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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現在資訊發達的年代，消費者要獲取資訊相當容易，可

以從有線電視平台及 OTT 平台上觀賞影片內容，消費者在這些媒體當中，都會直

覺性的去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卻忽略了其實會對其系統上及資訊上的有一定的

要求，本研究以資訊成功模式、科技接收模式作為基礎，探討系統品質、資訊品

質之因素會影響消費者會在跨平台情境中，如何選擇及搭配。另外，將內容偏好、

人口變數納入變項，以消費者的角度來說，內容偏好會不會影響他們對於媒體的

使用意願。 

主要研究對象為全台灣在影視社群、網站內的影音使用者，並採取隨機抽樣

之模式在網路上蒐集數據，本研究經由 DeLone & McLean(1992)所提出的資訊系

統成功模式（ISSM），同時參考 Davis(1989)的科技接受模式（TAM）、Venkatesh 

et al(2003)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TAUT）、Johnson and Hignite(2000)的

理論，先以前測分析刪除不必要的題項，並用變異數分析、T檢定、拔靴法探討

人口變項、內容偏好、行為意圖之相關，同時建立結構方程模式來討論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及使用意圖之關聯性。 

本研究實證系統品質、資訊品質會對使用意圖產生部分正向效果，因此建議

線上、電視影音業者可以提升知覺有用性，進而提升忠誠度，還有內容產製層面，

可以針對不同類型之使用者，給予不同方式的觀看體驗，藉以提升使用者的行為

意圖，並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提供建議給予後續研究者使用。 

 

關鍵字：科技接受模式、資訊成功模式、使用行為意圖、內容偏好、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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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era of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It is quite easy for consumers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y can watch video content from 

cable TV platforms and OTT platforms. Consumers in these media will intuitively 

choose their favorite content. However, it neglects the fact that it will have certain 

requirements on its system and information. This study uses the ISSM and TAM as the 

basis to discuss the factors of system quality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that will affect 

consumers in cross-media situations. How to choose and match? In addition, content 

preferences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re included as variables. From a consumer's 

perspective, will content preferences affect their willingness to use the media?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is the audio and video users in Taiwan's video 

community and website, and adopts a random sampling model to collect data on the 

Internet. In this study,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 (ISSM) proposed by 

DeLone & McLean (1992), At the same time,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Davis (1989)'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Venkatesh et al (2003) integrated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 First test and analyze to delete 

unnecessary items, We also use variance analysis, T test, and booting method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variables, content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t the same time, we establish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quality, information quality,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intent to use gender.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ystem quality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will have a 

partial positive effect on usage intention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online and 

TV audio and video companies can enhance the usefulness of perception and thereby 

increase loyalty. There is also a content production level that can target different types 

of users. To give 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experie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user's 

behavior intentions, an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ers to use. 

 

Keyword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 

behavioral intention, content genre preferences, trans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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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在現今，新媒體的崛起，讓媒體的產業變化很快，更讓整個媒體營運模式有

變化，OTT(over-the-top)影音平台的發展擴大，也掀起了一場新媒體大戰，有

許多人從傳統電視轉為 OTT 的平台來觀賞影音，讓有線電視業者失去許多用戶，

新模式的媒體變化直接影響到觀看行為，這樣跨媒體收視行為也越來越普及。而

這樣的退訂有線電視的情形稱之為剪線潮，傳統電視台真的會因此失去所有觀眾？

又或是 OTT 影音平台能夠這樣一帆風順持續成長？目前國內民眾觀看影音的管

道仍以傳統電視比例較高，根據 2018 年的影音廣播產業消費問卷調查顯示，透

過電視機觀看的仍以有線電視（含數位電視）為主，約佔 59.55%；其次為 MOD 用

戶，約佔 17.47%，但是近三年來，民眾透過電視觀看有線、無線電視的節目比例

持續減少，觀看 MOD 的比例逐年大幅增加，另外，已有約 9.1%的觀眾已完全不看

電視。MOD 自 2017 年年中起推動單頻單選機制，打破過去套餐式的強迫買單，

給予消費者更高的選擇權，加上與 OTT 業者合作，互補性內容增多，也改善頻道

內容多元性，使其更為豐富(台經院，2019)。現在的媒體市場如此競爭，媒體業

者也相應做出許多改變，進而改變消費者的收視行為。 

 

行動裝置的普及更是加速改變整個媒體生態，不僅僅是轉移了原本的收視媒

介，閱聽人的習慣也改變成跨媒體、跨平台，產生更即時、更多元化的收視行為，

使得媒體生態的複雜程度更難以捉摸，消費者要在廣大的資訊海上尋找自己想要

的內容，而業者們也嘗試利用大數據來抓取閱聽人的口味。也根據網路 4G 的發

展，下載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台灣有 75%的民眾會透過多螢幕的方式接收不同訊

息，結合手機、平板、電腦、電視等不同的載具，同時瀏覽螢幕上的資訊(PIΧNET 

網路關鍵報告，2014)，在資策會的「服務創新體驗設計系統研究與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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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顯示，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上，12歲以上的使用者已超過六成，普及率也

從本來的 51.4% 成長到 58.7%，而其他智慧型產品的使用也同樣提升。可以確定

的是，現在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大多為年輕族群，但是中高年族群的使用率也越

來越高，根據不同使用者的習性，也衍伸出不一樣的行為模式，如在家中就傾向

於桌機、電視結合手機、平板的組合，若在戶外就偏好攜帶方便的手機與平板的

組合，多螢幕的使用方式使得業主必須結合媒體內容，甚至是跨平台的結合如商

務、社群、新聞等，跨載具的合作成為主流。 

 

網路設備的完善，行動裝置的便利與普及與資訊服務的內容整合下，跨媒體

的使用環境讓閱聽人的收視行為更為複雜化，也很自由地在各個載具當中跳來跳

去，但傳統媒體業者也必須跟進，因為不跟進的話，就會被世代淘汰掉，所以業

者也相繼的開始使用新媒體來推廣自己的頻道，利用 YouTube、Facebook 等等管

道來分享內容，讓資訊可以在網路世界更加曝光，並產生流量，以便提升轉換及

效益。故在人們的生活當中，媒體已經是不可或缺的資訊來源了，要如何去使用

這些資訊，抑或是要了解大家如何使用資訊，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第二節、研究動機及目的 

現今，已有太多管道可以收看影音訊息，不管是從電視、OTT 平台、IPTV，

隨著 4G 網路及行動裝置的普及，消費者更能隨時隨地觀看影片，但是也因為如

此，消費者的收視行為更為廣闊，各種的頻道和管道瓜分了收視率，也讓電視台

的收視逐漸低落。根據《2019 媒體白皮書》數據顯示，近五年觀看民眾樣貌 55

歲以上佔比增加一成以上，顯示出傳統電視的收視族群朝向高齡化發展，年輕觀

眾更重視內容選擇的自主性。根據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於 2018 年委託

進行的影視廣播產業消費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所有年齡層透過網路免費觀看影音

內容的比例都相當高，顯示跨螢、轉向網路的觀看行為不只是年輕族群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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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族群也會透過網路觀看感興趣的內容。根據 2018 年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

調查報告，消費者觀看電視節目的管道區分為三種，只看傳統電視、只看網路以

及兩者皆看，從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只有觀看傳統電視的民眾佔 36.39%，兩者皆

看佔28.9%，只看網路者僅1.32%，透過傳統電視在收看節目的民眾還是佔大多數。 

可見現在台灣民眾觀看影音的管道多變，觀看有線電視族群逐漸高齡化，年

輕族群更會去自行選擇內容，現在觀眾擁有收視自主權，收視型態跟以往不同，

更能從原本單一的電視族群轉變為電視與行動裝置互相交錯使用，跨平台並且多

屏的使用方式讓用戶的收視行為更為多元化。本研究將會研討跨媒體收視行為並

以傳統電視平台及 OTT 平台兩者為例，閱聽人的選擇相較於以前只有單一平台可

以選擇，但在現今跨媒體情境當中，閱聽人同時擁有 OTT 平台以及電視平台，閱

聽人選擇的情形？或是以內容偏好去做決定？ 

 

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探討跨媒體情境下，閱聽人選擇、搭配使用媒介之情況? 

2. 探討閱聽人在跨媒體情境下，OTT 及電視平台的內容偏好對閱聽人的使用行

為意圖是否有影響? 

3. 探討系統品質、資訊品質等當作 TAM 模型的外生變數，是否會影響閱聽人的

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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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問題定義 

新媒體的出現讓很多觀眾的收視行為跟過往相去甚遠了，以前為了看自己心

愛的八點黨，守在電視前等著七點的新聞結束，就為了能夠再延續昨天的精彩劇

情，而現在，每人都看 YouTube、愛奇藝、Netflix，像看的時候就看，喜歡看什

麼就看什麼，但 新上檔的美劇韓劇還是沒辦法再串流軟體上觀賞，可是當影音

平台已經成為大部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各個影音平台各求特色，提供

更好的服務外，也紛紛推出獨家內容以爭取用戶的眼球。 

根據創市際雙週刊第一五六期，線上影音網站使用率已達 93.8%，普及率相

當高，其中 常用來觀看的設備為智慧型手機（75.7%），其次為桌上型/筆記型

電腦（68.6%），而電視（Smart TV/智慧電視盒）（21.7%）也是有兩成的使用率。

也就是說，現今，人們使用電視收看影片頻率逐漸降低，大多都轉向到串流媒體

平台，那為什麼閱聽人會這樣去選擇平台呢？是因為平台的推薦影片有打入人們

心中嗎？還是平台的介面設計、使用方式讓人舒服愉快呢？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探

討的方向。而在本研究當中，認為「內容」的選擇是很重要因素，因為內容是很

直觀可以影響閱聽人、觀眾的體驗，每個人喜愛的內容各有所好。在創市際雙週

刊第一五六期統整出 1512 位受訪者的喜好，以「戲劇/連續劇 /偶像劇/影集」

(48.5%) 受歡迎，排名第二的是「電影/微電影/影評/電影電視預告」(43.1%)，

另外如「美食/休閒旅遊」(33.7%)、「音樂/ MV」(33.6%)類別也有超過三成的佔

比。以及資策會 2019 影音直播年度使用行為分析當中，比較 2018 與 2019 年有

使用網路平台觀看影片的網友 常透過網路線上收看哪 種影視類型，看出「戲

劇/連續劇/偶像劇」在兩個年度都是 主要選項，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新

聞政治/時事/公共議題」大幅成長，而「音樂/ MV」則呈現衰退。這兩篇研究皆

指出，戲劇、連續劇、影集往往都是 受歡迎的種類，故本研究將以內容偏好加

入模型當中作為變數參考，觀察性別對於內容偏好之變異數分析、內容偏好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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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意圖的迴歸相關性、內容偏好作為中介變數，會不會對性別與行為意圖產生

中介影響， 終結果將以結論部分敘述出來。 

 再來平台的資訊還有平台本身的系統其實也很重要，很多人也是會以這些面

向來選擇平台，根據創市際雙週刊第一五六期，觀眾選擇影音平台服務的考量，

主要基於「免費使用/免付費節目多」(47.2%) 與「可隨時隨地觀看」 (38.7%)，

但是從另外願意付費使用 (63.1%) 線上影音服務的受訪者來說，付費使用主因

在可以「不受廣告打擾」 (32.1%)、其他則包含「可以更快看到新的節目」(23.7%)、

「有獨家內容、幕後花絮、番外篇」(20.8%)、 「畫質升級」(20.6%)、有「折價

券/累計點數等優惠」(20.4%) 等。也就是說，平台的資訊，例如：畫質升級、可

以更快看到新的節目、不受廣告打擾等，皆為觀眾注重之因素。而在資策會 2019

影音直播年度使用行為分析中，大多數使用者會付費使用影音串流平台的原因，

第一名為「使用方便」；第二為「高畫質」；再來是「正版收看」，使用方便為

平台之系統表現，可以看出多數人也是注重平台之系統表現。因此可以根據

DeLone & McLean(1992)所提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SSM），來判斷一個影音

平台的系統成不成功？ 

第四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節之調查研究，針對問卷施測時具有觀看過線上影音平台及電視影音平台

之跨媒體收視行為者為本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 

(一) 資訊系統之品質：DeLone and McLean(1992)所提及的資訊系統成功模

式（ISSM）中，提出了「系統品質」、「資訊品質」兩個構面，可以在電子商務

的領域利用各個概念去衡量資訊系統的成功性及有效性，本研究以跨媒體收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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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出合適的概念，著重在系統品質的易用性、反應時間、資料庫內容、觀看品

質、介面設計這五項概念指標上；以及資訊品質的多元性、即時性、內容、格式、

易理解性五個概念指標。並以五度量表之得分來評斷受測者對於資訊系統之品質

的重視程度。 

 

（二）知覺概念：Davis 等人(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提出了「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兩個構面，

以便於解釋使用者願意使用特定科技之行為及意圖，測量受測者經由資訊系統之

品質有無產生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並以五度量表之得分來評斷受測者對於

知覺概念的同意程度。 

 

（三）內容偏好：除了資訊系統本身，另外添加了一個變項，「內容」已成

為現今跨媒體收視行為之不可或缺的因素，故提出「戲劇/影集/連續劇」、「綜

藝節目/真人秀」、「電影/紀錄片」、「新聞/談話性節目」、「動畫/動漫/卡

通」、「娛樂/偶像/八卦」、「體育賽事轉播」、「知識/學習/資訊」、「生活

/輕鬆/小品」等九種不同內容偏好，並以五度量表之得分來評斷受測者對於內容

偏好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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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台灣電視平台及 OTT 網路影視平台 

新舊媒體該如何去分類，根據 Schweitzer（1991）的分類，資訊媒體裡的電

腦、視訊、互動電視、衛星系統、videotext、印刷媒體是新媒體，而電影、電

視、廣播等都是舊媒體。李鍾隽（2010）認為所謂新媒體，是相較出來的，廣播

對於報紙是新媒體，電視對於廣播是新媒體，數字時代來臨，手機、網路、PDA

被稱為當代的新平台，具有互動性、即時性跟不限地區干擾特點的新型態媒體。

而本研究將著重在電視與 OTT 網路影視平台之間的跨媒體行為做研究。 

一、電視平台產業發展及性質： 

1. 電視定義與性質 

台灣的電視產業是由 1962 台視開始成立的，而後經歷一連串的科技改革與有

線電視合法化事件後，才形成現今電視產業的蓬勃發展。中華民國廣播電視法第

一章第二條將電視廣泛定為「稱電視者，是指以無線電或有有線電傳播聲音、影

像，藉供公眾直接收視及收聽。」另外以電視形式收看之類型還有 IPTV、衛星電

視，例如台灣的部分第四台、中華電信 MOD 等。 

以下是根據台灣有線電視市場競爭分析之研究(李怡曄, 張靜怡, & 林美蓮，

2011)，作出以下四項電視分類： 

（1） 無線電視 

泛指傳統一般電視，又稱類比電視（Analog TV），採取的性質是連續性畫

面，而數位電視是將信號數位化處理過後，再將其數據資料變換再傳送到家中。

但是台灣在民國 105 年開始實行全國電視數位化，將類比訊號慢慢減少，民眾必

須安裝數位機上盒，才能繼續觀看有線電視。目前全世界統一的壓縮標準是

MPEG-2，來傳遞 1080 條水平掃描線，但是必須要在 6ＭHZ 頻寬的頻道中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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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高於以前傳統電視的 480 條的畫面，會更加細膩鮮豔，同時也附贈杜比

AC3 的高級聲音饗宴，讓觀感體驗更上一層樓。 

（2） 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之定義為「以鋪設線纜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收視、收

聽」之媒體載具，而在《Cable Communication》中有論述，將有線電視之定義

為「本質上是一種藉由同軸電纜將電視、廣播與數據信號，從播放節目的中心站

（頭端）送到訂戶家中」的媒體。這種系統性媒體，是由纜線（coaxial cable）

以及光纖（optical fiber）的路徑，把聲音、訊號、資訊經由線纜端傳送至消

費者的終端上，也是現在大眾 廣為人知的收視管道。 

（3） 寬頻網路 

寬頻網路大多是透過非對稱數位用戶線路（ADSL）或是電信傳送數位訊號到

消費者的住所中，客戶必須裝置機上盒接收器才能收看，也就是終端機。而中華

電信的 MOD（Multimedia on Demand）產品 廣為人知，以多媒體內容的雙向寬

頻媒體服務為主軸，將電視頻道、電影、音樂、購買商店的等多媒體服務集結在

機上盒上，將頻道自主權轉交給用戶本身，並以不同方案或是自選頻道來收費，

這樣中華電信 MOD 其中的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功能可以讓用戶根

據自己喜好選擇節目，還可以單次購買電影或是連續劇，可以一看再看。充分利

用雙向寬頻的特點，推出更多互動模式，如線上購物、兒少健康、股市理財等，

讓電視產生與過往不同的改變，更貼近與人之間的互動感，讓生活更便利。 

（4） 衛星電視 

經由節目提供者使用上鏈衛星天線傳輸節目內容，再將訊號經由人造衛星輸

出至用戶的衛星天線中，並透過衛星電視，可以大範圍地接收衛星節目，可以因

應各個國家的衛星電視，一般用戶同通常是接收免費頻道，在家的屋頂上安裝兩、

三支天線，可以收訊到十幾台節目。而台灣使用衛星電視的人不多，因為台灣是

海島型國家，地小人稠，有線電視較容易發展，而且台灣的衛星電視裝機費大約

為一萬多新台幣，再加上每月五百至六百的收視費，價格較高，所以台灣用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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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的通常在偏遠山區，無線電視訊號無法到達的地方，使得衛星電視在台灣較為

