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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影集在台灣─購片與播映的脈絡 

 

《摘要》 

 

 1962 年台視成立之時，因為當時技術與設備不足，國府及台視考量政治、

國情文化及輿論，遂選擇了美國電視影集作為填補節目時間之用，電視影集【我

愛露西】開啟了美國影集在台灣的歷史，自此之後至 1993 年有線電視合法之前，

長達三十年左右的台灣無線電視年代，美國影集歷經興盛到沒落。作為外來電視

節目，電視台過去有編制的影片組人員負責挑選影集、至國外參展看片、及洽談

價格等，本研究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透過訪談無線電視台的影片組人員，以

及檢閱相關文獻資料，分析 1962-1993 年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購片與播映轉變

歷程。 
第二部份同樣透過深度訪談的方法，訪談對象為跨國媒體集團在台灣經營的

頻道，分別是新聞集團的衛視合家歡台，以及 AXN 頻道業者，了解美國影集在

台灣經營的困難之處。比起本土電視頻道，跨國媒體集團的確有其資金、版權和

通路上的優勢，特別是選播美國影集或好萊塢電影，但是訪談結果顯示，在台灣

經營美國影集實際上有許多待克服的障礙，衛視合家歡台面臨的是頻道進入系統

上架的困難；另一方面，AXN 從一開始的動作台不斷調整頻道定位而成為綜合

影集電影頻道，也能發現即便是外商經營的頻道也並非順利。選擇從電視頻道端

切入美國影集在台灣的歷程，也讓台灣電視產業長久以來的問題及困境浮現。最

後，本研究從美國影集這個屬於影視文本、流行文化的課題，嘗試再思考「美國」

對台灣社會的意涵與其所佔據的位置。 
 
 
關鍵字：購片、美國影集、美劇、電視 





 
 

American Television Series in Taiwan─The Context of Programme 

Buying and Broadcasting 
 

ABSTRACT 
 

The year of 1962 when Taiwan’s first television station TTV (Taiwan Television 
station)was established, owing to the deficiency of the technique and equipment, 
American television programme was chosen by government and TTV to fill up the 
time slot functionally and temporarily, while Japan television programme was 
prohibited because of Japan’s pre-colonized status. From 1962 to 1993, the so-called 
Taiwan terrestrial television period, American television series experienced its high 
-and-low in Taiwan, and its changing status as an imported foreign tv programme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The paper is aimed to analyze the context of programme buying and 
broadcasting in Taiwan three terrestrial tv station, and focus on the foreign 
programme buying. Through out in-deph interviewing the programme buyer of tv 
station, plus examinating related lituratue and news papers, the paper figures out how 
programmer buyer make his decision by compromising with social backgrounds at a 
time.  
 Secondly, in response to local television industry’s difficulties in running 
American tv series, this paper also looks at what kind of situation does the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 face in Taiwan. It is shown that American tv series is not a 
almighty powerful media product in Taiwan society, and already lost its strength 
aomong competition from neighboring Asian countries in traditional television 
imported market. 
 
 
 
Keywords: Programme buyer/ American television series/ Television/ Transnational 
programme 

  





I 
 

目錄 

壹、傳播學術研究中，缺席的美國影集 ............................................................................... 1 

一、外來電視劇研究中消失的美國影集 ........................................................................... 1 

二、沒有臉的人：美國影集閱聽眾在台灣 ....................................................................... 4 

三、影集就是影集：美國影集的在地特殊性 ................................................................... 9 

貳、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轉變輪廓 ................................................................................. 12 

一、1962~1993 年：無線電視時代 .................................................................................. 12 

二、1994~2005 年：開放天空的衝擊，有線電視前期 .................................................. 14 

三、2006~2011 年：寬頻網路普及後的有線電視後期 .................................................. 20 

叁、無所不在的美國，曖昧不明的美國性 ......................................................................... 27 

一、難以成為對象：美國在傳播研究中的位置 ............................................................. 27 

二、我是我的電視頻道：後有線電視時代的美國影集 ................................................. 35 

三、研究方法、對象與問題 ............................................................................................. 38 

肆、「美國影集」電視商品，從唯一的選擇到最後一個選擇 ......................................... 42 

一、無線電視時期美國影集始與末：1962-1993 ............................................................ 42 

二、美國之外：公視引進英國BBC文學影集 ................................................................. 56 

三、小結：伴電視而生，美國影集的在地感 ................................................................. 60 

伍、拋棄電視：出走的閱聽人 ............................................................................................. 64 

一、外購節目的現狀：三台與公視 ................................................................................. 64 

二、有線電視系統下，電視影集頻道的經營 ................................................................. 73 

三、小結：理想與熱情交織下的購片工作 ..................................................................... 83 

陸、結語 ................................................................................................................................. 91 

一、從美國影集被置放的位置再思考美國在台灣 ......................................................... 91 

二、是零和競爭還是和諧共存？台灣市民社會裡的日本和美國 ................................. 94 

中文參考書目 ......................................................................................................................... 96 

英文參考書目 ....................................................................................................................... 103 



II 
 

附錄一、無線三台 1962-2002 年播放美國影集數量表 .................................................... 105 

附錄二、無線電視台 1962-2002 播放美國影集表 ............................................................ 107 

附錄三、《廣播與電視》期刊與美國相關的研究論文篇名 ........................................... 125 

附錄四、《新聞學研究》期刊與美國相關的研究論文篇名 ........................................... 126 

 



III 
 

表目錄 

 
表一：1962-2002 年台灣無線三台播放美國影集數量 ......................................................... 3 

表二：有線電視台開播後無線三台主要播出的美國影集 ................................................. 17 

表三：衛視合家歡頻道(Star World)在台灣的主要事件表 ................................................. 22 

表四：公共電視頻道 2007-2010 年不同時段收視率比較 .................................................. 24 

表五：2007-2010 年公視「國際換日線」時段播映影集 ................................................... 24 

表六：訪談名單 ..................................................................................................................... 39 

表七：1962-1969 年台視播出節目的語言及類型比例 ....................................................... 42 

表八：1970-1979 年台視播出節目的語言及類型比例 ....................................................... 45 

表九：1980-1993 年台視播出節目的語言及類型比例 ....................................................... 51 

表十：無線電視台負責購片的單位 ..................................................................................... 64 

表十一：目前經營影集的有線電視頻道 ............................................................................. 83 

表十二：台灣有線電視市場歷史發展階段 ......................................................................... 87 

 
 
 
 
  



IV 
 

圖目錄 

 
圖一：針對美國影集的閱聽眾研究三種層次 ....................................................................... 5 

圖二：閱聽眾與提供美國影集管道的收視脈絡互動 ........................................................... 6 

圖三：無線電視時代三台播出美國影集數量 ..................................................................... 13 

圖四：2001~2010 年台灣家庭寬頻普及率 .......................................................................... 15 

圖五：有線電視合法前後三台播出美國影集數量 ............................................................. 16 

圖六：籌備公共電視建台之組織變革經過 ......................................................................... 57 

圖七：公視決定選購美國影集層級流程 ............................................................................. 68 

圖八：中視節目部組織架構圖 ............................................................................................. 68 

圖九：分析美國影集在台灣有線電視頻道經營的不同層次 ............................................. 74 

圖十：緯來育樂台轉型重新定位後播出節目類型 ............................................................. 76 

圖十一：播映影集的電視頻道定位轉變 ............................................................................. 84 
 



1 
 

壹、傳播學術研究中，缺席的美國影集 

一、外來電視劇研究中消失的美國影集 
 
  自一九六二年台視設置之始，迄今已將近五十年的時間，台灣電視歷經無線

三台時代、有線電視台合法、衛星電視、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成立等過程，電視已

成為台灣民眾資訊來源與休閒娛樂的重要來源，其具備巨大的社會與文化影響力

無庸置疑。隨著台灣傳播教育的快速發展及研究人才大量增加，相關電視研究的

主題也愈趨多樣化，包含電視媒介經營與管理、節目製播策略、類型節目之敘事

研究、閱聽人行為研究及新科技與電視生態…等（盧非易，無日期），但其中針

對外來電視劇的研究絕大多數的焦點幾乎都落在日、韓劇身上，少有其他國家的

電視劇研究，美國影集便是其中一個漏網之魚。美國影集進入台灣電視的歷史遠

遠早於日劇，台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便開始播出【我愛露西】(I Love Lucy)，
這不僅是台灣電視史上第一部播出的美國電視影集，隨後於一九六九年成立的中

視當時每周播映外片1的時間占中視總節目量的 36.18%（蘇蘅，1995）；郭力昕

（1990）《電視批評與媒體觀察》一書中，針對一九八八年2當時的台灣電視文化

包含電視文化與傳播現象、電視新聞節目、娛樂節目、社教節目及電視政策與新

聞事件等作一系列的評論與分析，其中他提到台灣電視的「美國化」過程（郭力

昕，1990，頁 10-11）： 
 

台灣電視的企劃製作單位為圖省事，大量抄襲、模仿或直接購買美

日商業電視節目，使台灣成為美日商品文化與社會風俗之轉賣站。從歌

唱綜藝節目、趣味娛樂資訊、美日卡通到美國電視影集，電視充斥著兩

大傳播帝國文化殖民的影子，對鄉土的關懷與本國文化的建設十分缺乏，

呈現的本土文化面貌變得模糊不清，許多觀眾、尤其年輕的一代，對美

日大眾文化熟悉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對自身文化的認識。 
 
郭力昕稱之為台灣電視的「美國化」過程中，提及的兩大傳播帝國分別是日本和

美國，可見八○年代的台灣電視文化受到來自美國及日本的電視節目「入侵」，

並且特別受到年輕閱聽眾的喜愛、進而使關心台灣電視及本土文化的學者不得不

產生些隱憂；除了娛樂類的美國電視節目之外，台灣電視的「英語新聞也非 CNN
不可」（郭力昕，1990，頁 66-67），郭力昕評論此電視現象時，指出：「我們的電

                                                 
1這裡雖然僅稱「外片」，但實際上此時台灣電視播映的外片幾乎都是美國電視影片。 
2郭力昕特別針對一九八八年做電視文化觀察與評論，他指出有幾項意義特殊的事件，對台灣電

視界造成一定的震撼和深遠的影響：首先是親民進黨的群眾抗議台視新聞報導「五二○事件」不

公、其次，架設直播衛星電視天線（俗稱小耳朵）的逐漸普及化，此將嚴重影響本土電視節目的

地位與收視情況、由中共中央電視台製作的電視片【河殤】被台灣新聞局以違反現階段大陸政策

為由，禁止於電視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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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從新聞到娛樂性節目均充斥著美國的資訊…不但會強化一般觀眾或已存有的

『美國即世界』的偏差認識，恐怕也讓人誤已為此節目製作人紙熟悉和偏愛『美

國貨』」。從這段觀察也可以證實，美國影集自一九六二年開始就一直未曾全面消

失於台灣電視、其受到電視觀眾及台灣社會的喜愛程度並不亞於日本電視。蘇蘅

（1995）針對年滿十五歲以上經常收看電視的民眾以電話訪問的方式進行外國節

目收視的研究，發現觀眾偏愛的外國節目偏向娛樂取向，依序為外國電影 49%、

連續影集和迷你影集 42.6%、日劇和日本電影占 10%，且當時無線三台和第四台

多數的外國節目都是美國節目或英語發音節目，因此蘇蘅總結道（同上引）：「台

灣電視觀眾所收看的外國節目絕大多數都是美國節目，研究發現的喜歡或對外國

節目的好感都是對美國節目的態度和行為」。在這份研究中，當時日劇和日本電

影受到台灣電視觀眾的喜愛程度僅排在美國電影和影集之後，然而，針對日本電

視節目的相關學術電視研究及碩博士論文無論在數量及研究主題上都豐富許多，

反觀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學術研究所受到的關注，卻與美國影集實際存在於台灣

電視及社會的數量極受歡迎程度不成比例。 
 
  從電視節目類型分類來看，美國影集是美國電視劇的一種，就像其他在台灣

觀眾口中稱為日劇、韓劇、港劇等來自各國的電視劇一樣，在既有的傳播學術研

究中它們屬於外來電視節目或電視劇研究，但是在這些研究中，卻鮮少看到美國

影集的身影：鄭智銘（2004，頁 57）研究日劇在台灣所引發的哈日風潮，在簡

介台灣外來戲劇的歷程中提及：「早期在台灣獨尊國語的制度下，其他語言的節

目在電視上的時數、時段、節目內容都有嚴格規定，民眾對國外的影集接觸有限…
外來戲劇首先在台播放的當屬港劇…」。在這段引文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鄭智

銘使用了「影集」一詞來指涉外國戲劇，但在他的介紹中，卻沒有提到美國影集。

他甚至表示，最早在台灣電視播放的外來戲劇是港劇。 
 
  葉文忠（2002）在談及台灣電視劇市場引進外國戲劇的現況分析時，提到當

時台灣各電視頻道播出戲劇的情況：「自有線電視加入戰場之後，逐漸瓜分戲劇

觀眾，同時另闢時段經營戲劇，利用彈性的做法，或是購片，或是重播台灣無線

台戲劇…尤其以港劇、日劇、大陸劇、韓劇等戲劇打下了最亮麗的成績單…台灣

電視頻道播放的連續劇，屬於台灣本土自製的愈來愈少，幾乎成了日劇、港劇和

大陸劇的天下」。葉文忠以緯來電視台經營韓劇策略為個案研究，輔以單一章節

分析台灣引進外國戲劇的情形，但在該章節中美國影集不僅缺席，連隻字片語都

未被提及，彷彿在有線電視剛加入台灣電視的那個年代裡，不曾有過美國影集在

台灣播放的歷史。 
 
  陳一香（2005）從幾個不同的面向觀察電視劇包含播出語言、戲劇主題與呈

現、節目產地來源和時段與編排策略，並檢視在全球化競爭下國內電視劇類型的

流變，而其中節目產地來源的部分，他指出（陳一香，2005，頁 1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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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和民視加入台灣電視市場之後，為了與原本的無線三台競

爭並降低節目製作成本，大多從日本、香港、韓國及中國大陸等地購買

電視戲劇節目播出。八○年代初期電視劇是無線三台的黃金時期、九○年
代由衛視中文台引進的日本趨勢劇時段掀起了日劇黃金時期、到了九○
年代末期由於日劇的高售價與供貨不順，使得頻道商轉而尋求較低價格

的替代品，正式引爆了台灣的韓劇風潮3…進口戲劇的另一波是大陸劇與

港劇。民國 85 年開始，衛視中文台與超視紛紛引進【宰相劉羅鍋】、【康

熙傳奇】等古裝宮廷戲…。 
 

在陳一香的分析與描述中，美國影集亦完全不存在台灣的外來電視劇播放歷

史中，這讓人不禁想問，究竟是美國影集在傳播學術研究中不屬於「電視劇」的

研究類別中、亦或是美國影集在台灣的收視觀眾群不夠多，因此缺乏研究的重要

性而被忽略？盧非易（2007.08.26）建立的《台灣電視資料庫》完整蒐集 1962
年至 2002 年無線電視台及 1994 年至 2002 年有線電視台電視節目基本資料，從

該資料庫中的資料整理並統計後發現，有線電視加入後，整個九○年代台灣電視

播映過的美國影集至少超過兩百部以上，而無線電視在九○年代亦共計播放 359
部美國影集。（見附錄一、二）岩渕功一（1998）認為，台灣的有線電視助長了

二度美國化的局面，因為當時《有線電視法》雖然規定必須要有至少百分之二十

的自製節目，但大部份的有線電視頻道並未確實遵守，大部分的業者皆向美國、

日本、香港等地區購買整套節目。Lewis(1994；轉引自岩渕功一，1998)認為有

線電視的發展使得人們對本土性的節目偏好降低、而對美國節目的偏好增高。 
 

表一：1962-2002 年台灣無線三台播放美國影集數量 

年代 1962-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3 1994-1999 2000-2002 

台視 179 216  93  58  90  11 

中視  23 170  72  47  85  15 

華視   0 100  52  21  58   6 

三台總計 202 486 217 126 233  32 

單位：部                                                            本研究整理製表 

註：資料來源：整理自盧非易（2007.08.26）。《台灣電視資料庫》網站。  

 
  從實際的播放數字來看，很顯然地，儘管在播放影集的數量上比不上六○年

代、七○年代台灣電視創建初期大量仰賴美國進口電視影片，但是八○年代和九

○年代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播放數量仍不算少，而這段時間電視所播放的美國

影集似乎意外地創造出一批出生於七○年代及八○年代、電視收視偏好美國影集

的閱聽眾，對他們而言，八○年代和九○年代是台灣電視播放史上的美國影集黃

金年代，他們的共同記憶甚至是當時台視播放美國影集時，一句「台視影集，有

                                                 
3 有關韓劇引進台灣的歷程，見葉文忠（2002）、陳依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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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皆碑」的開場口白! 
 
二、沒有臉的人：美國影集閱聽眾在台灣 
 
  外來電視劇的研究讓台灣的日、韓劇閱聽眾有了較清楚的輪廓，相較之下，

美國影集的閱聽眾在學術研究中就像是一群「沒有臉的人」。以日劇來說，趙培

華（2000）研究台灣青少年對日本偶像劇的觀看、消費與解讀，整理出青少年收

看日劇的動機包含消磨時間、解悶、及受同儕推薦等，且他們對於日劇都有強烈

地收視慾望；另一個重要收視動機是日劇劇情內容比起當時台灣的電視劇更能夠

作為青少年的生活、戀愛等行為參考依據、並滿足他們的情緒出口管道，對青少

年來說，日劇更能夠貼近他們日常生活、而做為一種情感投射；另外，他發現青

少年觀看日劇的收視行為是有計畫地收看、除了透過有線電視收視外，並且會藉

由購買或出租 VCD 收看日劇。林瑞端（2000）以量化問卷調查法針對台北地區

15-25 歲在學學生（包含高中、高職、大專院校）為調查對象，發現幾乎九成以

上的受訪者都曾收看日本偶像劇，他們對日本偶像劇的涉入程度高、且連帶影響

他們購買周邊產品的消費行為，甚至提高了他們對日本文化的認同程度。 
 
  透過趙培華（2000）和林瑞端（2000）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知道日劇的影視

文本地位在台灣的青少年收視族群高於當時本土自製的電視劇，日劇雖然並非為

最早被引進台灣的外國電視劇，卻首先成功引起一股「哈日風」，並吸引社會大

眾及學術研究的眾多關注。以日劇閱聽眾為研究對象的學術研究讓我們對「誰」

在看日劇有了較具體的樣貌，也正是透過日劇研究而發現，日劇的影響並非只停

留在媒介文本層面，還包含閱聽眾衍伸出對日本文化的喜愛、認同與情感。 
 
  反觀美國影集的閱聽眾，早在六○年代其夾帶著西方強勢文化的「魅力」，

與其高度發展的精良製作，席捲台灣不少的電視觀眾，誇張點來說，美國影集自

從台視創台之後就伴隨著台灣電視的成長，特別是在電視創建之初，進口的美國

影集節目用來填補技術上仍無法提供錄影節目的電視時段空缺。在美國影集大量

播出的年代，正好是許多五年級生 4成長的電視回憶（MIMIKO，2002，頁

102-03）： 
 

總覺得「家有嬌妻」的構思，應該取材於西洋影集「神仙家庭」…

西洋影集幾乎都在晚上九點以後播出，「勇士們」、「打擊魔鬼」、「沙漠之

鼠」、「妙賊」、「步步驚魂」、「警網雙雄」、「隱形人」，而「檀島警騎」的

片頭曲一響，就很容易產生一股雀躍，好像得趕緊拿著衝浪板奔向夏威

                                                 
4 以出生的民國年次而帶起的「年級說」源自網路「明日報個人新聞台」裡 Mimico 等出生於民

國 50 年代的作者，他們設立了「五年級訓導處」逗陣網，書寫他們的童年回憶及成長經驗，並

自稱五年級，泛指出生於民國 50~59 年次的台灣人（蘇建州、陳宛非，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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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海灘一般。 

 

不同時代播出的美國影集，「已經不僅是螢幕上的情愛糾葛、時尚競逐、權

力鬥爭，它更牽扯到一整個世代的集體記憶」（〈影集才是王道〉，2006 年 6 月）。

九○年代最受歡迎的兩個全球流行電視影集【六人行】(Friends)及【慾望城市】

(Sex and the City)前後在台灣電視播放並吸引廣大的影迷喜愛，【慾望城市】於

2000 年播出時，在台灣創下 1.5%的收視率，遠高於同時段其他節目 0.1%的收視

率（Huang, 2008；柯順智、林彥慧，2006），足見該影集在台灣的受歡迎程度，

以這兩個近代的美國影集為代表則成為六、七年級生共同的世代回憶。 
 
  美國影集長久以來存在於台灣影視市場之中，以及其受特定閱聽眾的喜愛從

日常生活中皆可發現。報紙媒體不僅固定在每年艾美獎頒獎典禮（The Emmy 
Award）5之際報導相關內容，也經常在介紹好萊塢電影明星時，以其過去曾演出

的電視影集為頭銜之一來稱呼，報紙記者對於「美國影集」一詞的熟練使用預設、

也間接證明了台灣閱聽眾對美國影集並不陌生。然而不管是學運世代的五年級生、

X世代的六年級生、網路世代或Y世代的七年級生，研究這些出生成長於不同世

代的影集閱聽眾，至少能夠探討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圖一：針對美國影集的閱聽眾研究三種層次 

 
                 本研究製圖 

 
(一)Macro level 文化認同：不同世代的影集迷所進行的迷的實踐有哪些差異？美

國影集是否與日、韓劇一樣能夠引發閱聽眾的後文本活動(post-text activity)，像

是學日、韓語、到韓劇拍攝景點觀光旅遊、或更進一步了解韓國文化（Iwabuchi, 
2008）；更重要的是，透過收看美國影集的媒介消費活動，閱聽眾是否對美國產

生進一步的文化認同、改變或強化原先對美國及其全部文化的印象及評價？ 

                                                 
5 艾美獎頒獎典禮，一般認為是美國電視界的最高獎項，並特別著重於娛樂電視的部分，類似台

灣的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艾美獎頒獎典禮在台灣受到的關注並不如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但新

聞媒體每年仍固定報導該典禮的得獎名單及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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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eso level 收視／接收脈絡：影集作為一種進口的外來影視產品，閱聽眾能

夠接近使用的方式受到國家影視政策(例如進口影視產品的比例、《有線電視法》、

《衛星廣電法》)、當時廣電環境(例如第四台、私接小耳朵)、科技創新條件(例
如 VCD、DVD 的問世、個人電腦、網際網路、寬頻及數位電視)等因素的影響。

收視／接收脈絡的研究焦點著重在閱聽眾獲得文本的方式，以及背後更廣的結構

性因素（魏玓，1999：4），這個過程是雙向的互動，閱聽眾從眾多管道中選擇本

身可接觸獲得美國影集的方式，同時美國影集的提供者在互動的過程中也逐漸了

解閱聽眾的喜好與需求，調整及修改所提供的影視產品。 
 
 

圖二：閱聽眾與提供美國影集管道的收視脈絡互動 

 
 
 
 
 
 
 
 
 
 
 
 
 
 
本研究製圖 

 

 
(三)Micro level 文本解讀：美國影集收視和解讀是否存在著世代差異，不同世代

的閱聽眾又是否偏好不同類型的美國影集？此外，特定文本的閱聽人研究總是能

夠幫助研究者獲得文本多義性解讀、及發掘文本與閱聽人的互動關係。 
 
  不過，以美國影集為研究對象的學術研究其實並非完全沒有，但既存的極少

數研究不僅在數量上無法與日、韓劇研究相提並論，從研究內容及主題更可以發

現，針對美國影集的研究至今仍然沒有形成一種「美國影集在台灣」的研究氛圍，

若比照透過日劇收視研究所引起、擴及一切喜愛日本流行文化的哈日研究，則台

灣傳播研究中幾乎不存在美國影集研究。 

閱聽眾 

獲得文本 

解讀文本 

收視脈絡 

解讀脈絡 

提供美國影集的管道： 

1.國家廣播電視 

2.數位電視(例如中華電信

MOD) 

3.授權發行的 DVD(購買

或出租) 

4.免費非法盜版(線上影音

網站例如字幕組、下載) 

被動選擇 

影響、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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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是針對特定影集的閱聽人文本解讀研究，Huang(2008)
分析批踢踢實業坊(PTT)的【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討論版內容，發現像【慾

望城市】這樣一個來自西方、並能夠成為最受歡迎的跨國媒介文本（global media 
text）之一，除了因為在地閱聽人能夠因應本地自身脈絡進行解讀，進行符合所

處生長脈絡的想像之外，【慾望城市】還有另一特別之處使它成為近代全球最受

歡迎的文本之一，Huang 很清楚地說明了他選擇【慾望城市】進行閱聽人研究的

理由：對東亞國家來說，該影集最初引起的爭論是因為它西方電視文本的身分，

同時更是因為該影集吸引了廣大年輕女性閱聽眾嚮往及討論其中的生活風格型

態及諸多對愛情、金錢、名牌購物、及最重要的─性的全新價值觀。【慾望城市】

因此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研究場域，讓研究者在台灣當代快速改變的儒家社會脈絡

下，檢視「全球媒介」與「在地觀眾」如何產生聯結。 
 
  Huang(2008)的研究脈絡將九○年代台灣有線電視的高普及率納入、促成【慾

望城市】能夠透過 HBO 觸達大量閱聽眾的基礎、轉變中的性別意識則與 1958
年義務教育擴及女性有關，而他的研究分析對象─PTT 使用者─則被放置在台灣

七○年代後第一批成長於經濟起步繁榮世代的時代背景之中。綜觀這篇【慾望城

市】閱聽人的研究，幾乎是傳播研究中絕無僅有以美國影集為研究對象的例子，

而其使用「全球文本、在地解讀」的研究取徑，讓該影集的閱聽眾透過他的研究

產生了與「在地脈絡有關的」文本的互動及意義。這樣的結果不是去脈絡化的、

也不是去歷史的(ahistorical)，在並未觸及媒介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或者冷戰歷

史造成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等大概念下，反而似乎能透過美國影集此流行

文化文本研究更接近「美國內化於台灣」的宏觀敘事。 
 
  事實上，【慾望城市】比較像是一個例外，因為它在全球及台灣的受歡迎，

為它在台灣學術研究中吸引相對其他影集較多的關注目光，由於它的影集主題較

具有流行性及後現代感，6來自女性研究、消費與行銷研究或是文化地理研究都

有不少的成果（蘇筱雯，2010；童宇祥，2010；戴佑家，2008；鄭子華，2008；
陳森諒，2003；徐亞鈴，2004；張惠慈，2007；張曌菲，2004）。而同樣風靡於

九○年代台灣的情境喜劇【六人行】(Friends)，在 2004 年結束十季的拍攝播映後

被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以「成功的情境喜劇在美國將成為瀕臨絕種的

物種」為題報導（林積慶，2006），法國《電視全覽》(Télérama)雜誌也將之喻為

象徵著情境喜劇時代的結束。於台灣，「六人行年鑑書」也於該影集播映完畢時

在誠品書店外文書排行榜高居多週暢銷冠軍，顯見該影集在台灣具有龐大潛在的

閱聽眾（林積慶，2006），並同樣受到閱聽眾持續至今的喜愛。然而相較於【慾

                                                 
6 清華大學外語系的廖炳惠教授曾指出，在台灣的英美文學研究與教學有逐漸偏頗的警訊。例如

在理論的吸收上，總有偏愛某種風潮的現象，造成同性戀、性別、新殖民研究似乎比較時髦（廖

炳惠，2002） 



8 
 

望城市】的流行感與後現代性，【六人行】的主題在描述六個好朋友的深刻友誼

及住在紐約的日常生活趣事，這是較接近傳統大多以家庭和辦公室的情境喜劇場

景設定，雖然【六人行】的播出時間較早，播出長度也比【慾望城市】長，但後

者卻能夠在全影集播畢之後陸續推出了兩部電影版作品，再次凝聚及強化了閱聽

眾及迷群對該影集的喜愛程度，反觀前者雖然也有忠實迷群引頸期盼該影集推出

電影版，但始終未能拍攝。 
 
  在這樣的背景差異之下，針對【六人行】進行的傳播研究則少得許多。國內

僅有林積慶（2006）以文化帝國主義結合生活風格理論及消費理論，探討台灣觀

眾對觀看【六人行】的動機與其生活風格及消費行為是否受該影集影響。林積慶

並未如 Huang(2008)一樣的將在地脈絡放進他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採取深度

