50%, taking up 23.74%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51%-60% (12.74%) and 

61%-70% (12.35%). 

(2) People’s Understanding on Classification 

Most viewers seldom paid atten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TV programs, taking up 

29.95% of the interviewees, while 23.77% of them did not notic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V 

programs at all. Most people were incorrect on the age restriction and number of 

classifications (69.22%), followed by those who answered them both correctly (16.97%). As 

for the improvement needed for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as many as 16.65% of them think 

that the programs with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should be broadcast in different times slots,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at classification should also be applied on news contents 

(14.88%). 

Most interviewees believe that a unified rule of 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TV 

programs, movies and video games, taking up 64.54%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at no unified rule of classification are needed and each can have their own 

classification rule (14.37%). Most people, as many as 40.47% of the interviewees, think that 

the proportion for the time of TV commercials within an hour is too long,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e proportion is just fine (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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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on Different Media 

(1) Digital Cable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63.50%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digital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they use, 

while 22.77% of them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was poor 

signal and quality, taking up 31.75%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expensive fares (30.42%). As 

for those who had yet to convert to a digital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43.94% of them think that the 

original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has already provided sufficient contents, while 10.10% of them did 

not want to pay extra fares. 

(2) Digital Wireless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68.63%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digital wireless television system they use, while 

20.59% of them were not 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that were not satisfied was poor signal, 

taking up 36.72%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poor program contents (32.43%) and high 

program replay rate (28.52%). 

(3) Chunghwa Telecom MOD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The may reason for interviewees to watch TV programs using MOD is that there was a 

package discount for installing the urban telephone system, ADSL and MOD TV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up 26.87%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those who think the fare for 

MOD is low (25.97%). 74.15% of the people were satisfied with view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using MOD, while 15.53% were not satisfied. As for the reason of their 

satisfaction, as many as 48.20% people think that more contents they prefer are available, 

followed by the quality of its program definition (36.96%). As for those who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MOD, as many as 60.20% of them we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they cannot 

watch the program they want to watch, followed by poor connection (18.87%). 

(4) Viewing Behavior Analysis for those Watching Video & Audio Contents Online 

The primary reason for interviewees watching TV programs online was due to flexible 

viewing time, taking up 59.13%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the versatility of program 

contents and more selections available (34.48%). The major genre of programs viewed 

through the internet is Korean dramas (26.96%), followed by variety shows (22.09%) and 

foreign movies (21.69%). As for the amount of time viewing programs online, 62.21% of 

them watch 1 to 3 hours, while 16.54% of them watch 3 to 5 hours. 89.26% of them were 

satisfied with watching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online, while 5.82% of them we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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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ied.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m not being satisfied in because of “playing instability”, 

which takes up 55.75% of the interviewees, followed by “poor definition” (17.40%) and 

“insufficient program contents” (17.03%). 

5. Major Suggestions 

With quantitative telephone investigation and qualitative focus sessions, this research has 

surveyed common people’s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s, their opinions on the current TV program 

system, the television service demands for special audience groups, what have changed after 

viewing programs with new media, etc. After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the opinions of users and 

experts, this research proposed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o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take 

reference and conduct adjustment. 

(1) Suggestions on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1. The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should constantly understand the reactions of 

audience members and society. 

Regarding the improvements needed for the television sho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es,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broadcast time slot for TV programs with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strictly restricted, 

so that audience members are well aware of their broadcast hours in order to view TV 

programs at appropriate hours. According to the newly implemented “Television Programs 

Classification Handling Regulations” of June 13th, 2017, the 4-class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V programs will be changed into a 5-class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further suit the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needs of the people. Moreover, the classification rules regarding TV 

programs, movies, video tapes and video games will also be unified.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new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regul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the key to successive observation. Targeting the newly-added rate of PG-15, we have to further 

understand whether it was thoroughly implemented after new measures are released and the 

people’s reaction to the new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adjustment and management. 