弱勢。下列表是數位電視採用規格與收視方式之比較： 

 

表 2-1 數位電視採用規格與收視方式之比較 

電視種類 數位無線 數位有線 DSL 衛星電視 

採用規格 DVB-T 標準 DVB-C 標準 ADSL DVB-S 標準 

收視方式 加裝 UHF 天

線，使用數位

電視機或是加

裝無線數位機

上盒。 

 

用戶為原有線

電視收視戶，

需加裝數位機 

上盒，即可收

看。 

 

利用 ADSL 寬

頻網路及一般

電話線路傳 

輸，用戶需在

電腦或電視上

加裝機上盒。 

透過數位衛星

傳送，用戶須

加裝碟形天

線。 

 

資料來源：台灣有線電視市場競爭分析之研究（李怡曄等人，2011） 

 

而有線、無線電視之差別，在於無線電視是經由 UHF 天線接收訊號或是 VHF

天線接收，俗稱大耳朵及小耳朵，並可以直接收看的衛星節目也算是無線節目，

無線電視之特色是不用另外收費，主要運作模式是廣告收益，同時無線電視的涵

蓋範圍較廣，幾乎全台灣都可以接收，節目設計方面，無線電視也傾向於大眾，

較少為特定族群特別設計節目。而有線電視是需要付費才能使用的媒體，利用電

纜線來傳輸資料、影像，而收益來自於用戶的機上盒費用及月費，其特色為地方

特點鮮明，不講求收視範圍大小，以多頻道的方式經營做法來滿足客戶的多樣化

需求（劉幼俐，1994）。 

 

2. 電視的發展 

Noam(2008)把電視之分為三階段發展，首要階段為受限的電視(limited TV)

時期，是電視歷史發展之初期階段，大部分掌控在政治家手中，雖然節目較少，

但是影響力極大；再來是多頻道電視(multichannel TV)時期，這個時候，多元

內容逐漸興起，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家庭影片、數位電視和 DVD 出現，內容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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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轉變為多元化，讓閱聽人有自主權可以去選擇節目內容；第三階段為個人電視

(individual TV)時期，閱聽人透過寬頻傳輸技術，隨時隨地都可以透過網路電

視來獲得更多的內容，吸收內容的管道更加快速多元。現今的電視發展已有第三

階段，收視平台從電視轉移至電腦或是其他移動平台。 

在美國首要出現有線電視，1940 年後期無線電視慢慢出現在美國各個區域，

但是在偏遠地區的民眾因為地形關係，導致收訊不是很好，1949 年，賓州有一位

收音機商人，測試在屋頂設置天線，想要攔截無線電視訊號，再利用纜線將訊號

傳送到其他人家中，結果效果非常好。這種屬於被動式的傳送方法，也是產生一

種新的經營模式，而且經營此業務的人自己並不需要製作節目，而無線電視也因

為有線電視的加入，讓無線電視的涵蓋範圍增加，使得電視台的觀眾越來越多，

市場基礎與支持度也相繼增加（謝穎青＆劉志祥，1999）。 

在台灣早期電視產業民間經營是不合法的，因此業者都是屬於地下經營，電

視產業後期才逐漸開放，民國五十一年，台視（TTV）作為先例成為台灣第一間

電視公司，之後華視（CTS）、中視（CTV）相繼成立，俗稱「老三台」。再來是

民國六十五年，俗稱「第四臺」在基隆逐漸成名，可是當時是違法業者，但是取

締的效果不好。民國七十二年行政院成立了「建立有線電視系統工作小組」，將

各個國家的電視政策參考過後，進而積極投入規劃，並在民國八十三年開始，有

線電視業者可以申請有期限的合法執照，並於該年再申請正式執照，使得原六百

二十多家非法業者淘汰成兩百六十家，也因為淘汰了三分之二的業者，剩下的必

須要進行整合，使其能通過申請繼續營運(林信峰，1999)。 

剩下來的業者，整合成集團形式來主導市場，依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

線廣播訂戶數報告指出，2019 年九月中，市場上有 64家系統業者當中，僅有 25

家獨立系統，其餘 39 家均為五大集團，分別為中嘉 12 家、凱擘 12 家、台灣固

網 5家、台灣寬頻 4家、台灣數位光訊 6家，由此可見，台灣有線電視產業已經

走向集團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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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視的營運模式 

以多媒體方向作為發展的兩大 Cable MSO 集團，是東森及和信集團為首，以

長期將電纜的架設做為集團首要，為了將整個傳輸系統更為完整，台灣在 1999

年「有線廣播電信法」，有線電視業者允許擁有跨產業經營電信業的權利，系統

業者也逐漸將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數位化，轉向至網路事業發展，有

線電視跨電信業有兩種服務，第一是網路出租給電信業者，網路使用費為主要收

入來源，第二是有線電話服務（cable phone service），而現在五大 MOS 為凱

擘、中嘉、台灣寬頻、台灣固網、台灣數位光訊。整個台灣有線電視產業有三個

區塊：上游、中游、下游，上游為節目供應商，而中游為 MOS，下游是 SO，頻道

供應商又可以分為「頻道供應商」、「節目供應商」、「頻道代理商」，也有業

者同時經營這三項業務，以下為電視上下游經營模式之比較： 

表 2-2 電視上下游經營模式之比較 

 上游頻道業者 中游<MOS> 

多系統經營者 

下游<SO> 

系統台 

經營業

者 

頻道供應商 

節目供應商 

頻道代理商 

中嘉 

凱擘 

台灣固網 

台灣寬頻 

台灣數位光訊 

台灣全省 64家系統台 

大部分為五大 MOS 

獨立業者 25台 

收入來

源 

節目授權、代理費

用 

網路費用、收視費、

頻道上架 

裝機費、網路費、用

戶頻道費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 

 

根據 NCC 委員會議在 2019 年六月通過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修正草

案，系統業者在未來至少要移出兩組基本方案頻道，以及基本方案頻道以外的「單

頻單買」、「頻道套餐」可消費者選擇，第一組為基本方案頻道為無線電視的六

個頻道、原視、客視，還有另外的公用、地方、頻道總表及兩個國會頻道共 13個

頻道，收視上限為 200 塊，還有第二組基本方案頻道為前一年訂戶數 高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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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組合，收費上限為 600 塊。實施超過 25 年的有線電視「吃到飽」方案，開

始大變革，未來各家庭用戶可只選擇俗稱清冰包的 200 元以下基本頻道，要不要

加「配料」的單頻單買跟頻道套餐就由民眾自己選擇，但是也可以維持 100 多台

的大碗公頻道，也因此現今有線電視業者及電信業者會依照消費者的收視習慣不

同，收取不同的費用，也可以看出現在的用戶頻道自主權越來越強烈。 

 

二、OTT 網路影視平台產業發展及性質： 

1. OTT 影視平台的定義與性質 

（1）OTT 影視平台 

OTT 服務是「Over the top」的縮寫，意指籃球運動的「過頂傳球」，意思就

是電信網路上互相傳輸的內容或是影音，不需要另外的網路營運商， 初的服務

是影音的分發，後來才慢慢逐漸改變，網路服務為基礎，讓內容跟服務更加多元，

例如：Skype、LINE、Google voice。 

另一個說法是，引用自「目視飛航規則」(Visual Flight Rules, VFR)的專門

術語「VFR over-the-top」，指飛行員飛行在雲端之上，一望無際，沒有任何視

覺障礙的目視駕駛飛行。在數位匯流下，OTT 為寬頻網路上的創新應用服務，創

意無限及發展廣闊。其運用於電商及相關金流服務者（如第三方支付或行動支付

等）稱為 OTT-Commerce；而運用於語音服務者（如 Skype 等）稱之為 OTT-A；運

用於放置影視內容平台者則稱為 OTT-V（劉柏立，2017）。 

OTT 影視平台又被稱為 OTT TV，是由網際網路將數位影音內容上傳至 終端

的服務，這種服務可以跨越地域、載具的限制和時間。歐盟「歐洲電子通訊監管

機構」（BEREC）於 2016 年發布《OTT 服務報告》（Report on OTT Services），

定義廣義 OTT 服務為「藉由網際網路向終端使用者提供的內容、服務或應用」

（content, a service or an application that is provided to the end user 

over the public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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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影視平台利用串流技術，提供影音服務，建立在開放式的網際網路上，具

有跨越國與國之間輸出的性質，亦被稱為影音串流服務、線上影音平台、、

Internet TV(楊雅婷, 2018)。上述所說都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 2014

年所提出的 OTT 概念一致，該報告認為，OTT 服務為「經由高速寬頻網路連結網

際網路，來提供多元化的內容、應用、服務和通訊連結等」（high-speed broadband 

networks provid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therefore to an 

extraordinary wealth of content, applications, services, and 

communications links）。綜合以上所述，廣義的 OTT 定義下，所有用於網際網

路所產出的應用及內容，皆可視為 OTT 的服務範圍。此篇所提及的 OTT 為狹義的

概念，只包括透過網際網路來傳遞影音內容給終端使用者。 

 

（2）OTT 影視平台跟 IPTV 之比較 

 而現在大家越來越少觀看有線電視，而慢慢被 IPTV 盒子跟 OTT 盒子取代，

但是我們要如何知道IPTV與OTT的實質差別呢？IPTV（Internet Protocol TV），

是由寬頻「網際基礎建設」和「網際網路協定」為用戶提供的電視內容服務（工

業技術研究院，2006）。這兩項產品很相似，IPTV 電視直播及 OTT 點播，IPTV

系統跟有線電視比較類似，是屬於電信業者使用專門的寬頻網路，因此看直播的

品質會比網際網路來得穩定，而且清晰度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產業盈利來源的不同，營業商對於 IPTV 保持著有「可

選擇」的看法，在電信方面來看，IPTV 被認為是寬頻增值服務，強調的是 IP乘

載服務，是電信業者利用電視節目及終端機來擴展寬頻用戶的方式，但是在廣播

業者面前，認為電視才是主要的媒介，IPTV 只是一種傳輸內容之方法，使得兩者

邊界區分較模糊。不論 IPTV 的定義如何，科技匯流的趨勢，讓寬頻網路、多媒

體產業以及電信產業逐漸整合為語音、數位、視訊三項合一（triple play），

區分的界線逐漸合併成一個個體，經由世代演變，服務的變化也快速增長，經營

者也相繼進步很快，IPTV 即是這整體趨勢的世代產物(莊春發 & 柯舜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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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TV 在使用上就讓用戶較為習慣，主要是以電視為終端接受器，並使用遙

控器操作，使得一般用戶因為安心感，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多媒體生活，IPTV 也

在 2007 年德國漢諾威電腦展成為一大看點（林育立，2007）。然而，在本質上

就有所不同，IPTV 在是在閉鎖式的企業網路（Intranet）中進行傳輸，使用者須

將接收載具連接機上盒，再將機上盒連接電視才得以觀看內容(Roberts & 

Muscarella, 2015)。而 OTT 影音平台就是由超文本傳輸通訊協定（HTTP）藉由大

眾網路來傳輸，各個行動裝置、手機、電腦、機上盒都可以連接。 

 

表 2-3 OTT 及 IPTV 之比較圖表 

 IPTV OTT 影音平台 

內容傳遞 專用託管網路，屬於封閉式網路

架構 

開放網路，屬於開放式

網路架構 

傳輸網路 地方電信-專屬網路 公共寬頻網路 

傳輸通訊協定 TS(Transport Stream)、RTP 

(Real time protocol)  

HTTP、TCP 

影片編碼技術 H.264 編碼技術 支援多重編碼技術 

終端 STB+普通家庭電視 OTT 機上盒＋顯示屏 

內容來源 當地多頻道影音節目遞送商

（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ming Distributor） 

影音創作工作室、頻道

商、第三方服務組織等 

內容種類 主要提供直播電視頻道，影音服

務內容類似傳統有線電視，但是

也有付費隨選功能 

提供多元化的免費或是

訂閱式隨選頻道、直播

頻道 

功能 直播回看、時移（快進、快退、

暫停） 

點播直播頻道、購物、

教育、音樂、遊戲 

資料來源：數位經濟下我國影音 OTT 收視衡量機制於商業運作模式之初探（台經院，2019）及

本研究資料整合 

 

從電視頻道業來看，年輕消費者族群轉換觀看管道至網路平台，而目前實際

使用電視觀看的族群為年長者居多，在此之下，現有的電視節目收視率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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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傳統電視台的收視率變現為廣告收入的獲利模式已經沒辦法提供頻道足夠

的營運資金(台經院，2019)。根據國家通訊委員會（NCC）資料顯示，截至 2019

第二季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為 501.47 萬，較上季衰退 0.55%，而有線電視數位機

上盒訂戶數為501.43萬戶，跟上季比較減少0.55%，有線電視付費頻道回升0.91%；

至於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 IPTV 訂戶數在 2019 第二季達 208.19 萬戶，較上季成

長 1.59%，是 2018 第一季以來 IPTV 訂戶數連續六季持續增加。由此可知，現在

傳統有線電視的訂戶數逐漸減少，但是 OTT 及 IPTV 網路電視訂戶數持續增長，

是因為現在社會大眾的收視行為朝向分眾化、個人化的方式發展，在節目偏好類

型及收看媒介也會較過去為分散多元。 

 

2. 台灣 OTT 的發展 

當時 2001 年間，和信電訊就在規劃透過 GRPS 網路架設 PDA 上網平台，跟許

多內容業者合作，但是因為當時的 PDA 硬體無法處理網頁中混合 Flash、Java 等

多種程式語言的網頁環境， 終和信電訊還是以失敗收場；2003 年，亞太行動寬

頻則引進了韓國的 SKVM 數位服務平台技術轉移， 後還是失敗(葉志良、何明

軒，2016)。從這樣了案例可以得出，第一是市場未能提供消費者一個友善的網

路環境，造成體驗不佳，第二是硬體技術跟商業模式不夠完整，還在推廣階段，

市場接受度不算高，才會發展緩慢，2014 年，4G 崛起，才讓行動網路普及化，

OTT 市場才開始有起色。 

 

2016 年，全世界 大的 OTT 業者 Netflix 進軍台灣，同年三月底，大陸 OTT

龍頭愛奇藝也悄悄地上架台灣，興起台灣整個 OTT 市場，2016 年也被稱為台灣

OTT 元年。緊接著同年，中華電信和福斯結盟，在 2017 年推出了 FOX+影音平台，

也和 Netflix 簽約，於 2019 年二月提供 IPTV（網路協定電視）訂戶超高畫質影

音內容，而台灣其他本土 OTT 平台，如 CatchPlay 就主打好萊塢及亞洲電影的隨

選服務(PwC,2109)。而台灣起步較為緩慢，在 2016 年全球產業規模已達 35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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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美國發展程度較好，產值 95 億美元為龍頭，其次是表現第二名為中國

大陸 35 億美元收益。綜觀美、中 2017~2022 年之營收預估，美國由 216 億美元

成長至 331 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則由 47億美元成長至 122 億美元，名

列第二，其次為為日、英、德等(曾筱媛, 2018)。 

 

 

就現在情勢，全世界 OTT 產業朝向三個面向發展，第一為歐洲地區的有線電

視兼顧 OTT 服務的 HBBTV 模式（Hybrid Broadcast/Broadband TV），與 DVB 混

合功能的內容平台模式， HBBTV 除了有 基礎的廣播之外，還有 VOD、時移電

視、互動廣告、線上購物等等。第二個以網際網路架構為基礎的美國開放式 OTT

模式，也就是現在當紅的 Netflix、Google TV、Hulu，利用互聯網將家裡的電子

設備相互連接，電信營運商、內容產製商、硬體設備商都會在這個互聯網找到自

身的價值所在，OTT 設備終端已向手機、平板、行動裝置和網路電視靠攏。第三

種為中國強調的可以監控內容的可管控模式（互聯網週刊,2012），也因為中國的

產業發展政府覺得需要管控，所以才走向這種模式。 

 

 