訪談，並對受訪者的回答進行分析，證實了西方文化帝國主義透過進步和前衛的

包裝來推銷他們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產品，並藉由跨國影視文本對閱聽眾心中的價

值觀和認知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林積慶，2006，頁 21）。 
 
  然而，林積慶的研究更重要之處在於指出了目前台灣傳播研究中缺乏針對美

國影集此一影視產品類別的研究關注，他提到：「對於美國影集在台灣使用狀況

的研究至今鮮少以閱聽人認知的角度進行，而真正的美國影集市場大小，由於使

用者漸漸不依賴電視作為收視工具，讓確切的比例調查更顯困難…美國影集在台

灣被使用後所引發的現象探討至今非常缺乏」。因此，林積慶（2008）再以碩士

論文研究收視美國影集的台灣青年觀眾，透過深度訪談，他整理及歸納 14 受訪

者收視美國影集的歷程，發現閱聽眾透過收視美國影集來宣稱自己與眾不同的品

味及生活風格、他們高度自覺自己正在消費的是一種跨國輸出的電視娛樂節目；

而在收視方式上，美國影集閱聽眾正如其他外國影視節目收視愛好者一樣，已逐

漸拋棄傳統電視機、轉而尋求網路電視、BT 下載、FTP 等收視管道。 
 
  但正如林積慶訂定的研究題目，14 位受訪者皆出生於一九八○年代、教育

程度除了一人是大專畢業、其餘都是碩士在學或已畢業。如此高同質性的受訪對

象彰顯出透過這份研究，林積慶已將台灣八○年代出生的美國影集閱聽眾做了初

步的描繪。一如他在文中所提出的（同上引，頁 18），「研究者欲檢視台灣觀眾

對美國影集的收視行為，第一個基礎的提問就是關乎這些觀眾的選擇決策過程」。

針對外來影視產品的研究，首先會問的問題必然就是「你們選擇收看美國影集的

理由是什麼？」透過這個問題的提問，研究者多半從受訪者的回答中獲得了與其

他同類型影視產品的比較結果。受訪者很自然地會將日劇、韓劇、港劇、台劇和

大陸劇的特色與美國影集進行比較，而比較結果正好與蘇蘅、陳雪雲（2000）的

研究結果相仿，觀眾對於影視節目的評價順序，正好是美國高於日本、日本又高

於台灣的結果。儘管在研究對象上林積慶是針對各國電視劇作比較、而蘇蘅、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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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雲則是泛指美日台三國電視節目，但相隔近十年的研究結果高度相似，7顯示

出在電視影視娛樂媒介產品市場上，台灣閱聽眾心中隱含著根深蒂固的影視文化

位階關係。 
 
  如果說林積慶的研究是針對美國影集閱聽人的初步探索，很顯然的，這只是

一個開端而已，在對照其他針對日、韓劇的傳播研究更可發現，美國影集相關研

究有多麼地缺乏，因為，當針對其他外來影視產品已經在進行文本分析、產業研

究時，針對美國影集的研究卻還在尋找閱聽眾的輪廓。 
 
 
三、影集就是影集：美國影集的在地特殊性 
 
 

影集就是影集，我們不稱它為美劇，我們都叫它美國影集，而日

劇、韓劇等亞洲國家的外來電視劇，也不叫做影集。基本上，它們是

完全不同的東西。 

 

（公視購片人員） 

 
  試想在九○年代的台灣，當瀏覽著一台又一台的有線電視頻道時，忽然轉到

一個說著英語、但看起來又不像是熟悉的好萊塢電影、並在正想要轉台時聽到罐

頭笑聲，忍不住好奇地停下來看看這個奇怪的節目是什麼……。 
 
  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從電視上接觸美國影集的經驗，而當時那個吸引我目光

的節目正是【天才保姆】，此後每天從學校放學回家收看一集半小時的【天才保

姆】成了我的興趣，直到後來我對於影集的片頭動畫及女主角特別的笑聲始終記

憶猶新。 
 
  《誠品好讀》66 期（〈影集才是王道〉，2006.06）以斗大的標題「影集才是

王道」為當期封面，訪問街頭路人最喜愛的影集，當期並整理了台灣電視劇播放

史及分別專文介紹了歐美影集、台劇、日劇、韓劇、港劇和中國影集的不同特色。

雜誌對「影集」一詞的指涉同樣包含日、韓劇等，但這是否意謂著「影集」的確

並非專屬於美國電視劇，而與日、韓、港、台的電視劇具有對閱聽眾來說同樣的

文化想像呢？在公視專職負責歐美影集購片的人員認為：「影集就是影集，我們

不稱它為美劇，我們都叫它美國影集，而日劇、韓劇等亞洲國家的外來電視劇，

也不叫做影集。基本上，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林雅婷，訪談資料，2010.12.27）
從電視文類的定義及分類來看，美國影集與日、韓、港、台的電視劇之間的細微

                                                 
7 林積慶實際進行研究訪談時是 2007 年，而蘇蘅、陳雪雲的電話調查施測時間則是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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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或許的確不構成它們在分類上的不同，而甚至過於大膽地直指其為完全不同

的影視產品。然而，正是此種能指（影集）與所指（專指歐美影集）在台灣的形

成，反而指出了飄洋過海的美國影集，在台灣落地之後逐漸發展或被附加其上的

獨特美國性(Americaness)，造成了「影集」一詞的專殊感。 
 
  「影集」這個詞的使用最早在台灣應是專指美國電視劇，這可以從《台灣電

視資料庫》當中紀錄無線三台早期播放的美國電視劇節目名稱中都加上「影集」

一詞發現。早期美國的電視節目是拍成普通的十六釐米寬的影片，這種影片是用

拍電影的電影攝影機拍攝，錄製下來的非現場節目被裝在盒子裡，因此這些電視

影片又被戲稱為「電視罐頭」或「罐頭產品」，專門為電視台拍攝的電視影片以

集為單位，因此台灣的電視台都稱之為「影集」（徐鉅昌，1967；何貽謀，2002）。
換言之，「影集」一詞不僅與電影有關，也因為台視創台之初所用的進口電視影

片幾乎全都是來自美國的十六釐米電視影片，久而久之，影集就一直與美國連在

一起，成為專門指稱美國電視劇或令人直接聯想到美國電視劇。 
 
  但「影集」一詞能夠建立及產生一種專門指涉「美國電視劇」的聯結，和它

用「季」當作單位、每周一次的製播方式有關，因為這讓閱聽眾感受到它和台灣

本地的電視節目、或後來進入台灣的日劇在播放和製作的格式上很不相同；此外，

在台播放的美國影集類型當中，情境喜劇（situation comedy, sitcom）對台灣的觀

眾來說也是一種陌生的、外來的電視節目類型，曾在台灣播出過的幾部有名的情

境喜劇，例如【三人行】、【歡樂單身派對】、【神仙家庭】、【天才老爹】、【天才保

姆】、【六人行】，和台灣本土電視節目格式很不相同，長度在半小時左右、穿插

的罐頭笑聲、固定的幾個場景模式、每集自成一個結尾、美式文化的幽默，這些

都讓美國影集具有濃濃的異國感(exotic)，並且強化了「影集=美國電視劇」的單

一連結，許多閱聽眾回憶自己看的第一部影集時，很多都是情境喜劇。 
 
  不過，近年來閱聽眾也開始習慣用來源國指稱各種外來電視劇，因此用「美

劇」來表示「美國影集」的人也愈來愈多。一個長期收看日本電視節目（日劇和

日本綜藝節目）和美國影集、實境節目的哈日族被問到「妳覺得日、韓劇是影集

嗎？」遲疑了一下說： 
 

  是啊，因為也都是一集一集的，然後一集大概半小時到五十分鐘

的固定時間，不過習慣上的用法好像歐美的都被稱為影集，亞洲的就

叫什麼劇。 
 

但當最後我提了一個問題「那妳最近在看什麼影集？」時，她的回答卻很有趣，

她很快地回答：「最近沒在看歐美影集耶」。換句話說，或許當理性地比較美國影

集與日、韓劇時，會因為覺得製播格式和主要特性都相同，而沒有區別兩者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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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稱的理由（例如，美國影集也可以叫做美劇、日劇也可以叫做日本影集）；

但是在台灣聽到「影集」一詞時，閱聽眾無論是否為美國影集的收視族群，都會

直接地立刻「只」想到是在指涉美國影集。事實上，仍有許多閱聽眾並不認為日

劇等同於影集，對他們來說，「聽起來就是怪怪的」。 

 

  「影集」一詞顯然佔據了某種台灣社會的想像空間，但是這個想像空間卻又

是模稜兩可、曖昧不明的，以至於閱聽眾總無法明確地說出究竟影集為什麼不同，

又甚至是影集與西方、與美國的連結為何。 

 

  電視劇長久以來作為最受閱聽眾歡迎的電視節目類型（Ang, 2004），因此在

台灣引進外國電視劇歷程中，日劇帶起的哈日風潮、以及韓劇引發之韓流的確都

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然而，最早被引進台灣的美國影集、乃至今日受惠於

資訊傳播科技及網際網路的高速發展下，台灣閱聽眾能不受制於傳統廣播電視而

大量、同步、長期地收看美國影集，何以美國影集並沒有如日、韓劇般形成一種

「外來電視劇」的清楚明確的研究氛圍、且未受到台灣傳播研究學術圈的諸多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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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轉變輪廓 

一、1962~1993 年：無線電視時代 
 
  如果從「電視作為一種科技」的觀點來看，則有線電視出現後的電視被稱為

成新電視媒體，無線電視時代的電視則被稱為舊電視媒體（彭芸、鍾起惠，1997）。
新舊電視媒體有三個主要的差異：首先是節目內容從單一同質到多樣化、其次是

電視與頻道開始發生關係，舊電視媒體運用各種節目規劃策略讓觀眾不要轉台，

但新電視媒體出現了頻道營者，同類型節目被規劃在同一個頻道中；最後是節目

及頻道獲取程度的不同，舊電視媒體時代電視就等同於無線三台，這使得電視被

視為一個接收單一符碼裝置的機器，而忽略了電視在科技本質上是多頻道的媒體

（Webster, 1986, p.80；轉引自彭芸、鍾起惠，1997）。在有線電視即將成為合法

的前幾年，學術相關領域特別是傳播學門的學者發表了許多著作，分析、想像、

說明解釋及期待著電視新時代─有線電視的到來。因此，對於台灣電視自身的歷

史來說，有線電視的出現絕對是劃分電視時代的重要標準之一。美國影集在台灣

電視的轉變輪廓，依據第四台合法後首先劃分出第一個時期：1962~1993 年無線

電視時代。 
 
  美國影集在無線電視時代的播放是相對穩定獨占的年代，在這個階段台灣電

視剛起步，有很長一段時間整個七○年代和八○年代全世界充斥著美國影集和好

萊塢電影，美國影視產品強勢的外銷至世界許多國家，台灣也不例外。許多研究

及著作（柯裕棻，2008、2009；朱心儀，2005；何貽謀，2002）已經指明，台視

成立之初，受到資金來源及設備的限制，當時播出的節目幾乎都是現場節目及影

片，影片部分分為國片和進口片，而進口片幾乎都是美國的熱門電視影集，1962
至 1969 年美國影集幾乎占據了晚間八點至九點的黃金時段。隨著中視及華視陸

續成立，美國影集成為三台競相播映的熱門節目，甚至彼此之間有重播他台播過

的影集的現象（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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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無線電視時代三台播出美國影集數量 

 
  然而，無線三台播放美國影集首先遇到的競爭者並非來自有線電視台，而是

公共電視的出現。1984 年至 1997 年間，公共電視開始在無線三台輪流「借用」

播放時間，從一開始公視就選播了許多外片，特別是英國 BBC、美國和法國的

電視節目，並不同於三台以國語配音的方式播出，而是採原音配上中文字幕的方

式。公視開播數月之後，頗受觀眾好評，時任台視編審組長的留日傳播學者謝鵬

雄在聯合報的投書評論道（謝鵬雄，1984.08.06）： 
 

公視播出到目前為止…外國製節目比本國自製節目受歡迎，可能

有人覺得不是味道。但我們考慮選擇節目時不宜老是將節目二分為「外

國的」與「本國的」而做對立的道理。節目最重要的因素是優秀與使

命感而不是國籍…我們現在已是貿易出超的國家，不差這點錢，也不

必動不動拉扯「文化侵略」的口號。尤其目前外國片已幾乎絕跡於商

業電視台頻道，公視更應多進口優秀的外國片播出，以彌補商業電視

台的缺失。 

 
公視購買及播放的外國影集一直到開播五年之後才開始需要經由新聞局廣

電處審查，而這讓三台覺得當時新聞局厚此薄彼、且公視選播的外國影集總吸引

許多閱聽眾的目光。例如九○年代時公視欲播出迷你影集【播雲見日】，便引發

無線三台的強烈反彈及抱怨（唐在揚，1990.10.22）： 

公視日前選播的「三個羅曼史」，因劇情生動，背景優美，吸引相

當多觀眾的注意，以致在三台間引起相當反彈，認為公視播商業性質節

目，已失立場，而盼公視能「修正」一下路線，別再跟三台「搶」觀眾

了。 

不顧三台的抗議，公視強調「無論三台會有什麼反應，今後每周一、周二的

晚間 9 時時段將不斷播出外國影集」（唐在揚，1990.11.10）。因此，公視與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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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關係，不僅在播出時間，也在於選播影集的競逐。然而，這樣的競爭關係

尚未停歇，無線三台又面臨來自社區共同天線─第四台的新威脅，而美國影集不

再是三台必爭之地，1993/1994 年來自香港衛星電視台的挑戰愈亦明顯，特別是

其所帶進台灣的日本偶像趨勢劇。 
 
  隨著社區共同天線逐漸轉變為第四台的樣貌，成為台灣閱聽眾主要仰賴的看

電視方式，第四台提供無線三台以外的電視頻道及多樣的節目選擇，在這個時期

的末期日本的電視節目(主要是日本電視劇)進入了台灣，閱聽眾也開始厭倦了長

期獨佔台灣電視的美國影視節目，站在電視產業端的立場，日劇剛開始進入台灣

時版權費用並不高、又能夠獲得高收視率，因此無線三台紛紛倒向日劇，美國影

集不再是主要外國節目的選擇。 
 
  在這樣的氛圍下第四台合法成為有線電視台後，第二個階段的美國影集不再

像前一個階段那樣風光，而進入了與日本影視產品為主要競爭的階段，也正是在

此階段美國影集逐漸消失於關鍵的九○年代，並在之後僅剩下隸屬於跨國媒體集

團的衛星電視節目頻道提供美國影集的播出。 
 
 
二、1994~2005 年：開放天空的衝擊，有線電視前期 
 
  第二個階段的劃分同樣以新科技寬頻網路的普及為分界點。8根據資策會的

調查，2006 年台灣家庭的寬頻網路普及率達到六成，且截至 2010 年止普及率上

升到七成七。寬頻網路作為一種新科技，當它在台灣的家庭普及率逐漸達到六、

七成以上，背後的意義在於它影響了「傳統電視」的使用方式及地位：寬頻網路

使得影音網站、網路電視晉升為傳統電視的替代工具，有了另一種收看電視及接

觸影視娛樂產品的管道後，閱聽眾的電視經驗因此有了新的定義。因此，以寬頻

網路普及率達到六成為分界的 2005/2006 年（見圖四），將有線電視時代劃分為

前、後期。 
 
 
 
 
 
 
 

                                                 
8 寬頻網路的定義是指，透過網路壓縮及數位化，將現有的網路傳輸效率提升，使得速率遠超過

傳統的播接網路。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定義，傳輸速率超過 ISDN 的 128kb 速率，即可

稱為寬頻網路（劉幼琍、陳清河、鄭智偉、朱怡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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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01~2010 年台灣家庭寬頻普及率  

 
  《有線電視法》自 1993 年 8 月 11 日公佈，第四台從非法轉為合法之後，接

續著衛星廣播電視法於 1999 年出爐，使得電視觀眾打開電視不再只有老三台，

看電視的選擇一下子增加了上百個頻道。頻道的增加某種程度代表著電視內容的

增加，尤其是衛星電視台及部分有線電視頻道為台灣電視觀眾引進了外國電視節

目，開啟了新的視聽經驗（盧非易，1995）。過去研究顯示，外來電視節目成功

地受到台灣電視觀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喜愛，其中又以日本和美國的電視節目最受

到歡迎（李丁讚，1998；蘇蘅 1995；蘇蘅、陳雪雲，2000）。 
 
  九○年代對無線三台是很關鍵的階段，長久以來無線三台寡佔台灣電視市場，

第四台的合法對三台而言必然是個不小的衝擊及挑戰。比較三及圖五可以發現，

在 1994 年以前，無線台播放美國影集的數量逐年下降，推論其中的原因包含八

○年代港劇的興起、及九○年代初期鄉土劇出現並逐漸受到閱聽眾青睞的影響所

致（Taylor, 2008；程紹淳，2010.07），另一部分也因為無線台過去二、三十年仰

賴播映過多進口的美國影集，令社會及閱聽眾感到厭倦。然而，從圖五發現，

1994~1999 年間，無線三台播放美國影集的數量卻有開始大幅增加，面對有線電

視時代分眾化及頻道經營概念的來臨，作為綜合頻道的無線三台引進許多受歡迎

的美國影集，對抗有線電視的意味濃厚。 
 
 
 
 
 
 
 
 

16 
31 

41 47 
59 62.4 68.3 71.8 73.9 77.1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註1：單位：% 
註2：家庭寬頻普及率為使用寬頻上網的家庭佔所有家庭之比， 
    其中寬頻包含ADSL、Cable Modem、固接專線及光纖上網等連網方式。 
註3：資料來源：資策會 
註4：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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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有線電視合法前後三台播出美國影集數量 

 
 
  回顧九○年代後期在無線三台播出的重要美國影集歷程會發現（見下頁表

二），1994 年播出的【天才保姆】、【飛越比佛利】、和【超人】都還能獲得不錯

的收視率表現。隨著中視播出日本電視劇【阿信】引發國內熱烈收視，後來還將

播出時段與當時於周間晚間八點播映的【超人】對調。爾後的【X檔案】幾乎成

了無線台播放美國影集的最後代表作，華視首播後隔年，被形容為仿效【X檔案】

的【台灣靈異事件】亦同時在華視播出。9有線電視合法後象徵著電視收視分眾

時代的來臨，尤其是來自衛視中文台引進日本趨勢劇吸引年輕觀眾目光的威脅與

挑戰。根據Ishii, Su, &Watanabe（1999）於 1996 年所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衛視

中文台的收視觀眾平均年齡 26.7 歲，是無線三台及其他調查的有線電視台收視

觀眾平均年齡最低的。10於是當台視於 1995 年重播曾在衛視中文台播過的【東

京愛情故事】時，美國影集在無線三台的地位就已經逐步敗給日本趨勢劇了。 
 
  無線台在現在被閱聽眾批評總是播放已經「過期很久」的美國影集，事實上

當時並非如此。中視在 1996 年 4 月時就全台首播【六人行】(Friends)及【急診

室的春天】，但當時收視率卻非常差，使得中視只播了第一季【六人行】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購買第二季的打算。但是等到 1998 年有線電視台 CNX 大地頻道

重播【六人行】時，卻反而獲得截然不同的收視表現，報紙更以「觀眾最喜愛的

美國影集」來形容當時的【六人行】，而造成這之間差異的主要原因則在於，1996
年當時【六人行】在美國才剛開始獲得閱聽眾的注意，仍未獲得諸如金球獎、艾

美獎等美國重要電視獎項的肯定，台灣報紙也沒有許多關於該影集的報導；直到

2000 年客串演出的好萊塢電影明星布魯斯威利(Bruce Willis)獲得艾美獎喜劇類

                                                 
9 【台灣靈異事件】是華視製作的單元劇，自 1996 年 7 月 1 日首播，於 2003 年 1 月 27 日播畢。 
10 該研究所調查的電視頻道包含台視、中視、華視等無線電視台；HBO、TVBS、三立 1 台、三

立 2 台、TVIS、聯登及衛視中文台。聯登原本是緯來電視網下的飛梭電影台，1996 年緯來電視

網成立後更名為聯登電影台，2001 年聯登電影台又更名為現在的緯來電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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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本研究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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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客串男演員、及女主角珍妮佛安妮絲頓(Jennifer Aniston)分別獲得 2002 年艾

美獎喜劇類最佳女主角及 2003 年金球獎喜劇類最佳女主角，台灣報紙才在這幾

年間大幅報導【六人行】影集及演員的相關新聞，打開了【六人行】在台灣的知

名度。「是否獲得金球獎或艾美獎」成了能否被台灣媒體報紙注意的關鍵因素，

而媒體報導多寡又與收視率高低呈正比關係。 
 
  同樣的現象亦發生在【慾望城市】身上。這部由 HBO 自製的電視影集，於

美國首播時是 1998 年 6 月，雖然到了隔年(1999)4 月時台灣的報紙就有該影集的

報導，但當時僅以非常小的篇幅介紹。直到 2001 年起【慾望城市】在美國多次

獲得金球獎之際，台灣報紙也同時間大幅熱烈地報導該影集，陶晶瑩在主持當時

深受青少年喜愛的電視節目【娛樂新聞】時甚至多次表達自己最愛看的影集就是

【慾望城市】（黃瑜琪，2001.10.23）。然而 2000 年 5 月 HBO 在台灣首播【慾望

城市】後，卻幾乎沒有吸引當時媒體報端的關注。 
 
  換言之，無線台在這個階段時雖然具有選播熱門新進美國影集的能力，但是

也同時具有最令閱聽眾詬病的行為：任意更動播映時間和因收視率不佳就草草腰

斬節目。例如中視播出【六人行】之後，因為收視率不佳、廣告商不看好等理由，

就將播出時段改至冷門的周六下午（張文輝，1996.04.18）。儘管從產業端的角度

能夠理解無線電視台與收視率數字之間緊張的動態關係，但閱聽眾也就逐漸累積

了無線台傾向於任意更動節目播放時間的既定印象。 
 

表二：有線電視台開播後無線三台主要播出的美國影集 

年 月份 美國影集播出 當時外在影視背景 

1994 1 月 

5 月 

6 月 

7 月 

12 月 

華視【天才保姆】 

華視【飛越比佛利】 

中視【超人】 

 

1993 年《有線電視法》剛通過，雖然第四台早已非

法存在許久，但正式合法之後仍為當時無線三台帶

來競爭及不確定感。國興衛視開台。 

【阿信】成為首部在國內黃金時段八點播出的日本

電視劇。 

中視播出香港劇【戲王之王】。 

【包青天】在華視播出，並在港台造成轟動、台視

也自製【俠義見青天】。大學生讀者投書認為台灣電

視長期處於美國影集傾銷的情況，【包青天】的成功

似乎帶起一線希望。 

1995 9 月 中視【新超人】、【急診室的

春天】 

 

 

華視【X 檔案】、【一家五口】 

緯來日本台開台。 

台視年初播出日劇【東京愛情故事】及【愛情白皮

書】，獲得廣大迴響。整體美國影集播放已被無線台

排在冷門時段，國內收視不佳。 

【X 檔案】於黃金時段播出，造成高收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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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 月 

 

 

4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中視【六人行】在台首播 

 

中視【急診室的春天】 

 

華視【一級謀殺】 

 

台視【新虎膽妙算】重播 

台視【天才保姆】第三季 

台視首次播出日本卡通【櫻桃小丸子】，並獲得高收

視率，由衛視中文台引進的日本趨勢劇(亦稱偶像劇)

引發哈日風潮，也席捲無線台。 

【六人行】在中視播出收視率不佳，之後將播出時

段改至周六下午。 

播放新劇【急診室的春天】在中視的收視率同樣不

好。 

接續 1995 年播出的【X 檔案】高收視率，使得華視

有信心購買同類影集。 

 

【天才保姆】獲得金球獎最佳女主角。 

【X 檔案】風靡全球，報紙特別提到香港對該影集

的瘋狂。 

1997 7 月  衛星電視法頒布 

熱門綜藝節目【紅白勝利】原先在華視播出，卻因

製作人王鈞跳槽至中視，使華視開天窗；華視決定

先以美國影集墊檔，期待能有「小兵立大功」的現

象發生。 

1998 3 月 大地頻道*【六人行】 

 

HBO【慾望城市】台灣首播 

 

報紙以「台灣觀眾喜愛的」美國影集情境喜劇來稱

呼。 

 

1999 4 月 

 

7 月 

 

 

華視【X 檔案】第六季 

國內報紙於當年才開始有對於【慾望城市】的報導，

但內容僅介紹該影集為 HBO 自製影集。 

2000 7 月 大地頻道【六人行】 中文配音 

2001 

 

 

 

 

2002 

 

2003 

 

2004 

 

 

1 月 

 

 

 

6 月 

 

 

 

超視【慾望城市】 

 

 

 

HBO【慾望城市】第三季 

HBO 推出自製影集【六呎風

雲】 

 

 

緯來洋片台播出以「劇中時

間與真實時間同步」為號召

的【24 反恐任務】 

超視定頻 33 頻道 

【慾望城市】多次獲得金球獎獎項，才在台灣打開

知名度，國內報紙媒體開始大幅介紹此影集。 

 

當時美國播出【慾望城市】第四季 

韓劇【冬季戀歌】在兩岸三地、日本、韓國締造收

視佳績 

三立【台灣霹靂火】打敗四家無線台八點檔連續劇，

引發霹靂火效應。 

【24 反恐任務】掀起超視、AXN、台視接連搶播的

狂潮。 

台灣演藝工會到立法院參加「反對八點檔播韓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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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AXN【Lost】 

大陸劇」公聽會。 

【Lost】結合冒險與荒島求生的題材，引發影迷熱

烈解謎探討，造成「Lost 現象」 

本研究整理製表 

*大地頻道為 1994 年香港商傳訊電視所推出之衛星頻道，之後歷經和信集團、象山集團，現為中 

 天集團底下之中天綜合台。 

 
  關於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頻道播出的市場變化，有研究者認為除了【慾望城

市】之外，其他早期引進的許多影集及情境喜劇在台灣電視收視率的表現普遍不

好，顯示出台灣觀眾其實並不喜歡美國影集（余意，2006）。然而，實際收視率

的表現看似能夠具體代表閱聽眾的喜惡或收視行為，隱含在數字之後的事實更可

能是台灣整體電視產業的落後及產業端貧乏落後的「電視想像」，使得閱聽眾拋

棄傳統看電視的方式，而尋求其他管道。就日劇來說，日劇迷透過地下化的流通

方式，在電視臺正式播映之前早已看完整部日劇，直接跳過檯面上版權洽談、節

目排定、行銷宣傳等工作最終在電視頻道上播放日劇的冗長過程。例如 2001 年

二月才在緯來日本台首播的【長假】，早在兩三年前就已經是日劇迷一看再看、

討論再三的話題日劇了（李明璁，2004）。 
 
  從報紙輿論觀察發現，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頻道播映的地位轉變的確是受到

有線電視台合法後、衛視中文台首次引進日本偶像劇並自此引發台灣社會哈日風

潮的影響。換言之，日劇在 1994 年進入台灣後取代了美國影集作為唯一外來電

視節目在傳統電視播映的地位，在此之前 99%的外國電視節目都是來自美國

（Ishii, Su, &Watanabe, 1999）。自從 1995 年左右，美國影集開始不再被無線三台

放在黃金時段，變成總是拿來墊檔或放在下午、深夜等冷門時段（劉桂蘭，

1995.09.14）。中視早在 1994 年播出的【阿信】，在當時創下了全臺收視率超過

33%的新紀錄，此後三台開始跟隨有線電視台的腳步，播放熱門的日本偶像劇。

也就是在這樣的趨勢下，日本偶像劇成了無線三台的外來電視節目新寵兒，美國

影集則逐漸消失於無線電視台。 
 
  整體而言，九○年代的台灣電視面臨最大的改變在於 1993 年 8 月有線電視

由非法變成合法，被禁已久的日本電視節目成為年輕觀眾之間最喜愛的電視節目，

而相較之下美國影視節目則像是長久以來存在台灣電視已久，社會及閱聽眾之間

甚至瀰漫著一種台灣電視充斥著過多美國影視節目的不悅感。也就是這樣的氣氛

下，衛視中文台引進了日本偶像趨勢劇，由當紅日本偶像演出、主題內容探討年

輕男女的愛情為主，立刻就吸引了青少年閱聽眾。相較之下，美國影集及好萊塢

電影吸引的則是年紀落在中年(30-54)、教育程度和收入較高的閱聽眾（Ishii, Su, 
&Watanabe, 1999）。【六人行】與【慾望城市】於這個階段多次在有線電視頻道

重播，學者認為九○年代台灣最重要的兩部美國影集便是【六人行】與【慾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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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因此當兩者紛紛於 2004 年及 2005 年結束最後一季的播映，也代表了美國

