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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仔細拆解電視購物頻道的元素，可以發現它每一秒鐘的內容與動

作，都是銷售的關鍵。比方說，什麼時間該輪誰對消費者說話？ 

說什麼？何時該休息？該讓消費者頭腦想一想的時候，就要放音 

樂等等，所有的節目橋段，都有它需要的特定節奏。 

                                       陳世耀(e 天下，2005) 

 

由以上文字可知，電視購物頻道節目內容的橋段，甚至於主持人說話

內容，皆經過一番演練，以求在現場表演時能打動每個觀眾的心。 

本章共有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第二節為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

問題，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名詞定義，第四節為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電視除了扮演媒體的角色之外，因具備「採購方便性」的優勢，近年來成為

新興的銷售通路，根據統計 2005 年台灣有線電視普及率為 85.1%，家戶寬頻普

及率為 59%(電信總局網站，2006；資策會網站，2006)，相較於其他虛擬通路，

有線電視普及率高出許多。雖然有線電視普及率一直高於網路，電視購物的營業

額在 1995 年也曾達到 36 億，但電視購物產值是近幾年才有了倍數的成長。 

就整個無店面零售的整體產值來看，2004 年無店鋪零售業總產值成長 12

％，其中電視購物與網路購物的營業額分別為 300 億與 347 億元；2005 年無店

鋪零售通路中電視購物與網路購物的營業額分別為 400 億與 450 億元（陳瀚權，

2006 年 1 月 8 日）；2006 年電視購物市場規模可望達 600 億元左右，網路購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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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則可望接近 900 億元（卓怡君，2006.9.22：C1；王嬿筑，2006）。由無店鋪零

售的營業額成長幅度，可見透過無店鋪零售通路購買商品的消費者越來越多。 

無論如何，消費者對虛擬通路的接受度漸漸提高已是事實，其中電視購物頻

道1成為虛擬通路中主要消費通路之一，在短短一小時內銷售 300 顆一克拉鑽石、

972 隻手機、500 台電腦。不免讓人好奇，是什麼樣的吸引力讓觀眾願意掏腰包，

經由電視購買此類高單價的商品？部分原因可能是，2003 年 SARS 疫情危機後，

消費者對於虛擬通路消費需求開始增加，消費者只要坐在家中打開電視或上網就

可以進行消費（林昆練，2006）。此外，也可能是電視購物頻道的行銷策略奏效。    

國內外相關研究指出，當銷售人員的可信度越高時，無先前購買經驗的消費

者會有較高的購買意願（Sharma,1990），尤其對於無法接觸商品的消費者而言，

購物主持人需運用許多方式獲得觀眾之信任，有研究指出購物主持人除了會詳盡

解說商品功能之外，並會善用比喻的幽默說話特色，藉此增加觀眾所感知的信任

感，對於不論是否有電視購物經驗的人，皆有十足的娛樂效果，也是觀眾會停留

購物台的原因（黃詩盈，2005）。 

由此可見，即使電視購物的觀眾無法親身體驗產品的優劣，電視購物主持人

扮演銷售人員的角色，為了在短時間內取得觀眾信任，會解說齊全的配件與特惠

的商品組合，將觀眾的娛樂需求轉化為消費需求，建構信任感以順利銷售商品，

是現今電視購物頻道主持人的首要任務，也是電視購物主持人在購物台扮演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之主因。 

其實，國內電視購物頻道最早出現於 1992 年，綜觀早期的電視購物頻道乃

將銷售商品的預錄影帶重複播放，當時的電視購物主持人無法準確針對目標消費

者隨時調整銷售話術，加上其銷售商品屬於江湖郎中、夜市兜售的叫賣方式，電

                                                
1根據新聞局有線廣播電視法之定義，電視購物頻道在法規上的正式名稱為「廣告專用頻道」（新

聞局網站，2004），意指在有線電視系統上，促銷商品固定的頻道，以商業化性質節目播出，或

是以現場直播方式促銷，並以時鐘或數目顯示銷售商品之數量與剩餘時間，鼓勵觀眾盡快打電話

訂購（黃鳴棟，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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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購物頻道節目充其量只是夜市拍賣商品的電視版，這種主持人個人秀的叫賣方