3. OTT 影視平台的營運模式 

OTT 影視平台可以區分為：社交影音平台（UGC 平台）、版權影音平台、影音

直播平台，這三類影音平台的特色、付費方式、提供內容、收入來源可以經由表

1來比較，可以從中看見，因為社交影音平台及影音直播平台使用者大多數不需

要支付費用，所以皆以廣告收入為主，但是都擁有一部分的原創內容，可以依據

自己的喜好選擇內容；而版權影音平台的收入來自於版權授權費用，也者向使用

者收取每個月的訂閱費用或是單次串流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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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不同類型影音平台之比較 

 社交影音平台 版權影音平台 影音直播平台 

特色 分享影片、建立互動 專業影視製作 零時差之影視體驗 

付費 使用者大多不需付費 免費及付費並存 使用者大多不需付費 

內容 擁有大量原創內容 原創及其他版權內容 直播主的原創內容 

收入 以廣告收入為主 訂閱費用、廣告收入 以廣告收入為主 

範例 Facebook、IGTV、

YouTube 

Netflix、愛奇藝 17 直播、UP直播 

資料來源：OTT 影音平台的使用者研究（楊雅婷，2018） 

 

根據不同型態的影視平台的經營模式，相對的付費方式也有各種模式，葉志

良、何明軒（2016）分析國際業者發展趨勢，將 OTT 業者經營模式區分為付費、

免費、混合等三種收費方式。免費模式經由免付費的方式吸引陌生客群，使得消

費者的流量引起廣告商的投放，而在沒有廣告贊助的前提下，這就需要使用者來

付費支撐龐大的版權內容費用，但是也有免費跟付費混合的 OTT 平台，可以將兩

種不同的客群做整合。 

（1）付費模式 

 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單片單付」，可以分為租借跟購買，採取 

TVOD(Transactional VOD)訂閱單片內容的收費方式，「租借」是指使用者支付

較少的費用，即可觀看內容，但是有觀看時間限制，「購買」則是可以永久持有，

不受觀看限制，Google Play 或是 iTunes 租片就算是這種例子(林明洋, 2019)。

第二種為「訂閱」，採取 SVOD (Subscription VOD)單一費率在期限內可以觀看

付費內容，通常採取收費這期間是以月或季或年的方案，也者也會推出不同收費

的方案，就像是 Netflix，有家庭帳號、基本、標準和高級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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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費模式 

 目前，免費模式的盈利是來自廣告營收，也就是所謂的 AVOD(Advertising 

VOD)，影音平台供應免費觀看的內容，但是也會參雜一些廣告進去，現今已發展

出許多廣告投放模式，根據成本、喜好程度、品牌好感度等等考量因素，讓廣告

主可以調整廣告長度或是採取可略過式，藉此招攬廣告主，以避免遭到消費者的

反感，其中 YouTube、LINE TV 皆例，另外一種方式，是反向操作主打「有趣廣

告」的影視平台，新穎的廣告吸引用戶觀看，進而提升流量，如愛奇藝。 

（3）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就是付費模式跟免費模式整合在一起，結合收費及廣告營收或是其

他營收模式在市場競爭，目的就是要擴展不同需求的客群，例如：Hulu 在美國各

地的因地制宜跟美國 大的衛星電視 DirecTV，後者的 OTT 平台以電視及電影為

主，提供訂戶免費 OTT，但是非訂戶也可以單片單付觀看。 

 

第二節、跨媒體時代 

一、跨媒體現況 

媒介進步的速度超出我們的想像，使得閱聽人取得內容及資訊的設備相繼完

善，多樣化的設備可以相連、互相輔助，讓媒介的發展更加完善。而在行動裝置

的普及之下，網路的發展更加快速，讓資訊的傳輸與連結，使得訊息的錯誤可以

迅速地被更正。行動裝置的功能更能搭配生活上不同的載具，電視、平板、桌上

電腦等等，相同的訊息在不同媒體平台之間可以交叉傳播及整合，或是媒體之間

的合作、共生、互動及協調，讓功能更全面化、人性化，更能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王麗雪,2012)。跨媒體傳播是媒體市場發展的結果，讓新媒體走向一個嶄新的概

念，使用數字概念、網路技術、區域網路、衛星、互聯網等方式傳輸至電腦、手

機、數位電腦、計算機等終端，走向向用戶提供數位化資訊及娛樂服務的傳播型

態(王會林、高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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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magic, Using logic》(2012)中，Ogilvy Entertainment 經理人

Doug Scott 說過：「大部分的人說電視是第一平台，手機只是第二平台，但是我

認為，手機才是第一，因為主權在於我手上。」網路電視突破界線，創造出新的

模式，就是傳統電視的固定時段播放規則，開始出現了「碎片化時間」、「消費

者主導」的現況，導致現在廣告公司的砸大錢買廣告、做強迫推銷、置入性廣告

不在像以前這麼有用，因為根本沒有人要看，或是沒時間看，現在行銷活動開始

轉型，開始跟消費者「當朋友」，主動跟消費者分享內容、告訴新資訊給消費者。

《Making magic, Using logic》還提到，要跟消費者分享內容，就要故事夠吸引

人，才能留住消費者，顯現出產品的優勢與強項，而此方式稱為跨媒體敘事

（Transmedia Storytelling），也稱為超媒體敘事，以多種複合性媒體來論述

故事，每一種方式皆會有其獨到之特色，呈現出系統化的故事情節模式，提供觀

眾不同的體驗。 

不同於跨媒體敘事，還有多媒體（Multimedia）、跨平台（Crossmedia）更

像是將小說、漫畫編成電影、影集，廣播節目變成 Podcast，卡通推出周邊商品

等等，將同一信息轉換到不同平台，但是跨媒體（Transmedia）是安排很多不同

面向的切入點，將故事以不同角度敘事出來，同時發展並相互串流連接，再相互

交集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這樣互相串流內容的特點， 重要的事情不再是出現在

哪個平台，而是各個平台要用什麼方式「說故事」，說故事的訣竅在「內容的類

型」及「內容可分享性」，故事之內容是否能使其扣人心弦、激發同理性，讓觀

眾也感同身受，才能投射角色至故事情境當中，還有能夠分享給朋友、親人、同

事，產生話題性，讓被動的觀眾能夠主動參與，吸引他們到各個媒體互相傳播交

流，讓消費者習慣、愛上這個品牌，就越能讓消費者更印象深刻。 

 而跨媒體平台的優勢在於，一是信息訴求集中化，當要傳遞一項產品信息的

初期階段，需要訴求商品的可識別信息，在受眾的心中建立品牌的形象，這段時

期需要大量的信息來影響消費者，包括產品的標誌、功能、理念等等，使用多層

次的“信息戰”，在集中的時間有效地、持續地增加信息傳輸量，增強其傳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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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力。二是信息傳播多層次化，利用不同的媒體，實現在不同媒體的影響力，

發揮各個媒體不同的優勢，以不同的視點出發，對商品的特點加以訴求。三是信

息傳播強效化，透過各傳播平台各自不同優勢，去互補其缺點，使得信息傳遞之

間不只是兩者之和，而是兩者之乘積，讓信息對閱聽人的衝擊力得到大幅度增強

(王瑞雪,2012)。 

根據 2018 年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消費者觀看電視節目的管道

區分為三種，只看傳統電視、只看網路以及兩者皆看，從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只

有觀看傳統電視的民眾佔 36.39%，兩者皆看佔 28.9%，只看網路者僅 1.32%，整理

來看，透過傳統電視在收看節目的民眾還是佔大多數。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2017 年下半年度台灣的網路使用概況調查，跨屏上網逐漸成為主流，以裝置上

網率來看，近兩年的「雙屏」（44.9%）上網比例 高，以跨屏使用「桌上型電腦

或是筆記型電腦」加上「智慧型手機」（37.9%）的佔比 高，表示行動裝置跟桌

上型電腦還有相互做使用搭配。第二為「多屏上網」（28.1%），「桌機/筆電」、

「智慧型手機」跟「平板電腦」等三種不同的裝置上網。各種手機網路服務層出

不窮，行動支付也開始蓬勃發展，對於部分的族群可能也會取代其他裝置的功能，

單屏上網率也成長至 24.1%，使得各種網路裝置的截短補長情形，或是競爭激烈

情形都影響著跨平台之間的關係。 

根據 107 年度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研究指出，從市話及手機調查，閱

聽人 近一星期以內，主要透過「有線電視」(市話 59.1%、手機 53.9%)觀看數位

節目或是網路影片較高，其次為「電腦/3C 產品」(市話 31.8%、手機 41.3%)，其

中原因在研究中的質化座談會提到，多數觀眾習慣在外面用手機看節目，回家習

慣用電視收看節目，用電視收看節目的原因在於可以保護眼睛、陪伴家人、使用

舒服，但是網路調查方面結果發現， 近一星期以內透過「電腦/3C 產品」(77.4%)

與「有線電視」(73.9%)觀看電視節目或是網路節目佔比相近。台灣尼爾森媒體研

究月刊 2018 年 1＆2 月號提出，2017 年觀眾透過行動裝置收看網路影音的速度

急速上升，有 85%是透過行動裝置收看，比例超過電腦端收看的 62%；相較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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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期的觀眾多數都是使用電視端，現在行動載具已成為主流，觀看民眾不再受

時間、地點的限制，而且更個人化、差異化。 

 由此可知現在大多數閱讀人都已經在跨媒體來觀賞影音內容，更多業者迎合

觀眾的口味去改變內容，好的故事會讓觀眾銘記在心，不同媒介的不同角度會更

深一層的體悟到故事中的意涵，東方世界的三國歷史改編成三國演義，元末起義

的宋江更被寫成水滸傳，西方更以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改編眾多美麗歌劇，並永

留於事間，現今網路發達，媒體媒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模糊，但是各個媒體整合

出來的故事，彰顯了跨媒體的特性，並讓閱聽人印象深刻。 

 

二、跨媒體敘事 

「說故事」一直都是人類有史以來，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人類從草繩記事

到石版作畫，到造紙術發明，人類書寫紀錄未曾停歇，就只是想要將事物記錄下

來，告訴世人，印刷術也讓文本大量發行，流傳到世界各個角落，也成就了報社、

雜誌社、書店等平面媒體產生，而到了 1895 年，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問世，

盧米埃爾兄弟也被稱為「電影之父」。受到當時的技術限制，未能在影像當中傳

達完整的故事性，電影發展初期也只能以定鏡來拍攝，而不能以華麗浮誇的拍攝

手法，把讀者的幻想實現出來(趙建歡 & 張玉佩, 2016)。所以說故事，單方面、

單平台的敘事有限，是不能夠全面地觀看整個故事。1997 年，星際大戰(Star 

Wars)的電影製片為了擴大盈利範圍，推出了關於電影的小說、遊戲、動漫、玩具

以及相關周邊等，馬上影迷們就相繼瘋狂購買，並以不同的媒體形式對著文本改

編及再創作。Knowledge@Wharton 的訪談提到：星際大戰的例子相當成功，不同

的作品呈現星際大戰故事不同的元素，例如：可以在電影當中 Han Solo 和 Leia

公主墜入愛河，但是在書籍當中，會看到他們之後成為眷屬，並生了一對雙胞胎，

這是經過多個媒體涉略過後，對於故事的整個架構有更全面的瞭解了。 

Jenkins(2010)定義跨媒體敘事，是使用多種媒體的方式來說一個故事，而

每一種方式都有其特別貢獻，並吸引受眾透過多媒體平台積極參與到故事情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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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接收、改編的敘事策略。跨媒體代表一個過程，小說的各個部分被系統性

的分散到每一個不同的平台，創造出一種緊密且互補的娛樂體驗，充分展現出自

身優勢及媒體特性。Pratten(2011)更是提及跨媒體敘事的傳統定義跟其他定義，

廣為人知的定義就是在眾多的平台敘事，並讓觀眾參與於其中，並提高其娛樂

性，但就是著重在於跨媒體敘事的方式。相反的，為何不著重在「消費者」身上，

這樣的創作概念更貼近觀眾，也就是 Robert Pratten(2011)提到的第二概念，

這種設計理念是要著重在觀眾的情感，沈浸於敘事當中。 

跨媒體敘事經由故事在不同媒體的轉換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閱聽人面前，

讓平面讀者、影視讀者、遊戲讀者等多媒體讀者產生不同的體驗，也就會有不同

的認同感。人們對於媒體的認同感，在於文本的熱愛，以及媒體裡面的角色投射，

是因為角色喚起對於自身經驗的想像，並喜歡上媒體的角色(趙建歡 & 張玉佩, 

2016)。認知是很主觀的選擇，經由個人的經歷、信念、情緒、期望所影響，Hawkins 

& Coney(2003) 曾經提出，從消費者行為中認知過程有四項步驟，第一，選擇性

暴露（Selective Exposure），信息暴露在消費者不代表消費者會全然接受，他

們會依照自己有興趣的接收，不重要的資訊不會多加注意；第二，選擇性注意

（Selective Attention），指的是消費者會在不經意間，接收到不同的信息或

是資訊，有可能是一個可愛的圖像，或是一串動人的文字，而當消費者集中注意

力在這項刺激時，就會忽略掉其他刺激；第三，選擇性扭曲（Selective 

Distortion），表示消費者會依照自己的經歷、想法、動機來解釋資訊，產生了

先入為主的觀念，也是對於初始產品面對消費者 重要的第一印象；第四，選擇

性記憶（Selective Retention），資訊在被解讀之後，存留在消費者的記憶當

中，是否有符合消費者預期心理和態度，才能獲得認同感。 

而記憶是認知的重要元素之一，其中可以區分為辨識度（Recognition）跟回

憶度（Recall），就是資訊或是產品，其特色可以被消費者迅速被判斷為記憶點，

獲得認同感並認知為長期記憶儲存在長期記憶區，使消費者面對眾多資訊時，對

於該資訊投入的情感及認同更加深入(游易霖 & 方彩欣,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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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由此可知，現今的網路造就資訊流通快速，人們想要接收任何訊息都

來自不同的媒體，廣告行銷及內容服務更是越來越講究跟隨消費者的模式，讓閱

聽人可以在跨媒體體驗到不同面向的自家產品，並提高其認同感，產生內容偏好，

本研究將內容偏好設為調節變項，觀察跨媒體情境下的閱聽人收視使用行為。 

 

第三節、影響閱聽人行為意圖之因素 

一、系統品質 

DeLone and McLean(1992)所提及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SSM）中，系統品質

是指透過軟體或是元件來判斷其系統的品質，也就是說系統本身在資訊處理過程

中會間接影響到消費者對於系統的觀感，系統的可用性、可得性、適應性、下載

反應時間等面向都是評斷系統的標準。P. B. Seddon(1997)將其定義為系統當中

沒有程式錯誤（bugs）需要修正，Kim ,Oh, Shin &Chae(2009)則是提出的看法是

使用者使用過後，對於系統的完整度及表現程度。Ahn 等人(2004) 以 TAM 科技

採用模型為基礎，研究購物網站的行為，指出系統品質還包括介面設計、安全性、

下載延遲、瀏覽導航各個衡量指標。能衡量系統品質的指標還很多，DeLone and 

McLean(1992)將資料正確性、資料庫內容、容易使用性、容易學習性等 18 個指

標來衡量系統品質。李有仁、張書勳、林俊成(2011)認為資訊品質應該更著重在

「讓使用者感受到網站所提供的系統服務之認知信念」，下載速度、介面設計、

安全性、上傳空間、搜尋準確度五個面向。 

截至為此，關於系統品質的研究，衡量指標上沒有一定的固定指標，故將整

理為圖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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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系統品質之衡量指標 

學者 年度 衡量指標 

Belardo et al. 1982 可靠度、反應時間、易使用性、容易學習性 

Bailey & 

Pearson 

1983 彈性、系統整合性、反應時間、存取便利性 

Srinvasan 1985 反應時間、系統可靠度、存取便利性 

DeLone & McLean 1992 資料正確性、資料流通性、系統彈性、系統整合性、系統使用性

系統正確性系統調整時間、資料庫內容、容易使用性、容易學習

性、人性因素、使用者需求的實現程度、系統特性與功能使用

性、系統可靠性、系統精密性、系統效率性、反應時間、存取便

利性 

Doll & 

Torkzadeh 

1998 反應時間、可獲取性、正確性、完整性、容易使用性、穩定性 

Lin & Arnett 2000 快速存取性、搜尋準確性、易用性、協調性、安全性 

DeLone & McLean 2003 適應性、反應時間、有用性、可獲取性、可靠性 

Wixom & Todd 2005 彈性、整合性、即時性、可靠性、存取性 

Wang 2008 容易使用性、親和性 

李有仁 et al. 2011 下載速度、介面設計、安全性、上傳空間、搜尋準確度 

Cha 2014 播放速度、螢幕大小、解析度、音質 

資料來源：林宜慧(2013)與本研究整理 

透過以上文獻回顧整理出，前期學者都偏向系統本身是否具有可靠性、資料

庫內容、反應時間、系統整合性，之後越來越重視人機之間的協調，彈性、容易

使用性、介面設計、安全性等人性需求，換言之，不僅僅是消費者需求需要兼顧，

對於系統的可靠性、正確性、即時性，整個系統的各功能都是系統品質上需要衡

量的因素。在跨媒體情境下，人們在觀看有線電視頻道及 OTT 平台時，本研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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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著重在系統品質的易用性、反應時間、資料庫內容、觀看品質、介面設計這五