影集在台灣電視播映地位轉變的一個里程碑。 
 
 
三、2006~2011 年：寬頻網路普及後的有線電視後期 
 
  根據資策會的調查，在 2001 至 2002 年間當時台灣寬頻網路的普及率約為二

至三成，劉幼琍等人（2003）比較透過寬頻與窄頻上網者的網路使用行為，發現

透過寬頻上網的使用者每日上網頻率比窄頻上網者高四成，上網時間也也多出一

到兩小時；此外，因為寬頻較窄頻的下載速度快，透過寬頻上網者較窄頻上網者

更頻繁地進行網路下載行為，包含遊戲、動畫／影片、MP3 檔案等。隨著寬頻

網路的普及率愈來愈高、頻寬愈來愈加大，使用者不僅能夠透過網路更快的下載

檔案，甚至因為 p2p 的串流技術而不用將檔案下載至個人電腦中就能從線上觀賞

各式影音檔案，這一切都建立在寬頻網路基礎建設的前提下。 
 
  在寬頻網路尚未如今日如此發達的前一個階段，有線電視的傳統收視方式是

台灣大多數人接觸本國或外來影視產品的主要平台。而這意味著儘管觀眾看似具

備主動從 A 頻道切換到 B 頻道的積極「選台」權力，但事實是，觀眾仍然受制

於層層的管控與限制：地區性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頻道業者、以及國家層級的

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一層一層的決定哪些影視節目能被播出、在什麼時段

播出、哪些頻道能夠上架、外來影視節目播出的比例等。 
 
  進入有線電視時代後，頻道專殊化是重要的特色之一。專門播放日本電視節

目的緯來日本台、國興衛視、JET 台等吸引偏愛日本文化的閱聽眾；緯來電視網

以引進和經營韓劇聞名（葉文忠，2002）。而對於喜愛美國影集的閱聽眾而言，

台灣電視頻道中會播放影集的是超視、年代東風、Hallmark 、緯來育樂台、AXN、

衛視合家歡(Star World)等頻道。其中，以全天候英語播出美國當紅的影集、真人

實境節目為主要賣點的衛視合家歡頻道(Star World)對閱聽眾而言具有清晰的頻

道印象，也是喜愛美國影集的台灣閱聽眾最常收視的電視頻道之一。 
 
  衛視合家歡台自 1991 年進入台灣電視以來，至今雖然已經超過二十年，但

綜觀其二十年來在台灣的變化，會發現在 2005 年之前，該頻道在台灣有線電視

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不僅在全台的有線電視涵蓋率極低，直到 2005 年龍祥

電影台在申請衛星頻道換照時遭新聞局撤照停播，才改由衛視合家歡台取代原來

龍祥電影台的頻道位置（唐在揚，2005.08.17）： 
 

在龍祥電影台消失後，原來的 64 頻道除部分系統台以 MEGA 台代

替外，久違了的衛視合家歡也再次和國人見面。專門播出歐美最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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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衛視合家歡也就是 STAR WORLD，成立已多年，但因是全英語頻

道，所以過去幾年可說是在台灣消失，這次「拜新聞局之賜」，意外在

台復出。 
 

衛視合家歡台雖然在 1991 年就進入台灣，但顯然地在長達十年間並沒有真

的接觸到台灣的閱聽眾，2005 年開始雖然終於能出現在原先龍祥電影台的 64 頻

道，2006 年開始，衛視合家歡台又遭換頻至 107 頻道，但是可以發現自該年起，

終於有了較穩定的發展。首先，衛視合家歡台開始轉播金球獎、艾美獎頒獎典禮，

儘管此時該頻道仍是全無中文字幕，但是轉播這兩個美國有名的獎項頒獎典禮吸

引了國內媒體的報導與注意，順勢也增加了衛視合家歡頻道在報紙的曝光率；其

次，衛視合家歡台開始在台灣積極播放美國熱門的電視影集，成為其他想要選播

美國影集的電視頻道參考的指標。例如 2007 年 3 月衛視合家歡頻道在台首播【越

獄風雲】(Prison Break)，同年 5 月東森綜合台也跟著播出，並配上中文字幕；2005
年中視播出【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但因為收視率不佳將時段調整

到深夜播出，造成觀眾抱怨，2007 年衛視合家歡台再播出【慾望師奶】。 
 
  2009 年 7 月台灣大哥大集團取得衛視合家歡台在台灣的獨家代理權，同年

10 月衛視合家歡台開始在部分重點影集的時段加上中文字幕，並且更積極快速

的播放最新的美國影集，這樣的舉動引起了同樣將美國影集列為主要播出節目的

AXN頻道的重視。到了 2010 年 1 月，衛視合家歡台已經全天候配上中文字幕，

並且在台的涵蓋率也更為穩定提高。11  
 
  衛視合家歡台幾乎就代表著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進入有線電視時代之後象

徵地位的起落，主打美國影集的頻道除了該台之外，僅有隸屬於新力集團的AXN
頻道，但是相較於AXN頻道，全英語播出的衛視合家歡台從裡到外都更具有濃

厚的在地美國味，該頻道自詡為台灣唯一的好萊塢綜合娛樂頻道，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幾乎確定不會再像過去一樣隨時被調換位置、或忽然地消失於有線電視

頻道中，因此還特別製作了一則宣傳影片〈衛視合家歡台 2011 年台灣正式上架！

最夯的西洋綜合娛樂指標就在第 45 台〉放在Youtube網站上12： 
 

衛視合家歡台 2011 年在台灣有線電視（凱擘、台灣固網）正式上架！

台灣唯一好萊塢綜合娛樂頻道 STAR WORLD 衛視合家歡台將在中華民

國 100 年於第 45 頻道，帶給觀眾朋友百分百的西洋娛樂節目，從最新音

樂特別節目、到全美當紅優質影集，慶賀百年開春，台灣觀眾將可完整

與全球觀眾同步體驗西洋最新流行資訊。 

                                                 
11 2010 年年代綜合台遭 NCC 撤照後，由衛視合家歡台取代大部分原本 45 頻道的位置，於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架。 
12 參考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p1D-bYZH2E&noredirect=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p1D-bYZH2E&noredire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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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許多美國影集的忠實閱聽眾而言，能夠透過家中的有線電視收看衛視合

家歡台，是他們非常期盼的事。所謂網路時代能夠在網路上尋找穩定而充足的下

載點收看美國影集，並不若說起來的這麼輕鬆容易，也仍然不是大部份人賴以消

費媒介影視產品的方法。電視仍是台灣人平均最常接觸及花費最多時間的媒體。

也因此，檢視衛視合家歡台在台灣的發展過程，就如同看見美國影集在進入有線

電視時代之後的台灣、地位及發展的變化。有線電視時代的台灣並沒有提供閱聽

眾充足的美國影集來源，與無線三台時代相比，在數量上有著天壤地別的差異。

近兩年除了衛視合家歡台和 AXN 頻道之外，超視在隔了許多年的空白之後於

2010 年播出【花邊教主】(Gossip Girl)和【虎膽妙探】(White Collar)，許多閱聽

眾更是透過電視頻道首次接觸這些影集，而成為該影集的忠實觀眾。 
 
  在過去幾年來喜愛影集的閱聽眾幾乎只能忠誠地鎖定 AXN 頻道，以及最近

終於穩定存在的衛視合家歡台。儘管期間仍有華視曾在 2009 年 1 月播出影集【超

時空博士】(Dr. Who)，但對於華視將播出時間放在深夜十二點、並且一次播放兩

集的操作方式，閱聽眾質疑該影集同樣只是被拿來當墊檔的節目，更何況無線三

台播影集惡名昭彰的方式早已趨使閱聽眾遠去。 
 

表三：衛視合家歡頻道(Star World)在台灣的主要事件表 

時間 事件 頻道字幕狀

態 

1991.8 有線電視尚未合法化的第四台時代，香港商人李嘉誠創辦亞洲衛星電

視網(Star TV)，衛視合家歡台屬於旗下頻道之一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1993.7 梅鐸買下亞衛 64%股份，象徵亞衛的經營權已移轉至新聞集團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1995 梅鐸買下亞衛剩餘的全部股份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5.8.17 龍祥電影台下架後，衛視合家歡台代替其於 64 台上架。報紙稱「在

消失了幾年後衛視合家歡台重回台灣」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6.1.1 從 64 台換至 107 頻道。此時台灣仍僅有部分有線電視台看得到衛視

合家歡台，普及率極低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6.1.16 同步轉播金球獎頒獎典禮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7.3 在台灣首播【越獄風雲】；東森綜合台於同年 5 月 17 日起於周間九點

播出，但配有中文字幕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7.6 播出【慾望師奶】。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7.9 時值艾美獎頒獎典禮，國內報紙提及 Star World 在台灣電視頻道的處

境目前仍無中文字幕、且涵蓋率並不高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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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 同步轉播金球獎星光大道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9.7.7 台灣大哥大集團取得星空傳媒集團旗下頻道的獨家代理權，包含 Star 

World 在內。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9.8.19 新聞集團將 Star World 轉由旗下福斯國際頻道負責管理營運。梅鐸將

亞洲區頻道分由三個單位管理，分別是星空傳媒(印度)、星空傳媒(大

中華)、福斯國際頻道；Star World、Star Movies、國家地理頻道等，

則歸福斯國際頻道負責；衛視中文台、衛視電影台、Channel「V」等

華語頻道將隸屬於星空傳媒（大中華） 

全 英 語 播

出，無字幕 

2009.10 【上流名醫】夏天在美國首播第一季，同年年底 Star World 已計畫在

台播出。向來以播出影集為賣點、隸屬於不同集團的 AXN 也決定拼

影集。同時 HBO 則穩定播出自家影集 

Star World 開

始在晚間重

點時段放上

中文字幕 

2010.1.13 最新一季【美國偶像】第九季於 Star World 與美國同步由衛星直播 全 英 語 播

出，全天候中

文字幕 

2010.5 首播美國當紅影集 Glee【歡樂合唱團】 全 英 語 播

出，全天候中

文字幕 

2010.6.20 DishHD 加入台灣 HD 數位電視市場，Star World 亦在頻道之一 全 英 語 播

出，全天候中

文字幕 

2011.1.1 取代年代綜合台，於有線電視 45 頻道上架報紙報導衛視合家歡台新

年度頻道調動後，Star World 往前移進主要區塊、全台涵蓋率約達到

百分之五十 

全 英 語 播

出，全天候中

文字幕 

本研究整理製表 
 
 
公視 

  身為無線電視台身份的公視自創台之初便一直陸續播放英美迷你影集，並在

2004 年首次播出【重返犯罪現場】13(NCIS)之後，獲得閱聽眾廣大的迴響，而逐

漸找到「國際換日線14」時段的外片採購焦點，爾後美國影集則為該時段的穩定

播放節目類型（公視購片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公視所選播的美國影集

及公視本身亦成為喜愛影集的閱聽眾固定關注的頻道。自 2007 年開始逐漸固定

                                                 
13 【重返犯罪現場】(NCIS)，全名為 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CBS)製作的電視影集。 
14 「國際換日線」為公視在周一至周五晚間 11 點固定播放美國影集所命名的時段名稱。該時段

在公視設台之後即成立，只不過初期並非僅播放美國影集，而是播出不同國家的迷你影集、紀錄

片等等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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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週間晚上十一點播放英美影集，之後又逐年以美國影集為主，主要的理由很大

部分是受到閱聽眾直接透過公視網站的節目討論區向負責購買國外影集的購片

組所反應。表四是公共電視頻道 2007 年至 2010 年不同時段收視率比較，可以發

現 2009 年黃金時段收視率大幅提升至 0.25，比前一年 0.19 高出許多，同時間國

際換日線的收視率也從 0.16 提升至 0.24。數字顯示，收看國際換日線時段的影

集觀眾已經與公視整體黃金時段觀眾不相上下，2009 年 5 月首次播出【怪醫豪

斯】（House M.D.）更創下近年來該時段最高收視率 0.39 ，並且為「公視播放美

國影集」這件事情打響了知名度，吸引了許多原本就是美國影集迷群的目光（蘇

詠智，2010.08.01），也促使公視在該時段嘗試播放更多在美國較受歡迎的電視影

集（見表五）。 
 

表四：公共電視頻道 2007-2010 年不同時段收視率比較 

時間 2007 2008 2009 2010 

年平均收視率 0.11 0.14 0.18 0.17 

黃金時段收視率 0.17 0.19 0.25 0.23 

國際換日線時段收視率 0.15 0.16 0.24 0.23 

註 1：黃金時段為 18:30-23:59                       

註 2：國季換日線時段為 23:00-23:59，該時段專門播映購買之外國節目，並以美國影集為主 

註 3：資料來源：公視企劃部，（2011、2010、2009）。《公共電視節目收視分析季報告》。上網日 

   期：2011 年 3 月 26 日，取自：http://info.pts.org.tw/open/prg.html。 

本研究整理製表                                   
 

表五：2007-2010 年公視「國際換日線」時段播映影集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節目/ 

來源國 

重返犯罪現場/美 

實習醫師/美 

南洋戲劇季 

白宮女總統/美 

重返犯罪現場/美 

實習醫師/美 

珍愛迷你影集/英 

真愛奇緣/菲律賓 

浮沙香/越南 

理性與感性/英 

孽子/台灣 

重返犯罪現場/美 

怪醫豪斯/美 

醜女貝蒂/美 

侏儸紀奇兵/英 

文學迷你影集/英 

重返犯罪現場/美 

怪醫豪斯/美 

超時空感應/美 

法庭女王/美 

謊言終結者/美 

危機邊緣/美 

少年魔法師梅林/英 

罪惡之城/美、法 

註 1：資料來源：公視網站。                       

本研究整理製表 
 
某種程度來說，公視可謂承接了「老三台時代」無線電視台播放美國影集的

角色，儘管大部分言論或學術研究在談及過去那個電視播放一大堆美國影集的時

代總是帶有負面（國際資訊流通不平衡、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和不得已（台灣電

http://info.pts.org.tw/open/pr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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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創立之初，缺乏足夠的資金自製足夠的節目來填補時間）的評論，但對於閱聽

眾而言，三台時代播放豐富的美國影集卻是許多六、七年級生讚許及懷念的電視

收視回憶。 
 
  九○年代已降隨著無線三台逐漸不再將美國影集列為重要的外來節目選播

對象之後，許多年輕族群的觀眾受惠於網際網路時代點對點(P2P)傳輸技術、而

轉向透過流通於網路世界的免費資源收看美國影集（林積慶，2008），使得「看

電視」從家庭共同娛樂轉變為更為個人取向的活動。另一方面，公視為了區別自

己與商業台的差異、並背負著播放多元電視節目、盡可能提供商業台缺乏的節目

的使命，在訪問公視負責購買外片美國影集的購片組人員時便表示：「我們不播

韓劇、日劇、港劇、或大陸劇，因為這些節目商業頻道已經在播了，我們盡可能

播他們沒有提供的」（公視購片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這裡，公視購片

人員口中所指稱商業台沒有提供的電視節目，指的就是英美影集。 
 
  根據創市際ARO資料庫觀察 2010 年 2 月線上影音網站的使用情況發現，線

上影音網站在上網人口的使用率高達七成以上，且受訪者每天平均花費在上網的

時間已經高於花費在使用電視的時間，而其中，受訪者觀看線上影音檔案的管道

以Youtube（55.1%）的比率最高，次高者為PPStream15（23.5%）（創市際市場研

究顧問Nov2009，無日期，轉引自數位媒體行銷資料庫電子報，無日期）。這份

觀察與調查結果意謂著有愈來愈多觀眾拋棄舊的電視、轉而投向新的網路電視媒

體的懷抱，推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加上電腦網路科技的進

步所造成，廣大的學生族群進入大學階段開始住學校宿舍、上班族多數在外租屋，

想要看電視必須至少有一台傳統電視機及每個月付有線電視費用，而這顯然對大

部分學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因此，影音網站例如Youtube及網路電視(Internet 
Television, ITV)的出現，正好提供了另一個看電視的管道，後起之秀PPS成了學

生的最愛（蔡菁怡，2010.05.26；曾懿晴，2010.12.15）。 
 
  2010 年 6 月，《今周刊》以〈電視生態沉淪下的文化大危機〉（劉俞青、劉

卓翰，2010）為題做為封面故事，直截的點出了台灣電視產業目前所面臨的危機，

包含電視台不斷重播過去的舊節目使得電視觀眾一直在流失，更重要的是，這使

得台灣的青少年開始擁抱中國的網路電視 PPS，無論是台灣偶像劇或綜藝節目、

日韓劇或電影、卡通、美國影集，都是透過中國的 PPS 在線上收看的。上述的

現象觀察也許可以隱約地從中發現，網路電視在一部份人的生活中開始被用來取

代傳統電視的功能與使用。然而，這些仍不足以描繪、證明究竟這個來自中國的

網路電視平台PPS在台灣的普及現象為何、受歡迎程度又為何，直到去年(2010)12

                                                 
15 PPS創辦於 2006年 1月，是截至 2010年為止全球最大的網路電視服務商（維基百科，2010.11.30；
pps 網絡電視官方網站，無日期），亦是中國第一家獲得中央電視台授權直播奧運比賽的新興媒

體網路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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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當美國影集從 PPS 的列表上消失之後，才有了比較清楚的樣貌。2010 年

十二月中旬，台灣電視新聞及報紙媒體報導美國影集從大陸視頻網站 PPS 上被

刪除，內容指出 PPS 在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日益普及，甚至因此侵吞了

台灣有線電視市場（曾懿晴，2010.12.15）；美國影集從 PPS 上迅雷不及掩耳地

消失，忽然使得台灣的 PPS 使用者都浮出了水面，這點從報紙及電視新聞立刻

大幅報導此次美國影集消失的事件可以發現，很顯然地，不僅 PPS 在台灣已經

有愈來愈多的規律使用者，透過 PPS 觀看美國影集的觀眾或迷群更不在少數。 
 
  在台灣影視娛樂產品市場中，美國影集作為其中一個選項，與同樣來自美國

的真人實境節目、紀實娛樂節目、16日劇和日本綜藝節目、韓劇和韓國綜藝節目，

共同形構成台灣「外來影視娛樂產品」此一類別的絕大部分。事實上，無論是影

視脈絡或日常生活，在台灣，「外國」或「世界」指涉的幾乎就僅有美國和日本。

詹宏志（1989；轉引自李明璁，2003）曾指出：「新進增加的日本文化固然多於

新近增加的美國文化，但台灣目前的『總美國文化』仍大於『總日本文化』，因

此，在我們分析台北的日本時，不要忘記分析台北的美國」。面對美國已內化於

日常生活之中、缺乏能夠被輕易指認出來的異國性／異文化感（李明璁，2004），
或許透過美國影集的研究，能夠試圖不再讓美國總是停留在巨大的歷史概念之下，

而無法接近。 

                                                 
16 紀實娛樂節目（nonfiction entertainment）具有專業知性的形象，是跨國媒體用來作為全球市場

擴張的策略之一，利用其「紀實」的特點降低輸入國與輸出國之間的文化接近性問題，讓民眾更

能接受與信任（Elfriede Fürsich，2003；轉引自徐孟延、邱琬淇，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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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無所不在的美國，曖昧不明的美國性 

一、難以成為對象：美國在傳播研究中的位置 
 
  在試圖找尋能夠回答美國影集在台灣的歷史與過去發展的解答時，我很驚訝

的發現這部份的學術研究非常缺乏，然而透過資料的爬梳發現美國影集確確實實

存在的證據卻是那麼的難以抹滅。搜尋台灣傳播研究中具有權威地位的學術期刊

《新聞學研究》和《廣播與電視》後發現，以美國為研究主題的論文並不算少，

但是這些研究卻總是與台灣沒有「直接」發生關係，而有關於影視產品、流行文

化、音樂和傳播媒體的討論也非常少。（見附錄三、四）因此我先檢視了美國在

既有的台灣傳播研究中，佔據了怎樣的地位，以及研究者是以何種方式碰觸美

國。 
 
(一)鉅觀美國：美國作為研究中的歷史形構脈絡 
  在許多分析台灣的傳播活動或文化機制17(cultural institutions)的歷時性研究

中，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殖民台灣、及冷戰皆是研究者用以當作重要研究脈絡的

歷史事實。而任何針對在地文化生產與消費的分析及研究都必須與全球地理政治

結構(geo-political structure)做連結才可能完整（Chen, 2000）。相關研究當中，為

了分析研究對象何以形構成為今日既存的樣貌，爬梳過去的歷史事件及當時的社

會脈絡便成為研究者重要的取徑，於其中，冷戰時期美國對台灣、乃至於整個東

亞的影響在這些研究中占據重要的位置。換言之，美國本身並不是這些研究的研

究對象，而是構成研究的重要分析脈絡之一。例如KTV在今日仍是台灣重要且熱

門的流行文化活動，但形構KTV成為目前的樣貌、機制和消費方式(ways of 
consumption)卻與台灣殖民史密不可分，這是陳光興（Chen, 2000）探究台灣KTV
現象的形成脈絡與消費時，發現日據時期由日本帶來的那卡西(nakasi)文化、卡

拉OK機器(karaoke)及八○年代中期Movie TV(MTV) 受惠於盜版工業的猖獗而成

為當時重要且受歡迎的娛樂形式，且隨後美國音樂錄影帶(Music TV)進入台灣，

這些異質的元素交織演變而發展為今日的KTV。 
 
  在爬梳 KTV 的發展過程中，陳光興將美國於其中的角色及影響視為重要的

分析脈絡。在這裡，「脈絡」(context)本身成為被分析的對象之一，是構成研究

者探究主要研究對象 KTV 的次要分析對象。就如同 Chen（2000）總結道，如果

僅是將 KTV 文化視為是全球化的同質化力量下的產物，這樣的觀點就會是缺乏

歷史感的。台灣 KTV 文化的特殊性與台灣曾被日本殖民、及因冷戰結構受到來

                                                 
17 Cultural institutions 亦有譯為文化機構，是指語言系統、家庭環境、教育體制、傳播媒體、法

律規範與宗教團體等等。其功能在於將價值觀念滲透到社會環境中，決定好與壞、美與醜、對與

錯的分辨標準，從而產生主導的意識形態（王梅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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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的影響密不可分。若非仔細地檢視 KTV 的發展過程，美國在這之中看似

短暫的出場或許會被日本殖民史及卡拉 OK 所掩蓋。Chen（同上引，頁 172）認

為： 
從文化上來看，美國成了台灣人被置放、檢視、合法化或對抗的

凝望對象。這種文化想像力自冷戰起，持續地在發展，而終於成為一

種日常生活化的無意識事實，存在於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被發

現。 
 

美國引進的音樂錄影帶、MTV 形式的包廂式娛樂視聽空間、卡拉 OK 及電

視螢幕這些日後成為組成 KTV 的元素，陳光興藉由爬梳戰後台灣的相關歷史，

順時地依序介紹這些元素的出場，並佐以分析它們對於構成日後 KTV 的全部實

踐(repertoire)所占據的文化意義，也因此，在該研究中有一部分重要的研究發現

是美國成為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之中無意識存在的事實。美國從「研究脈絡」逐漸

轉變為「研究對象」，在脈絡化的過程中，陳光興同時在問題化美國(to problemize 
American)，或者說，台灣政府因其與中國的兩岸關係而從 1945 年已降保持親美

的立場，美國並未實際殖民或軍事占領過台灣，反倒是日本殖民台灣的那段歷史

讓台灣一直清楚地意識著日本的存在及影響，因此卡拉 OK 及那卡西(nakasi)反
倒是清楚地與 KTV 做聯結，而美國卻被遺忘了。當陳光興指出「美國作為一個

外來的存在，在台灣並未被有意識地指認出」此一問題時，他變同時開始著手美

國在冷戰時期對台灣及東亞形成的深遠文化及意識形態影響的問題。 
 
  美國之所以在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一種無意識、甚至在知識生產中無法

成為研究對象，從歷史的洪流來看似乎變得比較清楚。自從台灣被納入新自由主

義的冷戰陣營、及親美的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以美國為遙望標準的台灣對地球

彼端的那個西方國家似乎一點都不陌生，有趣的是，此種對美國產生的熟悉感其

實只是一種「想像」，而正因為此種想像才讓美國如無意識般存在台灣人的日常

生活之中、乃至於知識生產者的預設，所以，當韓劇被指為「入侵」台灣電視時，

美國影集的收視卻無法受到關注。從爬梳歷史的過程中將美國從「研究脈絡」轉

變為「研究對象」，在柯裕棻（2008、2009）的研究中亦可以發現。 
 
  柯裕棻（2008、2009）研究 1962 年開始至 1964 年之間電視機在台灣社會初

期的發展狀況。同樣地，在研究電視此一傳播機制的歷史脈絡過程中，也將美國

從脈絡變成問題。首先，Raymond Williams 在《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Williams, 
1974／馮建三譯，1992，頁 32）書中一開始便闡明他自己對科技與社會兩者之

間存在已久的爭議命題的看法，他認為：「科技條件能夠滿足社會需求到什麼樣

的程度，更主要的因素，並不取決於需求本身，而是這樣一個需求，在當時的社

會形構(formation)中，佔據了怎樣的位置。」而柯裕棻（2009）研究六○年代台

灣電視的設置過程時，承接了 Williams 對科技條件、社會需求與社會制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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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看法，從當時台灣社會所處的脈絡下，了解電視此一特定科技的發展意向

(intention)，包含發展時的目標和期待，來理解電視的社會角色及帶來的影響。 
六○年代，仍處於冷戰架構下的台灣，電視設置過程受到東亞區域間的政治互動

及美軍在台顧問的影響，其中複雜的角力因素包含台灣被日本殖民的文化經濟經

驗、國府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結、與共產中國的外交和軍事競爭、美國在東亞的軍

事布局、及國民黨自我肩負的反共使命（柯裕棻，2008，頁 226）。 
 
  從結果來看，台視是中日合資的成品，台灣的電視設置最終主要是依賴日本

的資金及技術、甚至進口日本規格的電視機，然而，細究日本發展電視的路徑，

當時日本通商產業省（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欲引

進美國技術推動電視產業，因此合力與當時擁有《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向日

本政界施壓攏絡，促使美國研發的電視系統程為主導市場的規格；日本松下電器

的國際牌（National）當時與飛利浦簽訂技術專利、早川電機、三菱、東芝和日

立也分別與夏普（Sharp）、美國西屋電器及美商 RCA 購買電視機技術專利（Partner, 
1999, p.112；轉引自柯裕棻，2009）。換言之，台灣的電視設置雖然最終主要是

依賴日本的資金及技術、並進口日本的電視機，但是既然日本本身又是仰賴及參

照美國的技術及規格，則應該將「台灣電視設置技術及經濟依日」的說法改為「美

國的二次翻譯」，是改良自日本的美國電視技術，亦即可以說，台灣的電視設置

是依循一條「美國─日本─台灣」的路徑。 
 
  從柯裕棻（2008、2009）的研究來看，日本因其作為台灣的前殖民者角色及

東亞最早創設電視台的國家，使得在分析六○年代台灣電視設置的過程中，成為

重要的分析及脈絡因素。首先，從當時台灣的電視社會論述來看，由於殖民遺緒

使民間社會對日本親近與友好，再加上國府退守台灣後發生二二八事件，使得國

府更像是另一外來政權，因此社會上有關電視的論述彌漫著一股「文化反日、經

濟依日；國家反日、民間親日」的氣氛（柯裕棻，2008，頁 225-26）；然而，「美

國」在這份研究中卻是扮演著連接日本與台灣關係的角色、並作為串起整篇研究

的軸線之一：柯裕棻在研究的一開始便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先進國家美國的電視廣

播發展過程，指出在 1950 年代初期電視便取代了戰前的壁爐和鋼琴，成為美國

新的家庭中心點，而在很短的時間內，電視成為主要的文化形式，並且是以商業

化為主要發展原則。 
 
  美國電視商業化及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走向跳過日本而直接連結到台灣，

柯裕棻檢閱分析當時的《聯合報》、《中央日報》、《台灣新生報》，及《電視週刊》18

當中的論述，認為（同上引，頁 218-19）： 
 

                                                 
18 《電視週刊》為電視引入初期即由台視文化事業公司發行的消費刊物，自民國 51 年 10 月發

行首刊，至民國 88 年 1 月 27 日停刊，共發行 189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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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報章上的文章多以美國作為參照基準看來，雖然「電視示範表演」

的技術層面是由日本支援，「日本」此時卻幾乎從台灣成為電視社會展望

的討論中消失，只有在實際執行過程的專業分工時，日本技師的團隊合

作精神才被提及。即使當時電視機在日本已經非常普及，但日本不是報

端輿論所想像的進步電視社會，美國才是終極的參照標準。在電視示範

表演中，「日本」的機器雖然是主角，卻在主流言論中被隱匿了。「美國」，

才是普遍、儼然在場(almost there)的想像對照點。 
 
事實上，美國成為台灣社會電視論述的主要角色並不意外。柯裕棻在描述「電視

機是在日本的夢想機器」及「日常生活中的電視機」等段落中，將報刊雜誌裡實

際對美國的嚮往及參照夾雜其中，顯示出日本雖然是電視機技術及器材等硬體的

提供來源，但是「以美國為電視文化想像」的軟體參照反而靜靜地滲透於其中。 
 
 但柯裕棻的研究不斷提醒我們兩件事情，第一，有關一九六○年代台灣電視

設置的過程中，美國和日本在其中各自扮演了不一樣的角色、發揮或促成了不同

的影響力。特別是日本當時與台灣（國府）的關係，忽然間從二次大戰敵對的關

係，卻受到美國在東亞的冷戰布局介入而轉變為同一陣營；1958-1960 年間美國

和日本的商人都有意願投資台灣電視事業，最終國府在兩者之間選擇了日本，考

量的並非何者較能促進本國電視事業，而是何者較能強化國府的對外關係（林麗

雲，2006，頁 84）因此在電視設置的經濟和技術上國府選擇了日本，但文化上

反日使得「日本」在台灣當時有關電視的主流言論中被隱匿了，例如報紙的電視

專欄討論的是「美國社會」的電視問題，引用的是美國詞彙等。第二，報紙雜誌、

主流媒體的言論、或官方的資料都「不能」被視為台灣社會當時完全的真實反映，

而應該只是反映官方或少部分人的立場。 
 
換言之，歷時性地分析「台灣的電視設置」這項文化機制時，美國和日本這兩個

國家又再次成為重要的介入者，不同的是，實際提供技術交換、資金和電視機的

「日本」在主流報紙言論和官方資料中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而被隱匿了，反對台

灣設置電視的美國卻成為文化菁英突顯的對象。然而，美國和日本兩個符號在民

間社會或許未必是競爭的零和樣態，日本電視節目雖然在官方電視上被禁止，但

日本的大眾文化自 1970 年起就一直以地下化的方式在台灣社會發展和流通（李

依雲，2008），美國的電視節目則跟著台視成立時進入台灣社會。電視「硬體日

本、軟體美國」可能是美國影集沒有成為學術關注對象的原因之一，1945 年以

來國府的「日本文化禁止令」19反而促成九○年代哈日風如旋風般積累的爆發。

若當時被禁的是美國，很可能美國反而能夠以比較明顯的方式被台灣社會關注。 
 

                                                 
19 是指 1945 年以來國民黨對日本出版品的管制、1972 年台日斷交後又禁止日本電影、歌曲等流

行文化的法令。李衣雲（2008）在其研究論文中統稱為「日本文化禁止令」（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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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台灣此種曖昧性及日常生活中難以清楚地被意識、知識生產領域中難