式延續多年。到了 1995 年，國內電視購物業者引進國外電視購物的節目，雖然

搭配類似「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等誇張與搞笑的對話作為旁白，但是電視

購物主持人講解商品內容與方式還是千篇一律的重複，顯得枯燥乏味，當然無法

滿足觀眾收看電視的娛樂需求，電視購物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仍是不易相信的購物

通路，甚至是茶餘飯後的玩笑。 

然而，自從 1999 年東森媒體集團加入電視購物市場的行列之後，有別於以

往地方業者的經營模式，電視購物頻道業者開始注重客戶滿意度與品牌形象的塑

造，最重要的是集團所屬的電視購物業者仿效韓國電視購物業者，開始並成功地

實行現場直播的銷售方式，以資訊處理系統打造一個準真實（quais-real）的銷售

環境（鄭玉菁，2006：33），讓電視購物主持人在無法與消費者面對面傳播的情

況下，透過資訊處理系統，主持人仍能即時掌握消費者輪廓，引導潛在消費者撥

打電話購買商品，進行一對多且準確的說服2傳播。 

因為採現場直播的銷售方式將電視購物的互動即時性發揮得淋漓盡致，面對

電視購物主持人與製作團隊而言無非是項艱鉅的挑戰，主持人或製作團隊若是出

錯並無法重新來過，且容易讓觀眾對電視購物的專業產生反感，更不信任購物頻

道。 

東森集團加入電視購物頻道經營之後，電視購物頻道市場有了一番汰舊換新

的局勢，以東森媒體集團成立的東森得易購營業額為例，自 2000 年至 2004 年的

營業額分別為 5 億、27.5 億、70 億、153 億與 300 億（郭奕伶，2004）。 

隨著電視購物產值的成長，電視購物成為近年來的明星零售產業，而身為電

視購物最重要的靈魂人物，也就是所謂購物專家（show host）， 其角色與發揮的

                                                
2說服是嘗試改變或修正他人價值觀、需要、信仰以及行動的過程，是一種為滿足說服者與被說

服者雙方需求的互動型態，在此過程中，一個能動者（agent）使用描述、解釋、預測與建議等

方式，有意引導他人的信仰、價值觀、行動，企圖使他人信服，使其方向能符合說服者之利益（O’ 

Shaughnessy,J. & O’Shaughnessy, J. N., 2004；陳彥希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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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皆不同於早期的電視購物主持人，早期的電視購物主持人只需詳細解說產品