項指標上。 

 

二、資訊品質 

DeLone & McLean(1992)將資訊品質提出，並定義是系統在傳輸資訊內容的

品質，即是會影響用戶使用意願及滿意度的關鍵，並且大多主要變相是屬於知覺

性的。Seddon(Seddon & Kiew, 1996)將其定義為系統產生的資訊是具有正確性、

攸關性、格式性、時效性。Lee, Strong, Kahn & Wang(2002)定義資訊品質為資

訊產品要符合消費者的資訊需求。Ahn 等人(2004)以 TAM 理論作為基礎，以線上

線下特性作為外部變數，線上特性裡就包含有資訊品質裡的內容多元、資訊完整

性、詳細度、準確性、即時性、可靠性等衡量指標。Wang & Strong(1996)整理

出資訊品質可以分類為四種種類及二十個維度，如下：（1）資料相關性：加值

度、相關性、即時性、易操作性、適當數量、彈性；（2） 資料正確性：準確度、

完整度、可追蹤名聲、可信度、客觀度、來源種類；（3）資料取用性：成本有

效性、資料取用性、通路安全性；（4）資料呈現：簡要度、易懂性、一致性、

可譯度。李有仁等人(2011)也指出，資訊品質中的內容品質是適合衡量影音分享

網站的指標之一，使用者可以藉由觀看富有教育性質、內容豐富的影片，來滿足

對於內容的認同感，其中包括娛樂性、教育性、影片數量、解析度、內容多樣性

五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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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訊品質衡量的標準眾多，故整理如下圖表： 

表 2-6 資訊品質之衡量指標 

學者 年度 衡量指標 

Ives et al. 1983 可靠性、相關性、正確性、精確性、完整性 

King & Epstein 1983 流通性、充分性、理解性、偏差性、即時性、可靠

性、決策相關性、可比較性、量化性 

Miller & Doyle 1987 資訊完整性、正確性、報告相關性、即時性 

Doll & Torkzadeh 1988 內容、格式、資訊正確性、即時性 

DeLone & McLean 1992 重要性、了解性、資訊性、清楚性、有用性、相關

性、易讀性、格式、外觀、內容、偏差性、精確性、

可比較性、充足性、可靠性、即時性、正確性、完整

性、獨特性、精簡性、量化性、流通性 

DeLone & McLean 2003 相關性、理解性、個人化、安全性 

Wixom & Todd  2005 正確性、完整性、流通性、格式 

Barnes & Vidgen 2007 精確性、可靠性、即時性、相關性、易理解 

性、正確性、格式 

Ｗang 2008 內容、正確性、格式 

資料來源：林宜慧(2013)與本研究整理 

 

 資訊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相關度高，唯有讓消費者滿意，才能維持消費者忠

誠度(林宜慧, 2013)。而在跨媒體的情境之下，大家在選擇該觀看什麼平台會考

慮的因素，提供的資訊如何就很重要，本研究將會著重在資訊品質的多元性、即

時性、內容、格式、易理解性五個指標面向。 

三、科技接受模型(TAM) 

現今有線電視平台及 OTT 平台科技盛行，Davis 等人(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

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以便於解釋使用者願意使用特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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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之行為模型，並用來預測科技的接受度及行為，很適合用來有線電視平台及

OTT 平台這樣的跨媒體行為模式的探索，以下為 TAM 的理論內涵。 

 TAM 是 Davis et al.(1989)以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在這個科技日新月異的環境下，TAM 適合用在各種終端使用技術及

使用者族群上，主要用來觀察外部因素對於使用者的信念（Beliefs）、意向

（Intentions）、態度（Attitudes）三者的相互關係(吳智鴻 & 蔡依錞, 2014)，

因此影響科技使用行為。TAM 認為主要影響資訊行為的內部信念有兩個，其一為

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以及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知覺有用性」定義為：「使用者主觀認為在使用特定科技時，能夠提高其工作

效率或表現之可能性」，換句話說，使用者會採用特定的科技，主觀覺得此科技

越有用時，對於此特定科技所抱持越高的正面態度。「知覺易用性」的定義為：

「使用者主觀認為此科技能夠減少操作的負擔程度」，也就是說當科技越易使用

的同時，自我效能及自我控制會使使用者更信心，對其科技也會有更正面的態度

(楊雅婷，2018)。科技接受模式有三個階段：第一、發展階段：了解使用者想法

再根據其建議修改系統；第二、導入階段：判斷使用者的接受程度，再加以導入

因應策略；第三、評估階段：使用者決定此系統是否成功。 

科技接受模型是目前 常被解釋的理論模型之一，是用來探討用戶對於一項

新科技所帶來的看法或是接受度，其中有五個構面：外部變項、知覺有用性、知

覺易用性、使用行為態度、使用行為意圖，還有一個實際使用行為，之後可以依

照前面的態度進行預測使用行為。TAM 模型透過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的中介

效果，讓外部變項對於行為意圖產生影響，而知覺易用性在直接影響行為意圖的

階段較為早期且強烈，隨著時間及經驗的增加，才慢慢學習新科技，讓知覺易用

性間接影響知覺有用性來改變行為意圖(Venkatesh，1999)。此外，Davis(1989)

也從期望模型、自我要效能理論、創新接受模式等理論的角度，證實了知覺有用

性、知覺易用性之存在，進而影響其知覺信念。「外部變項」的定義為：「相較

於使用者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等內部信念以外的變數」，包括使用者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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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系統設計、內容豐富度、穩定性、訓練等變項，或是使用者內在特質如自

我期望、接受新科技程度等因素都會間接影響到使用者的行為意圖和實際行為。

 

圖 2-1 科技接受模型架構(Davis, 1989) 

 

 科技接受模型以簡單的概念顯著地解釋出使用者對於新科技的接受度，也符

合理論的三大性質其中兩點：廣泛性、簡單性，其根據高天一(2010)指出，有許

多學者認為 TAM 可以廣泛地使用在以下此方面： 

1. 研究者可以使用 TAM 模型來進行跨平台及自身平台間的研究，進而了解其資

訊散播、普及性、科技採用。 

2. 當新科技產生之後，出現系統或是軟體上的問題，可以使用科技接受模型。 

3. 後是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科技接受模型，探討其科技系統成功之因素。 

Johnson and Hignite(2000)提出將科技接受模型套用到ＷＷＷ這種大眾接

受的新科技，但是少數文獻探討促成使用ＷＷＷ的因素為何？因此引用了以下精

簡版的資訊接受模型，以便探索人們使用ＷＷＷ的心理因素為何？不同於以往終

端使用者之系統研究，此研究更偏向於認知行為的部分，作者發現，在使用 WWW

的環境之下，知覺易用性對知覺可用性的影響力極大，不單單只是外在變數單純

的影響，而是個人使用新科技的同時，讓「使用者舒適」也是重要的一點。另外

有學者發現，TAM 中的知覺有用性可能不需要經過行為態度，即可直接影響使用

者的行為意圖，故可以屏除考量行為態度的因素(Venkatesh & Davi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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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Johnson and Hignite(2000)精簡版科技接受模型 

 

 而 Venkatesh, Davis, Morris(2003)在近年來做了研究回顧，整理出技術接

受模型（TAM）、理性行為理論（TRA）、計畫行為理論（TPB）、社會認知理論

（SCT）、動機模型（MM）、等八個理論，這八個理論的基礎上，並整理出了整

合科技採用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Technology，UTAUT），

其中有四個變數會影響使用意向：績效預期（Performance Expectancy，PE）、

努力預期（Effort Expectancy，EE）、社群影響（Social Influence，SI）與

便利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FC），而也會因年齡、性別、經驗、自

願性四個調節變項（moderator variable）而影響理論架構。 

 

圖 2-3 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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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Vekatesh 等人（2003）對於績效預期的定義：「個人感覺使用此系統

對工作效率有幫助的程度」，相當於科技接受模式的知覺有用性；努力預期的定

義「個人使用系統所需付出努力的多寡」，相對於科技接受模式的知覺易用性。

在觀看影視節目的同時，屬於於個人觀看之行為，故鎖定在知覺易用性及知覺有

用性上，符合有線電視及 OTT 平台之跨平台收視行為的使用情境，將參考其概念

內涵納入研究架構。因此，本研究使用科技接受模型及整合科技採用模型作為基

礎，將系統品質與資訊品質做外部變數，影響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兩個中介

因素，來探討用戶對於有線電視平台及 OTT 平台之收視使用行為。 

四、內容偏好 

不管是電視平台或是 OTT 平台，現在都強調「內容為王」，只要內容新穎、

有趣、多元，消費者幾乎都會買單，故消費者的的內容偏好選擇是重要的。過去

電視節目的選擇，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認為節目選擇跟節目內容有關，另一派

則是認為節目選擇應該是跟節目放送時段有關係(Webster & Wakshlag, 1983)。

Joe Pulizzi(2016)的《How Entrepreneurs Use Content to Build Massive 

Audiences and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中說道：六成一的

消費者對於會發送客製化內容的公司就有好感，也比較可能購買其商品，而且民

眾比以前更花五成的時間瀏覽網站內容；九成的消費者認為客製化內容很實用；

七成的消費者偏好透一般文章了解企業，而非透過廣告；七成八的消費者認為，

願意提供客製化的組織，是很有意願與消費者建立良好關係的。從這些資訊可以

看出來，其實不需要做多好的廣告，就能夠讓觀眾接觸到企業提供的內容，重點

在於，人人都有機會，可以發表各種有趣且實用的內容。現在社群媒體發達，若

沒有創造出有價值、連續的、吸引人的內容傳播出去，社群媒體就無法有作用，

意味著要創作出吸引人的內容，以扎時的內容打動觀眾，才能讓社群媒體發揮所

長。李有仁等人（2011）在研究中提出，影片的內容多樣性能夠吸引不同背景、

興趣、目的的使用者，客製化、具有彈性的資訊呈現、差異化更能抓住使用者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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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8 年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近年來透過電視觀看的節目

以新聞節目佔 29.37%，其次為戲劇節目佔 17.49%，娛樂綜藝節目佔 14.93%。根據

資策會 2017 年的調查指出，台灣消費者收看線上線上影視內容的動機為：「休

閒／娛樂／打發時間」（82.9%），其次為「吸收資訊」（13.9%），「獲得陪伴感」

（2.1%）。即時隨選的網路影音特性和豐富的影音平台也造就了人們現在的收視

行為，Google & Ipsos 2018 發布的《5 questions for YouTube’s lead UX 

researcher》報告中，將影音用戶分為兩種，被動型跟積極型，雖然多數人上影

音平台是為了殺時間、娛樂，但是也越來越多人在平台上自行尋找內容、充實自

我，而台灣人偏向屬於平台的被動型用戶。而觀看影視內容的動機中，在不同的

平台收看相同類型的內容，動機也會有所不同；但是不論用的平台是電視還是網

路，消費者 喜歡的影音內容均為相似(楊雅婷, 2018)。由此可見，現今大眾對

於觀看電視的動機都在於休息時間可以好好放鬆，娛樂自我，以觀看新聞節目及

戲劇佔多數，但也會因為平台的不同而改變對於內容選擇的動機。 

 Cha(2014)也在研究中觀察出，多元性的內容模式會顯著地影響使用意願，

內容除了多元性、多寡，更重要的事是否符合用戶的期望，個人的期望才能引發

出認同感，正如 Joe Pulizzi(2018)所說，每個人都是有機會曝光的，但是要消

費者能夠在影音平台觀賞到自己喜愛的內容，以「引人入勝」的內容吸引觀眾眼

球，觀眾才會對此平台有所好感。Ipsos(2018)的《Online Video Adverts :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指出，現在用戶拜訪影音平台 YouTube 不再只是隨意瀏

覽、打發時間了，而是有了明確的目標及意圖，除了讓影片創作者提供了許多機

會，可以將自己的影片主打給目標客群，也成為讓品牌增加產品曝光、新用途的

機會，透過以往不同的角度、溝通訴求增加消費者的記憶度及好感度。故推論「內

容偏好」會影響其行為意圖的效果。 

小結：以各個外衍變項來看，系統品質及資訊品質皆是能夠良好評估科技硬

體及軟體之變項，因為使用者在使用影視平台時，通常都是以平台之效能及易用

性作為第一選擇，使用過一段時間過後，有用性的效果就會慢慢浮現，產生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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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行為意圖也因此而強烈。本研究還有一個變項，內容偏好作為整個研究之重

點，以中介變數及運作迴歸模式之參數，觀察使用者們會不會因為內容偏好，特

別選擇哪種平台，跟平台之行為意圖交叉分析，進而了解內容偏好對於行為意圖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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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依據第一章的研究目的，以及第二章探討歸納出來的基礎理論 

並詳述研究之方法，其中包含研究架構，再來提出研究假說，並說明其架構之變

數操作及衡量變項，以便進行問卷調查、抽樣設計， 後將介紹本研究證實之分

析統計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回顧上述，本研究將 DeLone & McLean(1992)所提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ISSM），同時參考 Davis(1989)的科技接受模式（TAM）、Venkatesh et al.(2003)

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TAUT）、Johnson and Hignite(2000)的理論等等，嘗試

建構出能夠解釋在跨媒體的情境中，人們在選擇平台的收視行為意圖之模型（如

圖）。本研究架構的左半邊開始講起，使用者對於有線電視平台及 OTT 平台 一

開始的選擇決策，是依據對於平台的系統品質、資訊品質等等目標信念的外部變

項，進而影響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等行為信念，此外，本研究將內容偏好、

人口統計變項如性別、年齡等也會一併納入研究當中，綜合以上發展出本研究架

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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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變項操作性定義 

 主要目的是要將研究中有關的變數，將過去文獻所提到的相關定義，修改為

適合本研究環境的操作型之定義，此有助於後續問卷設計的發展。各個構面如下： 

3.2.1. 系統品質：本研究參考各相關學者系統品質構面的研究後，以 DeLone 

& McLean(1992)的說法為基礎，將其定義為系統本身處理資訊的水準

衡量其品質的高低，依據本研究跨媒體收視行為的特性，定義系統品

質之構面如下： 

(1)：易用性：媒體平台操作方式簡單 

(2)：反應時間：媒體平台運作反應靈敏 

(3)：資料庫內容：媒體平台的內容容易瀏覽 

(4)：觀看品質：媒體平台觀看內容順暢少卡頓 

(5)：介面設計：媒體平台的介面設計是符合人性的 

3.2.2. 資訊品質：本研究參考各相關學者資訊品質構面的研究後，以 DeLone 

& McLean(1992)的說法為基礎，將其定義為傳輸訊息內容的水準衡量

其品質的高低，依據本研究跨媒體收視行為的特性，定義系統品質之

構面如下： 

(1)：多元性：媒體平台提供的資訊多元化 

(2)：即時性：媒體平台會即時更新 新的資訊及內容 

(3)：內容：媒體平台提供的內容是符合消費者需求 

(4)：格式：媒體平台功能標示上簡潔清楚 

(5)：易理解性：媒體平台在資訊表達方面清楚明瞭 

3.2.3. 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本研究參考 Davis et al.(1989)的科技接

受模式，將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的中介效果，讓外部變項對行為

意圖造成影響，依據本研究跨研究收視行為的特性，定義知覺有用性

及知覺易用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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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覺有用性：使用者主觀認為在使用特定科技時，能夠提高其

工作效率或表現之可能性 

(2)：知覺易用性：使用者主觀認為此科技能夠減少操作的負擔程度 

3.2.4. 使用意圖：在本研究的操作型定義為使用者願意使用媒體平台的意圖 

3.2.5. 內容偏好：本研究參考 Cha(2014)對內容偏好之說法，並將本研究的

操作型定義為使用者在媒體平台偏好的內容表現 

第三節、研究假說 

本研究經由上述之研究構面，提出下列假設，如表所示。 

H1：使用者對於系統品質認知，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1a：使用者對於易用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1b：使用者對於反應時間，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1c：使用者對於資料庫內容，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1d：使用者對於觀看品質，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1e：使用者對於介面設計，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2：使用者對於系統品質認知，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2a：使用者對於易用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2b：使用者對於反應時間，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2c：使用者對於資料庫內容，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2d：使用者對於觀看品質，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2e：使用者對於介面設計，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3：使用者對於資訊品質認知，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3a：使用者對於多元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3b：使用者對於即時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3c：使用者對於內容，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3d：使用者對於格式，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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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e：使用者對於易理解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呈正向關係 