以成為問題的現象，證明了殖民、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等歷史事件對台灣及東亞

等國造成的影響有其無可躲避的面對必要性，研究者及知識生產者若以一種非常

具有「歷史感」的取徑進行傳播研究時，則必然會處理到「美國」對台灣的影響。

當研究者從時事現象、傳播活動或文化機制的當代樣貌中發現值得探究的研究對

象及議題後，都在溯及文化活動的歷史形成脈絡之中開展了(unfold)美國自冷戰

時期對台灣流行文化的影響。台灣對於美國的複雜情感，以及將西方(the west)
宥限於美國的想像，顯示出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國家殘留的鉅大影響，這在日本

學者 Yoshimi(2003, p.433)一文的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愈顯清楚：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對於東亞國家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言，

美國到底意味著什麼？直至今日，美國對這些地方的人們持續產生的

意義又為何?在探究東亞國家人們的日常生活意識及文化時，可否以一

種區域觀點理解，而不去談這些國家於冷戰時期和美國產生關係的方

式、甚至不把軍事及政經層面納入思考？至少，「美國」在東亞國家包

含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越南及印尼之中，一直是一個非常獨

特強大而重要的存在／現狀(presence)。 
 
  從上述檢閱傳播研究學者生產的研究中發現，「美國」都被以非常鉅觀的方

式處理及現身，尤其是以美國作為一個歷史事件，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或一個特

定時空的脈絡成為相關研究中的重要線索，例如反共的冷戰意識形態。然而，相

對於鉅觀的美國，微觀層次的美國卻鮮少獨自成為傳播研究中的研究對象。換言

之，「美國」無論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傳播學術生產中，較多像是在背景中遊走，

日常生活中的「美國性」四處存在台灣社會，但因為並未被生活在此社會裡的台

灣人清楚意識到，而造成美國彷彿沒有「直接」進入每天周遭的生活世界，此種

「缺席的存在」20似乎也可以對應到傳播學術生產圈的情況。 
 
 
(二)微觀美國：美國本身作為研究對象 
  「隔行如隔山」這句話在搜尋及閱讀文獻的過程中成為最貼切感受的形容。

檢閱台灣學術生產成果中「美國」所處的位置時，便會被數以千篇來自軍事、外

交、戰略、管理、商業、教育、文學、歷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震懾住，這些專業

的研究各自以領域內的學術用語、典範大師的理論或學門內歷時性轉變的研究焦

點針對各式各樣的美國進行分析，對於來自不同學門的研究者而言，要盡其可能

                                                 
20 這裡用「在背景中游走」及「缺席的存在」等詞彙形容，是借用自閱讀陳光興（2001）時，

他分析電影《多桑》中，外省人在該電影中並未以「前景」的方式直接出現，而是如同背景般的

方式現身電影當中。此種形容方式，不禁令讀者聯想及對應到美國影集及美國同樣並未直接現身

於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之中，「美國內化於台灣」的情形就像是「在背景中遊走」般「缺席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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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窮盡爬梳這些研究著實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台灣文學來說，王梅香（2006）在

他的研究中將「美援／元文化(American-Aid Culture)」當作研究戰後反共文學及

現代主義思潮的重要關鍵字，而這說明了透過冷戰夾帶而來的美國文化的確在各

個領域產生影響。在王梅香的研究緣起中，開門見山地指出台灣文學界存在一種

「台北優位的主導心態」，對於南部作家或文化人來說，想要獲得文壇的注目最

便捷的一條路便是進入台北文化圈，他並認為，形塑台北文化圈成為文化象徵建

構與戰後五○年代以來黨國體制下特定族群、階級和美國政治力交相運作有關。 
 
  1951 至 1970 年的台灣，美國幾乎壟斷了海外文化輸入台灣的管道，以「文

化交流」之名憑藉著美援順勢進入台灣，美國文化是唯一能較自由進出台灣者（趙

綺娜，2001）。王梅香（2006）指出，在台灣文學界「美援文化」一詞經常被引

用，但真正為這個詞做界定的人卻付之闕如；美援文化一詞源自台灣國民黨黨報

《香港時報》，然而卻是在香港文學史中被發現。根據王梅香整理並界定（王梅

香，2006，頁 8）： 
 

所謂「美援文化」乃是指受到美國經濟直接或間接援助而發展或

引進台灣的文化生產、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形成某一個特定群體的

意義、價值與生活方式。 
 
  相較於文學領域，傳播學界較少使用「美援文化」一詞，在指涉伴隨著國府

接管台灣帶來的親美意識形態影響時，較常運用的是「冷戰結構」、「親美反共」、

「新殖民主義與後殖民主義」或「新帝國主義」等詞彙，21反映在學術知識生產

的成品上，差異便在於，傳播學界甚少直接以傳播媒體中存在的美國流行文化為

研究對象。這並非意味著傳播學界「不」研究美國流行文化，在一些分析運動場

域的傳播現象的學術研究中，顯見美國對台灣的特殊影響。劉昌德（2008）和陳

子軒（2008）都針對王建民現象和棒球國族主義進行剖析，前者在分析王建民現

象時，同時分析了傳統運動國族主義經由美國MLB的新文化勞動國際分工，而

重新建構為棒球場上的資本國族主義。 
 
  劉昌德的分析彰顯出台灣棒球論述中的「哈美」事實，用棒球場域的話來說，

便是獨尊美國 MLB 為棒球最高殿堂。批判地來看，「王建民現象」並非因為棒

球是台灣的國球，早年台灣棒球員「出口」的歷史，一直是以日本為主要輸出地，

然而，對比八○年代的郭泰源與九○年代的郭李建夫，並未如王建民在 MLB 時受

到可比擬的媒體及全民關注；在「全球化」的浪潮及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發展，

                                                 
21 新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及新帝國主義實際上是意思相同的三個用語，是指打著新自由主義

之名藉由各種軟實力(soft power)輸出而影響其他國家，不同於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殖民主透過實際

戰領土地的方式控制殖民地。因此，後殖民主義是指客觀的實踐，而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則
指稱前期殖民主義街段與晚近後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多層次總體效應做嚴格的區分（陳光興，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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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展現出來的是更全面性地「親美」，同時是內化於日常生活之中。誠如劉昌

德在結語處指出，「未來的出路應該不是訴諸於純粹國族主義的回頭路，而要在

此指明一個對抗 MLB 全球霸權的道路，例如亞洲能否成為方法」。棒球於台灣

的文化歷史上，是殖民主義下隨著日本殖民台灣而到來產物（陳子軒，2008），
然而，日本逐漸從台灣棒球場域的論述之中淡化，美國的 MLB 卻持續隱而未宣

地盤據其中，無法從棒球球迷、電視轉播及運動國族主義之中找到解套。在陳子

軒的研究中，「公視轉播運動賽事以建立國族認同」是研究的凝視對象，而敵人

是「商業電視台雄厚的資金」，美國則透過 MLB 及「以美國為主體的職業運動

聯盟轉播權利金」現身，但並未成為研究主要反思的對象，但這卻再次成為運動

場上台灣舉國上下哈美事實的背書。 
 
  與棒球同樣依循美國─日本─台灣之傳入路徑的，還有流行音樂中的搖滾樂

及饒舌文化，何東洪（Shin & Ho, 2009）以冷戰時期台灣流行音樂的美國翻譯為

題，研究冷戰時期美國對台灣的文化層面影響，Shin & Ho(2009)發現近年來由於

韓流崛起，台灣對於韓國特別具有某種仇視和敵對情結，尤其是在流行音樂領域

產生「台客」瞧不起「韓流」的現象，認為韓國的搖滾及饒舌音樂缺乏原真性

(authenticity)。從這個時事現象出發，Shin & Ho追溯南韓及台灣的流行音樂歷史，

他們認為，無論是南韓或台灣的搖滾及饒舌音樂，其實都以美國流行音樂為啟發

及學習對象，換言之，南韓及台灣的搖滾及饒舌音樂不僅並非有差異、相反地，

兩者是非常相似的。南韓與台灣的流行音樂之所以相似，Shin & Ho(2009)認為二

次世界大戰後兩個國家因同時擺脫日本殖民、並接著參與反共親美的冷戰體系是

重要的歷史脈絡，這使得南韓及台灣對美國的情感非常相似，美國就像是來自自

由世界的援助力量般，將兩個國家從日本的手中救出，脫離被殖民的狀態，開始

進入美國化(Americanization)。陳光興（2001）亦指出，南韓與台灣的諸多巧合

性其實並不突然，在冷戰的結構下，為了鞏固政權與繼續國族主義的現代化發展

計畫，南韓、台灣與日本的右翼政權與美國緊密地結合，召喚反共的恐懼感，有

效地關閉了所有對美國「大哥」提出新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質疑的論述立場與

空間。 
 
  美國總是在研究中成為研究脈絡、如日常生活般希鬆平常指涉的對象，似乎

隱約地反而解答了「為何美國很少單獨成為研究對象」的問題。以美國影視節目

為對象的研究來說，分為好萊塢電影和電視兩種。好萊塢電影佔據台灣電影放映

市場的大部份，在台灣上電影院幾乎就等於是看好萊塢片（游上民，2007），也

因此，有關好萊塢電影的研究從產製、行銷、映演、閱聽人研究，乃至於對於台

灣電影產業好萊塢化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反省與分析都不斷地豐富此研究領域；至

於美國電視的部份，特別是電視影集的研究可謂付之闕如，著實令人感到可惜與

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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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獨有偶，英國一位研究者（Rixon, P., 2003）同樣認為，自從英國獨立電

視台 ITV 的創立之初美國電視節目就進入了英國人的電視螢幕之中，並且深遠

影響及形塑了英國的電視產製文化及英國人的電視經驗。然而，在許多重要的英

國電視發展歷史書寫中，美國電視節目總是被輕描淡寫地帶過，或是以一種非常

輕蔑地語氣形容為入侵者角色。過去以來檢視外來電視節目對輸入國整體電視的

影響時，很難跳脫國內與外來、本地與全球的二元對立範疇，這其中所指涉的外

來或全球又通常僅指稱以八大片商為代表的美國。但美國電視節目在英國和台灣

電視研究受到忽視卻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背後顯示出的意義再次指向電視產業具

有高度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複雜在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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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是我的電視頻道：後有線電視時代的美國影集 
 
  從研究取徑來說，流行文化或大眾文化的研究主要分成兩種派別：持文化帝

國主義批判論者認為，哈日意味著一種帝國的重返、一種殖民經驗的再生，在傳

播研究中的政治經濟學派則基於這樣的認識論，會將哈日的研究焦點放在文化經

濟的生產與跨國流通，推導出哈日的殖民依賴本質，以及帝國與資本意識形態的

再現。另一派則是文化多元主義論者，將哈日視為一種開放市場下的自由選擇，

認為這會受到本土化力量的稀釋，並遭受到其他跨文化傳播力量的挑戰。相對於

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消費面著墨較少，文化多元論者更強調閱聽人／

消費者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其分析焦點較著重文化消費面向（李明璁，2003，頁

185-86）。然而，在研究台灣年輕哈日族的跨文化認同時，李明璁發現當時針對

哈日現象的學術經驗研究卻都有不約而同簡化行動主體─亦即哈日族─的傾向

（李明璁，2003，頁 186）： 
 

  研究者對於哈日現象的評論逐漸成為一種沒有實質主體的『想像主

體』論述，『哈日的他們』始終只是『研究哈日的我們』的對象／客體。 
 
李明璁這段話寫在該研究的一開始，作為他再論哈日的一種反身性方法論

（reflexive methodology），這幫助了我在思考在台灣傳播研究中做流行文化的美

國影集研究及「哈美」究竟該採取怎樣的研究方法。如果說美國電視影集及其他

文類電視節目已受到持文化多元論者的研究者關注，那麼或許可以試想，研究大

眾流行文化該怎麼問「政治經濟學派」的問題？ 
 
  研究美國是不是一定得用嚴肅的去帝國及冷戰的大敘事框架？這似乎使得

生活在媒體景觀（mediascape）高速變動時代裡的研究者不敢輕易地碰觸那段自

冷戰迄今的美國影響，22反而不斷流失捕捉因傳播通訊科技日異月新得以於日常

生活中消費跨國媒介產品的閱聽眾的機會，就算從閱聽眾、或國族概念下台灣人

民的角度來看，「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概念其實都難以

理解。 
 
  全球文化經濟互動中，流動最頻繁且快速的兩大產業與消費─跨國媒體與觀

光旅遊─在學術研究的傳統分野上交集並不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媒體與旅遊

產業間的緊密關係卻顯而易見。吳爾芙（Wulff, 1992；轉引自李明璁，2003）曾

研究瑞典年輕人如何在自己國家透過閱聽與討論跨國媒體，在其前往紐約遊學之

前，就已先參與了一種帶有紐約當地文化色彩的再社會化過程。旅遊的實踐其實

                                                 
22 冷戰時期用來宣傳反共親美的重要刊物《今日世界》，在 1970 年羅森棟研究之後，事隔將近

四十年才有林純秀（2008）再研究。在搜尋檢閱台灣傳播研究中有關「美國」的文獻時，才發現

此類研究文獻甚少，因此才有構思本碩士論文主題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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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還未出發前（甚至還未計畫）之前就已經開始（同上引）。Yuiko（2008）觀

察到愈來愈多的日本青少年短暫地移居到紐約、倫敦等西方城市、致力於學習這

些地方的藝術與流行文化，這群以文化為動機的遷移者(cultural migrants)受到日

常生活中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中介了日本青少年想像中的「西方」。Yuiko 針

對他的受訪者在即將前往紐約和倫敦前於日本進行訪談、並於四年後前往紐約及

倫敦當地追蹤訪談同一批受訪者，他發現受訪者在前往紐約和倫敦前、後對於想

像中的西方有很不同的結果(Yuiko , 2008, p.226-228)： 
 

美國流行文化就是日本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的受訪者

們在出發前幾乎都認為「移居到美國生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們

不認為在美國生活和在日本生活會有太大的差異。而這是因為在日本，

「美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當他們在那裡居住了一段

時間之後，都發現他們很難融入美國社會，而過去從電子媒介中所習

得的西方印象，也都重新調整。 
 

Yuiko 在研究日本青少年所欲望的西方時，指出了美國就像是日本人日常生

活中的一部分，青少年都自認為對美國非常熟悉，甚至覺得遷移至紐約的生活平

凡地就像是在日本生活一樣。李明璁（2003）的研究也顯示，台灣的青少年哈日

族並非只是追求表象的流行與商品，有愈來愈多人正透過各種方式尋求更深入日

本文化內裡的意義感，青少年在反覆觀看和旅行的跨文化實踐過程中，改變了自

己的文化認同。 
 
  上述的研究說明了透過研究傳播媒體、流行文化的閱聽人消費活動之中，同

樣可以從中發現在地（此處則指台灣）與美國之間持續不斷的關係，例如李明璁

（2003）雖然是研究台灣青年哈日族群，但在他的研究之中便提到，儘管九○年

代台灣媒體全面開放而提供國外視聽產品進口，美國的視聽節目在台灣受歡迎的

程度其實較諸日本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社會輿論並沒有造成明顯的「哈美」和美

國化的熱潮。可能的原因除了背後更為複雜的歷史因素與集體情感結構之外，與

播映的美國節目類型亦有關聯。更有趣的是，同一份研究中，李明璁的受訪對象

在回答與日劇和自身日本經驗的同時，「自然而然」地將日本與美國進行比較：23 
 

我對日本歌的感覺愈來愈普通。歐美的東西還是比較有原創性，雖

然日本歌的確還是比台灣、香港的進步很多，不過要說世界上最 top 的

還是都在歐美。 
 

所以我覺得日本的是個 shopping 買有趣東西的好地方，但覺不是最

                                                 
23 從李明璁的摘錄來看，受訪者是直接在回答問題時，將日本與美國進行比較，而非研究者特

別提出問題詢問，因此在讀者詮釋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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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去旅行的國家…不過如果我有多一點錢，我會想去更炫的紐約。 
 

不過話說回來，日本人有時候太重細節也會讓人受不了，覺得怎麼

會這麼歸毛；這點美國人就比較阿莎力。24 
 
李明璁總結道：「從上述敘述中，可以窺見美、日文化在台灣長久以來某種微妙

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一方面，『哈美』與『哈日』不見得是一種相互取代

的對峙立場，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流行文化經濟命運共同體』」。從三個不同受

訪對象的對話摘錄可以發現，日本和美國成為被相互比較的對手，同時也「只」

有美國和日本在被進行比較。這顯示出一個現象：在台灣談日本離不開美國、談

美國也同樣離不開日本。跨國電視節目以最親近、最具體的方式存在於人們的日

常生活實踐之中，無論閱聽眾是否選擇收看，這些環繞在人們身邊的美國好萊塢

電影及電視節目可能是絕大多數從未親身接觸過美國人、或從未去過美國的台灣

人，對美國的唯一認識管道，此種媒體中介的美國讓台灣人能夠產生各式各樣「美

國就是…」的文化建構，彷彿我們對美國民情文化都熟悉的不得了。 
 
  陳光興在研究了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戰後冷戰結構美國對台灣形成的影響，

提出亞洲作為方法，必須刻不容緩地在社會各個層面開始去殖民和去帝國的實踐。

透過歷史的視野，陳光興說台灣已經對美國免疫（2001，頁 98）：「台灣對上層

社會於年輕一代『哈日族』的反感，卻從來沒有『哈美族』的命名，反映的是美

國性的無所不在，至少它完全內在於我們的文化」。 
 
  如果傳播研究中始終並未以美國影集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而「美國」本身

在傳播研究中也總是以歷史脈絡的形式發生影響，那麼，透過問「美國影集是什

麼」，也許就能找到美國及美國性在台灣究竟意味著什麼。 
 
 

                                                 
24 根據李明璁的訪談資料，該名受訪者其實從未去過美國，但是對於「美國人很阿莎力」的想

法卻是根植於他的認知基模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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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對象與問題 
 
  在過去以來，最接近本研究的研究旨趣及關注焦點的相關研究論文議題包括：

以超視和衛視中文台這兩個專門針對台灣為經營市場的衛星頻道為研究對象、比

較不同跨國媒體集團（新力集團和新聞集團）在台灣經營衛星頻道的在地化策略

（陳炳宏，2000）；鄭凱元（2001）同樣研究跨國衛星頻道的本土化策略分析六

個在台灣的境外頻道如合運用不同策略及頻道定位以進入台灣電視市場。25亦有

研究分析最早進入台灣的跨國媒體集團衛視集團（Star TV）底下五個頻道的節

目26引進策略及編排策略，並與無線三台的電視節目播出做比較（魏美凌，1995）。
迄今針對跨國媒體集團及個別跨國衛星頻道如何進入經營台灣電視產業市場、進

行策略化本土化等發展、以及本土有線電視頻道的回應策略等相關論文已逐漸豐

富（陳清河，1996；吳峻安，2004；鄭淑文，2007；曾柏升，2003）。 
 
  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多半是以個別頻道業者或集團為單位、檢視電視台的經

營策略或排片流程等，已有的電視研究較少以「文類」(或類型，genre)為出發，

除了日劇因為進入台灣較早、及韓劇在 2000 年之後大舉席捲東亞，因此已有針

對兩者引進台灣歷程的歷時性相關研究；而近年來自西方和日本引進的真人實境

節目則僅有個案研究（張惠蘭，2008；謝豫琦，2006；簡妙如，2008a、2008b）。 
 

因此，本研究旨在從類型出發，檢閱自 1962 年便已進入台灣電視的美國影

集，分析台灣電視播映美國影集的歷史脈絡，包含從過去在無線三台播映過的美

國影集節目表及播映時間了解美國影集的興衰；並訪談電視台負責購買外國節目

的購片人員或節目企畫人員，試圖瞭解作為第一線外片節目守門人的他們，如何

決策美國影集的購買。 
 
(一)分析對象與方法 

  目前台灣的電視頻道中，仍然穩定而持續播放美國影集的主要有無線電視台

的公視，及有線電視台超視、AXN、Star World 等境內外衛星頻道，這些頻道對

於台灣的美國影集閱聽眾來說，具有「會播美國影集」的頻道形象，而台視目前

雖然已不再播放美國影集，但是在美國影集進入台灣電視的歷史進程中，台視是

最重要的分析對象。 
 
  1. 台灣電視公司（簡稱台視，TTV）：台灣最早成立的電視台，當時由於資

金不足使得台視開播初期僅有兩架攝影機，因此當時的節目型態共分為影片、實

況轉播及電視台現場演出三種。1962-1969 年，由美國新聞處及出品娛樂影片的

                                                 
25 六個境外衛星頻道分別為衛視中文台、迪士尼頻道、MTV、ESPN Sports、CNN 與 HBO。 
26 根據魏美凌（1995）的研究，當時在臺落地的五個衛視集團頻道分別為衛視體育台、音樂台

MTV 頻道、新聞台、衛視中文台及衛視合家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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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公司所提供的美國電視影片占據台視節目比例高達百分之四十（朱心儀，

2005）。台視為影集創的口號「台視影集，有口皆碑」至今仍是許多電視觀眾記

憶猶新、念念不忘的觀賞電視經驗。鑒於台視不僅作為台灣歷史最悠久的電視台，

且播映美國影集的歷史也最久，本研究擬以台視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 
 
  2. 台灣公共電視（簡稱公視，PTS）：自 1984 年由新聞局設立公共電視製播

小組、在無線三台徵用時段播出始，當時便選播不少英國 BBC 文學影集，迄 1998
年 7 月 1 日公視建台開播至今，公視陸續播放【實習醫生】、【怪醫豪斯】等美國

影集。不以營利為目的、標榜以服務公共利益為宗旨的公共電視，若從廣電基金

公共電視製播小組算起，公視播放影集的歷史已長達二十年。 
 
  3. 衛視合家歡台（Star World）：跨國媒體集團新聞集團（News Corp.）底下

衛視家族頻道之一，自 1991 年進入台灣以來，衛視合家歡台主打全天候美國影

集、及綜合性英語節目、真人實境節目及轉播美國重要的影視頒獎典禮等。衛視

合家歡台雖然是境外衛星頻道，但所屬集團在台灣以經長達二十年，也是目前少

數在台灣電視全天候播映英語節目（非電影類）的頻道，對於了解美國影集在台

灣電視播放的起落更迭具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4. AXN 頻道（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SPE）：1997 年索尼影視娛樂集團

成立 SPE Networks 亞洲有限公司（簡稱 SPENA），AXN 為其中一頻道，同年 Sony
與超級電視台（簡稱超視）相互投資，因此 AXN 頻道在台灣尚未擁有獨立頻道

時，在原本的超視二台晚上八點至十二點試營運「AXN 時間」，播映 SONY 的

電影及影集。至 1998 年開始才將超視二台正式改為 AXN 頻道（朱梅芳，

1997.08.23）。AXN 頻道創台時定位為動作及真實冒險頻道，主打全天候播放美

國高收視的電視影集、電影、動畫及真實歷險節目，在台灣至今已超過十年，是

目前電視僅存少數穩定持續播放美國影集的境外衛星頻道，因此本研究也將

AXN 納入研究訪談對象，協助說明近代（2000 年以後）影集在電視發展的情況。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了上述電視頻道的負責購片相關業務的人

員 （programme buyer）或決策者，訪談主要執行期間落在 2011 年 7 月至 10 月

之間（訪談名單請見下表六）： 
 

表六：訪談名單 

代表頻道 受訪對象 訪談進行時間 

台視 陳鐵輝（已離職影片組組長） 2011.7~8* 

台視 胡渝生（已離職影片組組長） 2011.8.19 

中視 張庭翡（現職節目部企畫中心戲劇組主任） 2011.8.5 

公視 柳源芷（現職外片購片人員） 2010.12.27, 2011.7.7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PE_Networks&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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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視 車慶餘（現職節目部統籌） 2011.10.26 

華視 A（已離職員工） 2011.7 

衛視合家歡 俞玥涵（現職資深經理） 

蔡雅霖（現職行銷公關部經理） 

2011.9.30 

AXN、超視 楊政憲（已離職 AXN 節目部經理、超視節目

部經理） 

2011.10.13 

公視廣電基金時期 傅鏡平（已離職廣電基金編審） 2011.9.25 

*除了陳鐵輝是以 email 方式進行訪談，其餘皆為面訪 
 
 
  除了用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來自電視台購片人員的資料外，本研究並利用

《台灣電視資料庫》27整理建立一資料表，內容包含了 1962 年至 2002 年無線三

台所播出過的美國影集節目名稱列表、播映日期與時間（見文末附錄二）。透過

選取《台灣電視資料庫》中無線電視台播出之「國外」、「單元連續劇」類型的選

項、獲得搜尋結果後逐筆紀錄其播映期間。播映期間的計算方式為：單一節目周

期性地連續播放則紀錄為 1 次、同一影集若在不同時間或相同頻道不同時間重播

則紀錄為 2 次。若該影集播映時間橫跨不同年，則在統計時亦個別計算為 1 部。28 
 
  此外，為補足訪談資料所不足以描繪出過去台灣的社會氛圍，本研究利用資

料庫建立較完備之《聯合知識庫》以關鍵字的方式搜尋、並逐筆檢視當時報紙新

聞內容，以企圖回溯過去年代當時對於台灣電視及特別是美國影集相關的社會意

見。 
 
 
(二)研究問題 
 

  在台灣，作為一個日常生活中的閱聽人，很容易從大眾傳播媒介及流行文化

中接觸到國外的資訊。但是特別是在電視這個媒介上，所謂「國外」幾乎就是等

同於指涉美國及日本。
29
美國影集引進自美國，自台視創台就出現在台灣電視螢

幕上，雖然這並非台灣獨有的情況，而比較可能是因為美國自二戰之後成為世界

強權、以及英語作為強勢語言所促成。在研究之初，爬梳台灣傳播學術研究時，

發現像美國影集這樣一種貼近日常生活閱聽眾的流行文化電視文類，卻並未有相

                                                 
27 資料庫網址（http://tv.nccu.edu.tw/）此資料庫是由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學系盧非易教授建立，

該資料庫提供台灣 1962-2002 年間無線電視頻道與有線電視頻道播出之節目資料及相關文獻

等。 
28 舉例來說，影集【飛狼】於台視 1985 年 1 月 11 日以每周固定時間 1 次播出的方式播映至 1986
年 8 月 9 日，則在統計 1985 年及 1986 年影集播映筆數時，個別計算為 1 部。 
29 儘管除了美國之外，也有 BBC 代表英國的電視頻道，及近年來較多韓國的流行音樂、電視劇

等。然而就比例來看，美國及日本的電視節目及文化進入台灣不僅時間較久、數量上也幾乎佔了

外國節目的八成以上。 

http://tv.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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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究，進而引發好奇。然而，本研究因有限的研究能力與資源，因此並非旨在

透過研究找出「為什麼」美國影集沒有成為台灣學術研究者研究對象的原因。為

了先了解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歷史脈絡及輪廓，本研究選擇從電視頻道業者端

（產業）切入，透過訪談電視台購片人員或購片決策者、並輔以報紙資料、學術

文獻回答以下研究問題： 

 

1. 無線電視年代 1962-1993 年，自第一部美國影集【我愛露西】在台視播映之

後，三十年間美國影集在無線三台播出時間從黃金時段到深夜時段，曾經是三台

購片人員必爭之節目，到變成墊檔節目，影集歷經了怎樣的轉變以至於迄今無線

三台已經放棄播映美國影集? 
 