的功能與優勢即可，且主持人若吃螺絲或是出錯都可以重新錄製影帶，此外也不

需特別重視外表的衣著打扮、化妝以及整體造型。 

現在集團所屬的電視購物業者稱主持人為「購物專家」，必須不斷提升在觀

眾心目中的信任感，因為採現場直播銷售方式，主持人除了要能解說產品功能面

的資訊外，還需具備專業才能，例如行銷概念、媒體工作經驗、豐富的生活經驗

等（鄒淑霞，2004）。主持人必須具有上鏡的外貌、親切感、豐富的表演慾、掌

握現場氣氛的臨場反應等特質，更是重要的基本條件，因為這些因素都會影響觀

眾對購物主持人的信任感，進而決定是否繼續觀看節目與購買商品。 

購物主持人在節目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為觀眾對於購物頻道產生信任

感的第一印象，往往與主持人在節目上的表現有密切關係，包括銷售方式、外表、

主持功力等，所以業者會積極培訓購物專家，並將購物專家明星化，進而讓觀眾

產生信任轉移的心態，希望觀眾會因為信任購物專家，而信任他所銷售的商品。 

其實，電視購物業者對購物專家之培養與重視，可從訓練課程內容窺知一

二，除了希望購物專家成為頂尖銷售員（top sale），以東森得易購為例，每年會

舉辦兩次的購物專家選拔賽，各個參賽者在經過層層面試篩選後，入選的購物專

家需經歷三至六個月的專業訓練（經濟日報，2006.5.17:B3），訓練內容包括消費

心理學、表演學、化妝技巧、行銷學等。  

部分業者並積極安排重點培養的購物專家出席業者所舉辦的公關活動，增加

媒體曝光度與知名度，使得購物專家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培養出一些明星級的

購物專家，這些成功明星化的購物專家甚至進軍演藝界，以藝人身份另外主持節

目，例如前東森購物知名的購物專家－利菁
3
，即為購物專家成功明星化的代表。 

繼利菁成功轉型為藝人之後，由於業者不停的宣傳與造勢，購物專家明星化

成了業者的賣點之一。許多新聞主播、藝人轉型後投入此行業，如前主播薛楷莉、

                                                
3 東森購物專家「利菁」，本名吳名恩，1999 年東森開台即躋進購物專家行列，因個人獨特銷售

魅力創下許多佳績，冠有「購物天后」之美名，乃資歷最深的購物專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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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淑霞，藝人郭昱晴加入東森得易購，藝人馬妞、任潔玲則加入富邦 momo 台。  

有鑑於購物專家是某種程度明星化的藝人，國內文化大學
4
也曾開班授課－

「購物專家養成班」，教導成為購物專家的基本課程，教授課程包括電視購物製

播流程與銷售節奏等內容。由此可見，使得購物專家此一行業受到社會大眾、媒

體矚目的程度日漸升高，電視購物主持人不再如刻板印象那般，已成功轉型為具

明星光環的新興熱門行業。 

電視購物業者將購物專家明星化的操作原因有二，其一、對購物專家本身而

言，知名度是他們用來與觀眾建立親切感與信賴感的最佳捷徑，一旦與觀眾之間

建立某種程度親切感與信賴感，長久下來對於銷售業績會有正面幫助。知名度與

業績之間有相符相成的關係，優秀且知名度高主持人甚至可以讓銷售成績呈倍數

的差異，以東森購物的知名購物專家利菁為例，曾在一小時內賣出總價 3000 多

萬的 1 克拉鑽石，265 輛單價 83 萬元的休旅車，業績 2 億多元，因此而獲得購物

天后之封號（陳世昌、朱梅芳，2004 年 11 月 23 日）。其二、對業者而言，不但

可增加營收，亦可成為其宣傳的利器之一。為了提高購物專家知名度，東森得易

購為部分購物專家成立部落格，發揮小眾傳播媒體的特色，讓購物專家在部落格

上與消費者分享生活點滴與交流經驗，與網友進行有關銷售商品的預告與心情的

互動。 

由上述可知，觀眾對於電視購物主持人的信任感會影響其銷售業績，所以，

購物主持人如何建立觀眾對他的信任感，運用各種銷售話術說服觀眾購買商品進

而達成業績，是每位購物專家所重視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問題 

如前文所指出的，國內購物頻道在 1992 年已出現，迄今已 14 年，然而，檢

視國內相關研究顯示，國內有關電視購物頻道的論文研究，主要以消費者研究與

                                                
4 文化大學開「電視購物專家養成班」，由購物頻道節目製作人、表演講師以及現任購物專家擔

任講師，上課時間自 2006 年 5 月 27 日至 2006 年 7 月 28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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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研究為主。主要是從社會學角度觀察購物專家之媒介勞動，或是對單一產品