H4：使用者對於資訊品質認知，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4a：使用者對於多元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4b：使用者對於即時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4c：使用者對於內容，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4d：使用者對於格式，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4e：使用者對於易理解性，與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易用性呈正向關係 

H5：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媒體平台的知覺有用性 

H6：知覺有用性與使用者對媒體平台的行為意圖呈正向關係 

H7：知覺易用性與使用者對媒體平台的行為意圖呈正向關係 

H7：內容偏好對行為意圖呈正向中介關係 

第四節、問卷調查法 

本文使用問卷調查法，因旨研究在電視影音平台及線上影音平台的跨媒體收

視行為意圖的影響因素，並且希望研究觸及的使用者能夠廣泛蒐集，故使用網路

問卷調查。本研究將採用任意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研究對象為曾使

用過電視影音平台（例如：中華電信 MOD、台灣大寬頻、凱擘大寬頻、第四台…）

及線上影音平台（例如：YouTube、Netflix、愛奇藝、Dailymotion、LINE TV…）

為主，篩選條件為在兩種媒體平台看過戲劇、電影、綜藝、新聞、體育賽事、生

活小品等等內容者，將於各大論壇 Dcard、巴哈姆特之電影、戲劇、動漫討論板

以及社群網站Facebook的交流社團發放問卷，預計能收到至少300份有效樣本。 

第五節、問卷設計與量表 

本研究之問卷分為五大部份。第一部分主要探討受訪者目前跨媒體的「使用

經驗及使用行為」；第二部分為「想了解您平常使用影音平台的狀況」；第三部

分為「系統品質」、「資訊品質」、「內容偏好」共三個構面之衡量問項，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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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rt 五點尺度的評分方式進行衡量，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1到 5 分。第四部分「想要了解您對於電

視影音平台及線上影音平台之想法」。 後一部分為人口統計變項，以單選選項

的方式填答，問項採取名目尺度或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後為了提升填寫意願，

將舉行填問卷抽獎品的活動，並留下聯絡資料。 

一開始受訪者會在填寫問卷前看到問卷說明，其中有包含跨媒體收視行為的

相關說明，說明文字如下：「主要探討觀眾在電視影音平台及線上影音平台的觀

看行為」讓填答問卷者更了解跨媒體收視之定義。問卷第一題為篩選題，為了要

確保每個受訪者都接觸過電視及線上影音平台，故提問其曾經使用過使用過電視

及線上影音平台觀看任何類型的影音內容嗎？藉此篩選掉非目標族群。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之目的在於了解受訪者的使用經驗及使用行爲，包含目前 常使用的影

音平台為何，是否有跨媒體收視行為，並接觸影音平台時間、使用頻率、平均使

用時長為何，作為衡量受訪者在影音平台的使用行為之指標。 

第三部分之目的在於測量受測者之行為意圖，測量之構面包含系統品質、資

訊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內容偏好、行為意圖，而系統品質的題項參

考 DeLone & McLean(DeLone & McLean, 1992)所提出知系統品質衡量指標，採用

「易用性」、「反應時間」、「資料庫內容」、「觀看品質」及「介面設計」來

衡量系統品質，共有五題問項並以單選方式呈現。資訊品質的題項參考 DeLone 

& McLean(DeLone & McLean, 1992)所提出資訊品質衡量指標，採用「多元性」、

「即時性」、「內容」、「格式」及「易理解性」來衡量資訊品質，共有五題問

項並以單選方式呈現。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的題項來自於 Venkatesh, Davis, 

Morris (2003)，行為意圖的題項源自於 Ahn 等人.(2004)。第四、五部分之目的

在於了解受訪者對於各種不同的影片內容的重視程度，並分別在電視影音平台及

線上影音平台產生不同使用行為之重視程度。第六部分，人口統計變項，本研究

人口統計變項共有五題，皆為單選題，內容為受訪者的性別、年齡、職業、平均

月收入、居住地五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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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針對構面之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衡量，因此在問卷回收 

後，必須先將問卷進行適當地編碼，以便後續的實證分析使用。本研究將非常 同

意編碼為 5 分、同意編碼為 4 分、普通編碼為 3 分、不同意編碼為 2 分、非

常不同意編碼為 1 分之後，藉由 SPSS 22.0 以及 AMOS 20.0 等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實證分析。本研究在此將依序針對項目分析、信度分析、基本敘述統計量、

驗證性因素分析、效度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等進行介紹。  

一、項目分析 

一張問卷的好壞，是可以藉由難度及鑑別度來衡量，以難度來說，若題項越

難，受測者的分數就會越低，分數的分佈圖就會呈現右偏；若題項越簡單，受測

者分數越高，分數分佈圖則會左偏，一般來說，就是會希望分數能像常態分佈的

左右對稱圖形，因此，通常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偏態係數、峰態係數等指標來

衡量測驗之鑑別度。 

項目分析也可被稱為內部一致性效標法，又稱極端組檢驗法， 常用以檢驗

Likert 量表某些題項是否具有鑑別力之問題，其概念為，在一份具有代表性的

樣本當中，若將受訪者依照量表總分而分成高分組及低分組時，澤這兩組成員在

各題項得分之平均數的表現上，應該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吳明隆 & 涂金

堂, 2014)。Kelley（1939）在研究中提到，當量表得分符合常態分配之時，以量

表總分的上、下 27%來對受測者分組時，可以獲得試題鑑別力 大可靠度，因此

會將受訪者中，量表總得分大於等於第 73 百分位者列為高分組，而小於等於第

27百分位列為低分組，並以獨立樣本 T檢定來檢驗，在每個題項得分之平均數，

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並能將有無鑑別力之題目做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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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lity)又可稱為可靠度，表示問卷量表經由同一群受測者填寫分

數的一致程度，便能反應出測量工具之穩定性及可靠性，信度主要是以衡量的變

異理論為基礎，並有三種類型：穩定性、等值性與內部一致性，穩定性為用同一

種測驗對同一群受試者，前後施測兩次，然後依據兩次測驗分數計算相關係數。

等值性為交替使用一套測驗的多種複本，再根據一群受試者每個人在各種複本測

驗之得分，計算相關係數。內部一致性為指量表能否測量單一概念，同時反映組

成量表題項之內部一致性程度，為本研究信度之主要信度指標。目前 廣為使用

的方法為 Cronbach 於 1951 年所提出計算測量系統的 Cronbach’s α係數，

克服部分折半法的缺點。 

本研究使用信度之測量工具為 Cronbach’s α 係數，當 Cronbach’s α係

數越高，則題項之間一致性越高，Cronbach’s α 係數低時，若評量項目夠多，

表示某些項目不同質，應予剔除。Cronbach’s α 係數的數值高低：普通以信

度達 0.8 以上才算好，但應視測量性質、目的而定(Cronbach, 1951) 。在實際

應用上，Cronbach’s α 值至少要大於 0.5， 好能 α > 0.7(Nunnally, 1978)。

在行銷界有名的學術期刊論文中，有 85 %論文之量表 α 值大於 0.5，有 69 %

量表 α 值大於 0.7。 

三、基本敘述統計量 

本研究將對於問卷蒐集之基本資料做整理，藉由資料之性質及結構加以說明，

進行敘述分析及相關分析。可以藉由敘述分析，了解樣本之性質，樣本性質之敘

述統計量可以包含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差、變異數、 大值及 小值，而相關

分析可以幫助了解自變數跟依變數之間的關係，判斷變數是否適合加入模型當中

加以分析。本研究構面之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透過編碼量化後，可以計

算各題項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當題項之平均數愈高，則表示受訪者的認同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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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題項之平均數愈低，則表示受訪者的認同度愈低。另外，當題項之標準差

愈高，則表示受訪者對於該問項之看法愈不一致，反之，當題項之標準差愈低，

則表示受訪者對於該題項看法趨於一致。 

四、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結構方程模式主要有兩個部分，測量模式及結構模式(Jöreskog & Sörbom, 

1993)，而其中測量模式的目的在於說明觀察變數如何測量潛在變數，主要應用

在找出潛在因素、篩選變數、做資料摘要、再由變數當中選出代表性變數組成效

度及資料簡化(林宜慧, 2013)，即是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由於驗證性因素分析指在測試概念及因素與其假定的指標間是

否有成立，並將推估此關係的參數。因此，可以用來測量一個量表的組成效度，

亦旨測量工具可以測量出理論概念的概念及結構之程度。 

本研究以 CFA 來進行各構面來衡量適合度檢定，並分析各構面收斂效度及區

隔效度，根據標準，平均變異抽取量應為 0.5 以上且因素負荷量應大於

0.5(Fornell & Larcker, 1981)，達到顯著水準。即可斷定其衡量問項達到可接

受的收斂效度，但若大於 0.7 以上，則表示衡量問項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陳順

宇, 2007)。組成效度方面，組合信度值（CR）應該要在 0.6 以上(Bagozzi & Yi, 

1988)，而平均解釋變異量（AVE）須大於 0.5 以上的標準，若達此標準則表示各

個題項均可顯著地被因素所解釋，表示測量題項均收斂於相對應的構面。區隔效

度部分，本研究利用潛在變項配對相關信賴區間檢定法，進行區隔效度的檢定

(Torkzadeh, Koufteros, & Pflughoeft, 2003)，分析結果顯示，若任兩個潛在

變項之相關係數在±1.96 的標準誤差，信賴區間均未包含 1.00，表示這兩個潛在

變項之間具有區隔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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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構方程模式 

結構方程式目的在評估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配適度，評估模式適合度時，

要 從 基 本 適 合 標 準 (preliminary fitcriteria) 、  整 體 模 式 配 適 度

(overallmodel fit)以及模式內在結構配適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三方面的各項指標作為判定依據(Bagozzi & Yi, 1988)。 

首先，評估「基本適合標準」可採取下列三個指標：(1)因素負荷量必須介於

0.50~0.95 且達統計顯著水準；(2)所有誤差變異有所顯著差異；(3)必須沒有負的

誤差變異。評估「整體模式配適度」的常用基本準則：(1) χ 2 值必須未達顯

著水準，或是χ 2/df 值小於 5；(2)適合度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 GFI)、

調整後適合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AGFI)必須大於 0.90；(3)

基準的配合指標（NFI）和比較配適指標（CFI）必須大於 0.90；(4)平均近似值

誤差平方根（RMSEA）必須低於 0.8、殘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必須低於 0.5；(4)臨界樣本數(critical N, CN)必須大於 200。評估「模式

內在結構配適度」可採去下列：(1)各別題項信度>0.5，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0.6 (2)所抽取之平均變異數(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0.5。

經過以上配適檢定過後，即可達到接受水準。 

再來經由路徑分析觀察變數間的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會以兩

變數之相關係數來衡量其相關程度，可能中間有中介變數或是干擾變數，故相關

係數並無法說明變數間的因果關係。研究當中的先後順序，先發生的變項會經由

什麼來影響其後發生的變項，要根據理論提出「因果模式」，並畫出「路徑圖」

以說明各變項間的可能因果關係。路徑分析中變項間之影響效果可分為直接效果

與間接效果。而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總量和為外衍變項對內衍變項影響之總效果

值，如有顯著的因果關係，即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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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實證分析 

本研究透過網路進行研究調查，共回收 322 份問卷，其中有 9份問卷因受 訪

者表示從未使用過線上及電視影音平台，故將其視為無效樣本刪除後，得到有效

樣本數共計 313 份。本章將依據研究之目的，透過 SPSS 22.0 與 AMOS 20.0 等統

計軟體進行前測分析，藉以確認問卷內部具有一致性後，針對正式問卷進行信度

分析、樣本結構分析、基本敘述統計量、因素分析、效度分析與線性結構關係模

式等實證分析，探討影音媒體平台的系統品質、資訊品質、知覺易用性、知覺有

用性、使用意圖之關聯性。  

第一節、前測分析 

有鑒於問卷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及品質，於 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利用網路問卷進行前測，回收問卷有 50 份，扣除 1 份由未曾使用過影音平台

的受訪者，故有 49筆資料，蒐集的資料也將用以修正問卷題項的信度及鑑別力，

另外也經由各個使用者的建議，檢視不同媒體的特性來適性調整提項之措辭，降

低填答者的困惑，根據前測之結果修訂問卷內容。 

前測(N=49)經過信度分析、項目分析(內部一致性效標法)後，將信度不符標

準、鑑別力不夠(Cronbach’s alpha 值未達 0.7、獨立樣本 t 檢定未達顯著 

p<0.05 或顯著性雙尾不為 0.00) 的題項刪掉或修改，因題項均有達到水準，故無

做刪減需求。 

第二節、敘述統計 

本研究於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6 日進行正式施測，於 PTT、Dcard 影劇

相關討論版上發放網路問卷，初步共回收 322 份問卷，其中有 9位受訪者表示

從未使用過線上及電視影音平台，再經篩選 IP 重複、Email 重複、填答意見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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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普通等無效樣本，以及扣除上述 9 位從未用過線上、電視影音平台的受訪者

後，有效樣本為 313 個，問卷回收率達 97.20%。 

再來是描述樣本輪廓，參與本研究的 313 個受訪者中，女性佔 61.3%，男性

佔 38.7%，女性的比例明顯多於男性；受訪者年齡主要集中於 20 歲至 29 歲 

(佔所有受訪者的 91.4%)，從年齡的分佈顯示，影音平台的使用者偏年輕化。受

訪者前五個主要居住地區為台北市 (31.0%)、新北市(30.0%)、桃園市(19.2%)、台

中市(4.8%)、新竹市(3.5%)。職業方面，受訪者 多為學生(49.5%)、服務業(12.5%)、

民營企業職員(10.9%)、其他(10.9%)。受訪者的收入區間以每月 10000 元以下佔

大宗 (29.7%)、30001~40000 元其次(25.6%)、10001~20000 元(18.2%)次之。綜

合上所述可推論出線上、電視影音平台的使用者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年輕且尚無

穩定月收入的學生族群，一部份可能為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上班族，並且女性常常

使用影音平台的機率較大。 

受訪者行為方面，只有使用線上影音平台 多(67.2%)、皆有在使用次之

(35.8%)、只有使用電視影音平台(2.6%)；接觸影音平台三年以上佔大多數(80.5%)、

次之為兩年到三年之間(9.3%)；每週使用頻率五天以上 多人(71.2%)、三天次之

(9.9%)；每次平均使用時長 1小時~不到 2小時為主(38.0%)、2小時~不到 3小時

次之(23.3%)。 常接觸的影音平台前五名：YouTube(97.8%)、Netflix(56.7%)、

中華電信 MOD(22.6%)、愛奇藝(20.1%)、酷播等非正版線上影音平台(14.6%)，根

據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受訪使用影音平台皆有一段時間了，大部分的受訪者 常

只有使用線上影音平台，少部分為跨媒體使用，一週至少有五天及以上會使用影

音平台看影片，平均每次看一到兩個小時，約莫是一部電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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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料（Ｎ＝313） 

人口統計變項 類別 樣本人數 比例(%) 
 

性別 男 121 38.7 
 女 192 61.3 

 

年齡 20 歲以下 11 3.5 
 20~29 歲 286 91.4 
 30~39 歲 11 3.5 
 40~49 歲 2 0.6 
 50~59 歲 2 0.6 
 60~69 歲 1 0.3 

 

職業 學生 155 49.5 
 軍公教人員 15 4.8 
 民營企業職員 34 10.9 
 自營商 6 1.9 
 勞工 7 2.2 
 自由業 9 2.9 
 服務業 39 12.5 
 金融 8 2.6 
 無業或待業中 6 1.9 
 其他 34 10.9 

 

月收入 10000 元以下 93 29.7 
 10001 元~20000  57 18.2 
 20001 元~30000  40 12.8 
 30001 元~40000 80 25.6 
 40001 元~50000  25 8 
 50001 元~60000  7 2.2 
 60001 元~70000 4 1.3 
 70001 元以上 7 2.2 

 

目前 常使用的影音平台 電視影音平台 8 2.6 
 線上影音平台 193 61.7 
 皆有在使用 112 35.8 

 

接觸時間多久 半年以上-不到一年 7 2.2 
 一年以上-不到兩年 25 8 
 兩年以上-不到三年 29 9.3 
 三年以上 252 80.5 

 

每週使用頻率 一天 20 6.4 
 兩天 13 4.2 
 三天 3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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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 26 8.3 
 五天及以上 223 71.2 

 

每次使用平均時長 30 分鐘以內 7 2.2 

 30 分鐘以上-不到 1

小時 
66 21.1 

 1 小時以上-不到 2

小時 
119 38 

 2 小時以上-不到 3

小時 
73 23.3 

 3 小時以上 48 15.3 
 

常使用的影音平台（複選） YouTube 307 97.8 
 Netflix 178 56.7 
 中華電信 MOD 71 22.6 
 愛奇藝 63 20.1 