2. 電視台組織編制裡的購片人員應是直接接觸國外影視節目的第一關，但實際

組織運作的過程，購片人員之於美國影集在電視台的代表又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

色？ 
 
3. 2006 年以後迄今，台灣大部份的觀眾是透過訂購有線電視系統收看電視。此

種電視產業環境對於影集在電視頻道的經營造成什麼影響？對於跨國電視頻道

經營者進入台灣電視及經營產生什麼樣的困難或障礙。 



42 
 

肆、「美國影集」電視商品，從唯一的選擇到最後一個選擇 

 
Until the program air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predict its 

success--sunk cost are high, and so is the risk of failure. 
 

Magder, T., 2009 
 

一、無線電視時期美國影集始與末：1962-1993 
 

六○年代至九○年代無線三台共播映過的美國影集尚能夠從國家或學術界

所建立之資料庫蒐集整理，但當年在電視台負責購買美國影集的購片人員，其隸

屬的「影片組」，早已經在各電視台因應產業環境變動而進行組織變革的過程中

消失了─購片的業務大部分已整併至節目部或購銷中心底下，例如中視或華視，

而台視則從 2000 年將原本隸屬於節目部的影片組及資訊中心資料組合併改組為

視聽資料處、2002 年又將視聽資料處改名為影音事業處（何國華，2003）。 
 

(一)1962-1969 時勢下的邂逅：台視與美國影集 
  研究台灣電視歷史發展時，不斷重複的是 1962 這個數字，這是台灣第一家

電視台「台視」成立的年份，所有事情也都會從 1962 年開始說起。許多學術界

的前輩著作已說明，首先，電視是在 1950 年代「大美國主義」所主導的國家建

設概念引進台灣（程宗明，2002；轉引自柯裕棻，2008），開播初期台視僅有兩

架攝影機，在設備有限的情況下，1962-1969 這段時間，播出的節目類型共分為

現場轉播和影片兩類（見表七），再將此和播出語言交叉比較後發現，使用國語

和閩南語的節目比例加總後，約略等於現場轉播節目的比例、使用英語的節目比

例也約略等同於影片的比例，換言之，可以說當時的影片節目幾乎就是美國的影

集；這些播出之英語影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來自當時的台北美國新聞處及美國

影片發行商，前者主要提供英語教育影片例如【學習英語】（Let’s Learn English），
後者則主要為卡通、劇情片或紀錄片。 
 

表七：1962-1969 年台視播出節目的語言及類型比例 

年度 使用語言(百分比%) 節目製作方式(百分比%) 

國語 英語 閩南語 現場轉播 影片 

1962 62.86 31.43 5.71 68.55 31.45 

1963 64.26 26.10 6.64 70.9 29.1 

1964 57.3 30.47 12.23 69.53 30.47 

1965 52.29 36.07 11.64 59.18 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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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53.43 33.64 12.93 62.62 37.38 

1967 52.54 33.28 14.18 63.73 36.27 

1968 57.3 30.08 12.62 65.76 34.24 

1969 58 30 12 67.7 32.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電視年鑑》，中華民國電視學會，1976。 

本研究製表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走了，很快地，1950 年韓戰爆發，全球

形成美國和蘇聯對峙的冷戰格局，台灣被納入象徵自由與進步的美國那一方，

「1951 年 5 月 1 日成立的美軍顧問團，負責對台的經援與軍事援助。美軍協防

司令部在中山北路三段成立，將近一萬美籍人士帶動當地經濟消費，隨美軍所帶

來的消費與文化，從中山北路沿線擴展開來」（殷寶寧，2000），透過冷戰時期的

軍援、經援，美國的流行與消費文化進入台灣，那是一種仰望的眼光，形塑出台

灣社會對於美國夢發芽的開端： 
 

台灣會在 1950、60 年代將目光投注到美國，除了因為與本土文化

的斷絕、政治意識與歷史的空白之外，我認為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認

同的失敗─台灣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認同與心理投射，在日本帝國主

義者離去之後，經歷 228 事件而無法成功轉移到國民黨統治政權上，

因此轉而投射到美國帝國主義上。（殷寶寧，2000，頁 175） 
 

當時台視所播出的美國影集平均約佔總節目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1965 年

時甚至達到百分之四十，明顯超過了當時的中華民國廣播電視法（1965）中「自

製節目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的規定，同時，美國影集在一天當中的播映時間幾

乎都落在晚間六點至九點的黃金時段，30儘管這實在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在當

時，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電視供應商，就連英國也有類似的現象：1955 年英國

獨立電視台(ITV)成立的第一年，就包辦了倫敦地區收視率前二十的排行榜：其

中五個節目是美國進口節目、四個是根據美國遊戲節目格式(format)改編的英國

影集；1960 年代初期美國電視Dr. Kildare是BBC最多人收看的電視節目(Rixon, 
2003)。ITV的成立是為了不讓獨佔英國電視許久的BBC失去競爭力，但ITV也為

了填滿電視時段大量引進美國節目，讓美國電視文化有了進入英國螢幕的管道。 
 
  開播初期，台視的收視區域僅侷限於北部地區，中南部與東部地區尚未設立

轉播站，到了 1965 年 10 月完成中南部轉播站後，台視營運才逐漸步上軌道（朱

心儀，2005）。在這段時間，許多美國影集已成為電視觀眾最喜愛的節目，例如

【我愛露西】(1962.12.9~1966.7.25)、【勇士們】(1964.6.12~1967.6.23)、【三代同

堂】(1964.9.13~1965.8.29)、【蓬車英雄傳】(1964.8.2~1967.12.17)。1965 年自美

                                                 
30 當年詳細的節目時間表請參考朱心儀（2005）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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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返台的學者徐鉅昌研究了美國電視影集之後，認為當時美國影集的趨勢是喜劇，

建議國內自製的電視戲劇也應該多拍喜劇（《聯合報》，1965 年 8 月 25 日），當

報紙報導了這樣的觀點之後，立刻有觀眾投稿副刊回應： 
 

我個人和我們全家對這項「建議」十分贊同…有部國產片就因為

用兩個人痛哭鏡頭做廣告而使我倒了胃口…目前台灣電視的節目，固

不乏很精采的，但取材陳舊，哭哭啼啼的還是很多。我們無法拍出像

「勇士們」一類的電視影片，但如拍「我愛露西」這種家庭裏夫婦間

的喜劇，似乎並不太難。（《聯合報》，1965 年 8 月 31 日） 

 
「我愛露西」之成為美國電視劇最受歡迎的一個，就是因為它的

逗樂兒。據最近從美國回來的人說，美國電視節目，也是偏重喜劇…

晚間我在屋裏工作，聽見外屋孩子們因看洋電視節目而歡樂，不由得

也為他們高興，因為這是對他們的健康有益的。但是換上國產劇目時，

大家卻默不作聲，只聽到電視機上的吵鬧與啼哭。（何凡，1965 年 11
月 6 日） 

 

隨著台視播放的各類型美國影集逐漸受觀眾接受喜愛，開始出現希望能夠將美國

影集進行「國語配音」的聲音，台視為回應觀眾，試辦了兩個月的國語配音，但

配音所需的成本比加上中文字幕要高出三分之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試辦之後台

視收到來自觀眾的 429 封來信，其中 371 封表示反對（何貽謀，2002），因此儘

管當時其他國家都將採取外片配音的方式（中華民國電視學會，1976；《經濟日

報》，1969 年 4 月 25 日），但是真正將美國影集全面國語配音仍要到八○年代才

開始。 
 
  1962-1969 年期間，台視的美國影片選片少部份是由當時的總經理周天翔挑

選，大部分則是交給節目部主任何貽謀負責，據何貽謀（2002，頁 91）指出，

這段台視仍為一支獨秀的時期，「片名全由鄭炳森翻譯，選擇的原則，一是使用

男女老幼的觀眾都有的影片，一是各類的影片兼備」。當時美國影集的選片及購

片流程，多半是由好萊塢各大影片公司在台的代理商居間，由這些代理商介紹駐

派在澳洲的遠東區代表與台視進行交易，美國方面也會寄宣傳品及樣帶(pilot film)
至電視台，電視台對樣帶感到興趣或決定購買之後，才開始進行議價。當時美國

三大電視網的電視片銷售部門及獨立電視製片公司都曾至台視推銷他們的產品

（同上引，頁 32-33）。綜觀當時所播映的美國影集，內容豐富可分為許多類型，

例如以婦女觀眾為主要對象的【神仙家庭】、【妙叔叔】、【太空仙女戀】；西部片

類【蓬車英雄傳】、【鐵腕明鎗】；戰爭片【沙漠之鼠】、警探類【七海遊俠】、【洋

場私探】、【妙賊】；奇情類【法網恢恢】、【醫林寶鑑】；以及綜藝類【蘇利文劇場】

等（同上引，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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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影集在台灣初試啼聲，頗能夠受當時電視觀眾喜愛，推論是因為當時由

於技術、資金的缺乏與不成熟，自製的電視節目的品質及效果實在無法與電視先

進美國相比。在台視草創的艱辛時期，開啟了美國影集與台灣電視觀眾的意外邂

逅。到了 1969 年 10 月 31 日中視開播，對於已經成立七年的台視來說，打開了

競爭的局面。為了因應中視全面播出彩色電視節目而帶來的可能衝擊，台視搶在

中視開播前一個月不定期地試播彩色影片節目。然而，真正為台視─以及美國影

集─帶來衝擊的並非彩色或黑白的播出形式，而是「國語連續劇」風潮的到來。 
 
 
(二)1970-1979：中視、華視成立，連續劇的逆襲 
  1969 年 11 月開始至 1970 年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台灣兩家電視公司台視

與中視有了白熱化的競爭，而這樣的競爭遂影響了隨著台視成長了七年的美國影

集。1970 年開始至 1975 年，台視播出的電視節目當中，使用英語的比例大幅下

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 （見表八），較前一階段(1962-1969)減少約五成，影片節目

的比例平均約為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顯見這個時期台視已經開始增加自製的影

片。 
 

表八：1970-1979 年台視播出節目的語言及類型比例 

年度 使用語言(百分比%) 節目製作方式(百分比%) 

 國語 英語 閩南語 現場 影片     錄影    轉播 

1970 48.33 32.9 18.77 64.43 35.57 

1971 62.53 22.25 15.22 69.52 30.48 

1972 65.1 21.1 13.8 70.8 29.2 

1973 73.35 17.05 9.6 75.75 24.25 

1974 71.31 19.07 9.62 79.57 20.43 

1975 66.83 20.14 13.03 78.29 21.71 

1976 72.38 17.11 10.51 20.04 21.65     54.55    3.76 

1977 73.96 13.65 12.39 19.98 18.12     57.40    4.50 

1978 77.29 12.92 9.79 18.12 18.18     58.50    5.20 

1979 71.87 15.38 12.75 16.92 21.17     58.16    3.7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電視年鑑》，中華民國電視學會，1976、1978。 

本研究製表 

 
  中視為了要能夠與已經成立七年的台視相抗衡，首先打出了節目彩色化的策

略，其次，當時台視雖然有國、台語戲劇節目，但都是非連續性的單元劇形式，

因此中視首創連續性節目，亦即連續劇。誠如前述台視獨佔的七年時期，自製節

目比例一直不高、美國影集又以英語發音、中文字幕的形式播出。台灣社會在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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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中視之後，報紙輿論、立法委員及學術期刊開始出現有關討論與批評台視及中

視的聲音，認為兩家電視台在競爭之下使得節目播出內容品質下降，相關問題叢

生。立法委員首先認為「方言節目」播出比例太高。根據當時文化局的定義，除

了國語以外的語言，一概列為方言，因此使用英語的美國影集也列在其中： 
 

電視節目遭受批評的癥結…方言節目太多、肉麻歌曲及暴戾鏡頭

太多，商業性廣告及低級性趣味節目過多…所謂暴戾鏡頭太多，也與

過多播映美國影片有關…如果中視及台視大量放映這些充滿暴力的西

部犯罪及偵探影片，勢必產生不良影響。減少外國影片之放映，是根

本方法。（楊尚強，1970） 

 
當時之所以開始批評台視與中視的方言節目過多，除了與 1945 年國民黨政府接

受台灣之後所施行的國語推行運動有關，也因為當時政權抵擋不住商權，立法委

員才在 1970 年六月連續三次批評電視節目太過眾視娛樂、靡靡之音太多而水準

低劣有礙文化水準的提振（敦誠，1994，頁 188-89）。1970 年「廣播及電視無線

電台節目輔導準則」第三條中規定方言節目時間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美國

影集、歌仔戲、布袋戲都被算在內。但政府獨尊國語的行為也遭來民間的反彈意

見（〈持平以論電視節目內容之爭〉，1970）： 
 

電視的方言節目並不妨礙大家日常使用國語，讓少數不能聽說國

語的老年觀眾收看方言節目，也無傷於國語的推行…外國影片太濫太

多是事實，文化局有事前檢查的大權...盡可以予以禁映…論數量的多

少，繫於國內節目的製作能否充分供應。 

 

  七○年代當美國影集外銷全世界、透過電視進入不同文化的家庭之中時，台

灣觀眾延續六○年代僅有一家電視台台視的觀賞習慣下，美國影集仍是觀眾較喜

歡的電視節目，例如當時由中華徵信所進行的一項電視調查結果顯示，觀眾最喜

愛的十個娛樂性節目當中，有五個是美國影集（〈中華徵信所與中興大學舉辦 電
視機與娛樂節目調查〉，1970.4.17）。31然而很快地，中視自製的【晶晶】32一播

出就引發觀眾對於連續劇格式的興趣，台視因此跟著自製起連續劇，而此時觀眾

因為有了台視之外的新選擇，也出現某些稍稍對於美國影集的抱怨： 
 

原先只一家電視台時，觀眾芳心非它莫屬，死心蹋地倒也簡單，

                                                 
31 該項調查由中華徵信所與中興大學共同執行，調查時間自 1969 年 12 月 20 日至 1970 年 1 月 1
日。調查結果最受歡迎的前十個娛樂節目依序為：妙賊影集、法網恢恢影集、群星會國語歌曲、

神仙家庭影集、晶晶連續劇、小英雄影集、歡樂周末、兄妹拓荒記影集、大千世界、八號分機電

視劇。 
32 【晶晶】自 1969 年 11 月 3 日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八點至八點半，連續播出 102 集，至 1970
年 3 月 2 日結束續播出第二部連續劇【情旅】（何貽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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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兩家後，便不免心猿意馬，時時三心二意，於是乃有矛盾與衝突

出現焉。譬如我聽說中視的「基爾德醫生」影集不錯，貓兒們卻聯合

陣線要看台視的國語連續劇，大貓還說：「美國人動不動就得精神病，

成天都是看醫生。」二貓也助陣：「不是看醫生就是打鎗，有什麼意思？」     

（丹霏，1970.3.18） 

 
整個七○年代可以說是政治的年代，1970年保釣運動為這個年代畫了開端，

緊接著國際政治上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5 年越戰結束、1979 年中美正式

斷交，國內又遭逢 1975 年蔣介石的過世，一連串的政治局勢變革、社會上與國

家民族情結相關的「愛國氣氛」極為濃厚，「美軍電台改為 ICRT、當晚十二點唱

完美國國歌，第二天便改為中華民國國歌。一夕之間，中山北路回復平靜，美國

大兵與吧女都消失了」（朱衣，1994），象徵美國的「晴光市場」、「中山北路」雖

然仍是當時大學生流行的焦點，但電視螢幕上的美國影集已經發生了改變。 
 
  1971 至 1975 年是美國影集進入台灣電視螢幕以來面臨到的第一次低潮。而

對於這件事情感受最深的，莫過於在電視台負責購買影片的購片人員。在與當時

擔任台視影片組組長的陳鐵輝信件往來訪談時，一開始對於他文字中的保守與不

確定感到費解33，若不是藉著文獻之間拼湊出七○年代台灣的社會景況，不屬於

那個世代的閱聽眾很難知道美國影集在當時有過第一次的斷裂，現階段所處的時

代電視已經很少播美國影集了，喜愛影集的閱聽眾記憶中大部分都殘留「老三台

時代，台灣電視上有好多美國影集可以看」的印象，以為美國影集在整個六○到

九○年代是一路的高峰，但後來為何漸漸走向沒落，閱聽眾也許一知半解。 
 
  陳鐵輝先後擔任過台視影片組組長和影片編導的職務，主管的是影片節目的

採購和安排，當時的幾個美國影片公司包含二十世紀福斯、米高梅、派拉蒙等每

年春天都會在洛杉磯舉辦新片試映會，邀請買家前往看片。片商會在試映會舉辦

之前就將新的電視影片目錄及介紹寄到台視，影片組的人員若覺得某些影集可能

會受到觀眾喜愛，就會先以信件的方式向對方預定，等到了洛杉磯之後再討論價

格。當問到當時台視對美國影集的購片規劃時，他說道： 
 

當年台視影片節目的安排，整體的數量很少，影集所佔時間每周

不會超過六小時，加上影片節目實在缺乏客戶支持，所以一直有「三

等公民」的感覺，影片組「小媳婦」身分也是我們在當時的感受，難

得有幾檔好影集會得到業務部門的熱烈讚賞與客戶青睞。（林雅婷，訪

談資料，2011.07） 
 
陳鐵輝的說法似乎是回應了從七○年代報章雜誌上所察覺到的一股「連續劇

                                                 
33 此據訪談資料（2011.7~8），訪談對象為 1971~1975 年當時任職台視購片組組長的陳鐵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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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和些許厭倦美國影集的氣氛，他形容了當時候台灣觀眾對於電視節目的偏

好：「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外國的影集節目還是不容易在電視台成為主流，對於

台灣的廣大群眾來說，他們還是比較偏向於本地製作的綜藝與戲劇節目，尤其是

電視連續劇。」對於電視台內部而言，陳鐵輝所描繪出的是電視台內業務部與節

目部古老的戰爭，而這正是因為電視產業獨特的雙元市場所導致。電視台的主要

資金來源在廣告，負責廣告銷售的業務部門很多時候比起企劃節目和購買影片的

人員更具有影響力。當時候電視的甲級時間是每天的晚間六點至十點，星期六日

則延長至十一點，特等甲級時間34則落在每天晚上的六點半至八點半；台視當時

的總廣告量僅佔總廣播時數的百分之八‧七三，但是因為多半集中在甲級時間，

因此觀眾在收看的時候仍會覺得廣告太多（李瞻，1971）。而此時美國影集已經

很少能擠進所謂的特等甲級時間，只有寥寥可數像是【法網恢恢】、【虎膽妙算】

是高收視率能夠擠進黃金時段的影集。 
 
  七○年代的前半段連續劇確實刮起一陣旋風，如前所述，1969 年開播的中

視首先揭開了連續劇的風潮，以【晶晶】為代表，台視也開始製作播出每次半小

時的國語連續劇，其第一部【風蕭蕭】由於是改編自小說，因此台視便命名開闢

一個「電視小說」的時段。而等到 1971 年 10 月 31 日華視開播之後，「三台的連

續劇氾濫成災，尤其是歌仔戲、布袋戲等都採連續劇型態逐日播出」（何貽謀，

2002，頁 147）；1974 年政治大學新聞系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電視觀眾中接近

百分之四十五最喜歡電視劇、其次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喜歡影集（《聯合報》，

1974.11.11），可以發現此時影集已不再像之前一樣受大部分觀眾喜愛。 
 
  1973-1975 年間，台視播出影片的時間從前一年(1972)的 1055 分鐘到隔年

(1973)僅剩下 745 分鐘、1974 年更減少至 648 分鐘（中華民國電視學會，1976），
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分為國內與國際兩個。首先，自中視、華視相繼成立開始

了無線三台年代之後，彼此在節目和業務上形成競爭，國內電視的當紅節目類型

是自製的連續劇和綜藝節目，影片由絢爛步入平淡，比例和放量逐漸下降（「台

視二十年」編輯委員會，1982），這點可以從台視所播出的美國影集時間驟降看

出。國際間 1973 年發生全球能源危機，電視播映量受到限制，影片節目也因此

受到刪減（「台視四十年」編輯委員會，2002）。 
 
  陳鐵輝可以說是在美國影集於台灣電視最低潮的時候負責台視影片組的工

作，從其言談間回憶及描述工作情形時，的確可以感受到美國影集的購片在當時

不僅不受電視台內重視、也必須時時受到業務部的壓力： 
 

當年我在影片組的時候，選購外國影片談不上特別的標準…由於

當時沒有太多機會與國外進行交流，所以有時要憑一些運氣，當然也

                                                 
34 當時稱特等甲級時間，亦即現在稱呼的黃金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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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策的時候，選到不理想的節目回來，賣不出廣告是我們的良心責

任。 

 
  等到了七○年代後半段，情況稍微有了改變。首先是 1975 年總統蔣介石的

過世為當時台灣社會帶來一片舉國哀戚的感傷，而三台的連續劇正好流行武打片，

總是「刀槍打殺」的劇情與哀悽的社會氛圍格格不入，三台連續劇佔滿了周一至

周五的晚間黃金時段在當時被認為剝奪了觀眾選擇的權利，政府隨後便規定電視

台「晚間連續劇每台不可有兩齣武俠劇」（《聯合報》，1975.5.29），而三台充斥過

多的連續劇，也開始陸續出現觀眾反彈的聲音，中視於是「順應民意」，在晚上

八點的黃金時段推出每天不同的電視影片： 
 

國內電視節目，似乎一直是連續劇比重極高，尤其在今年五月以

後，更形成了連續劇的狂熱，因而詬病叢生，觀眾亦因多而生厭，直

到目前，三家電視台已警覺到觀眾興趣的轉移，在策略上也都積極應

變。在連續劇汜濫之時，很多觀眾對於影片、影集之停映，甚表惋惜，

所以並不是說電視台捨棄影片、影集，即否定了觀眾對這類節目之喜

愛，尤其目前電視台的再度恢復播出，即足以證明，它同樣有其舉足

輕重的地位。（黃北朗，1975.7.16） 

 
中視從今天起，在晚間八時黃金時段推出電視影片，使不喜愛連

續劇的觀眾有節目可看。中視將播出的一系列影片是：星期一「唐山

虎」，星期二「無敵金剛」，星期三「人猿泰山」，星期四「彩色世

界」，星期五「鐵漢神槍」，星期六「檀島警騎」。(《聯合報》，1975.6.12） 

 
中視在 1976 年開始固定在周一至周六晚間十點至十一點，固定為「影片線」

時段經營美國影集，在七○年代後半將影集經營得較台視有聲有色（陳鐵輝，訪

談資料，2011.7）。於此同時台視過去輝煌的影集時光不再，自此開始走下坡，

等到再爬回高峰時，已經要到 1984 年了。 
 
 
(三)1980-1993：「台視影集、有口皆碑」使美國影集再回到高峰 
  美國影集在七○年代逐漸不受三台青睞，如前所述，首先是因為國內電視連

續劇的風潮出現，這使得在談論台灣電視史的時候，1972 年成為很關鍵的一年。

華視在 1971 年十月底正式成立開播之後，台灣電視於隔年正式進入三台鼎立的

時期，首先帶來的實質改變是「電視廣告時間」的增加。過去研究指明，華視開

播後，廣告容量遽增五成之後，電視廣告的供應量超出了電視廣告市場需求的成

長率，以致於使得電視公司第一次面臨從賣方市場移轉到買方市場的壓力（陳明

輝，2003，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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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的安排方式從最早期由電視台業務人員安排什麼時候播就什

麼時候播，轉變成廣告代理商依廣告主的要求指定時段播，到廣告主

必須看節目收視率之高低，來決定託播之意願。於是產生了收視率高

的節目廣告益形集中，收視率低的節目乏人問津的現象。 

 
當時每天晚上都有至少三線的連續劇，每個月至少消耗九個完整的三十集劇本，

三台在那幾年競相拍攝連續劇，以搶食廣告大餅，然而所需要的電視劇量實在太

大，加上收視好的戲可以從三十集拖戲拖到三百集，因而開始出現「中午編劇寫

稿、傍晚錄影、當天晚上就播出」的邊拍邊播型態（蔡琰，2004）；競逐廣告量

為首要目標之下，間接促使電視台業務部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排片或節目購買

都得經過業務部的「考量」。 
 
  國內連續劇的風潮在三台競逐了幾年之後，開始受到有關單位評議及閱聽眾

的抱怨，於是才稍微有停歇。根據《中華民國電視年鑑》（1984）所記載描述，

自從 1976 年開始台視的影集走下坡，於此時中視開出一條「影片線」的時段讓

喜歡影集的觀眾才暫時有了落腳之處。然而好景不常，1981 年開始中視的美國

影集也在社教節目及連續劇節目佔滿精華及完整的播出時段後，使得影集被限制

為只有半小時的播出時間，「許多被看好的影集，由於播映時間為一小時或一小

時以上，礙於現有時段，都被放棄。」（《聯合報》，1981.2.23）。一份署名「一群

喜歡西洋影集的觀眾」投稿至報紙的讀者投書說明了美國影集在七○年代末期至

八○年代初期的窘境： 
 

過去幾年，無論連續劇、綜藝節目如何囂張，每天晚上總有一個可

供消磨的西洋影集。自從改為晚間十一點收播後，影集大量減少，連最

支持影集的中視，現在也只在那兒重播老掉牙的「三人行」，加上台視被

擠到週日下午的「朱門恩怨」，現在可說已無影集可看。 

 
  除卻了連續劇風潮後，接著到來的是港劇熱及一連串的國內自製武俠劇。七

○年代末期至八○年代初期，三台鼎立的台灣電視在競爭白熱化與受到各方批評

自製連續劇不佳的情況下，1982 年中視引進了由香港無線電視台製作的【楚留

香】，立即寫下台灣電視「香帥傳奇」的一頁，使民國七十一年間「全國大約一

半人口，準時打開電視機」（陳世敏，1987；轉引自蔡琰，2004）創下當時收視

率超過 50%的奇蹟，並開啟了台灣電視台向亞洲鄰近國家買片播出的新頁。三台

又開始競相播映港劇，或自製類似港劇味道的武俠劇，一時間又是一股港劇武俠

熱，直到 1984 年華視當時的總經理吳寶華提議不再播出港劇，於電視學會開會

討論中獲得另兩家電視台同意之後，【天龍八部】成為禁播之前最後一部在電視

播出的港劇（《聯合報》，1983.9.2）。三台雖然共同隱忍不播港劇，但港劇早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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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錄影帶業流竄全台。短短兩年時間竟也讓後人在談論到八○年代台灣電視時，

給予了一個「港劇的八○年代」之稱。 
 
  從八○年代台視播出節目語言使用比例（見表九）可以發現，1980 年使用

英語的節目仍有 12.87%，到了 1983年從原本的 9.40%大幅減少至僅剩下 4.23%，

正是說明了美國影集接連在無線三台競逐連續劇及港劇、自製武俠劇的熱潮之下，

已開始被電視台當作墊檔、調配時段的節目來運用（《聯合報》，1982.9.26）。 
 

表九：1980-1993 年台視播出節目的語言及類型比例 

年代 使用語言 節目製作方式 

國語 英語 閩南語 其它 現場 影片 錄影 轉播 

1980 75.42 12.87 11.71  13.85 18.41 60.93 6.81 

1981 79.92 9.15 10.93  15.33 13.93 64.21 6.53 

1982 79.66 9.40 10.91  14.15 15.24 63.59 7.02 

1983 84.47 4.23 10.90 0.40 15.50 11.19 67.36 5.95 

1984 85.22 3.65 10.31 0.22 16.21 9.65 70.54 3.60 

1985 83.59 8.15 8.26 0.00 9.93 16.12 70.80 3.15 

1986 86.23 4.78 8.92 0.07 11.47 17.98 67.72 2.83 

1987 86.82 4.10 9.08 0 12.03 15.74 70.88 1.35 

1988 87.67 2.27 10.05 0.01 16.93 16.7 64.24 2.13 

1989 87.11 5.26 7.16 0.47 21.39 16.16 61.14 1.31 

1990  83.92  7.61  8.05  0.42  20.73  17.03  61.2  1.04 

1991  82.78  7.99  8.38  0.85  20.57  17.8  61.5  0.13 

1992  81.83  7.99  9.00  1.18  20.77  18.51  60.45  0.27 

1993  80.69  7.66  10.95 0.70  21.44  15.76  62.51  0.2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電視年鑑》，1984、1986、1988、1990、1992、1994。 

本研究製表 

 
  在廣告主不願下廣告在美國影集的情形之下，1984 年左右接任台視影片組

組長的胡渝生這麼說道（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35 
 

當我接任影片組組長的時候，當時台視已經有八年沒有影片了。唯

一的影片就是，大家開玩笑叫影片是墊片組，就是忽然節目趕不出來就

會播一下墊檔。 

 

  無線電視台靠廣告吃飯，當美國影集拉不到廣告的時候，在電視台的地位自

                                                 
35 此據訪談對象胡渝生的說法，胡渝生約於 1984 年至 1991 年間擔任台視影片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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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搖搖欲墜、可有可無，被拿來當作臨時墊檔的節目，當然也就不會有穩定播