的電視購物節目內容進行敘事公式與論述分析，如：瘦身美容產品，以及電視購

物畫面影像元素與消費者消費傾向之研究，其三則以整個電視購物頻道銷售商品

的種類作為研究主題（鄭玉菁，2005；陳聖暉，2000；楊智堯，2005；李秀珠，

1999），以電視購物頻道主持人或節目內容呈現方式相關的研究相對而言較為缺

乏。此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動機。 

綜觀早期電視購物頻道主持人販售商品的方式，乃將夜市裡叫賣兜售的方式

直接搬到電視購物頻道，由預錄帶裡的主持人以快速活潑的言詞，向觀眾介紹產

品的使用方法與特點，通常也會做實驗證明產品的穩固與耐用性等。當時所銷售

的產品種類大多是烹飪用具，例如菜刀、炒菜鍋、果汁機，或者是美容減肥藥品，

強調產品的快速功能，整個節目中僅有主持人一個人對著鏡頭說話，並無廠商代

表等人搭配主持人，頂多加入成功瘦身後的模特兒，但模特兒僅作為成效的展

示，或偶爾回答主持人的問題，主角還是主持人一個人，且節目是以預錄帶的形

式播出，重複播放至時間結束。 

反觀現今的電視購物頻道節目則在集團經營的規劃下，整體表現方式已改良

為精緻化的表演演出，從背景佈置、燈光等硬體設備的提升，尤其透過現場連線

的即時播出方式，即時呈現產品的多樣性、主持人與廠商代表的互動等，不停地

提供觀眾最佳的視覺效果，目的就是要讓觀眾的目光停在購物頻道上，進入主持

人與現場表演的場域，並在短時間內進行購買決策。 

作為購物節目的靈魂人物－主持人，其臨場表現會影響觀眾對其印象與信服

程度，尤其是主持人與廠商代表之間深入動人的話術，因而引發研究者對於現今

電視購物頻道主持人說服策略，以及電視購物節目鋪陳購物故事之研究興趣，此

為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由於現今電視購物頻道所販售的商品種類繁多，從日常生活用品到珠寶、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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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等高單價商品，本研究鎖定 3C
56
資訊商品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在於，3C

7
資訊

商品多為高單價的商品，通常消費者必須親自體驗商品，並且能相對理性的由其

他管道得知商品的功能與價格，因此，消費者會偏向以中央路徑思考的消費決策

模式為主，但因為電視購物通路的限制，觀眾並無法親身體驗商品，特別的是，

對電視購物業者而言，3C 商品的業績卻始終保持領先，根據調查，有購物頻道

消費經驗的消費者最常購買的商品依序為服裝，以及單價較高的影音商品與旅遊

行程（邱瓊平，2006），因而引發研究者對於電視購物銷售 3C 資訊商品之研究興

趣，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動機。 

因為敘事具有說服的能力，電視購物節目可視為敘事文本之一，故本研究目

的在於從說服傳播的角度，以敘事分析探討電視購物的「故事架構」，用以瞭解

電視購物節目在時間序列中所展現的故事；另外，藉由深度訪談與側錄影帶等資

料，瞭解身為電視購物的傳播者，尤其著重於電視購物主持人與廠商代表兩者的

角色、功能以及互動方式，如何取得觀眾的信任感；訊息內容部分，則側重於電

視購物節目訊息內容組成的要素與訊息策略，因為電視做為銷售平台的特性，電

視購物節目內容運用表演的方式加強戲劇效果，所以本研究嘗試將電視購物節目

的訊息內容與戲劇表演理論作一扣連。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探討問題如下： 

ㄧ、電視購物節目基本的敘事架構。 

以敘事理論觀察電視購物節目，是否有基本的敘事架構？ 

二、電視購物主持人與廠商代表。 

1.作為說服傳播者的電視購物主持人，有哪些必備條件？ 

                                                
 
6 （Consumer）等三類產品之英文字首之字母統稱之（邱進福，2003）。資訊產品乃以個人電腦

為主，進一步延伸至相關周邊配件的產品體系；通訊產品則包括有線通訊產品以及無限通訊產品

二大部分，前者如一般電話機，後者如行動電話；消費性電子產品，亦為一般泛指的家電產品（戴

吉亮，2001）。3C 產品具有以下特性（戴吉亮，2001）：高淘汰率、價格變化大、重視售後服務、

屬於耐久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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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視購物主持人與廠商代表各自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3.電視購物主持人與廠商代表之間的互動方式？ 

三、電視購物節目訊息本身的組成要素以及說服策略之運用。 

1.以說服傳播的角度來看，電視購物節目包含哪些說服的訊息訴求？ 

2.電視購物主持人所運用的說服策略為何？如何運用？  

 3.電視購物節目的訊息內容融合哪些戲劇表演方式？ 

本研究選取的敘事分析用以回答研究問題一、三，深度訪談則用以回答研究

問題一、二。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是以三家全國型電視購物頻道東森、富邦以及中信為主，