 酷播等非正版線上

影音平台 
46 14.6 

 Line TV 38 12.1 
 巴哈姆特動畫瘋 36 11.5 
 凱擘大寬頻 26 8.3 
 Dailymotion 24 7.6 
 其他 23 7.3 

 

 

本研究之基本敘述統計量，係針對研究架構中五大構面─系統品質、資訊 品

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行為意向量表，計算各構面下，其衡量問項得分

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當問項平均數愈高，則表示受訪者對於該問項之認同度愈高，

另外，當該問項標準差愈大，則表示受訪者對於該問項看法愈不一致。  

一、系統品質量表 

本研究透過表所示，在系統品質構面中，受訪者對於「影音平台的內容容易

瀏覽」認同度 高，平均數為 4.36，而認同度較低的為 「影音平台觀看內容順

暢少卡頓」，平均數為 3.94，同時該問項在受訪者的看法中差異 大，標準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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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4，但整體而言平均值達 3.94 以上，表示受訪者對於影音平台之系統品質評

價良好。 

表 4-2 系統品質量表之基本敘述統計量 

構面 衡量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系統品質 影音平台的操作方式簡單 4.55 .570 

影音平台的運作反應靈敏 4.24 .728 

影音平台的內容容易瀏覽 4.36 .652 

影音平台觀看內容順暢少卡頓 3.94 .864 

影音平台的介面設計是符合人性的 4.20 .667 

 

二、資訊品質量表 

本研究透過表所示，在資訊品質構面中，受訪者對於「影音平台會即時更新

新的資訊及內容」認同度 高，其平均數為 4.30，而「影音平台所提供的內容

是符合消費者需求」認同度 低，平均數為 4.09，受訪者對於此看法 不一致，

其標準差為 0.754，但整體而言受訪者對於影音平台之資訊品質還算滿意。  

表 4-3 資訊品質量表之基本敘述統計量 

構面 衡量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資訊品質 影音平台提供的資訊多元化 4.27 .739 

影音平台會即時更新 新的資訊及內容 4.30 .693 

影音平台所提供的內容是符合消費者需求 4.09 .754 

影音平台功能標示上簡潔清楚 4.17 .712 

影音平台在資訊表達方面清楚明瞭 4.20 .653 

三、知覺有用性量表 

本研究透過表所示，在知覺有用性構面中，受訪者對於「影音平台可以幫助

我達成看影片的目的」認同度 高，平均數為 4.60，而認同度較低的為「影音平

台對我來說是實用的」，平均數為 4.49。標準差在知覺有用性的所有問項中，受

訪者對於「影音平台對我來說是實用的」與「影音平台可以幫助我達成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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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的看法差異不大，其標準差分別為 0.578 與 0.541，由此可知在受測者

價值觀相差不大，皆對於知覺有用性方面認同。 

 

表 4-4 知覺有用性量表之基本敘述統計量 

構面 衡量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有用

性 

影音平台對我來說是實用的 4.49 .578 

影音平台可以幫助我達成看影片的目的 4.60 .541 

 

四、知覺易用性量表 

本研究透過表所示，在知覺易用性構面中，受訪者對於「我認為使用影音平

台看影片很容易」認同度 高，平均數為 4.32，而認同度較低的為「學習如何操

作影音平台對我來說毫不費力」，平均數為 4.49。標準差在知覺易用性的所有問

項中，受訪者對於「學習如何操作影音平台對我來說毫不費力」的看法差異較

大，其標準差為 0.605，但整體而言受訪者對於知覺易用性還算滿意。 

 

表 4-5 知覺易用性量表之基本敘述統計量 

構面 衡量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知覺易用

性 

學習如何操作影音平台對我來說毫不費力 4.49 .605 

我認為使用影音平台看影片很容易 4.59 .548 

 

五、行為意圖量表 

 本研究透過表所示，在行為意圖構面中，受訪者對於「以後我會繼續使用線

上影音平台」、「未來我會繼續常常使用線上影音平台」認同度 高，平均數皆

為 4.58，而認同度較低的為「未來我會繼續常常使用電視影音平台」，平均數為

3.78。在行為意圖的所有問項中，受訪者對於「以後我會繼續使用電視影音平台」、

「未來我會繼續常常使用電視影音平台」、「我會想推薦別人使用電視影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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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看法差異較大，其標準差為 1.052、1.116、1.104，由此可知，受訪者對於

「電視」影音平台之看法差異較大，對「線上」影音平台看法較一致。 

表 4-6 行為意圖量表之基本敘述統計量 

構面 衡量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行為意圖 以後我會繼續使用「電視」影音平台 3.95 1.052 

未來我會繼續常常使用「電視」影音平台 3.78 1.116 

我會想推薦別人使用「電視」影音平台 3.51 1.104 

以後我會繼續使用「線上」影音平台 4.58 .560 

未來我會繼續常常使用「線上」影音平台 4.58 .537 

我會想推薦別人使用「線上」影音平台 4.29 .799 

 

第三節、內容偏好之分析 

另外，本研究的目的之一，為了解使用者在跨媒體之情境下，在影音平台偏

好觀看何種內容類型，問卷當中本研究以內容類別：戲劇/影集/連續劇、綜藝節

目/真人秀、電影/紀錄片、新聞/談話性節目、動畫/動漫/卡通、娛樂/偶像/八

卦、體育賽事轉播、知識/學習/資訊、生活/輕鬆/小品等，以上九種內容來調查

使用者對於內容偏好作為調查。 

 

一、性別與內容偏好之獨立樣本 T檢定 

本研究使用 SPSS 22 執行獨立樣本 T檢定，將分組變數設定為性別，檢定

變數為各內容類型的重視程度，判斷女性或男性重視的內容類型是否有差異，結

果顯示表 4-7 在某些特定的內容類型上，性別的差異具有顯著性。結果顯示，在

影音平台上，男生跟女生喜歡觀看的內容就明顯不同，以「戲劇/影集/連續劇」、

「綜藝節目/真人秀」為例，顯著性皆小於 0.05，故有差異性，其中女性比男性

更注重這兩類型的內容，平均值皆比男性之平均值高。「電影/紀錄片」、「動

畫/動漫/卡通」、「體育賽事轉播」、「知識/學習/資訊」、「生活/輕鬆/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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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性小於 0.05，也具有差異性，但是男性之平均值皆比女性高，表示男性比女

性更注重這五種類型的內容。 

 

表 4-7 性別對不同類型內容的偏好 

 性別 平均值 標準差 顯著性 

戲劇/影集/連續劇 男 4.03 .939 .004 

女 4.33 .725 

綜藝節目/真人秀 男 3.05 1.124 .006 

女 3.38 .969 

電影/紀錄片 男 4.17 .879 .019 

女 3.93 .865 

新聞/談話性節目 男 3.07 1.134 .074 

女 2.85 .921 

動畫/動漫/卡通 

 

男 4.03 .983 .000 

女 3.28 1.054 

娛樂/偶像/八卦 男 2.67 1.227 .246 

女 2.82 .976 

體育賽事轉播 

 

男 3.45 1.310 .000 

女 2.48 1.097 

知識/學習/資訊 

 

男 3.91 1.025 .000 

女 3.46 .880 

生活/輕鬆/小品 

 

男 3.93 .877 .007 

女 3.66 .829 

 

二、內容偏好與行為意圖之迴歸分析 

此外，內容偏好是以「使用者在電視影音平台及線上影音平台之重視程度」

來區分，將使用 SPSS 22 執行迴歸分析，來檢視內容類型是否會影響到使用者的

行為意圖，並從行為意圖分為「電視平台重視者」及「線上平台重視者」兩者作

為不同種類之行為意圖，藉以回答研究目的所提到的，閱聽人在跨媒體情境下，

線上及電視平台的內容偏好是如何影響閱聽人的使用行為？ 

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對於電視平台重視者之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效果的有戲

劇/影集/連續劇(迴歸係數為 0.158，P為 0.008)、新聞/談話性節目(迴歸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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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P為 0.019)、體育賽事轉播(迴歸係數為 0.115，P為 0.05)。而對於線上影

音平台重視者之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效果的有戲劇/影集/連續劇(迴歸係數為

0.292，P為 0.00)、而有顯著負向效果為新聞/談話性節目(迴歸係數為-0.117，P

為 0.043)。 

綜合以上分析，內容偏好對於使用意圖是有顯著正向關係的，從性別與內容

偏好再做交叉分析。女性方面，偏好「戲劇/影集/連續劇」的佔比為 80.02%，其

中電視平台重視者及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分別為 44.89%、94.08%；女性偏好「綜

藝節目/真人秀」的佔比為 44.79%，其中電視平台重視者及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

分別為 48.83%、90.69%，故這兩項內容偏好，均為被女性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所

重視，則女性電視影音平台重視者則皆為四成左右。男性方面，偏好「電影/紀

錄片」的佔比為 73.55%，其中電視平台重視者及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分別為

60.67%、89.88%；男性偏好「動畫/動漫/卡通」的佔比為 73.55%，其中電視平台

重視者及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分別為 57.30%、89.88%；男性偏好「體育賽事轉播」

的佔比為 51.23%，其中電視平台重視者及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分別為 64.51%、

88.70%；男性偏好「知識/學習/資訊」的佔比為 70.24%，其中電視平台重視者及

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分別為 57.64%、91.76%； 後，男性偏好「生活/輕鬆/小品」

的佔比為 70.24%，其中電視平台重視者及線上影音平台重視者分別為 54.11%、

90.58%。 

從各個內容偏好及使用行為意圖來看，不管是從哪種內容，男女性皆為較重

視線上影音平台並產生行為意圖，但是，男性方面的「電影/紀錄片」、「體育

賽事轉播」的電視平台之行為意圖皆有達到 6成，可能是男性會想要觀看電影及

運動轉播時，想要享受大螢幕的視覺饗宴，能夠直接從電視平台觀看是 方便的。 

三、拔靴法之中介檢定 

此外，本研究還會想知道性別的內容偏好下，對於行為意圖是否會產生中介

效果，因此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來檢驗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觀察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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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影音平台作為因變數之路徑（性別à內容偏好à電視影音平台之行為意

圖）、（性別à內容偏好à線上影音平台之行為意圖），結果如下表 4-8。 

表 4-8 Booststrap 間接效果結果 

間接效果 行為意圖 Effect BoostSE 信賴區間 

戲劇/影集/連續

劇 

電視影音平台 .0560 .0324 (.0040, .1308) 

線上影音平台 .0595 .0243 (.0185, .1130) 

綜藝節目/真人秀 
電視影音平台 .0204 .0246 (-.0220, .0754) 

線上影音平台 -.0043 .0129 (-.0332, .0197) 

電影/紀錄片 
電視影音平台 -.0157 .0225 (-.0693, .0232) 

線上影音平台 -.0131 .0105 (-.0372, .0044) 

新聞/談話性節目 
電視影音平台 -.0311 .0228 (-.0827, .0053) 

線上影音平台 .0146 .0115 (-.0026, .0425) 

動畫/動漫/卡通 
電視影音平台 .0132 .0487 (-.0792, .1122) 

線上影音平台 -.0036 .0234 (-.0477, .0453) 

娛樂/偶像/八卦 
電視影音平台 .0102 .0157 (-.0111, .0506) 

線上影音平台 .0017 .0064 (-.0096, .0173) 

體育賽事轉播 
電視影音平台 -.0975 .0564 (-.2166, .0068) 

線上影音平台 .0052 .0273 (-.0498, .0581) 

知識/學習/資訊 
電視影音平台 -.0260 .0398 (-.1063, .0468) 

線上影音平台 -.0266 .0187 (-.0668, .0066) 

生活/輕鬆/小品 
電視影音平台 -.0169 .0257 (-.0734, .0291) 

線上影音平台 -.0100 .0125 (-.0365, .0153) 

 

表 4-9 Booststrap 直接效果結果 

直接效果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性別à電視影音

平台之行為意圖 
-.0648 .1329 .4879 .6260 -.1966 .3263 

性別à線上影音

平台之行為意圖 
-.1085 .0697 -1.5566 .1206 -.2457 .0287 

如表顯示，經過拔靴法檢定計算出只有「戲劇/影集/連續劇」的信賴區間不

包含零，故達到顯著標準且有間接效果。另外可從表 4-9 發現性別à行為意圖的

信賴區間皆有包含零，沒有顯著直接效果，有此可知，「戲劇/影集/連續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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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偏好可作為性別與行為意圖之完全中介變數，也就是說，男性女性的戲劇/

影集/連續劇之行為偏好會以中介影響行為意圖並有正向效果。 

第四節、測量模式 

本研究使用 SPSS Amos 20 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並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的統計方法描繪出研究架構之路徑圖，探索各外衍變數(exogenous variable)與

內衍變數(endogenous variable)的因果關係進而驗證假說模型。完整的結構方

程模式分析，包括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與結構模式(structure model)

兩個部分，本節將會先闡述測量模式，再進行結構模式的分析。 

 

測量模式旨在評估潛在變數(latent variable)與觀察變數(observed 

variable)之間的關係，在進行結構模式分析之前，應先於測量模式階段評估資

料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度與效度，故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得到的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來評估各構面的組成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收

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問卷預試回收後的結果，利用統計軟體 SPSS.22 進行信度檢 驗。

將以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 α 來檢測各構面的信度，並採 Devellis（1991）、 

Nunnally（1978）所提出 Cronbach’s α=0.7 為可接受的 小信度值。若 

Cronbach’s α＞0.70，則代表該構面的信度良好；Cronbach’s α＞0.8，則代

表該構面有的很高的信度(Bryman & Cramer, 1997)。 

預試問卷回收後經信度分析，得到系統品質、資訊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

易用性、行為意圖等五組構面，由下列表可知各構面信度的 Cronbach’s α 值

皆＞0.70 以上，因此本研究的問卷設計具有良好的組成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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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 

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行為意圖 

0.816 0.816 0.733 0.747 0.768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為 SEM 分析的一部

份。要進行 SEM 分析結構模型之前，應要先分析模型，測量模型才可以正確地反

應出研究的構面及因素，以便確認所調查之資料是否能將潛在變數精確地衡量出

來，本研究包含的潛在變數有五個:系統品質、資訊模式、知覺有用性、知覺易

用性以及行為意圖。以驗證式因素分析對研究中之量表進行驗證，修正指標作為

刪題原則，故將系統品質 4、系統品質 5、資訊品質 4、資訊品質 5、行為意圖 4、

行為意圖 5、行為意圖 6(陳順宇, 2007)。 

 

本研究針對模型的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行為意圖、系統品質、資訊品

質等五個構面進行 CFA 分析。本研究使用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作為評估效度

(validity)的指標， 各衡量變數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的 t-value 皆達顯著水準

皆 p<0.001，數值亦都大於 0.5，整體來說，經過修正後的研究模式有不錯的解

釋能力。Hair(1997)、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潛在變數的組成信度能達

到 0.7 以上，此外，為了合乎構面指標的內部一致性，相當於 Cronbach α，各

構面的組成信度落在 0.732 至 0.929 之間，表示信度符合標準。而為檢視模型

是否具有組成效度，本研究以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作為組成信度的指標，AVE

是計算潛在變數對於測量變數解釋能力之平均，根據 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潛在變數的 AVE 建議應>0.5；Hair 等人.(2006)則建議標準

化因素負荷量至少要達到 0.5 之門檻，亦即是說 AVE 至少也要有 0.25，各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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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落在 0.477 至 0.815 之間，皆符合 Hair et al.(2006)

針對收斂效度所提出之 低標準，其中除了資訊品質構面的 AVE 接近 0.5 尚未

達標外，其餘皆符合學者建議的 AVE 值>0.5。 

 

表 4-11 測量變項之組成信度與收斂效度分析 

構面 因素 標準因素負

荷量 

非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 

t-value 組成信

度(CR) 

AVE 

系統品

質 

SE1 0.756 1.000 14.267* 0.776 0.537 

SE2 0.726 1.227 13.554* 

SE3 0.715 1.081 13.289* 

資訊品

質 

IM1 0.693 1.000 12.398* 0.732 0.477 

IM2 0.743 1.005 13.473* 

IM3 0.631 0.930 11.078* 

知覺有

用性 

US1 0.742 1.000 13.743* 0.735 0.581 

US2 0.782 0.982 14.491* 

知覺易

用性 

EZ1 0.838 1.000 15.671* 0.754 0.607 

EZ2 0.715 0.954 13.324* 

行為意

圖 

Behav1 0.871 1.000 19.104* 0.929 0.815 

Behav2 0.973 1.184 22.918* 

Behav3 0.859 1.035 18.691* 

註:*表示t-value達顯著水準p < 0.05。 

 