出的可能。儘管從報紙的報導及讀者投書當中仍可以察覺當時觀眾對美國影集的

喜愛，但是商業的現實考量是很嚴峻的，為了不想要只當一個「墊片組組長」，

從胡渝生回憶當年如何在影集最低潮的時候經營影片組的細節裡，便能夠完全感

受到業務部在電視台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美國影集在當時慘淡的情況。過去以

來三台播映美國影集的方式皆是以英文原音、配上中文字幕的方式，但是當時翻

譯的方式是採取「直譯」式，不僅翻譯的品質不是很好，而且常常一句話翻得很

長，對觀眾來說「看中文字幕的時候，第一不能完全不懂英文、第二中文還要很

好、要能夠看得很快」（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直譯的方式使得美國影

集成了少數金字塔頂端菁英收看的節目，反映在電視台廣告業務的結果是拉不到

廣告，加上菁英又是最不受廣告影響的，美國影集也因此逐漸凋零。 
 
  1984 年底，電視收播的時間延長至凌晨零點，電視台多出了必須填滿的電

視時間，於是胡渝生便向業務部詢問商量是否能夠針對晚上的時間先播出一些小

說改編的迷你影集，業務部姑且同意放在廣告較冷門的晚上十一點時段。獲得了

播出時段之後，開始挑選和決定影片的流程也都必須經過業務部的認可，胡渝生

談到第一部迷你影集【刺鳥】得以播映的過程，首先是在台視內部進行全公司的

試片，【刺鳥】先是在試片時成功引起業務部的興趣，業務部同意購買後才由影

片組開始和片商進行播映權購買的討論。雖然是迷你影集，但是由文學改編、且

是高成本製作的【刺鳥】，當時購買播映權再加上後製的費用，一小時成本便高

達二十萬元左右，比起某些自製戲劇節目還要高（黃星輝，1984.12.31）。【刺鳥】

播出以後算是獲得不錯的迴響，因此影片組又選購播映了一系列的迷你影集，於

是晚間十一點的迷你影集時間就持續了一陣子。當時周六晚上八點是三台的綜藝

節目時段，特別是中視的綜藝節目非常強，同時間恰好台視的【大家樂】收視下

滑，在沒有新節目補上的情況下，台視業務部希望先用影集去墊檔，而這部被拿

來當作墊檔的影集【天龍特攻隊】卻是幫助美國影集接下來在三台時代再次站回

高峰、開啟「台視影集，有口皆碑」的功臣。 
 
  【天龍特攻隊】的成功並非偶然。延續著當時國內武俠劇的氣氛，胡渝生在

在挑片的時候的確顧慮到當時趨勢，從美國商業電視台製作的眾多影集中，選擇

了偏向動作的類型。 
 

像當時有一部叫做Cheers，歡樂酒店，在美國非常紅，可是問題是

在這裡就沒有辦法跟它有共鳴，因為它整天都在談足球、什麼球的，美

國人在吧檯看足球，台灣人就聽不懂他們在吧檯談的，像這種東西就不

合。36（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36 不過根據文獻資料檢閱，這部影集【歡樂酒店】在 1985 年時仍然有在台視播映，與胡渝生所

回憶的有所出入。推論是當時購買影集的方式與現在熟悉的 package buying 相同，因此儘管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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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影集必須要能夠在收視率上獲得成功，才能讓廣告主願意購

買時段、業務部也才不會「賜死」影集。考量到這點，胡渝生思考著要如何讓影

集能夠大眾化，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只剩下少數菁英喜歡收看： 
 

如果要大眾化的話，就必須要國語配音…配音的翻譯就不能像過去

一樣直譯，嘴巴會對不攏，必須要用重新改寫的方式去配那個對嘴。播

音員要用普通一點的聲音…第一部送新聞局審查的時候，他不准用不純

正的國語，我就跟他們高層吵架…後來他同意播了，我覺得能有台灣國

語出現已經是突破了。（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當時【天龍特攻隊】以非純正國語配音播出的時候的確引起一些風波，新聞

局廣電處對於台視讓該影集主要角色以山東話和閩南腔國語發音，罰款台視一萬

五千元；而播出之後觀眾的反應也是兩極化，「知識份子痛批剝奪了他們學習英

文、聽英文的機會，很多媒體記者也分成兩派，有些贊同有些不贊同」（同上引），

直到省主席邱創煥出面平息，認為影集用國語配音能夠讓鄉下的觀眾都可以看，

語言代表國家的尊嚴，因此覺得台視外國影集以國語發音處理，是很好的做法，

並建議另外兩家電視台也應比照辦理。 
 
  具備「大眾化」的首要條件國語配音只是第一步，為了能讓影集貼近一般大

眾，胡渝生當時想出辦法，替主角們取了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綽號、或想出一

些流行口號，頓時引起一股風潮，中視、華視後來開始搭上這波影集的行列時，

也採用相同的做法。 
 
  這段期間從 1985 年開始，一方面因為【天龍特攻隊】的成功，另方面港劇

禁播、國內自製的連續劇開始流於煽情暴力遭觀眾詬病，影集又逐漸找回電視的

舞台，三台在出國參加影展購片時開始出現了競爭的局面。在胡渝生剛接任影片

組組長時，他回憶到一開始要買片的情形「那個時候我想要去買片的時候，另外

兩台的影片組長老前輩就約我見面，說當時候三台買片是要抽籤的。」（同上引）

三台過去為防止外匯外流，對於影集和長片的購買都有默契，一致採取等價買片，

並以抽籤方式決定影片的歸屬（《聯合報》，1985.9.30），加上很長一段時間影集

在國內的收視率並不好，因此並沒有競爭買片的需要。但是由於【天龍特攻隊】

的成功，台視影片組得以重新開始經營影集的時段，搶節目的情形便出現了： 
 
一開始天龍特攻隊就非常紅，那時候MCA37的片商就來找我們，

因為所有好片子都在我們手裡，說中視受到壓力想播李麥克38，問我可

                                                                                                                                            
人員會考量影集是否合乎國情、適合國內觀眾口味，但仍然必須向片商購買。 
37 MCA 為 Music Corporation of America 的縮寫，中譯為「美國音樂公司」。 
38 李麥克是影集【霹靂遊俠】中男主角的名字，該影集在中視播出時同樣引起觀眾喜愛，令人

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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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讓給他，那時候台視業務部就跟我講說，叫我不要買太多片，

因為我們還是會做綜藝節目，這個時段只是暫時給你而已。那我就想

既然片商這樣說，那我就同意讓給他(中視)，但有兩個條件，第一個不

能星期六跟我對打，第二以後MCA的片我都要優先選。（胡渝生，訪談

資料，2011.8.19） 
 
1986 年中視播出【霹靂遊俠】之後果然也成功吸引觀眾的目光，隨後中視便在

每周六傍晚傍晚五點至七點的時間開闢一「霹靂劇場」，專門播映類似的影集；

台視持續購買播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影集，華視的代表作像是【天才老爹】、【妙管

家】也都能在競爭之列。低靡已久的美國影集在八○年代後半段開始從各電視台

墊片的角色轉為黃金時段寵兒（黃星輝，1985.5.7）： 
 

把外國影集時段擺在晚間九點半檔，台視每周二播出「雙面諜」是

第一遭。過去，九點半檔是三台單元劇集或綜藝歌唱的戰場，台視此次

抽兵，打出影集牌，無形中提高了影集的地位，承認它是可以攻城掠地

的武器，不再是過去墊檔的工具。 

 
  至此可以發現，電視時段的安排基本上都還是依照節目收視率的表現，電視

台影片組的人員主要的任務僅是負責選片、購片及後製等工作；有時候影集儘管

表現得好，收視率及廣告業務好，仍可能會被刁難，遇到特別節目需要時段播映

時經常會找影集開刀，究其原因，電視台認為影集是購買播映權的節目，運用上

較具有彈性，但其它委外製的節目則因為有合約，所以才會有調動影集時段的現

象。當時電視台業務部具有偌大的決定權，有時候影片組選定要播的影集如果不

能受到業務部的青睞，也只能默不吭聲。例如接續播映了【天龍特攻隊】、【百戰

天龍】之後，當時台視總經理希望影片組希望能夠播出得過多次艾美獎的【洛城

法網】，但始終未能播出，業務部只告訴當時的總經理石永貴不能播出該影集，

因此他轉而詢問影片組組長胡渝生，胡渝生才向總經理表示影片組的確也希望能

播出【洛城法網】，39但礙於該影集是依據英美法系的法律，而台灣是大陸法系40，

如果直接播出而沒有做任何說明的話，觀眾看不懂可能會直接影響收視率的數字。

在不能夠確定是否一定會成功的情況下，胡渝生無法抗拒業務部的決定。 
 

那我就跟總經理說，不能播的原因是因為台灣是大陸法系，因為

我是念法律的，那英美法我們是不太了解的，所以看起來就會格格不

入，我說，我們影片已經賺那麼多錢了，而且當初你把我從飯店業挖

來電視台，你談了那麼多電視人的道德、社會責任的理想理念，那我

                                                 
39 【洛城法網】播出時間為 1987 年。 
40 大陸法系又稱歐陸法系，台灣的法律制度建立時係依據大陸法系，主要特色是成文法，美國

依循的法律制度則為英美法系，主要特色是判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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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覺得賺了那麼多錢了，我覺得你可以做一個社會責任，因為當時

候朱高正整天都在議會裡跳來跳去，我說【洛城法網】為什麼需要解

讀，因為它探討的是民主的真諦，基於人權的保護才會有民主，然後

民主也不是可以侵犯他人的民主，我說那你覺得你電視的社會責任，

就去買這個(洛城法網)來播，不要考慮收視率的問題，不過如果要讓

人了解，一定要請法律顧問在後面來講解那個法律(差異)落差，這樣

子他們(觀眾)才會了解那個差異。（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洛城法網】後來還是播了，石永貴在聽了胡渝生的說明之後，直接要求業

務部讓【洛城法網】能夠放在周五晚間九點的黃金時段播出。而【洛城法網】也

果然沒讓胡渝生和石永貴失望，不僅播出後反應很好、廣告滿檔，胡渝生回憶到

這部影集的表現，仍然非常興奮，「因為金字塔頂端的這些人終於有個節目可以

看了，結果就發現有很多賓士車、汽車、房屋、高級消費品的廣告、結果廣告就

自己可以養這個節目，結果【洛城法網】就播了很多年。」（同上引） 
 
  這裡顯示出來的意義是，在電視台裡當購片人員與業務部有不同的意見時，

業務部由於掌管廣告，關係到電視台的財務資金來源，因此專業的購片人員仍然

得遵照業務部的決定。但像【洛城法網】這種由總經理裁示播出的特殊情況，則

彰顯出電視台仍是以人治為最高原則；購片人員希望選播【洛城法網】的原因，

除了是出於專業判斷、市場分析及個人品位的選擇之外，就像訪談資料指出，更

重要的原因是認為當時台灣社會正邁入經濟起飛及民主化剛起步的時期，一般大

眾對於民主、法治及法律的基本認知或素養仍不是很成熟，因此若能夠藉由法律

主題的影集讓閱聽眾有除了娛樂以外的收穫，電視台其實是實現了「大眾傳播媒

體社會責任論」的精神。 
 

有趣的是，購片人員與電視台總經理在無法確定廣告業務量的情況下、共同

為了電視社會責任播出【洛城法網】，播出後電視台業務部吸引到的廣告業務，

卻是那些為了訴求金字塔頂端閱聽眾的廣告，兩者的落差顯示出：儘管收看【洛

城法網】的閱聽眾可能有大部分是社經地位居於中間的一般大眾，但它「可貴」

之處在於還能夠吸引到金字塔頂端的那群人收看。八○年代「美國影集」在電視

台業務部的眼中，開始被認為是一種具有潛力吸引奢侈品廣告主的節目類型，換

句話說，購片人員眼中的節目商品是【洛城法網】（或作為類型的美國影集），和

業務部眼中的商品是【洛城法網】能夠吸引到的「金字塔頂端閱聽眾」顯然有分

歧。而這樣的分歧逐漸擴大至今日電視產業便成了閱聽人商品論所說，節目不再

是電視台欲服務觀眾所提供的商品，閱聽眾才是電視台為了服務廣告主所提供的

商品。 
 
從下面摘錄的一則當時報紙報導可以看出美國影集在八○年代末期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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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用來墊檔的節目。更重要的是，美國影集吸引菁英階層的閱聽眾，與消費

性商品的廣告訴求中上階層的觀眾不謀而合，互為魚水幫忙，亦是促成這段時期

美國影集榮景的重要因素。 
 

三家電視台的影集長片，近來成為「強勢貨品」，在三台的營收、節

目競爭策略及收視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過去被當成墊檔節目的

情形，大相逕庭…而影集長片揚眉吐氣也是近兩年的事。在此之前，該

類節目被戲稱為墊檔節目，實因電視台未正視它…昔日以藥品為主的電

視廣告市場，漸為目前的汽車、飲料、電影、房地產及家電用品廣告削

弱佔有率之後，廣告客戶自然會針對產品性質，訴求較高層次的現象，

進而帶動高層觀眾所支持的影集及長片節目。（黃星輝、夏迪，1987.9.7） 

   
在八○年代後期從 1985 年胡渝生擔任影片組長買的第一部【刺鳥】開始，

並藉著【天龍特攻隊】的成功使得美國影集暫時又脫離了過去作為墊片的角色，

1988 年 7 月開始台視開闢「台視午夜場」時段為台灣電視史創舉，於每周六晚

間十二時三十分，播出內容以平日在電視、錄影帶上少見之影片為主，例如【天

使之怒】、【血濺蘭花】、【奧圖曼情史】等（中華民國電視學會，1990），像這樣

規劃一完整時段長期播放美國影集，幾乎成了影集在無線電視最後的絕響。胡渝

生當時為台視美國影集所做的識別形象「台視影集，有口皆碑」，41放在每次播

影集之前，成為後來當無線電視不再播映美國影集之後，六、七年級電視觀眾最

印象鮮明的標語。一直到胡渝生擔任台視影片組組長任內所購買的最後一部影集

【清秀小佳人】為止，八○年代後期至 1993 年有線電視合法這段期間，是為影

集在台灣電視史上最後的高峰，收視率最好的時候，台視一周的總節目播出時間

當中有高達 22 小時是影集，「台視所賺的七億利潤，有四億是影片組賺的。」（胡

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可想見當時美國影集在電視的榮景。 
 
 
二、美國之外：公視引進英國 BBC 文學影集 
 
  八○年代後半段至九○年代初期美國影集除了是藉由台視再次帶領至高峰

之外，還有公視加入電視戰場、為影集在台灣開了新頁（陳世敏，1990）。現行

的公共電視頻道是在 1984 年因應當時社會迫切需求之下開播，由行政院新聞局

規畫了公視小組負責製作及播映節目，由於當時尚未提供獨立的頻道空間給公視，

直到 1997 年正式建台之前，公視一直都是寄居在三台的時段底下輪流播出，播

出時通稱為「公共電視時間」。公視購買及播映外片始自一開始，並可以依據籌

備公視發展的組織變革過程分成幾個階段（孫青，1995）：第一個階段 1984 年 5
月至 1987 年 7 月，第二個階段自 1987 年至 1992 年，第三個階段 1992 年至 1998

                                                 
41 訪談時胡渝生使用 CI 稱之，應指稱 corporate identiy，企業識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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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個階段則自 1997 年公視建台迄今（見圖六），茲就含括八○年代至 1993
年的前兩個階段於此段說明。 
 

圖六：籌備公共電視建台之組織變革經過 

 

 
 

註一：財團法人廣電基金成立於 1985 年，目的在提高廣電事業水準、輔導業界，原公視小組 

   並於 1987 年奉行政院指示併入廣電基金公視製播組。 

註二：本研究製圖 
 
  公視的第一個階段也是草創的時期，在沒有獨立頻道的情況下，公視小組製

作或購買的節目在三台借時段播出，分別是下午五點半至六點、晚上九點至九點

半、及十一點至十一點半，一周 27 個時段，共計 15 個小時。國外購買的節目佔

全部播出的三成，來源全都是英國 BBC 的作品，一方面是因為草創時人力及資

源有限，僅能透過 TELEX 向國外索取資料，因而 BBC 成為首要片源；另一方

面秉持「提供另一個選擇」的宗旨，加上當時三台所提供的全以通俗的美國節目

為主，此時期公視購買的主要外片以文學名著及精緻紀錄片，例如【小婦人】、【塊

肉餘生錄】等。 
 

公視外片的採購與播映，目的之一是與三台節目有所區隔，但看不

出具體而明顯的政策，包含語言的採用、內容的決定、以及節目類型等。

（孫青，1995，頁 33） 

 

我覺得公視買影集喔，有一種想法，就是有別於三台的商業影集，

我們買會買美國以外的東西，但是又很麻煩，因為語言上的問題，又要

公視小組 財團法人廣電基金
公視製播小組 

財團法人廣電基金公視製播小組 

公視籌委會 公共電視頻道 

2008 年解散 

1987 年改組（註一） 

1992 年另建立公視籌委會，此時兩個

組織並行，至國外買片時皆代表公

視，但實際製播節目並於三台播出的

是廣電基金 

1984 年成立 

1998 年配合公

視建台之後，廣

電基金即不再製

作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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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美國做的，又要講英文，所以就是買英國的東西。（傅鏡平，訪談資

料，2011.10.26） 

 
  對此時期的公視來說，播出時間太零碎是主要的困難，特別是在購買外片時，

很難買到一集正好是半小時的節目，因此戲劇類影集購回之後，通常必須切割後

分為幾周播出，但這也使得觀眾的收視意願下降。 
 
  第二個階段始自 1987 年 7 月 1 日公視小組改制為財團法人廣電基金公共電

視節目製播組，至 1992 年 8 月新聞局另組「公共電視台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

會）將籌備公視的工作轉移至籌委會為止，這段時期因此以「廣電基金時期公視」

稱呼之。廣電基金時期負責購買外片的是隸屬於節目科之中的編審，八個編審當

中有兩個負責外片購買，不過廣電基金時期公視外片購買量較小，因此外片編審

也須兼做國內節目編審（傅鏡平，訪談資料，2011.10.26）。這段時間公視購買的

外片來源增加了英國獨立電視台(ITV)及第四頻道(Channel 4)的節目，美國公共電

視節目、以及三大電視網所拍攝的戲劇（孫青，1995）。對於電視影集的觀眾來

說，此時期公視所提供的影集確實不同於三台，不僅在於選片上，相對於這個時

期三台開始將影集用國語配音播出，公視採用英文原音播出也因此吸引了不少所

謂知識份子和菁英階級的青睞。 
 

商業電視台在抨擊公視之餘，為何不捫心自問你們對觀眾提供了什

麼的服務？水準差的綜藝節目就不必提了，連數量不多的外國影集也動

輒遭到腰斬的命運，要不就配音播出，犧牲了我們這些想看影集原貌重

現的人。（《聯合報》，1990.11.3） 

 
 1984 至 1993 年這段時間為止，公視選播外片的策略及主要目的，是在補充

無線三台以美國為單一外片來源、類型內容又以商業戲劇影集為主的不足。公視

自設立以來，外片約佔總播出節目數量的四分之一多，購買的來源除了英國、美

國之外，也有紐西蘭、澳洲、墨西哥、加拿大、法國、德國和土耳其的電視節目；

除了戲劇之外，主要是紀錄片、人物傳記、兒童戲劇和表演藝術等節目類型。（孫

青，1995）。換言之，台灣的公共電視台一開始就被閱聽眾和電視台同業期待做

一個「補充式」的電視台，國外的片商「逐漸了解公視節目的走向，會自動在銷

售政策上做不同包裹的設計，例如長片卡通、感官刺激性強的影集、長片向三台

影片組推介，兒兒童戲劇、青少年戲劇、紀錄片則向公視製播組推介。」（孫青，

1995，頁 30），因此這時期的公視選播的外片以非美國、非商業、非劇情為主，

恰恰反過來證明了美國影集在此時期是主流的、熱門的、受無線三台青睞的狀

態。 
 
  進入九○年代，無線三台面對的外在環境是第四台早已行之多年，七○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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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日斷交被禁止的日本影視產品、以及自 1984 年起被禁的港劇，在當時非

法的流通市場像是錄影帶業和第四台卻蓬勃發展，逼得「合法」的三台在日漸流

失觀眾的情形下，也期盼政府能夠開放港劇及解禁日本，為的是希望三台能夠恢

復播出港劇，尤其是在 1992 年 5 月開始香港衛星頻道衛視中文台連續在晚上八

點的黃金時段引進【東京電梯女郎】、【成人的選擇】、【少女身世之謎】、【年輕太

太法力無邊】和【看護中心】等五部日本流行偶像劇之後，三台也明顯感受到電

視觀眾的哈日風潮，因此希望能夠播出日本偶像劇以挽救逐漸崩解的收視率。同

年 11 月新聞局解除了對日劇的長期禁令，無線三台開始爭相搶購日劇（李丁讚、

陳兆勇，1998），硬是將美國影集長久以來佔據三台影片組主要購買產品的地位

給擠掉，九○年代後期三台雖然還是陸續播放美國影集，但整體美國影集的收視

率仍不敵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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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伴電視而生，美國影集的在地感 
 
  有線電視即將合法化的 1992-93 年間，比起台視在面對中視成立時打破壟斷

局面的緊張感，這一次無線三台感受到空前的危機：在過去，無線台面對彼此之

間的競爭時，直接的回應方式是「你播什麼、我就播什麼」的策略：1969 年中

視開播時首創連續劇造成轟動，台視及稍後加入戰場的華視皆以競相製播連續劇

的方式回應；1982 年中視為了開創片源、同時減少負荷沉重的自製量時引進港

劇【楚留香】，一時之間美國影集再度被電視台拋棄，港劇成了那兩年間的收視

率保證節目。至此，如果說三台於無線電視時代有建立起什麼策略的話，或許是

一窩蜂策略。剛開放不久的港劇在尚未穩坐三台新寵兒的寶座，很快就拱手讓位

給日劇：「由於台視內部傾向長期帶狀播出日劇，影響所及，現有港劇將受到威

脅，待目前港劇播畢後，將重新評估港劇的延續與否。」（粘嫦鈺，1993.11.23）。
1992 年衛視中文台「示範」播出日本偶像劇造成轟動，三台當然也感受到這股

趨勢，在面對即將合法的有線電視，三台仍然以同樣的策略試圖挽救自家電視台，

從當時一篇報紙報導可以看出當時的景象： 
 

經三台不斷為日本節目開放力爭多時，新聞局於日前正式通函三台，

表示除了日片仍有限制，其餘日劇、日歌等均已開放，可比照外語節目

送審播出。台視由於早有心理準備，影片組長香基韶上月在坎城秋季影

展時便已搶購兩部偶像劇…香基韶42表示，衛視推出日本偶像劇場，造成

收視焦點，三台極力爭取日劇開放，現在終於實現了，雖然不少精彩偶

像劇，已被衛視搶播掉，但台視手上的這兩部卻是最新且從未以中文配

音出現的劇集。(粘嫦鈺、陳希林，1993.11.20) 
 
  而美國影集不斷地被拿來當作救火的工具，在電視台或政府從未被思考為什

麼播、或為什麼不播。港劇被禁的時候為什麼同樣作為外來影視產品的美國影集

沒有被禁？中日斷交時國府禁止一切與日本有關的文化產品包含日語歌曲、日本

電影、電視節目等等，但中美斷交時卻沒有同樣的動作禁播美國影集？爬梳美國

影集從台灣電視 1962 年開播迄 1993 年的播映為止，欲回答上述問題，我認為是

因為「美國影集內在於台灣電視」，但這種內在性並非一種自然的結果，而是政

治選擇；而單就美國影集在電視的播映轉變來看，美國在台灣的內在性似乎不如

原本想像的那麼穩定而強大。 

 
  首先，儘管當時是因為不可抗拒之資金、技術、和設備的欠缺所導致，但是

無論如何從台視呱呱落地的一開始，美國影集就和台視一起誕生在台灣這片土地，

對接收方的電視觀眾而言，六○年代當電視這個如同時期日本現代化三大神器43

                                                 
42 胡渝生卸任台視影片組長後，由香基韶接任。 
43 日本 1960 年代末期現代化三神器為汽車、冷氣、彩色電視機（Yoshimi, 1999, p.154-55；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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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奢侈品進入台灣社會時，觀眾所看到的節目，就生產型態來看只有兩種，一是

現做的，也就是現場節目(live show)，另一種是現成的，亦即外購買來的影片（張

時健，2005）。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社會及環境氛圍之下，台灣雖然是電視硬體

設立的落後國家，但觀眾卻在擁有電視的一開始就接收了先進美國的電視節目

「軟體」，台灣的電視觀眾在看到【我愛露西】時，當然能夠辨別出這不是台灣

做的電視節目，因此雖然不致於建立起「電視=美國影集」的連結，但確實培養

了觀眾收看美國影集的品味，更重要的是創造出一種「美國影集屬於電視」的自

然而然感，這明顯不像 1982 年進入台灣的港劇【楚留香】那種太顯而易見的外

來感，影集不是後來才出現的，它是一開始有電視的同時，就屬於電視的，如此，

美國影集也就不自外於台灣電視，而是「內在於台灣電視」。44   
 
第二，從產業端電視台來看，「美國影集內在於台灣電視」的想像也就更加

微妙。台視一開始營運的前七年，美國影集佔總播出節目的比例依照法令一直維

持在三成五左右，但這百分之三十五的影集大部份都高居當時的黃金時段，顯見

影集在當時能夠受到廣告主及觀眾的喜愛。將電視台視為一個營利事業來看，之

所以能夠營運，節目應該是維繫營運最重要的商品要件，而美國影集這項商品要

件與台視幾乎可說是同時誕生，對台視而言，影集雖然是外購節目，但從一開始

它就和自製的現場節目並列為唯二的節目產出。當時受限於資金，台視僅有一個

攝影場，以及兩架與轉播車共用電視攝影機，因此現場節目與現場節目播出之間，

就需要用影片來隔開以便換景準備下一個節目（何貽謀，2002，頁 89）。可以說，

影集在台視一開始就是一種工具性的使用，租用或購買播映權的有限生命使得它

在電視台不如自製節目來得親切，同時，影集也因其作為外購節目、具有一定的

播映時效和規定的特性，使得美國影集更像是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的生產工具

攝影機，從無線三台後來經常將影集拿來當作墊檔節目、需要時段播出特別節目

時則拿影集開刀、三台同時段競爭綜藝節目時，如果某一台暫時打不贏時，就趕

緊找一部可能會吸引觀眾目光的影集來做為播出策略等等的習慣可以看出。 
 
  任何事物之所以能夠內在於另一物，就美國影集之於台灣電視的例子來看，

原因在於影集從來不是外來，自然也就沒有一種外來感，打從電視設置的一開始

它就存在。但之所以能夠促成這段關係，卻又框限在「美國內在於台灣」這個大

架構之下，從下面一段摘錄或能夠窺視出： 
 
 
                                                                                                                                            
自柯裕棻，2009） 
44 這裡我想要表達的，可以用電腦和微軟的 IE 瀏覽器來譬喻。個人電腦普及於台灣之後，我相

信大部分的人都是使用 IE 瀏覽器來上網，這是因為微軟透過作業系統的「壟斷」之便所造成。

但是對於我作為一個使用者來說，因為打從一開始認識電腦這個新科技之初，就只看到 IE 瀏覽

器，自然而然將上網的入口等同於 IE。我卻一直要到很多年之後看到朋友的電腦是用火狐

(FireFox)上網、以及 Google 為了打破微軟的壟斷、推出 Google Chrome 的瀏覽器才破除了電腦

和 IE 之間的「自然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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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日，富士首批樣帶寄到，我先選出幾部來看45，就覺得憂心。

五月八日第二次看片，由公司同仁共同觀看，看過之後，莫不搖頭。富

士電視公司，屬親華的鹿內信隆的產經集團，台視邀富士電視為股東，

自有政治上的考量。但節目樣本不為其時台視同仁看好，想確與國情或

文化上的差異有關。（何貽謀，2002，頁 12-3） 

 
  這段引文的背景正是台視開播之前，籌設創立台視的資金經由中日合作策進

會的協助，與日本的東芝、日立、日本電氣與富士電視四家公司達成協議，各投

資百分之十，才湊足資金。東芝、日立、日本電氣因為是電器公司，因此以所生

產的電視機產品折抵，但富士是電視公司，它的產品只有電視節目，原本富士答

應供應每日兩小時電視節目給台視播出作為折抵，當時台灣與日本雖然尚未斷交，

然而顧及日本殖民遺緒之故，國府禁止日本電影、歌曲等文化產品眾所周知，因

此當傳出台視每日會播出兩小時日本電視影片節目時，立刻引來民意代表、政府

各部會的強烈反對。台視開播時最後當然沒有播出日本電視節目，反而是選擇了

美國影集。 
 
  當時台視在送交相關部會事前審查電視節目之前，都會先舉行電視台內部的

試播，但耐人尋味的是，擔任節目部經理的何貽謀在看完富士電視台的樣帶之後

竟覺得「憂心」、而台視內部員工也「莫不搖頭」，認為日本與台灣之間存在文化

與國情上的差異，以致於富士電視的節目根本無法在台灣播出。但現在看起來不

免覺得奇怪，難道位處西方美洲的美國，其文化和國情差異竟會比同為東方、亞

洲的日本還要小？這似乎和後來部分學者用「文化接近性」來解釋台灣的哈日風

潮大相逕庭。 
 
 台視建台之初因為不可抗拒之限制選擇了美國影集作為主要的外片來源，到

了九○年代初期演變成為當電視台在沒有其它更好的選擇時的最後一個選擇。本

質上來說，美國影集或任何其它國家的外購節目都不應該是國家無線電視台主要

仰賴的產出節目。本研究所劃分的第二個階段 1994-2005 年，是有線電視剛剛合

法開放，電視進入多頻道電視時代，許多業者得以加入經營電視頻道或系統，不

少新興的有線電視頻道、國內外衛星頻道開始專營或主打美國影集，例如傳訊大

地、助東頻道、Hallmark、春暉電影台、時代 TIME、GOGOTV、衛視合家歡、

GTV28、AXN 動作、緯來洋片、東森洋片台等等，然而，隨著有線電視時代進

入第十八個年頭，這些頻道至今大部份都已經更名，或退出台灣市場、部分則是

轉型不再播映美國影集。如果要接觸此時期頻道業者及相關購片人員，實有執行

上的困難，因此這一階段將不在接下來的篇幅中討論，而直接跳到第三個階段。 
 

2010 年當我觀察到台灣電視播映美國影集的現況時，在將近一百台的電視

                                                 
45 這段引文摘錄自《台灣電視風雲錄》，引文中的「我」是作者何貽謀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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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當中，無線台僅剩下公視穩定經營周一至周四晚上十一點的「國際換日線」