2. Strengthen the advertising for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survey of 2016,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while viewing TV 

programs, 44.12% of them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ng of the program (20.17% of them 

will definitely pay attention to it and 23.95% pay attention to it occasionally), while 53.72% 

pay no attention to it (including 23.77% of them who pay no attention to it complete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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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 of them who pay attention to it occasionally), indicating that the people’s degree of 

emphasis regarding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As for how well they 

understan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nly 16.97% of them can answer both the age restriction 

and number of classifications correctly and as many as 69.22% of the interviewees answer 

them both incorrect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further advocate the content and 

importance of the new TV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enhance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towards it. Easily conceived animation, slogans or video clips can be used for 

such advertising, so that the peopl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m. Illustrations can also be used 

so that people can instantly understand their meanings.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n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y can change their personal 

behaviors and thus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program classification system. 

(2) Suggestions on Television Commercial Regulations 

1. Stipulate specific and feasible commercial proportions and broadcast principles. 

Through quantitative surve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40.47% of the people think that 

the broadcasting time of commercials is too lengthy per hour, while 31.69% of them think the 

length is just fine. Through qualitative survey, participants suggested that flexible regula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TV commercial times hourly. They suggested that specific and feasible 

commercial proportions and broadcast principles should be stipulated,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commercials can be adjusted due to different time slots or different TV program genres, in 

order to provide TV network owners a clear commercial broadcast principle to follow. For 

commercials that exceed the length, thorough monitoring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s to protect the viewing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people.  

2. Observation on the new-types of commercials under the digital convergent trend. 

Given that new-type commercials are still at the early phase of their development, only 

limited industrial resources are being invested. Therefor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hould not 

apply too many restrictions on new-type commercial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Allow 

audience members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Allow it to develop first, before applying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meaning an open-minded policy should be applied at first 

before applying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However, government authorities have to urge owners to allow consumers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in the mechanism of new-type commercials, allowing consumers to decid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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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y want to view the commercials or accept marketing campaigns on their own. 

(3) Suggestions 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1. Enhance the assistance on training video & audio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personnel, 

promote domestically programs oversea, and provide governmental subsidi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 produced programs. 

Through quantitative surve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regarding dramas, 48.28% of 

the people preferred to only watch foreign dramas, more than those who preferred to only 

watch Taiwanese dramas (42.63%). Given that Taiwan currently has a lack of drama 

production personnel,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 or other 

related authorities should cooperate in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s opinions on domestic 

dramas and stipulate plans to further train related professional personnel,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m. On the other hand, this research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guid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dramas i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drama’s exposure, so that outstanding domestic 

drama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exported and attract more television network owners to 

invest in producing high quality dramas. 

2. Encourage owners to establish children & youth exclusive channels and produce 

outstanding programs for children & youth. 

T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and broadcast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can increase the subsidy, rewarding measures, or taxation discounts 

on self-produced programs, to attract TV network owners to invest funds in producing 

outstanding program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elf-produced programs can start off from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and establish exclusive channels for children & youth.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NCC and others can be gathered to discuss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ensur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children & youth, 

starting education from TV programs, making outstanding children & youth TV programs a 

part of obligatory education, and making parents feel safe and at ease on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outstanding self-produced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egulations can be applied when issuing licenses on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by encouraging them to add children & youth channels and produce 

outstanding children & youth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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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rly examine the regulations on placement marketing.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interviewees generally 

recognize commercial placements and believed that placement marketing can bring about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production quality of programs. However, 

placements should be added naturally and should not ruin the contents of the program.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old owners’ sessions regularly to examine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placement marketing, discuss the difficulties on its implementation or 

what sort of assistance is needed, in order to help owners improve their placement techniques, 

allowing more financial invest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grams.  

4. Continue to improve regulations on the broadcast proportion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antitative surve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as many 

as 46.83% of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 that no restrictions should be applied on the time slot of 

foreign programs. For those who believed restriction should be applied, most people believed 

restrictions should be applied between 19:00 and 21:59, exceeding 15% of the people. For 

those who believ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most of them believed the proportion should be 41%-50%, taking up 

23.74% of the interviewees.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s discovered that people were 

less aware of the amount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and cared more about their 

quality. Therefore, regarding issues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such as should there be regulations applied to exclusive channels, should 

there be different regulations on different time slots, should there be different regulations on 

weekdays and holidays, etc., further discussion should be conducted to consummate the 

regulations on domestically produced programs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eir 

broadcast.  

(4) Suggestions on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Cable TV Service 

1. Stipulat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to encourage owners to develop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of digital cable TV. 