選擇此三家購物頻道業者是因為這三家皆為二十四小時提供購物的電視頻道，且

為國內集團所擁有與經營，並擁有有線系統台等媒體資源
8
，除了中信 ViVa 台收

視戶約為 100 萬戶之外，東森購物台與富邦 momo 台的收視戶皆在 400 萬戶左右，

此外，在節目內容呈現方面，三家電視購物節目內容都採取現場的呈現方式。 

目前國內電視購物頻道分別由東森、富邦、中信等三家集團所經營。東森是

最早介入經營的集團，目前有 4 個全國型購物頻道
9
，分別為「東森 1 台」、「東

森 2 台」、「東森 3 台」與「東森 5 台」，富邦與中信則各經營一家全國型購物頻

道，分別為「富邦 momo 台」與「中信 ViVa 台」，各家訴求的重點不同，例如中

信 ViVa 台定位為專為女性打造的電視頻道（ViVa 網站，2006）。 

產品類別部分，由於各集團所屬購物頻道所銷售的商品包羅萬象，販賣的產

                                                
8 「東森購物台」為東森媒體集團所有，「富邦 momo 台」為富邦媒體科技公司所有，富邦旗下

擁有富洋有線系統台，「中信 ViVa 台」為中信集團所有，中信集團旗下擁有中嘉系統台。 
9東森得易購原有購物頻道「東森購物 1 台」、「東森購物 2 台」、「東森購物 3 台」、「東森購物熱

銷台」以及「東森購物 5 台」等五個全國型電視購物頻道，除了「東森購物熱銷台」的節目是以

播帶方式呈現之外，其餘 4 個頻道皆以每日 20 小時的現場連線方式呈現；自從新聞局於 2005

年 1 月 1 日實施「頻道區塊重整」政策後，「東森 1 台」定頻第 47 台，「東森 2 台」定頻於第 36

台，「東森 3 台」定頻第 48 台，「東森 5 台」定頻於第 50 台；直至 2006 年 1 月 1 日，東森購物

頻道數量自 5 台縮減為 4 台，「東森熱銷台」僅在台北市與台東地區播放，定頻於第 35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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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樣化，包括珠寶精品、服飾配件、美容保養、3C 產品、居家用品與家具、

美食、休閒旅遊、圖書影音、機車與汽車精品等產品種類，本研究以 3C 產品作

為研究對象，其主要考慮有三：  

一、3C 商品解說多為功能與價格等規格化資訊，屬於較高價值與較低替換

性的產品，消費者通常會採取中央路徑的決策模式，且必須面對面親身體驗商品

過後，才會決定是否購買。而在電視購物的平台上，主持人如何說服觀眾在無法

親身體驗商品的情況下，進行購買行為，以及運用什麼表現方式，使得解說不過

於枯燥甚為重要(東森購物專家，2005)。二、3C 資訊商品一直是電視購物的重點

銷售商品，2005 年 3C 資訊商品佔東森購物近三成的營業額；三、銷售 3C 資訊

商品的時段以黃金時段
10
，且由訪談得知，在黃金時段銷售 3C 資訊商品的主持人

大多具備 5 年以上的銷售資歷。 

深度訪談的受訪者，本研究約訪到兩家購物台以 3C 商品作為銷售主線的購

物主持人，女性與男性購物主持人各 2 名，共計 4 名，並順利完成面對面的深度

訪談，深度訪談的時間範圍為 2006 年 9 月至 12 月。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Hovland 提出的說服傳播作為理論基礎，對電視購物節目內容進行 

說服策略研究，分別以敘事分析與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敘事分析為理論與研

究方法之一，輔以深度訪談瞭解電視購物主持人參與錄影前的準備工作、增加觀

眾信任感的方式等，並從側錄影帶分析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節目中說服訊

息的組成要素與鋪陳順序；同時試圖將說服傳播中的傳播者與訊息內容，結合表

演戲劇理論，進而歸納電視購物作為銷售平台獨特的說服方式（研究架構如圖

1-1）。 

                                                
10 根據研究者訪問電視購物業者，電視購物頻道的黃金時段乃指晚上 9 點至凌晨 1 點，乃因避

開 8 點檔連續劇，以及配合購買 3C 商品的族群生活作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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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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