時段播映美國影集，跨國媒體頻道僅有 AXN 及衛視合家歡台仍固定經營影集，

超視則因為早期曾經營過日劇及播出過美國影集【慾望城市】，近一兩年曾零星

播出【花邊教主】(Gossip Girl)、【虎膽妙探】(White Collar)、【男人兩個半】(Two 
and a half man)、其它也有東森綜合台曾於 2007 年播出兩季的【越獄風雲】(Prison 
Break)。整體而言這些頻道目前都已不是全天候播映影集，在電視台的頻道定位

也都並非影集頻道，但是對於閱聽眾來說，現在要在電視看得到影集，這些是他

們會第一個想到的，也是少數能在電視看到播映美國影集的頻道。電視台為什麼

不再播影集了？購片人員對於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市場的前景看法又如何？對

電視台而言，播放美國影集是怎樣的策略？要回答這些問題，本研究企圖藉由訪

談在電視台能夠決策購片的人員，了解美國影集以及外購節目在產業端的想像集

實際操作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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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拋棄電視：出走的閱聽人 

 
 在這一章節討論的是台灣電視的第三個階段 2006 年之後迄今、電視台購片

業務的現狀。本章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分為無線電視三台及公視，第二部份為

有線電視頻道業者。針對兩者所進行的訪談及分析內容皆可分成產業面、組織面

及人事面。第一部分討論無線電視三台及公視，個別組織對於購片業務的職掌分

野、電視台的外購節目方向及策略、人事面則是購片人員對於電視台購片業務的

看法、以及他們各自對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過去、現在與遠景；第二部份以有

線電視頻道業者為對象，其中包含跨國媒體集團在台經營的衛星頻道。購買節目

是大部分有線電視頻道的主要節目來源管道，本研究針對過去或現在專營時段播

映美國影集的頻道為研究對象，同樣探討組織面電視台經營美國影集的方向及策

略，人事面則是組織中的人如何在組織的架構下經營美國影集或其它外片時，找

到個人最大的能動性。 
 

而無論無線電視台或有線電視業者，從購片業務及本土、跨國業者經營美國

影集的經驗，都共同指向整體電視產業存在已久的問題，其中國家政府缺乏電視

政策的整體經營規劃是導致電視產業成為今日面貌的主因。 
 
一、外購節目的現狀：三台與公視 
 
  美國影集在電視台的「代言人」一直是由負責影片購買的影片組擔任，但購

買節目畢竟不該是電視台節目來源的主要方式，在過去，美國影集在台灣無線電

視台裡頭一直都是由影片組(中視有一段時間稱為電影組)負責選片及購買，這些

實際擔任外國電視節目購買的購片人員(programme buyer)扮演的角色就像是外

片的守門人(gate keeper)。在電視台的組織分配中，影片組長久以來一直是隸屬

於節目部底下，但是隨著電視產業環境變動，電視台經營者因應外在環境進行組

織變革，影片購買的業務雖然仍然存在，無線台負責影片購買的影片組卻多半已

併至節目部底下其他組織（見下表十），除了公視以外，購買美國影集不再是專

人負責，購買外國節目也從過去以美國影集、卡通為大宗，到逐年增加了日劇、

日本卡通、韓劇、中國大陸劇等亞洲鄰近國家電視劇等。 
 

表十：無線電視台負責購片的單位 

電視台 負責購片的單位 說明 

台視 節目部--企劃製作組 企劃製作組的業務涵蓋企劃、編審、活動設計、影片購

買、節目編排等。影片組在 2000 年從節目部獨立出來，

與資訊中心資料組合併另成立「視聽資料處」，工作項

目在整合管理台視過去的新聞及節目影帶；2002 年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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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影音事業處 

中視 節目部--企劃中心--戲劇組 原影片組經組織整合後，併入節目部，企劃中心依節目

類型分戲劇組與綜藝組，外國影片購片業務因此由戲劇

組負責 

華視 節目部--統籌--購銷中心 華視購銷中心負責行政業務，目前選擇購買外片的決策

權通常落在節目部統籌(Acquistision Licensing)／經理身

上 

公視 企劃部--購片組 外國節目由兩個購片人員負責，一人專門負責卡通、電

影，另一人負責影集、紀錄片類 

本研究製表 

資料來源：台視係依據參考資料何國華（2003），其餘為訪談資料整理 

 
  對於台灣的電視頻道來說，外購的影視節目一直是重要的節目來源之一（羅

煥榮，2006）。「購片」這項業務對電視台來說其實是件很敏感的事情，一個電視

台如果完全播出購買的節目而不自製節目，這會使得電視台就像只是個 DVD 播

放器一樣，因此電視台很難大張旗鼓地宣揚他們的購片業務、為了政治正確也通

常不會承認他們仰賴外購節目，特別是對無線電視台而言更是如此。 
 
  播美國影集在現階段對電視台而言是一件很理想化的事情，而這樣理想化的

事情因此就只可能在理想化的電視台裡發生，公共電視頻道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

能夠自 2007 年開始在周一至周四的晚上十一點經營影集，並為這個時段命名「國

際換日線」建立口碑。但是這個看似已經經營順利的時段，一開始不是經過什麼

縝密的發想和計畫下的產物： 
 

晚上十一點一直都是各種外片的時段，一開始播很多英國的影集，

各種記錄片等等，一開始經營得很辛苦。英國影集跟美國的比較不像，

它比較是文學的、迷你影集。七年前有個副總，提議播重返犯罪現場

(NCIS)，就開始在十一點播了美國影集。(公視購片人員，訪談資料，

2010.12.27) 
 

那個契機喔？那時候這個時段一直在試，因為外片我們盡量不能太

早，黃金時段我們還是要給本國（節目）。因此十一點我們一直在試各種

節目，從開播以來…從哪一部開始，就是副總說 NCIS，就開始做起來。

(公視購片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 
 
購片人員不是電視台的高階決策者，所以決定電視台是否要新開闢一個影集時段，

跟每個電視台當時的主事者有關，公視購片人員口中那位提議播 NCIS 的副總正

是從廣電基金時期就開始負責外國節目購片的孫青。晚間十一點的國際換日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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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在公視口中稱之為「做起來」，是因為收視率達到接近公視黃金時段的數字（見

表四），但這樣的數字如果是在商業電視台來看，卻是很糟的收視率。作為一個

電視頻道，很難說出口「我們不在意收視率」，因為那似乎有點政治不正確。訪

談的時候，我還是問了很古老的收視率考量問題，儘管在問出口之前，我差不多

能想像答案會像是什麼： 
 

所以我有時候想想這真的也不是商業台可以做的，因為商業台要考

量收視率，當然我們也是從收視率好的(影集)開始挑…我們當然不會太

曲高和寡，只播自己高興。(公視購片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 
 

大概就是在這樣的開場白之下，我開始試圖瞭解「購片」是一個怎樣的工作。

我一直以為在電視台擔任購片是個很浪漫的工作，特別又是影集的購片，不但可

以每天看許多最新的影集，最重要的是，一想到觀眾收看的影集是由自己決定的，

那簡直像是身負重責大任般、又具有能夠分享共同喜好的喜悅感。想像終歸想像，

雖然和事實有些許落差，但其實相距並不太遠，公視負責購片業務的人員的確是

有許多看不完的影集，每年在洛杉磯都會舉辦試片會，公視雖然沒有親自出國參

加，但國內的代理商業者一定都會前往。大約六月左右，代理商就會把從國外試

映會帶回來的樣帶、宣傳品寄送給國內電視台購片人員，除此之外，帶回來的還

有新的消息，像是這一季哪些影集在市場上是重點、哪些最被看好。出國參加坎

城影展、試映會在無線台時代以及公視還是廣電基金時期以來就是獲得資訊和購

買節目的主要方法之一。 
 

我們那時候買片會和台中華視合組一個 Taipei City Group，一起到坎

城去買片。其實去那邊喔，買片不是真的在那邊買，買片平常都買了，

所以喔我們是去跟片商見面、然後吃飯阿。（傅鏡平，訪談資料，2011.9.25） 
 

如果在美國市場，你一定會被迫從頭看到尾，那如果是在坎城市場

的話，我就只會看前面十分鐘，因為如果十分鐘都看不下去，就誰也看

不下去。（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我自己比如說今年五月份我去一趟美國，然後我有參加試片，再加

上片商也會跟我接觸。（車慶餘，訪談資料，2011.10.26） 

 
除此之外，無論過去或現在，選片憑藉的大部分是購片人員對於影集的品味及經

驗，而這是非常主觀的。要說電視台本身的屬性或傳統是否會成為購片人員挑選

影集的標準或參考，其實在受訪的這些頻道之中，只有公共電視頻道有這樣的傾

向。比如說公視一直有個「大宗旨」像是隱形的道德標準存在購片人員的心裡，

但那不是「說」得出來的，而比較像是一種共同的揣摩，購片人員總覺得公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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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提供好的節目、還要買商業台不會買的節目，因為秉持著「提供另一種選擇」

的使命，日韓劇因為已經有商業電視台提供了，而某些影集並不符合公視台的形

象： 
我們還是會覺得我們要平衡商業跟非商業的東西，就是說幾檔好的

東西、有時候可以播非商業的東西，就是說介紹給觀眾看，還是有好的

東西，這是公共電視本來就是很難拿捏的東西…所以你說是不是有個標

準，我也很難說，因為我們多少還是要有一點價值觀在裡面。(公視購片

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 
 
  對於作為研究者、觀察者和觀眾的我而言，其實有點質疑這樣的想像與揣摩。

什麼樣的影集才算是具有「價值觀」在裡頭？為什麼商業電視台已經提供日韓劇

了，公視就因此不需要也不想考慮了？美國所拍攝的商業影集是不是就都沒有價

值觀在裡頭呢？很顯然地並不是。公視在播出 NCIS 之前的同時段，影集類播的

一直都是歐洲的作品，沿襲著公視一直以來選擇迷你影集、文學改編影集的風格，

但既然找到播出後能夠成功的美國影集 NCIS 後，又該怎麼選呢？ 
 

一開始我們想說盡量買多種(類)一點的，所以像NCIS是探案的，就

買一個醫生的，就是實習醫生，但是一開始的新製率46很高，所以就想

說我們再買一個豪斯好了，本來想說都是醫院的drama，不過豪斯反應非

常好，後來發現和實習醫生也不太一樣。(公視購片人員，訪談資料，

2010.12.27) 
 
基本上，購片人員必須且能夠遵守的僅是一些有形的規則，公視稱之為節目策略，

像是廣播電視法規定我國無線電視台的外國節目播出比例的上限、以及各電視台

內部對於重播率、新製率的要求等。只要符合這樣的規定，至於選什麼影集，憑

藉的還是購片人員的主觀判斷。在程序上，購片人員是篩選影片的第一關，接著

會經過購片組組長、負責節目排檔的規劃組組長層層同意，有時候需要到總經理

的同意。但通常由購片人員判斷選定的影集，多半都會得到同意，可見購片人員

的專業其實受到高度的肯定： 
 

我是第一關，我看完之後，我們有個組長，還有另外一個組的組長，

負責排檔的，有時候甚至要到總經理。就是這樣一關一關的…一定要通

通都給我綠燈之後，我才會跟代理商談。通常口頭說一下就可以了，流

程不一定，所以這很難用數據化。有時候就是經理說可以了就可以了，

有時候經理也不一定知道適不適合公視，所以就要到總經理。(公視購片

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 
 

                                                 
46 新製率是指節目為新購買的、新製作的，未曾在頻道中播出過的，相對於重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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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片商會寄錄影帶給我們，我們就看，看了之後覺得這個片不錯，

我們就跟他買了。那買的時候要寫簽呈，簽呈就是你看片的意見，然後

長官就會一層一層的批，通常都是yes啦。（傅鏡平，訪談資料，2011.9.26） 

 
 

圖七：公視決定選購美國影集層級流程 

 
本研究繪圖 

 
 

商業電視台精簡組織和人事之後，不像公視仍保有專門的購片組負責國外節

目的購買，而是必須由節目企劃部兼做選片和購片的業務，中視就是如此。中視

企劃中心戲劇組組長張庭翡踏入電視圈已經十五年了，高中就立志想要從事電視

業而報名了當時由電視製作人王偉忠與王鈞籌設的 very top 電視人才訓練班，認

識了製作人王佩華，第一份工作是在電視製作公司寫劇本、學做編劇，八年前中

視招考節目企劃時他考進去，雖然一樣是在電視圈，但一下子從寫劇本、編劇、

向電視台提案的製作公司，轉變為遴選提案的電視台節目部企劃，他覺得自己就

像是從勞方變為資方。 
 

圖八：中視節目部組織架構圖 

 
          本研究製圖 
 

進入中視的時候，張庭翡發現中視組織裡頭的影片組已經不存在了，原本屬

於影片組購片的工作隨著影片組消失而併入節目部企劃中心，企劃中心依節目類

型分為戲劇組和綜藝祖，如果需要外購戲劇節目則交由戲劇組來負責，但像是卡

通這樣難以歸類的節目，卻還是歸戲劇組負責：「現在就很荒謬，卡通很明確不

是綜藝，但莫名其妙就歸我戲劇，但如果我是個不看卡通的人呢，我是不是就因

購片人員 
購片組 

組長 

規劃組 

組長: 

節目排檔 

副總經理 總經理 

節目部 

企劃中心 

戲劇組 綜藝組 

製播中心 管理中心 

片庫管理 播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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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了這個業務我就要去看卡通，然後要四處去問。」（張庭翡，訪談資料，2011.8.5）
一開始是負責節目編審，隨著電視台組織與人力的精簡使得工作業務增加與整合，

依節目來源區分，內製或委外製的節目則電視台需要與前來提案的製作公司評估

劇本、討論戲劇內容細節，購買節目則需要平時經常留意相關影劇消息，特別是

必須搶「快」。台灣電視對於購買外國影視節目特別會有一窩蜂的現象，電視台

之間搶同一個來源國節目所造成的後果是哄抬價格，例如 2000 年初期台灣電視

市場一片「哈日」情形下，日劇一個小時的播映版權費用最高時甚至可以到一萬

美金（羅煥榮，2006）。反映在電視台購片人員的對策，就是要在節目還在製做、

拍攝時就主動接洽瞭解劇本，甚至是跳過片商代理商的中間角色，直接與製作單

位洽談，以取得購買權的優勢。 
 
  與商業電視台的節目部企劃人員談及購片的業務時，總會感受到他們話語中

的無奈。懷抱著電視製作夢想的工作者，特別是戲劇節目，在面臨目前電視台將

購片納入節目企劃之中的現實，往往必須在購片與做節目之間爭奪有限的時間與

預算的零和遊戲： 
 

我只能跟你說，我今天我做（購片）這個事情也是不得已，我寧

可自己做（節目），可是問題是沒有自己做的人跟錢的時候，就只好買…

對我來講是說，我希望我現在做得是，我買片殺價的原因是要把買片

省下來的錢，留來製作。所以就是還是要跟現實做部分的妥協，然後

為了自己的理想。（張庭翡，訪談資料，2011.8.5） 

 
這樣的無奈感來自於電視整體產業環境的壓迫，若無法釜底抽薪的整頓，恐怕這

樣的拉扯與循環會一直繼續下去。電視台購買與自製節目應該是兩種完全不同的

工作內容，理應做清楚的工作分工，然而無線台因為從七○年代開始仰賴外製外

包的自廢武功行為之後，整個電視產業就更紮實地走向精細分工的模樣，節目製

做由中小型電視製作公司承攬、廣告有媒體代理商、電視台則成為佔有通路的映

演部門。原本應該是發生在電視台內部的分工，擴大為整體電視產業的分工，而

電視台本身因為只剩下映演的功能，電視台內部原本的分工方式當然也就逐漸走

向整合，或弱化其他工作部門。 
 
  節目部被認為是電視台花錢的部門，購片人員往往必須是電視台當中最在意

財務預算的人之一。在吃緊的節目預算考量下，買節目的交涉過程首先要面對與

賣方議價，這點在購買外國節目時尤其辛苦，談到向香港無線台 TVB 購買港劇

【攻心計】及【巾幗梟雄】的經驗，一開始 TVB 要求的價格與他們賣給中國的

一樣，中視購片人員則必須耗費一番功夫向對方解釋台灣的收視市場規模較小、

頻道又有上百台，購買節目的預算有限是鐵錚錚的事實，而像這樣直接坦白預算

有限的議價方式，也同樣是其他電視台購片人員採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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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只能很明白告訴他說，我的 rating 最高就這麼高，我的人口就

這麼多，經費就這麼少，如果你硬逼我這個價錢，我只能跟你說我買不

起，最後終究他們知道我不會說謊。（張庭翡，訪談資料，2011.8.5） 

 
據我了解，因為大家看在我們沒有賣廣告，所以我們應該是屬於低

的…我們就是出我們能夠出的價錢，我們就是都差不多那個價錢。（公視

購片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 

 
我們每次都跟他耍賴，說我們是公共電視，我們錢很少。（傅鏡平，

訪談資料，2011.9.25） 

 

我那時候最後買到的片就是清秀小佳人，這部片子呢得了無數的獎，

每個人都說很好，可是它的開價就很高，大概有高出其他影集四、五倍

的價錢，那我跟他們談了三年，解釋了台灣的市場、台灣的廣告價錢，

後來就以其他影集三倍的價錢買到。（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但節目買回來之後，還要再面對播出之後收視率數字的檢驗，就這點而言，

商業台與公共電視的差別就很大。商業台受制於收視率，一點點的收視波動就可

能決定節目是否繼續播出的命運，大部分的時候就算能夠繼續播出，也得被調動

到冷門的時段。電視台對於收視率差的節目採取腰斬或立即調動到深夜冷門時段

的做法，其實是印證了閱聽人商品化的論點。不需要在乎收視率的公視認為他們

比無線台或有線台「更在乎觀眾的感受，因為觀眾的反應對我們很重要」，所以

他們不能夠隨意調動節目時間，甚至在想像其他電視台為何任意調動收視不佳的

美國影集時，有很大的落差（公視購片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中視幾

年前也在播 Desperate Housewives，兩季之後就放棄，它已經擺在一個晚上十一

點這種時段了，商業台可能就真的很需要在乎它的收視數字。」商業電視台的確

是太在乎收視率了，而這表示在媒介雙元市場裡頭廣告客戶占據的比重已經將閱

聽人客戶逼退，商業電視台如果需要在乎閱聽人，就不會使得收視率成為左右節

目存亡的唯一指標。 
 

在研究執行的過程中，我才逐漸瞭解到我在研究的一開始對電視台的錯誤想

像，來自於「誤以為閱聽人是電視台欲服務的對象（或至少是顧客）」，閱聽人不

是顧客，廣告主才是；節目不是電視台的販售商品，閱聽人才是。中視在很長一

段時間沒播美國影集之後，2005 年突然在無線台首播【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當時報紙報導是這麼說的： 
 

轟動全美的熱門影集「慾望師奶」將於今晚間 11 點於中視首播，而

且將連續兩週都延長播出 90 分鐘，從晚間 11 點播至 12 點半，讓影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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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次看個夠…為了恢復以往影集王國的美譽，中視此次高價購得「慾

望師奶」版權…。（吳文智，2005.07.08） 

 
而在訪談中視的購片人員時，他回憶到的確有這麼一回事：「有播過一部【慾

望師奶】，是博偉的吧，可是【慾望師奶】是因為片商來推銷，就帶著東西來推，

然後我們的高層，當時是高層說了算。」【慾望師奶】顯然不是中視為了要恢復

以往影集王國的美譽而重新出發，當時播完一季之後，因為收視率差所以草草了

結沒有繼續播第二季的打算。對於現階段安排在八點檔時段播出許多中國電視劇

的中視來說，購片的大原則是成本考量，中國電視劇的價格不像韓劇這麼高，而

古裝劇、歷史劇又是中國的強項，最重要的是購片人員認為它能夠在今日已逐漸

流向其他媒體平台的電視觀眾中，為電視台網羅到那些不會使用電腦看電視的觀

眾。對電視台來說，他們必須在有限的資金買到不是太貴、且收視率又能夠維持

營運的外片，中國電視劇是個小而美的選擇。 
 
  因此美國影集的問題似乎不在於授權費，公視的外片長期經營影集而不買韓

劇和日劇，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商業電視台已經提供了，公視秉持著「買商業台

不會買的、提供另一個選擇」的基本原則所以不考慮，另一個原因也因為日、韓

劇的授權費太貴了，「我們沒有那個財力和商業電視台競爭」公視的購片人員回

應到。在中視忽然播出【慾望師奶】之後，華視也曾在 2009 年 1 月 1 日播出英

國 BBC 的電視作品【超時空博士】(Doctor Who)，在台灣首播的【超時空博士】

在華視仍只能擺在晚間 24 點，據華視購片人員表示，直接向 BBC 購買的【超時

空博士】是以非常便宜的價格取得，但播完買來的三季之後仍然因為收視率不佳，

因此並沒有繼續購買。 
 

大家開會的時候會評估阿，那沒有辦法，因為你是個商業電視台，

到時候成本與收益沒有辦法達成，就會被請到比較偏遠的地方…可是其

實它(【超時空博士】)也沒有多少錢阿，可是怕買了收視還是做不出來，

就會被檢討。(車慶餘，訪談資料，2011.10.26) 
 
追根究柢「影集沒有收視率」仍然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無線台是綜合頻道，從

過去有影片組人員專門負責購買影集，到今日由節目企劃人員兼負購片業務，而

受青睞的外片寵兒也由美國影集過渡至日劇、韓劇及中國電視劇。八○年代當胡

渝生擔任台視影片組組長時，為了保住美國影集能夠繼續在電視台播映，不想被

業務部以收視率的大刀拿掉影集的辦法，就是想辦法讓影集有收視率。因此儘管

當時胡渝生手上已經拿到【霹靂遊俠】的播映權，面對中視希望能將之「禮讓」

給他們的請求，胡渝生認為影集只有在能夠持續維持話題與收視率的情況下才能

長期經營，反映出購片人員在電視台組織裡頭必須以大局為著想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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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心裡想說，如果人家不跟我（一起播影集），不是讓大家都

炒作這個影集，影集有一天就會被業務部拿掉，那只要別人也播也紅了，

就不會被拿掉，因為那時候電視圈非常複雜，自製節目裡頭很複雜，當

時候有很多的暗盤。(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從訪談內容可以看出，胡渝生口中所謂的大局可能有二，一是為了讓當時整

體「電視能持續播出美國影集」，二是為了個人事業生涯能夠持續。而他雖然並

未明講什麼是自製節目的暗盤，大概能夠推論是與獲利有關，服膺資本主義經濟

的電視台追求最大的獲利，身為電視台組織內的每個個人也盡可能追求個人最大

的獲利。換句話說，如果譬喻自製節目是政府工程建案，則電視製作公司就是承

包建案的建設公司，電視台負責遴選節目的編審就是窗口。過去老三台時代編審

在電視台的地位頗重，但為人詬病之處也有許多。 
 

很多傳播公司…被通知入選之後，結果竟然問我們，你們真的不用

給錢的嗎？他覺得說我們是清流，傳播公司都知道廣電基金的編審都不

拿錢的，因為(三台)電視台很黑，黑到什麼程度，你今天投一個案子，

就會有一個人來說，我是窗口，給我幾十萬什麼什麼，我可以幫你打通

什麼什麼。結果更黑的是，你錢給他了，結果還是沒有通過，他就說，

我只打通到經理，但是被總經理否決了。（傅鏡平，訪談資料，2011.9.25） 
 

所有與購買(acquisition)有關的事情，都高度可能有同樣的情形發生，但當它

已經變成產業的潛規則的時候，很難二元對立式地評論這到底對不對。 
 

但當時候的電視環境和現在相比總是單純許多，至少競爭者只有無線三台。

1998 年有線電視台的平均收視率首次超越無線電視台，到了 2002 年無線電視台

的收視率只剩下三成五（彭芸，2004）。對電視台來說，看到收視率數字的下滑

不是看到失去觀眾支持的難過，而是看到廣告收益的虧損與流逝。但收視率仰賴

觀眾的收視支持，電視台因收視率下滑而任意調動節目播出時間或剪片的行為導

致驅散觀眾，回過頭來又影響收視率，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電視台當然明白，

然而無線電視環境已然走到無法不如此的困境，節目如果不能在播出之後立刻看

到收視率的成功，就只有等著被換下來的命運。訪談的時候我嘗試問每個購片人

員對於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未來可能，他們共同都覺得無線電視台不可能會再

有像過去那樣的美國影集榮景了，有線電視、衛星電視與不斷出現的新媒體平台

的出現瓜分掉閱聽眾，過去那種「大電視時代」的高收視率在台灣不太可能再發

生。美國影集對無線電視台而言已然是很難操作成功的節目，每每還是有觀眾會

透過溝通的管道希望電視台能夠再像過去一樣長期播出影集，但影集觀眾在電視

來說一直是小眾，真的選播了之後又無法立即看見收視率，「影集就留給 cable
的專業台播，無線台實在沒辦法跟它競爭。」從購片人員在話語中透露出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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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要養成觀眾收視的習慣需要長期經營，然而現實的財務情況與電視圈收視率

唯一遊戲規則卻不允許他們。 
 
 電視台人員之間彼此仰望與想像對方， 2006 年華視加入公廣集團後，現階

段卻像是個公共化的商業電視台，其財源收入依賴廣告，但日常運作又與商業電

視台無異（谷玲玲、劉幼琍，2011），因此對於同為公廣集團的公視能夠非常理

想化地購買播映英國文學迷你影集或美國商業影集，卻不需要在乎收視率，讓華

視購片人員而言感到不勝唏噓；公視卻覺得他們只是在有限的資金下不能與商業

電視台競爭其他項目，無線台都覺得在播放美國影集這件事情上無法與有線電視

及衛星電視競爭，那麼有線電視及衛星電視是否就能夠提供閱聽眾一個穩定的收

視環境呢？接下來的篇幅將討論美國影集在有線電視及衛星頻道的發展現狀，但

主要以討論跨國媒體集團頻道 AXN 及衛視合家歡在台灣經營美國影集的情形。 
 

 

 

二、有線電視系統下，電視影集頻道的經營 
 

 

沒有人想要做什麼。如果影集都沒有收視誰會播影集，沒有人會播

影集。 

                         (跨國衛星頻道業者) 

 

 

  首先要釐清的是，談論緯來育樂台（前身為緯來洋片台）、東森洋片台、超

視、AXN 或衛視合家歡這些頻道經營美國影集，其實不是同一件事情，而是要

分成兩類，衛視合家歡自成一類，其餘頻道劃分在同一類（見下圖九）。這麼劃

分的理由在於，在台灣特殊的「用有線電視看無線電視」環境下，要討論衛視合

家歡怎麼經營美國影集，其實是要先討論台灣封閉的有線電視系統跨國媒體集團

的頻道進入的困難性，其中衛視合家歡台過去定位為外語美國影集頻道是本研究

關注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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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分析美國影集在台灣有線電視頻道經營的不同層次 

 

       本研究製圖 
 
  若從AXN、超視、緯來育樂台或東森洋片台討論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的播

映情形，由於這些頻道進入台灣或成立以來，相對穩定地一直是台灣有線電視系

統五大MSO的有線電視頻道供應商，47在這些頻道的條件之下討論美國影集的議

題則是在討論它們如何經營美國影集、如何購買、排檔或為何放棄經營美國影集

等問題，依此分類來看，前一小節討論的無線電視頻道播映美國影集其實也在此

一範疇。也就是說，在思考外國影視節目在台灣電視的這個問題，要先在「那些

願意播影集、經營影集的頻道」能夠進入並穩定存在(跨國衛星頻道、境外頻道)、
或持續願意以影集相關概念頻道經營(例如本土有線電視頻道)的情況下，接下來

才是進一步討論該頻道在台灣怎麼選播影集、排片購片等等策略及思維。 
 
  衛視合家歡台現隸屬於澳洲媒體大亨梅鐸的新聞集團，1991 年星空傳媒陸

續共有五個頻道落地台灣，原先名稱為 Star Plus 即為現在的衛視合家歡(Star 
world)。自 1991 年迄今在台灣已經超過二十年，星空傳媒的衛視中文台、衛視