The affect of OTT on Taiwan’s cable TV network has begun 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3 to 5 

years later, internet video and audio will definitely have an impact on Taiwan’s cable TV 

network. This research suggests NCC and other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in stipulating 

encouragement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provide owner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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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s to develop innovative digital cable TV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Rewarding 

measur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make aggressive investor role models for other cable TV 

networks to take reference on.  

2. Encourage owners to utilize cable TV digitalization big data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people’s demands and enhance program arrang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accordingly. 

The mutual interaction advantage of digital cable TV is that the owner can obtain 

millions of monthly user data items. Big data analysis can be utilized to analyze this numerous 

amount of dat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s viewing behaviors, selection process and 

selection results on cable TV.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sorts of new-type viewing behavior survey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rewarding and 

subsidy measures to encourage cable TV owners in utilizing digitalized big data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s demands and enhance program arrangement and service quality 

accordingly.  

3. Urge owners to strengthen current customer service to improve the viewers’ satisfact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mand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owners to provide 24 hour customer services, including founding a 24 h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demanding the telephone answer rate of customer service telephones to be above 95%, 

and enhancing the training of customer service personnel on their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for them to help viewers by directly solving problems online. 

4. Demand owners to provide more transparent charging standards for consumers to select 

from. 

When the government is monitoring a la carte content and the price of local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related information should be made more transparent and clear to allow the 

peopl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of a la carte and allow them to choose the channel 

combination plans they prefer under the price they are willing to pay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consumer disputes. In addition to that,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should actively 

notify viewers on information regarding preferential prices, in order to prevent consumers 

from being charged differently despite accepting the service from the same network owner and 

thus affect their rights and privileges.  

5. The issue of high program replay rate should be emphasized. Related legal regulations or 

specific plans should be stipulated to urge channel program providers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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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telephone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sessions both indicated that people 

generally showed great disappointment on the long term issue of high program replay rate on 

cable TV networks. Although the program replay rate is caused by channel owners instead of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and the NCC has stipulated related punishments regarding high 

replay rate,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people are still highly disappointed.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NCC should continue to pay great attention on this 

issue and propose specific legal regulations and plans to improve such situation.  

6. Demand owners to improve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STBs to unify their 

specifications and make the interface more user-friendly. 

The operation and interface of current digital STB interfaces a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for the people or seniors. Moreover, the STB hardware provided by different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is yet to be unified or the audiovisual equipment of the viewers cannot be 

integrated with digital STBs, making the viewers feel chaotic, troublesome in using them, or 

even refuse to use STB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hardware specifications of digital 

STBs should be unified and their quality should be improved. In addition to that, their 

interface should be made more user-friendly to enhance the people’s usage intention and 

simplify the problems the hardware equipment may face. 

(5) Suggestions on the Reception and Switching of New Media Platforms 

1. The new media development trend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d Taiwan should be identified 

at all time for preliminary policy planning.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survey discovered that, as many as 38.11%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V programs or internet videos online using various devices, 15.82%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hem via Chunghwa Telecom MOD, 2.64%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hem 

with smart televisions, and 2.50% of the people had watched them with online multimedia 

players. The usage proportion of new media besides cable TV network has increas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survey discovered that, people now have versatile 

means to watch TV programs. Interviewees believed that devices such as PCs, mobile phones 

and tablet PCs have partially replaced the functions of TV sets, because the former can be 

used to watch TV programs in non-linear fashion, so users would not miss the chance of 

watching the program after they missed its broadcast hour. Such results indicated a trend that 

the people’s viewing methods have gradually switched to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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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stantly observe the change of people’s media viewing behavior regularly. 

Given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using new media to view program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nually, this research suggests related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should identify the 

new media development trends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d Taiwan at all times, stipulate 

preliminary policy planning, and thoroughly examine current new media regulation measures. 

OTT owners still have to follow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the Copyright Act”,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th Welfares and 

Rights Act” and related legal regulations on medicines, foods and public health. Wh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new media, it must hit the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necessary regu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by regularly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of the people’s media viewing behaviors, the government can 

understand the reasons to why people have switched to new media and further assist the cable 

TV industry to improve. 