另外為求本研究各個構面的區別效度，使用潛在變項配對相關信賴區間檢定

法以估計彼此之間之相關係數的信賴區間，以95%信賴區間之 bootstrap 相關

係數未包含 1 作為判斷依據，表示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系統成功模式中兩個不

同構面相關在統計上有差異，故本研究量表中之不同構面間區別效度達顯著(陳

寬裕 & 王正華, 2010)，故具備區別效度，可參照表所示，故經過了上述收斂效

度與區別效度的檢驗，本研究之組成效度皆有良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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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Bootstrap 相關係數 95%信賴區間與區別效度 

Parameter Estimate Lower Upper 

科技接受

模式 

知覺有用

性 

ßà 知覺易用性 0.160 0.127 0.203 

知覺有用

性 

ßà 行為意圖 0.065 0.016 0.123 

知覺易用

性 

ßà 行為意圖 0.022 -0.031 0.070 

資訊成功

模式 

系統品質 ßà 資訊品質 0.163 0.129 0.203 

第五節、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本研究運用 Amos20 以整體模型作配適度分析與結構方程式分析，採用 大

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結構模式只在外衍變數及內衍變

數之間的因果相關，將估計收集之資料加以推論是否與理論推演符合，本節將執

行結構方程分析，並先以配適度分析做檢定，再將假說描繪路徑圖進行路徑分析。 

一、配適度分析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軟體 AMOS 20 進行模型檢定，χ2 愈小、P＞0.05，則

代表模型有良好的適配度。但為避免 χ2 在大樣本下過強的檢定力問題，因此

採行 Hair 的建議，以χ2/df＜5 為可接受範圍，並搭配多重指標來進行模型的

適合度檢定，以獲得較為客觀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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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整體驗證性因素分析配適指標結果 

模型配適度分析 初始衡量

模式 

修正後衡

量模式 

建議標準 

卡方值（χ2） 985.167 83.737 
以卡方值 P>0.05 作為判斷，即

有良好之配適度 

自由度（df） 160 55 自由度越大表示模型越精簡 

卡方自由度比（χ2 

/df） 
6.157 1.522 

愈接近 0 表示模型配適度愈

佳， 通常採≦3 

配適度指標(GFI) 0.755 0.962 
愈接近 1 表示模型配適度愈

佳， 通常採 GFI>0.9 

調整之配適度指標 

(AGFI) 
0.678 0.937 

愈接近 1 表示模型配適度愈

佳， 通常採 AGFI>0.8 

標準配適度指標 (NFI) 0.721 0.958 
愈接近 1 表示模型配適度愈

佳， 通常採 NFI>0.9 

比較性配適度指標 

(CFI) 
0.753 0.985 

愈接近 1 表示模型配適度愈

佳， 通常採 CFI>0.9 

近似均方根誤差 

(RMSEA) 
0.129 0.041 

愈接近 0 表示模型配適度愈

佳， 通常採<0.08 

文獻來源：(Bagozzi & Yi, 1988)、(榮泰生, 2011)  

初始模式的 GFI 值為 0.755、AGFI 值為 0.678、RMR 值為 0.063、NFI 值

為 0.721、RMSEA 值為 0.129、CFI 值為 0.753，大部分配適度指標皆不在可接受

範圍。基於因素分析的準則，每一個題目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0.6 為可接受，>0.7

為理想，<0.6 將其刪除，並採用修正指標作為刪題原則，故將系統品質 4、系統

品質 5、資訊品質 4、資訊品質 5、行為意圖 4、行為意圖 5、行為意圖 6(陳順宇, 

2007)。經過修正後，衡量模式的卡方檢定（χ2 /df = 55，N = 313) = 83.737，

p<0.0001 ，整體模式的卡方下降了 901.43，自由度減少 105，χ2 /df＝1.522，

在理想值 1~3 之間，GFI 值、AGFI 值修正後皆>0.9，RMR 值為 0.021，RMSEA 值為

0.041，CFI 值為 0.985，所有適配度指標皆在可接受範圍，本研究將以修正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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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模式作為路徑分析之基礎，經由刪除複雜變數過後，所有配適指標皆有明顯成

長，且皆都在接受範圍內。 

二、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標準化路徑係數來驗證各構面間的因果關係，並將此路徑係數圖

簡化，如圖 4-1 所示。   

 

圖 4-1 標準化路徑係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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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標準化路徑係數表 

假設 路徑 標準化路徑係數 

一 系統品質à知覺有用性 -0.070 

二 系統品質à知覺易用性 0.593 

三 資訊品質à知覺有用性 0.360 

四 資訊品質à知覺易用性 0.151 

五 知覺易用性à知覺有用性 0.651 

六 知覺有用性à行為意圖 0.327 

七 知覺易用性à行為意圖 -0.200 

如表 4-12 顯示：當系統品質改變一個標準差時，知覺有用性的改變量為-

0.070，當系統品質改變一個標準差時，知覺易用性的改變量為 0.593；當資訊品

質改變一個標準差時，知覺有用性的改變量為 0.360，當資訊品質改變一個標準

差時，知覺易用性的改變量為 0.151；當知覺易用性改變一個標準差時，知覺有

用性的改變量為 0.651；當知覺有用性改變一個標準差時，行為意圖的改變量為

0.327；當知覺易用性改變一個標準差時，行為意圖的改變量為-0.200。 

以非標準化路徑係數來驗證各構面間的因果關係，並將此路徑係數圖簡化，

如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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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非標準化路徑係數圖 

 

表 4-15 非標準化路徑係數表 

假設 路徑 Estimate S.E. C.R. P 值 

一 系統品質à知覺有用性 -0.070 0.134 -0.524 0.600 

二 系統品質à知覺易用性 0.632 0.130 4.859 *** 

三 資訊品質à知覺有用性 0.303 0.096 3.161 0.002 

四 資訊品質à知覺易用性 0.134 0.105 1.276 0.202 

五 知覺易用性à知覺有用性 0.614 0.109 5.613 *** 

六 知覺有用性à行為意圖 0.694 0.345 2.011 0.044 

七 知覺易用性à行為意圖 -0.401 0.321 -1.246 0.213 

如表 4-13 顯示：非標準化迴歸係數則為自變量改變一個單位時，因變量的

改變量。此外由表 的 C.R.值及 P值可以得知：除了(1)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

(2)資訊品質對知覺易用性、(3)知覺易用性對行為意圖等三條路徑不顯著，其餘

路徑的影響力皆為顯著。 

三、路徑影響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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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潛在變數之間的影響效果分為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s)、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s)、總效果(total effects)三種，其中總效果值是直接效果

值與間接效果值之總和。本研究各構面對主要依變數行為意圖的路徑影響效果的

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7。  

（一）直接效果 

本研究以表 4-12、4-13 鑑定直接效果之結果，整理如表 4-14 所示，在顯著

水準 0.05 之下，系統品質對知覺易用性顯著，故假設二成立；資訊品質對知覺有

用性顯著，故假設三成立；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顯著，故假設五成立；知覺

有用性對行為意圖顯著，故假設六成立。但是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不顯著，故

假設一不成立；資訊品質對知覺易用性不顯著，故假設四不成立；知覺易用性對

行為意圖不顯著，故假設七不成立。 

表 4-16 直接效果之標準化路徑係數  

假設 路徑 標準化路徑係數 路徑關係 假設驗證結果 

一 系統品質à知覺有用性 -0.070 不顯著 假設未獲支持 

二 系統品質à知覺易用性 0.593*** 顯著 假設支持 

三 資訊品質à知覺有用性 0.360** 顯著 假設支持 

四 資訊品質à知覺易用性 0.151 不顯著 假設未獲支持 

五 知覺易用性à知覺有用性 0.651*** 顯著 假設支持 

六 知覺有用性à行為意圖 0.327* 顯著 假設支持 

七 知覺易用性à行為意圖 -0.200 不顯著 假設未獲支持 

註：*表 p＜0.05 **表 p＜0.01 ***表 p＜0.001 路徑係數為標準化之值 

 

將上述路徑分析檢驗結果整理成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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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結構方程模式路徑圖 

 

（二）間接效果 

本研究針對間接效果影響，提出係數相乘法進行檢定(Sobel, 1982)，並整理

結果至表 4-15，從上述圖 4-3 中可計算路徑的間接效果為：系統品質à知覺易

用性à知覺有用性à行為意圖（=0.593*0.651*0.327=0.126）；資訊品質à知覺有

用性à行為意圖（=0.360*0.327=0.118）。 

表 4-17 標準化路徑係數之效果分析 

潛在變數 依變數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系統品質 行為意圖 N.A. 0.126 0.126 

資訊品質 行為意圖 N.A. 0.118 0.118 

知覺有用性 行為意圖 0.694 N.A. 0.694 

知覺易用性 行為意圖 -0.401 N.A. -0.401 

註：N.A.表示無法從路徑分析中取得該變數效果值 

 

（三）效果分析 

經由上述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並針對于此解釋說明變數間的影

響效果。可從表 4-15 得知，在直接效果方面，對於行為意圖產生直接效果的變

數有知覺易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的直接效果為 0.694，但是知覺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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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效果不顯著，並數值為負數，效果不佳。故可見本研究之直接效果為知覺有用

性 大。 

而間接效果方面，對於行為意圖產生間接效果的外衍變數有系統品質及資訊

品質，系統品質的間接效果為 0.126，資訊品質的間接效果為 0.118。另外，兩個

行為信念對於行為意圖之間接效果，知覺有用性的間接效果為 0.327，但是知覺

易用性的間接效果，效果不顯著，數值為負數，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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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及建議 

本章將根據本研究之目的以及實證分析之結果進行闡述說明，並依據研究 

結論提出跨平台收視行為研究以及後續研究者實務上之建議， 後針對本研究之

限制加以說明。  

第一節、結論 

過去研究都是以單一平台為主，來探討各使用者在特定媒體平台的使用行為，

本研究以跨平台收視行為為主軸，主要貢獻在於電視影音平台及 OTT 影音平台間

的收視行為之研究，探討其使用意願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及資訊

成功模式為理論基礎，透過線性結構模式分析及模式驗證，驗證「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是能夠影響使用者對於「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的外衍變

數，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圖」。 

 

一、系統品質對知覺易用性有正向關係 

根據分析結果，「系統品質」對於使用者之「知覺易用性」有顯著正向關係，

由此可知，使用者會想要使用平台系統是出自於操作性、反應速度、容易瀏覽、

符合人性等功能作為系統是否易用之因素，讓使用者可以在短時間學會要領，進

而提升資訊搜尋效率及表現出平台有用之處，其結果不同過往的論點，即系統品

質會顯著正向影響知覺易用性及知覺有用性之表現(Yang, Cai, Zhou, & Zhou, 

2005)。可能是在本研究跨媒體收視行為之情境中，使用者需要先熟悉平台系統，

上手之後才開始真正搜尋想要的資訊，故當使用者認知到影音平台之系統品質越

好，認為影音平台越容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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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關係 

結果顯示，「資訊品質」對於使用者之「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關係。由

此可知，使用者會因為平台的資訊多元性、 新資訊、符合使用者需求、資訊簡

潔、資訊表達清楚作為是否好用之因素，不經過知覺易用性之中介，直接認知到

知覺有用性才產生使用意圖，也就是說使用者認知到影音平台之資訊品質越好，

會認為影音平台越有用的，進而提升使用行為意圖。但系統輸出的資訊品質(如:

資訊的即時與完整性)，可能未能讓使用者感受到其易用性的存在，進而無顯著

正向關係。 

三、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關係 

從研究實證，可以得知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關係，結果為支

持 TAM 理論(Davis, 1989)之論點，主要是使用者認為影視平台皆容易使用且好

用，讓使用者透過簡易的操作模式，而正面地提昇了該系統的有用程度。 

四、知覺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關係 

研究實證結果發現，認知有用性與對使用意圖正向影響，此結果亦支持了

TAM(Davis, 1989)的論點，證實了影音平台之使用意圖主要是受到認知有用性之

影響，使用者在使用影視平台時，認知到影音平台之有用性並產生行為意圖。但

知覺易用性未對行為意圖產生顯著正向關係，可能是影音平台的毫不費力、容易

程度不足以讓使用者產生使用意圖，根據 TAM 理論(Davis, 1989)之論點，可能

需要一個內衍變數，也就是使用態度，即對於影音平台之看法，才能影響到使用

者的行為，故可能精簡版科技接受模型(Johnson & Hignite, 2000)不適合本研

究。 

五、內容偏好對使用意圖有正向關係 

綜合以上分析，內容偏好對於使用意圖是有顯著正向關係的，並從內容對性

別之獨立 T檢定及內容偏好對行為意圖之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電視影音平台之

行為意圖會對於戲劇/影集/連續劇、新聞/談話性節目、體育賽事轉播產生顯著

正向效果；線上影音平台之行為意圖對於戲劇/影集/連續劇有顯著正向效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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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聞/談話性節目有顯著負向效果。另外，從 Bootstrap 法發現，性別的內容

偏好大部分都沒有作為中介影響行為意圖，但是「戲劇/影集/連續劇」具有完全

中介效果，並影響到線上及電視影音平台之行為意圖。 

第二節、管理意涵與研究貢獻 

一、管理意涵 

（一）發展跨螢、跨平台支援，活用新媒體通路 

新媒體的發展改變了觀眾的觀看體驗及習慣，提供個人化及分眾化的觀看模

式，新媒體與傳統媒體應為差異互補而並非直接競爭關係，傳統媒體業者除了將

原有的節目放在 YouTube 上，讓觀眾可以跨平台收看節目，也可以截取 OTT 平台

業者之優點，提供隨選隨看功能，免去傳統電視的廣告打斷，並能自動記錄上回

觀看內容的時間點等便利性，不論是在手機、平板上的 App、網站或是智慧電視

的應用程式上觀看，其影音服務都要整合在一起，讓使用者有跨螢幕的順暢轉換

感。亦可以針對特定需調整節目播出之管道，或者是因應媒體性質改變節目規格，

採取多元化策略，進而在不同平台發展節目。近期有許多數位影音平台積極與電

視頻道合作，透過新媒體即時互動，跨螢互動模式將粉絲黏著度提高，讓大眾擁

有手機直播的互動性及與電視大眾傳播媒體的共同體驗性。 

（二）發掘內容、了解觀眾取向，找出差異化 

根據愛立信「2017 年的電視與媒體消費趨勢」(2017 年 10 月)指出，雖然

現在的消費者使用影音服務更為盛行，但使用隨選服務的平均影音數量從 2013

年的 1.6 個增加到 2017 年的 3.8 個，面對眾多的選擇，觀眾選擇觀看節目的決定

更加困難，而在內容發掘就需要業者輔助使用者來做決定，平台業者需要強化系

統推薦服務、方便使用者尋找內容的介面。在媒體融合 3.0 的環境當中，數據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用傳統媒體內容優勢與新媒體聯合，採用「內容」加「技術」

的模式，進而了解觀眾圖像、或是進一步的需求，掌握自身頻道的觀眾特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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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內容經營及行銷策略的決策，再產品開發並找到品牌差異化經營的立足點，

才是重要的一步。 

 

（三）以戲劇為中心，根據年輕人的口味製作 

本研究發現，不管是在哪個平台，使用者 愛的都是追劇，在問卷題項內容

偏好中，「戲劇/影集/連續劇」在受訪者當中高達 80.8%選擇重視這個內容， 

其中，受訪者大多在 20~29 歲之間，占比 91.2%，根據前面敘述統計，約有三分

之一為年輕且尚無穩定月收入的學生族群，一部份可能為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上班

族，並且女性常常使用影音平台的機率較大。 

根據《2019 台灣網路報告》，使用者使用影音、直播等內容媒體使用率 84.5%，

使用率與年齡呈現反比，使用者輪廓為 20~24 歲使用者 多，64.8%表示會看「戲

劇、連續劇」，其中女性、30~39 歲、50~54 歲、60~64 歲、純手機族有看戲劇、

連續劇的比例較其他族群更高。 高比例受訪者會觀看我國產製的內容，有76.3%，

其中 12~19 歲、30~39 歲有較高比例，而 常接觸的影音平台前五名：

YouTube(97.8%)、Netflix(56.7%)、中華電信 MOD(22.6%)、愛奇藝(20.1%)、酷播

等非正版線上影音平台(14.6%)，皆為主攻戲劇平台的影音平台，故建議此平台業

者可以以女性方向自製或是採購相關戲劇。男性部分，使用者偏好電影、體育賽

事，兩種內容偏好在線上及電視平台行為意圖皆有較高的比例，建議平台業者可

以多在電影、體育賽事多著墨，因男性使用者大多喜愛大螢幕觀看電影及體育賽

事，享受家庭影視饗宴。 

 