(6) Suggestions on the Quality of News Report Programs 

1.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or lead society to introduce the 

“dual indicators” of “viewing quality” and “viewing rate” that emphasizes both the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News channels should be the first type of channels to introduce 

such indicator.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viewing quality indicator survey mechanism of Taiwan, or lead civil forces to establishment 

such mechanism. Effective and generally recognized operational models regarding the 

“fairness” and “sustainable evaluation” of such indicative evaluation should b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TV channels and assist domestic TV evaluation and survey 

system to be gear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to stipulate a comprehensive “viewing quality” indicator evaluation structur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valuation-review-improvement”. 

2.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media viewing survey mechanism and analyze its 

viewing rate and viewing quality with big data.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eople’s preferences and loyalty towards TV programs 

through different viewing rate survey methods. This allows owners to produce programs 

based on their quality instead of their amount. By doing so, bo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domestic TV programs can be emphasized, thus enhancing their quality.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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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note on such new media viewing behavior surveys 

and provide appropriate awarding and subsidy measur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big data analy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al indicators” and related 

mechanism of “viewing rate” and “viewing quality”. This will definitely result in positive 

contribu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3.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training courses and encourage the industrial union to 

conduct orientation training for journalists. 

This research surveyed the people’s satisfaction on various genres of programs through 

quantitative survey. Regarding domestic news programs, 59.09% of the peopl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m.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related training courses to encourage industrial unions or owners in conducting orientation 

trainings for journalists, so that positive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 with news agendas can be 

provided to the people. Through the conveyance of such TV programs, it can strengthen the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thus change their behaviors.  

4. Regula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obviously inappropriate news contents.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survey of this research, 59.09% of the people were not 

satisfied domestic news programs. Their primary reason for them not being satisfied was 

reporting a single issue over and over agai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egulations should be 

applied on the replay rate of news to avoid repeated reporting on a certain issue. New reports 

with in-depth contents can be added also. Moreover, the generalization of news conten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which contents exceeding the general ratings should be blurred 

and warnings should be added to fulfill the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Besides text warnings, 

the announcer or reporter should also remind the viewers, so that news contents can meet the 

regulations of general rated programs. 

(7) Suggestions on Ensur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Social Vulnerable People and 

Multicultural TV Programs 

1. Provide sign language or subtitle services to assist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Special groups’ demands on TV programs were surveyed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Regarding the sign language currently available, hearing impaired people felt that the sign 

language screen is too small. They suggested that split screens can be utilized to enlarge the 

sign language screen and shrink the screen with the announcer. As for the difficulti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regarding subtitle services, there are programs without subtitle services and 

occasionally, the subtitle is so long that it was blocked and could not be read. 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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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ired people expect both sign language and subtitle services to be available. They hope 

that the “subtitle” button can be added on the remote controllers of STBs, so that subtitles can 

occur after they press that button when viewing TV programs. Also, they hope sign language 

services can be provided for programs such as news, disaster coverage, sports, documentaries, 

in-depth reports and other knowledge programs. 

2. Provide descriptive video and audio services to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s for the difficulty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encounter, it includes channels without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s, so that they can only try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relying on its music. They also face difficulty using the remote controller. No audio service is 

available when they switch channels, so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have switched to the correct channel or not, do not know what is happening, or do not know 

which channel they have switched to. They hope audio services similar to those of mobile 

phones can be provided, telling them which channel they have switched to or w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levision is. This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at the specification of remote 

controllers, such as the shape and location of the buttons, should be unified, so that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do not have to constantly get familiar with different remote controllers. In 

addition to that, some messages on TV programs, such as news or shopping channels, are 

only shown with crawlers and no further audio broadcast is made.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function of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 can be added on digital televisions, so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in the TV program can he heard. 

3. “Special channels” serving special cultures and group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o the government that for services that are conducive in 

promo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physically & mentally disabled people, gender, 

children & youth and multi-cultural viewers, such as sign language, subtitle, descriptive video, 

gender-friendly contents and contents that are appropriate to children & youth, appropriate 

subsidi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network owners who have established special channels for 

th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effectively guide cable TV network owners in utilizing this 

subsidy and collaborate with channel owners to provide sign language or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s. This will allow the gradual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sign language or descriptive 

video services in domestic TV programs and ensure the viewing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physically & mentally disabled people, LGBT, children & youth and multi-cultural viewers in 

the long term. 

Keywords: Television viewing behavior, satisfaction, digitalization, TV program genre 

viewing behav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