二、研究貢獻 

本研究 大的貢獻，在於跨媒體的收視行為，是眾多研究中所沒有探討的，

因為現在的新媒體崛起，使得各個媒體平台相互交錯使用，故研究跨媒體之收視

行為。而在影音平台現今 重要的是「內容」，《Making magic, Using logic》、

影音分享網站使用者意圖之研究(李有仁, 張書勳, & 林俊成, 2011)中，皆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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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重要性，很少研究提及影音平台的系統資訊及內容互相交叉分析，並討論

出什麼樣的內容跟系統資訊會讓使用者引起行為意願。綜合上述，科技接受模式

（TAM）及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SSM）是很多研究的基礎，不只可以放在硬體產

業方面，還可以作為資訊軟體的模型，而且常作為相輔相成的效果，未來的研究

者可以依據這樣的綜合模型並加入更多不同的外衍變項，做更多類型的研究。 

第三節、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一、研究之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礙於蒐集問卷的成本與時間的限制，僅透過網路調查台灣本島之受訪

者行為意圖，而且大多都是若能增加台灣東部與其他外島地區的民眾作為研究之

對象，其研究結論將能達到更加完善的機制。亦或是多增加各年齡層的問卷調查，

更能完善的理解出不同年齡層的行為模式。 

 

二、研究問卷發放之限制 

本研究在各個影視論壇、影視社團上發放問卷，雖然方便一次性的大量廣收

問卷，但是可能存在抽樣誤差的延伸性問題，應要妥善設計發放問卷之方法，才

能收到該研究應要的研究數量及品質，也不能代表所有跨媒體收視之使用者的行

為意圖。若時間充裕，應要加入質性訪談，如人員訪問、郵寄調查或電話訪問，

將可增加其母體代表性，促使研究結論有更加的說服力。 

 

三、問卷設計之限制 

收視行為的影響因素眾多，光以系統品質、資訊品質、知覺有用性、知覺易

用性、行為意圖、內容、人口變項可能不夠俱全的代表跨媒體收視行為的行為意

圖，未來研究可以加入更多不同的變項，例如：服務品質、態度、付費意願、品

牌偏好都也是值得探討的，互相推薦的口碑行銷、廣告所帶來的行銷效果影響使

用意願，這些也都是可以以不同面向做為探討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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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的問卷構面之衡量問項，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的評分方式進行

衡量， 通常民眾所選擇的答案為「同意」、「普通」與「不同意」，較少民眾

會強烈表達其意見為「非常同意」與「非常不同意」，這樣易造成問卷調查的偏

誤。若能找出對於跨媒體收視行為之主要量表，方能對往後研究者有莫大的幫助。 

四、對於之後研究者之建議 

目前對於影視平台眾多，大多研究都是以單一平台做研究，例如：線上 OTT

或是電視影音平台，本研究以跨媒體情境之下作為基礎，分析影音平台之行為意

圖，但也是情境之下，尚未有詳細的影音平台之比較，因可以建議後續研究者以

各個線上 OTT 及電視影音平台做詳細的行爲意圖之研究，各個影音平台的經營方

向皆為不同，故需要做以各個角度作評估。 

在設計研究架構時，因 Johnson and Hignite(2000)之研究拿掉了行為態度，

但也因此而少了一個變項作為行為意圖的參考，分析的時候就無法得知使用者因

內衍變項而產生的行為態度，需要以態度來判斷是否對於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就可以以態度來採取宣傳或是行銷手法。而本研究有 9 位不曾有跨媒體收視行

為，若能夠知道這些受訪者的態度意象，若透過適當的廣告行銷方式接觸到這些

受訪者，藉以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就有機會陌生開發到此類使用者，以增加

新的顧客來源。 

 

	  



 

 69 

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文獻 

林信鋒. (1999). 有線電視，台北：台灣書店。 

吳明隆, & 涂金堂. (2014). SPSS 與統計應用分析.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吳智鴻, & 蔡依錞. (2014). 以科技接受模式來探討社群網站 Facebook 的使用

意圖.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 10(1), 29-44. 

李有仁, 張書勳, & 林俊成. (2011). 影音分享網站使用者意圖之研究. 資訊管

理學報第十八卷第一期, 頁, 53-75. 

林宜慧. (2013). 行動通訊應用軟體使用者行為意向之研究─ 以台灣北部, 中

部, 南部為例. 

林明洋. (2019). 台灣 OTT 網路視頻平台獲利模式之研究-以美國 Netflix, 中

國愛奇藝為參考模型.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EMBA) 學位論文, 

1-271.  

高天一. (2010).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團購網站對消費者行為意圖的影響.  

莊春發, & 柯舜智. (2010). 論臺灣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政策. 臺灣銀行季刊, 

61: 4 2010.12 [民 99.12], 92-132. 

陳順宇. (2007). 結構方程模式: 心理出版社. 

陳寬裕, & 王正華. (2010).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實務: AMOS 的運用. 五南. 

曾筱媛. (2018). 2017~ 2022 全球 OTT 影音產業發展與未來關鍵成長趨勢. 臺

灣經濟研究月刊, 41(12), 42-51. 

游易霖, & 方彩欣. (2014). 由情感模式探究消費者對虛擬角色認同感的重要

性. 設計研究學報, (7), 97-111. 

楊雅婷. (2018). OTT 影音平台的使用者研究: 以整合科技接受與資訊系統成功

模式探討行為意圖與付費意願. 

榮泰生. (2011). AMOS 與研究方法 (四版). 臺北: 五南文化.  

趙建歡, & 張玉佩. (2016). 從數位遊戲改編談跨媒體敘事 (Doctoral. 

dissertation).  

謝穎青, & 劉志祥. (1999). NII 概念下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互跨的另類思考. 

 

 

英文參考文獻 

Ahn, T., Ryu, S., & Han, I. (2004). The impact of the online and offline features on the 
user acceptance of Internet shopping malls.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3(4), 405-420.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6(1), 74-94.  



 

 70 

Bryman, A., & Cramer, D. (1997).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with SPSS for Windows: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Routledge. 

Cha, J. (2014). Usage of video sharing websites: Drivers and barrier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1(1), 16-26.  

Cronbach, L. J. (1951).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16(3), 297-334.  

Davis, F. D. (1989).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319-340.  

DeLone, W. H., & McLean, E. R. (1992).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The quest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3(1), 60-95.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 In: Sage Publications 
Sage CA: Los Angeles, CA. 

Hawkins, I. D., Best, J. R., & Coney, A. K. (2003). Consumer Behaviour Building 
Marketing Stratergy.  

Jenkins, H. (2010).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and entertainment: An annotated syllabus. 
Continuum, 24(6), 943-958.  

Johnson, R. A., & Hignite, M. A. (2000). Apply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o 
the WWW.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Journal, 3(2), 
130-142.  

Jöreskog, K. G., & Sörbom, D. (1993). LISREL 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SIMPLIS command language: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Kelley, T. L. (1939). The selection of upper and lower groups for the validation of test 
item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0(1), 17.  

Kim, C., Oh, E., Shin, N., & Chae, M. (2009).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ubiquitous computing use and U-business val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9(6), 436-448.  

Lee, Y. W., Strong, D. M., Kahn, B. K., & Wang, R. Y. (2002). AIMQ: a methodology for 
inform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40(2), 133-146.  

Pratten, R. (2011). Getting started with transmedia storytelling: CreateSpace. 
Roberts, C., & Muscarella, V. (2015). Defining Over-The-Top (OTT) Digital Distribution. 

The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3-4.  
Schweitzer, J. C. (1991). Personal computers and media use. Journalism Quarterly, 

68(4), 689-697.  
Seddon, P., & Kiew, M.-Y. (1996). A partial test and development of DeLone and 

McLean's model of IS succes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4(1).  

Seddon, P. B. (1997). A respecif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DeLone and McLean model 



 

 71 

of IS succes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8(3), 240-253.  
Sobel, M. E. (1982). Asymptot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indirect effec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3, 290-312.  
Torkzadeh, G., Koufteros, X., & Pflughoeft, K. (2003). Confirmatory analysis of 

computer self-efficac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0(2), 263-275.  
Venkatesh, V. (1999). Creation of favorable user perceptions: Exploring the role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MIS quarterly, 239-260.  
Venkatesh, V., & Davis, F. D. (2000).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 Management science, 46(2), 
186-204.  

Venkatesh, V., Morris, M. G., Davis, G. B., & Davis, F. D. (2003).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ward a unified view. MIS quarterly, 425-478.  

Wang, R. Y., & Strong, D. M. (1996). Beyond accuracy: What data quality means to data 
consum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2(4), 5-33.  

Webster, J. G., & Wakshlag, J. J. (1983). A theory of television program choi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4), 430-446.  

Yang, Z., Cai, S., Zhou, Z., & Zhou, N. (2005).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user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presenting web 

portal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42(4), 575-589. 

 

 

網路參考資料 

台經院 (2019). 媒體產業發展趨勢與多角化經營. 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葉志良、何明軒、元智大學大數據與數位匯流創新中心政策法規研究團隊 

(2016).”OTT 產業政策白皮書”，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goo.gl/y0rhZP  

劉柏立(2017).日本 OTT TV 的經營模式與政策法規，OTT TV 的創新服務、經營模

式與政策法規.劉幼琍主編，五南出版，173~208 頁，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PwC (2019). 2019-2023 台灣娛樂暨媒體業展望 取自 

https://reurl.cc/k5Dd6L，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IPTV 新興商業模式與管理之研究 （國家傳播通訊委員

會委託研究，編號：NCC-C95007），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林育立（2007）”德意志電信全面布局網路電視”，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15/n1646440.htm 



 

 72 

王怡惠、曾筱媛、黃世蕙、周佳穎、梁曼嫻（2019）數位經濟下我國影音 OTT 收

視衡量機制於商業運作模式之初探，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reurl.cc/yy2E5M 

互聯網週刊 (2012). OTT 模式：廣電野心膨脹，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取自 https://reurl.cc/Gk7bYA 

王麗雪 (2012). 中國日報-跨媒體傳播探析，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reurl.cc/jdXMZm 

王會林、高君. (2003). 淺談跨媒體傳播，新聞前哨，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取自 https://reurl.cc/W4e4aL  

王瑞雪 (2012). 廣告與跨媒體傳播策略，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reurl.cc/k545Yq 

Ogilvy Entertainment (2012). Making magic, Using logic， 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reurl.cc/alpWKZ 

Knowledge＠Wharton(2012). 跨媒體敘事方式--“粉絲”文化案未來行銷方 式，

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reurl.cc/KkK1Xq 

Joe Pulizzi （2016）.How Entrepreneurs Use Content to Build Massive  

Audiences and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檢索日

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reurl.cc/vD1xaL 

Google & Ipsos（2018） 5 questions for YouTube’s lead UX researcher， 

檢索日期:2020 年 6月，取自 https://reurl.cc/j75nkZ。 

Ipsos（2018）. Online Video Adverts :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檢索日期:2020 年 6月，取自 https://reurl.cc/Aq8NME。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2019 台灣網路報告，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取自 https://reurl.cc/WdK5Ry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 (2019). 2019 媒體白皮書，檢索日期:2020 年 6月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2018).2018 年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

檢索日期:2020 年 6 月 

國家聽訊傳播委員會(2018).107 年度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研究。檢  

  索日期:2020 年 6月 

創市際研究顧問公司（2020）. 創市際雙週刊第一五六期-線上影音篇與影音網

站使用概況。檢索日期：2020 年 7月 

產業情報研究所（MIC）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20）.影音直播年度使用分

析。 檢索日期：2020 年 7月 



 

 73 

附錄 

正式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感謝百忙之中抽空來填寫問卷，本人為台灣師範大學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生，本研

究主要探討「跨媒體收視行為之研究」，此問卷將耽誤您幾分鐘時間，請依據個

人媒體使用行為的經驗及想法即可。填答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使用，受訪者資料

絕對保密，請安心填寫。 

—————————————————————————————————— 

第一部分：使用經驗及使用行為 

 

1.請問您曾使用過電視及線上影音平台觀看任何類型的影音內容嗎？（篩選

題） 

£是 £否【結束作答】 

 

2.您目前 常使用的影音平台為何？ 

£電視影音平台（中華電信 MOD、台灣大寬頻、凱擘大寬頻、第四台…） 

£線上影音平台（YouTube、Netflix、愛奇藝、Dailymotion、LINE TV…） 

£皆有在使用 

 

3.請問您「 常使用」的影音平台為下列何者？（請勾選三個 常用的平台） 

£中華電信 MOD £台灣大寬頻 £凱擘大寬頻 £大大寬頻 £其他電視影音平台 

£ YouTube £ Netflix £愛奇藝 £ Dailymotion £ LINE TV £ myVideo £ 

FriDay 影音 £ KKTV £ CHOCOTV £Disney+ £巴哈姆特動畫瘋 £FOX+ 

£Apple+£公視＋£bilibili £酷瞧£麥卡貝網路電視£Google Play 電影£ 

iTunes 電影£酷播等非正版線上影音平台£其他____ 

—————————————————————————————————— 

第二部分：想了解您平常使用影音平台的狀況 

 

1.請問您接觸影音平台有多久了？ 

£不到半年 £半年以上～不到一年 £一年以上～不到兩年 £兩年以上～不到

三年 £三年以上 

 

2.請問每週使用影音平台的頻率？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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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問您平均每次花費多少時間在影音平台上？ 

£30 分鐘以內£30 分鐘以上～不到 1小時£1 小時以上～不到 2小時£2 小時以

上～不到 3小時£3 小時以上 

—————————————————————————————————— 

 

第三部分：請就您使用影音平台的經驗回答下列問題 

（一）針對在跨媒體情境當中，您對於影音平台提供「系統品質」之部分，依

據個人實際感受，是否同意以下陳述為重要因素？請在合適的空格打「P」 

請依據個人實際感覺，是否同

意以下陳述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1.影音平台的操作方式簡單      

2.影音平台的運作反應靈敏      

3.影音平台的內容容易瀏覽      

4.影音平台觀看內容順暢少卡頓      

5.影音平台的介面設計是符合人

性的 

     

 

（二）針對在跨媒體情境當中，您對於影音平台提供「資訊品質」之部分，依

據個人實際感受，是否同意以下陳述為重要因素？請在合適的空格打「P」 

請依據個人實際感覺，是否同

意以下陳述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1.影音平台提供的資訊多元化      

2.影音平台會即時更新 新的資

訊及內容 

     

3.影音平台所提供的內容是符合

消費者需求 

     

4.影音平台功能標示上簡潔清楚      

5.影音平台在資訊表達方面清楚

明瞭 

     

 

（三）針對在跨媒體情境當中，您對於在影音平台看影片，依據個人實際感

受，是否同意以下陳述為重要因素？請在合適的空格打「P」 

請依據個人實際感覺，是否同

意以下陳述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

意 

知覺有

用性 

1.影音平台對我來

說是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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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音平台可以幫

助我達成看影片的

目的 

     

知覺易

用性 

3.學習如何操作影

音平台對我來說毫

不費力 

     

4.我認為使用影音

平台看影片很容易 

     

（四）針對在跨媒體情境當中，您對於在使用影音平台看影片時，以下影音內

容類型偏好，您分別重視的程度為何，請在合適的空格打「P」 

內容偏好 非常不重

視 

不重視 普通 重視 非常重視 

1.戲劇/影集/連續劇      

2.綜藝節目/真人秀      

3.電影/紀錄片      

4.新聞/談話性節目      

5.動畫/動漫/卡通      

6.娛樂/偶像/八卦      

7.體育賽事轉播      

8.知識/學習/資訊      

9.生活/輕鬆/小品      

 

—————————————————————————————————— 

第四部分：想要了解您對於電視影音平台及線上影音平台之想法 

針對在跨媒體情境當中，您對於在使用影音平台之想法，分別重視的程度為

何，請在合適的空格打「P」 

使用行為意圖 非常不同

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1.以後我會繼續使

用電視影音平台 

     

2.未來我會繼續常

常使用電視影音平

台 

     

3.我會想推薦別人

使用電視影音平台 

     

4.以後我會繼續使

用線上影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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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來我會繼續常

常使用線上影音平

台 

     

6.我會想推薦別人

使用線上影音平台 

     

 

—————————————————————————————————— 

 

 

第五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 

£男性 £女性  

2.請問您的年齡？ 

£20 歲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9 歲 £69 歲以上 

3.請問您的職業為？ 

£學生 £軍公教人員 £民營企業職員 £自營商 £勞工 £農林漁牧 £自由業 

£服務業 £家管 £金融 £無業或待業中 £其他 

4.請問您的月收入為？ 

£10000 元以下 £10001 元~20000 元 £20001 元~30000 元 £30001 元~40000 元 

£40001 元~50000 元 £50001 元~60000 元 £60001 元~70000 元 £70001 元以上 

5.請問您目前居住地為何？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南投縣  

£台中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其他 

 

若您想參加抽獎活動，請留下您的姓名及方便的聯絡方式 

(常用的 EMAIL、FB 帳號、LINE ID 等擇一但須註明)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抽空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