體育台及 Channel V 音樂台都深受台灣觀眾喜愛，特別是衛視中文台經常在有線

電視調查最喜愛的頻道排名名列前茅，反觀衛視合家歡台卻沒有這麼順利。剛開

始進入台灣時，衛視合家歡定位為 24 小時播放以英語發音的歐美電視、影集節

目，但很快地，頻道業者以「英語發音」無中文字幕為主打特色賣點反而成為衛

視合家歡台從有線電視系統消失的主因，1994 年開始陸續有觀眾投書報紙表達

對於合家歡台沒有中文字幕的不滿，系統業者對於這些「不說中文」的頻道遭致

訂戶不滿而下了最後通牒，然而衛視合家歡台因為頻道所播出的影集版權都是英

文版權，依版權無法另配中文字幕（江聰明，1996.05.26），衛視合家歡台就在這

樣的情況下，頻道原先立意企劃的全英語、無字幕特色反而成為導致頻道遭系統

下架的主要原因，「因為它沒有字幕，所以就被系統慢慢往後放，那有的系統覺

得因為愈來愈多頻道進來，那與其放一個大家都看不懂、他們也覺得沒什麼收視

                                                 
47 MSO, multi-system operator 的縮寫，是指多系統經營者，台灣有線電視產業五大 MSO 分別為

凱擘、中嘉、台灣寬頻、台固網及台灣數位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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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頻道，那乾脆就拿掉。」（衛視合家歡頻道業者，訪談資料，2011.9.30）逐

漸擺往後段的頻道數、到後來衛視合家歡頻道完全消失在台灣有線電視市場。 
 
  主打全英語無字幕的衛視合家歡台顯然是失敗了。但它的失敗並非意味著台

灣觀眾不喜歡影集，而可能是觀眾的英語聽力仍無法負擔無字幕的程度，觀眾喜

歡影集，也喜歡原音播出，這點從報紙的讀者投書可以確認： 
 

我個人很喜歡看影集，據我所知，有線電視台中，以衛視合家歡台

播放的影集最多，但是裡面大部分都沒有中文字幕，例如星期五的「小

鎮風情」及星期六的「星際爭霸戰」都是不錯的影集，可是沒有字幕，

不容易看懂。（江聰明，1995.09.17） 

 
  時隔將近十年，2005 年一則報紙報導在許多長期關注、喜愛美國影集的個

人部落格、網站，及全國最大電子佈告欄 PTT 實業坊的歐美影集版轉載，偌大

的標題寫著〈衛視合家歡 重返台灣了〉。當時龍祥電影台遭到主管機關新聞局撤

照，衛視合家歡因此得以在部分的系統台取代龍祥電影台原本的 64 頻道。但短

暫回到電視頻道行列後，隨著 2006 年龍祥電影台提告新聞局勝訴、並更名為

LSTime 的龍祥電影台再重新回到原頻道，衛視合家歡台只能還回頻道位置，最

終在部分系統業者不上架、部分則改放至 107 頻道收場。 
 
  1993 年有線電視合法，無線三台無不嚴陣以待多頻道時代的來臨。有線電

視剛合法的前幾年，學術著述、專家學者或報章媒體開始為大眾介紹有線電視與

無線三台的差異，特別是頻道專業化的特色。然而從衛視合家歡在台灣的坎坷命

運，似乎間接反映出台灣有線電視走向後期，逐漸又從專業化頻道走回如同三台

時期的綜合頻道，顯示的意義其實不是美國影集不受電視觀眾歡迎，而是電視在

台灣似乎永遠無法成功地從無線三台時代的大眾媒體走向有線電視時代的小眾

媒體。 
 
  更進一步來看，九○年代初期有線電視剛剛合法，電視頻道商專營歐美電影、

影集的當然不止衛視合家歡台一個。本土的東森洋片台、緯來洋片台及獨立跨國

頻道Hallmark、跨國頻道超視都看到影集的電視市場，48但這些頻道在歷經電視

市場的洗練之後，目前仍看得到偶爾播放影集的只剩下超視。以Hallmark來說，

於 1998 年進入台灣，定位影集頻道並以台灣為首要市場（吳峻安，2004），但初

期受到有線電視系統定頻的影響，在台灣的普及率一直不高，直到 2001 年尋求

緯來電視網的代理才開始提高能見度並受到喜愛影集的觀眾注意。2004 年決定

自己經營西洋影集電影頻道的緯來電視網，先是結束代理Hallmark頻道，使

                                                 
48 超視成立不久之後，與跨國媒體集團新力結盟，成為旗下的頻道，現在則屬於國內東森媒體

集團的家族頻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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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mark退出了台灣有線電視，再由自行成立的緯來洋片台取代原本頻道位置。

一開台緯來洋片台就主打影集，在黃金時段周間晚上九點規劃開闢「影集帝國」

的時段，訴求喜愛美國影集的電視觀眾族群。 
 
  專門頻道的緯來洋片台成功了嗎？美國影集在台灣的電視市場是不是真的

是塊容易經營的沃土，讓緯來電視網甘願踢走代理的 Hallmark 頻道並自行經營

影集頻道。開台一年多之後的緯來洋片台，在 2005 年就申請變更執照為綜合台，

「緯來洋片台」改名為「緯來育樂台」，影集時段「影集帝國」是電視台順應民

意才留下來的，變更為綜合台之後，改將頻道定位為娛樂性質的綜合性頻道，提

供完全不同的節目產品，大幅增加了運動賽事轉播及大陸資訊類節目、國片、港

片等，影集佔緯來洋片的全部節目比例從 2007年的百分之 22.6逐年下滑，至 2010
年只剩下百分之 1.4（見下圖十）。 
 
 

圖十：緯來育樂台轉型重新定位後播出節目類型 

 
資料來源：李瀅（2011） 

本研究製圖 

 
  緯來洋片台變更為育樂台之後，初期仍以提供西洋電影及影集為主，直到

2009 年再次重新做頻道定位時，才大幅以提供中國大陸戲劇、資訊性節目及體

育賽事為主，此時西洋電影及美國影集佔節目比例已非常低。根據李瀅（2011）
的研究結果顯示，緯來育樂台放棄經營洋片及影集是因為其購片策略、資金、議

價能力比不上跨國媒體集團，更重要的許多片源及版權掌握在跨國媒體集團手上，

本土頻道很難與之競爭。當收視率不足以支撐成本的時候，已經轉型的緯來育樂

台只好完全放棄西洋電影和影集的經營。 
 
  但美國影集在緯來洋片台口中的跨國媒體集團是否如真如對手頻道所想像

的，夾帶著跨國媒體集團旗下頻道的身份優勢而經營的一帆風順？1997 年新力

(Sony)集團為跨足影視產業，結合哥倫比亞三星電影公司發展衛星電視頻道成立

AXN（吳峻安，2004），進入台灣之後與超視合作、相互投資，佔據原本超視二

台的頻道位置，順利進入台灣有線電視市場，故超視當時是台灣第一家有外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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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的有線電視頻道。超視現在成為觀眾記憶中曾是播出不少美國影集的頻道，是

在 1997~2002 年間超視仍屬於外資集團的身分時的事情，其中令台灣觀眾印象最

深刻的，應是在 2001 年播出【慾望城市】。當時任職為超視節目部經理的楊政憲，

業務範疇涵蓋購片，談到超視當時播影集這件事情，其實不像觀眾想像的這麼浪

漫： 
超視播影集對不對，第一個我沒錢，第二個那時候超視在 sony 的時

候，他們還有一些庫存影集，我就把它買齊包裝成晚上十點鐘的影集時

段，用【慾望城市】去當領頭羊…我在的時候是外商阿，外商還是有理

念的阿，當時就是說服老闆十點要變成影集時段，廣告賣得掉就 OK 啦。

（AXN 頻道業者，訪談資料，2011.10.13） 

 
早已離開超視多年，楊政憲一直在電視產業工作，一開始聯絡訪談他時，是

希望就他擔任 AXN 頻道副總監的位置談論 AXN 頻道在台灣經營影集多年的策

略、以及他對於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市場的想法，訪談間才發現業界經歷豐富的

他，也曾在超視負責過購片。如果說超視是因為非純正跨國媒體頻道的血統使其

在經營影集的路上和緯來洋片台同樣備受艱辛，那麼來自新力集團純正血統的

AXN，自 1997 年落地台灣迄今已有 13 年之久，除了一直都能被系統業者納入

頻道裡頭，比起載浮載沉的衛視合家歡台來得穩定許多之外，在經營影集這件事

情上同樣也有許多感受。 
 
  任何頻道都是先從概念開始，等到正式營運、發覺碰到許多問題、或為了頻

道能夠維持營運繼續生存下去，就會開始修正原先的概念，直到找到適合該地區

觀眾的樣貌。1997 年AXN成立時一開始的概念是一個動作頻道，舉凡任何跟動

作有關的影集、電影、真人實境秀（reality show）或運動賽事等等都屬於AXN
播出的範疇，其中動作電影是主要的節目類型，因此觀眾多半在想到該頻道時都

會立刻聯想到它是一個動作電影頻道。2002 年AXN亞洲區副總裁來台宣布AXN
即將轉型為綜合性頻道，此後選播的電影不會再只以「動作」類型為主，且還會

新增綜藝、影集及極限運動節目。面對一個商業電視台，大概不需要問為什麼它

們要轉型這樣的問題，獲利與營收就是最重要的關鍵原因，在電視台來說指的當

然就是收視率，收視率換來廣告收益。現在的AXN頻道，無論在閱聽眾眼中、

或是在同行眼中都被認為是一個偏男性的、提供犯罪、動作影集和電影的頻道，

甚至是產生了「想到AXN，就想到CSI」49的連結，同為播映影集的頻道購片人

員或電視頻道業者對於潛在競爭對手的想像都大同小異： 
 

AXN 從剛開始一個沒什麼人看的頻道，然後做起來，是 CSI 讓 AXN
翻紅。（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49 CSI, 全名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中譯【CSI 犯罪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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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的 AXN，什麼類型的（影集）都播。但 AXN 還有比較專精

的，是比較偏男性的，所以 AXN 不可能播 gossip girl。（衛視合家歡頻

道業者，訪談資料，2011.9.30） 
 
我們當然不能選太動作的，譬如說，像我們跟 AXN 就是很不一樣

的走向，像 AXN 就很長期一直在播搜查線阿、CSI。（公視購片人員，

訪談資料，2010.12.27） 
 

同為播放影集的頻道業者或購片人員都認為 AXN 是個偏男性的、訴求男性

觀眾的頻道，然而實際上 AXN 對自己的想像、對頻道本身所訴求的觀眾(target 
audience)和競爭對手們想得其實很不一樣，我問了有關於 AXN 觀眾訴求的性別

問題，才發現這之間的誤解多麼有趣，「看影集都女性，看影集是女生大於男生，

女生比較願意花腦筋，所以 CSI 也是女性，電影是男性。我們當然希望男生看啦，

可是播影集看得都是女生，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AXN 頻道業者，訪談資料，

2011.10.13）對 AXN 來說，他們所訴求的是觀眾的最大值，CSI 成為觀眾口中

AXN 的招牌影集只是近幾年的事情，事實上早在 2001 年 AXN 頻道就已經開始

播放這部影集，但無論是觀眾的討論度或收視率一直都很差，所以嚴格說來不是

CSI救了AXN，而是促使CSI忽然成為台灣觀眾熱烈收視的關鍵事件救了AXN： 
 

為什麼CSI會紅，因為阿扁槍擊案，50我們已經播了好久，收視率一

直很低，後來阿扁槍擊案，他們做了一個槍擊案特輯，才知道微物鑑定

是這麼重要，真的真的，就是說播了好幾年收視率一直還好。（AXN頻

道業者，訪談資料，2011.10.13） 
 
紅了 CSI 之後讓 AXN 新加坡總部不間斷地購買最新的影集進度，雖然對跨

國媒體頻道來說，相較於本土電視頻道商，在台灣經營影集有外商總部優勢的購

買權及雄厚的資金為後盾，但是在台灣分公司的頻道經營者仍然有其操作的困難，

造成這樣的困難正是來自於「影集」作為西方影視文化產物的某些特性，與台灣

在地觀眾的收視習慣極為不同。那句話說「影集不符合台灣人的習慣」指得並不

是台灣觀眾不喜歡影集的劇情、類型或內容，而是「影集」對電視台來說是一個

西方的文類，在西方一周一次的播映形式，使得一部影集一季的量頂多在 24 集

左右，把它放在台灣的電視產業時，以台灣人習慣的收看方式是每天連續，這讓

供應影集的電視台根本來不及提供足夠的量，回應每日播出的快速消耗方式。對

於這點，無論是本地的電視頻道業者或跨國媒體頻道都有相同的感受： 
 

因為影集的觀賞習慣是不符合台灣人的地方，全世界只有台灣人喜

                                                 
50 阿扁槍擊案是指 2004 年 3 月 19 日總統大選投票的前一天，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於台南拜票時

遭到槍擊，後稱此案為 319 槍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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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看連續劇，你說 CSI 周一到周五都播，美國沒有，日本也沒有嘛，都

是一周播一次阿，CSI 一季最多也不過二十四集。（AXN 頻道業者，訪

談資料，2011.10.13） 
 

就是說消耗量很大，所以像 2010 年我幾乎把豪斯都買完了…像我現

在量就真的有點不夠，一開始重播率很高，後來每年有設定隔年的重播

率是多少，但是就是累死我們了，因為美國一年也才產多少。（公視購片

人員，訪談資料，2010.12.27） 

 
對商業電視台來說，做節目、排節目永遠都在找最便宜、量又最穩定的供應

商。只有當量和價格足以支撐整個市場時，某種節目才可能成為電視頻道業者的

考量購買對象。但影集作為一種商品從電視頻道業者的觀點來看，之所以被視為

不同於日韓劇的特性在於：雖然影集單一季的集數和一部日劇或韓劇的長度可能

差不多，但是當挑選中一部在當地能有收視率、甚至是高收視率的影集之後，只

要該影集繼續拍攝新一季，經營者至少能夠保證只要接下來繼續買，就不太需要

擔心收視率的問題。但差不多長度的日韓劇，播完了一部成功之後，一切又要重

新開始，選中成功的新日劇風險永遠高過續買一部新一季的影集。至此，影集和

日、韓、港、台等東亞國家的電視偶像劇類型出現了更顯著的特性差異，使得它

們在電視頻道經營者的眼中，成了完全不一樣的產品。 
 

前一陣子 CSI 播完，沒有新的，有一個月的空檔，我們就重播舊的

CSI，收視率馬上掉，播什麼都沒有收視率。（AXN 頻道業者，訪談資料，

2011.10.13） 
 

因此，就算是跨國媒體集團所屬之電視頻道在台灣經營影集，同樣有著文化

上的困難。長期在電視產業圈工作、且具有購片決策經驗的楊政憲，談到經營影

集時話語中有許多對現實環境的氣憤與無奈。購片人員本著長期的工作經驗、個

人對影集的品味、對市場的觀察、對在地觀眾面貌輪廓的了解等等面向，要在一

年產出幾千個小時播映量的影集市場中挑選出可能會成功的影集來購買，每一次

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且必須承受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失敗的。楊政憲說：「我播了

十年的影集，也才中一個 CSI 和【美女上錯身】(Drop Dead Diva)。」在台灣經

營影集的另一個困難可能是，購買影集受制於美國市場。無論過去或現在，台灣

的影集購片人員出國參加影展看試片、或現在透過寬頻網路從片商建立的資料庫

看新一季推出的影集，購片人員就算看好某部影集可能會受到台灣觀眾的喜愛、

或認為適合台灣的文化或流行，但如果該影集沒有受到美國電視網的青睞，仍然

不會有後續的發展。 
 

看試片呢，你覺得好或不好，但是也不代表它一定會上，或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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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挑選。因為在我們看試片的同時，所有的美國電視台也同時看試片，

那它(美國電視台)有沒有選上你要的那部片，就不一定，那如果它沒有

選上的話，那現在看的那部片就會變成只是一部兩小時的電影，也就不

會變成後來的影集了。（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有一陣子日本很流行貞子，日本那年所有電視都是鬼怪，我買來台

灣怎麼播，我美國現在流行什麼，法醫的節目很多，那你要播嗎，或者

說它流行很怪的東西，不適合台灣文化你沒辦法播嘛。因為它主要的市

場是美國，它又不是為了台灣(市場)，台灣這麼小。（（AXN 頻道業者，

訪談資料，2011.10.13） 
 
經常發生的現象是，在購片人員選播了影集之後，儘管在台灣的收視率反應不錯，

卻因為美國市場反應不佳而中途腰斬，影集在美國市場的失敗代表不會有新一季

的拍攝，就算購片人員覺得可惜，也只能重新尋找下一部。這類的問題反映的是

不同文化市場閱聽人喜好的差異，以及影集本身以美國為首要市場、發行到世界

其他國家則為次級市場的現實限制。但類似市場喜好差異問題的更上一層也是購

片人員感到困難之處，假若某一年美國正在流行法醫類的影集，則全美國的製片

商可能都一窩蜂的拍攝同類影集，如果台灣市場也正在流行同類的東西則皆大歡

喜，但如果不是的話，購片人員便可能要度過痛苦的一年。 
 
  在購片高度受制於美國收視市場的先決條件之下，在台灣還要面臨嚴格的唯

一遊戲規則─收視率的考驗。對於 AXN 為什麼播影集的問題，在訪談的過程中

楊政憲不斷強調的就是「成本」、「量」和「收視率」，三者之間的關係沒有什麼

新觀點，說明白一點這與任何奉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商業公司經營模式相同，降低

成本能夠提高獲利，愈低的成本獲得愈高的營收，放在電視頻道經營影集的想法

也是一樣，最糟的情況是，就算收視率這個獲利指標無法太高，但只要能夠高過

成本的支出，影集就得以繼續的播下去。現階段的 AXN 除了影集之外，也播出

許多熱門電影，但電影的授權費用比起影集高出非常多，以一小時成本約三千元

美金的影集來說，2009 年 AXN 購買電影【長江七號】在有線電視台二輪播出的

授權播映金就高達美金五十萬（王雅蘭，2008.12.29）。但電視台播出電影的收視

率，永遠高過於影集，頻道經營者在高成本與較高收視率的電影、與低成本也相

對低收視率的影集兩者之間做選擇時，有時候寧可選擇一部保證有收視率的舊電

影，也不想經常投資不確定會不會有收視率的新影集。 
 
  「我也引進過一部在英國很轟動的影集，美國重拍，叫 Being Human，收視

率 0.04，就停播啦，老闆也叫你不要播了，所以這是個現實世界。」（AXN 頻

道業者，訪談資料，2011.10.13）頻道經營者不得不在乎收視率，在電視市場產

業結構尚未有所變動以前，任何影集只要沒有收視率，就算還沒播完一季也會被



81 
 

中途停止。聽著一個從事電視產業及擁有十年購片經驗的人談論對於美國影集在

台灣的經營實情，哪怕 AXN 已經是一個跨國媒體集團下的頻道業者了，影集一

點都不如閱聽人在收視時感受到的那麼愉悅與浪漫。 
 
  身為「大眾」傳播媒體的電視，頻道業者很清楚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能抓住

mass，商業電視台畢竟不是非營利，演變至今，來自系統業者的訂戶費根本不是

有線電視頻道主要的收入來源，廣告才是。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衛視合家歡頻道。

2009 年新聞集團經營者梅鐸將亞洲區頻道分由三個單位管理，分別是星空傳媒

(印度)、星空傳媒(大中華)和福斯國際頻道(FIC)，在台灣營運的新聞集團頻道家

族則進行組織整合，原屬於星空傳媒的衛視合家歡頻道(Star World)改由福斯國際

頻道管理，如前所述，消失將近十年的衛視合家歡自 2005 年短暫取代 64 頻道的

龍祥電影台、爾後在部分系統中移至 107 頻道，但還是只有很低的涵蓋率；2009
年開始，衛視合家歡在重點時段晚間八點至十二點加上中文字幕，到了 2010 年

中已經是全天候中文字幕。在過去涵蓋率一直非常低的情況下，台灣的衛視合家

歡市場原本就不是新聞集團主要的著眼對象，因此在台灣的福斯國際頻道也始終

沒有積極經營這個頻道。然而由於 2010 年年代綜合台遭撤台，衛視合家歡爭取

到與部分系統業者簽約，涵蓋率因此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放棄了一開始構想的全英語外語頻道定位，一方面過去有較高的成本考量，

當時沒有採取如其它跨國媒體頻道進入台灣時採用的中文字幕在地化策略，再次

回到台灣電視市場中的衛視合家歡頻道，顯然發覺中文字幕仍是經營台灣市場最

基本的配備，「在台灣你也知道頻道空間有限，上架是很困難的，如果是新頻道

根本不用想進來，像我們 Star World 已經在台灣二十年了，所以剛好是年代的事

件，才能夠讓觀眾真正的看到我們。」跨國媒體頻道業者道出了台灣有線電視產

業的高度進入障礙，能夠有百分之五十的涵蓋率，衛視合家歡開始積極的經營台

灣市場。 
 
  對曾經在台灣電視看過衛視合家歡頻道的觀眾來說，「播很多影集」是該頻

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甚至觀眾會把它定位成一個影集頻道。然而重新出發

的衛視合家歡，除了是配合集團進行全亞洲東南亞地區頻道改版之外，在台灣的

衛視合家歡也開始針對本地觀眾的收視習慣做節目的時段編排。首先是頻道定位，

2005 年至 2010 年間衛視合家歡除了進行中文字幕化之外，播出的節目內容仍屬

於一個綜合性影集頻道： 
 

之前就是一個很綜合的頻道，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去年(2010)之前的

star world，它播各式各樣各種類型的影集，它會播 13 號倉庫，是科幻型

的，它甚至也播過運動型的、慾望師奶、實習醫生，什麼東西都有，但

是它沒有定位。（衛視合家歡頻道業者，訪談資料，20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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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開始改版之後的衛視合家歡頻道定位成一個偏女性的綜合頻道，因

此選播影集的類型也跟著變得偏女性，「應該不是說針對女性觀眾，而是我們把

這個頻道定調成…如果說它是一個人，那它就是一個千金大小姐，如果是一個品

牌，那我們就會希望是 CHANEL…一個千金大小姐，女生會喜歡它男生也會喜

歡它。」（同上引）與過去不同的是衛視合家歡開始增加實境節目(reality show)，
【廚神當道】甚至是現階段該頻道收視率最好的節目。影集與實境節目各佔一半

比例，衛視合家歡台從 1991 年落地台灣時是一個外語影集頻道，到 2011 年轉型

為偏女性的綜合性頻道，路徑其實與 AXN 有些相似。 
 
 其次是購片與排片策略。身為跨國媒體集團的頻道，台灣的分公司通常被認

為不太會有購片及排片策略，「這裡應該只是製播單位，這邊的製播單位就是把

中文字幕做好，一個公司通常也沒幾個人。」（胡渝生，訪談資料，2011.8.19）
像這樣的理解是很普遍的想法。但這樣的理解其實只對了一半，以 AXN 和衛視

合家歡來說，亞洲區總部分別在新加坡及香港，購片的工作雖然是由總部統一負

責，但各國家會從片庫中再挑選出適合當地觀眾口味的節目、並同時有權責依照

當地的收視習慣做節目排程，而這是頻道在地化的策略之一。以衛視合家歡的情

況來說，雖然遲至 2011 年 10 月台灣分公司才開始得以自行排片，但亞洲區的大

部分其他國家目前仍是統一由香港排片，雖然這種選片是有限度的自由，但背後

顯示的意義或許是台灣的影集觀眾市場較為成熟，而跨國媒體頻道在台經營影集

也並非想像得容易。 
 
 「我之前在 DVD 的公司，有發現說大概這幾年開始影集的市場其實是變大

了，大家忽然會開始看影集了，一方面也是開始引進的多了，在 DVD 來講發行

得也多…我覺得忽然這幾年的(看影集的)人口又開始出來。」（衛視合家歡頻道

業者，訪談資料，2011.9.30）對於影集收視人口在台灣的變化，頻道業者雖然有

感受到，但影集的問題仍在於從電視收視的人口太過小眾，許多購片人員都覺得

影集實在太難操做了，即便偶爾會有觀眾透過溝通管道向電視台反映希望能夠播

影集，但當「觀眾表達對影集的熱愛」無法轉換成對收入有幫助的實質收視率數

字時，糾結在商業電視台收視率為第一考量的情況下，電視台還是只能放棄影集。

有線電視既是商營電視台，收入來源除了系統業者支付的播映授權費之外，主要

還是廣告費用。在商業考量的經營策略下，無論是無線或有線電視頻道，其對於

收視率的追求都是永無止境。但問題出在原本應該與廣告主並列為電視台客戶的

閱聽眾，早已在無止盡競逐最大利潤的競爭中輸給了廣告主，有收視率才會有廣

告，有廣告才會有節目，這是現實電視產業的唯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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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理想與熱情交織下的購片工作 
 
當電視台紛紛從分眾頻道走回綜合頻道，反映的首先是台灣電視產業的現實

面，其次可能是影集收視市場的獨特。綜合台就是什麼都可以播，因為只訴求特

定分眾觀眾的經營策略沒能讓電視台足以穩定的生存，只播某種類型在台灣似乎

行不通。除了電影、新聞和兒童頻道之外，其它頻道紛紛走回綜合台。目前台灣

有線電視還持續經營影集的頻道可以說只剩下 AXN 和衛視合家歡。（見表十一

及圖十一） 
 

表十一：目前經營影集的有線電視頻道 

所 屬 集

團公司 

頻道 開 台 /

落地時

間 

頻道定位轉變 播映影集情況 

News 

Corp. 

衛視合

家歡 

1991 1991 年進入台灣時定位

為外語頻道，2009 年轉型

定位為綜合性頻道，加入

實境節目類型 

2011 年改版重新定位之後，頻道以選

播偏女性的影集為主，此外頻道增加

了一半的實境節目類型 

Time 

Warner 

HBO 1994 電影台 主要播出 HBO 自製影集，但該頻道以

電影為主 

Sony AXN 1997 1997 年成立時為動作頻

道，2002 年轉型為綜合性

頻道 

播出各種類型的影集及電影。CSI 成

為 AXN 的招牌影集 

東 森 集

團 

超視 1997 2002 年新力集團退出超

視經營權，後歷經東森、

年代集團，2011 年又回到

東森集團。超視目前為綜

合性頻道 

超視開台時曾主打影集，因此建立了

播影集的頻道形象。近年來並未開闢

專門的影集時段，只偶爾會播出，例

如 2010 年播出【花邊教主】、2011 年

【虎膽妙探】、【男人兩個半】。 

東森洋

片台 

2000 前身為 1998 年成立的中

都電影台，後改為東森洋

片台，為電影台 

東森洋片台現以經營電影為主，並未

播映影集 

緯 來 電

視網 

緯來洋

片台 

2004 2005 年變更為緯來育樂

台 

2009 年之後改以經營大陸影視節目、

體育賽事為主。現已停播影集 

本研究整理 

註 1：灰底為目前還有固定播出美國影集的頻道 

註 2：HBO 雖會播出自家影集，但該頻道主要仍為電影，因此本研究不納入研究對象 

 
有線電視後期的電視頻道有一種趨勢，就是紛紛從專業頻道走回綜合性頻道，

電視頻道業者都想要抓到最多數的觀眾，只訴求人口學特徵上的某些特定觀眾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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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法讓電視台足以維持營運。「很多事情到最後就是老闆看你有沒有賺錢…我

如果不能抓到那麼多人我就完蛋了，台灣的遊戲規則就是CPRP buying，51你沒

有收視率什麼都不要談。」（AXN頻道經營業者，訪談資料，2011.10.13）當聽

著業者那麼激昂又無奈的描述著台灣電視產業環境的現狀時，只是一個電視觀眾、

影集愛好者、和研究者身分者的我，卻什麼都說不出口。 
 

圖十一：播映影集的電視頻道定位轉變 

 
本研究製圖 

 
 三台時代專門負責購買美國影集的「影片組」歷經階段的組織整合及工作項

目合併，影片組目前幾乎都不存在電視台組織之中。購片的業務仍在，但與三台

時代不同的是，購片的對象加入了日劇、韓劇和中國大陸劇，美國影集甚至已經

不再是購片的對象了。三台時代後期經常將影集的時段拿來作功能性的調動，除

了因為影集是購買來的合約影片身份之外，也因為影集的電視觀眾似乎不是促成

收視率的忠實客戶。中視近年來在購買海外影視節目上找到「中國古裝劇」類型，

對中視來說，古裝劇特別是中國的強項，最重要的是，在面對寬頻網路時代的今

日，中視認為中國劇能夠吸引年齡層範圍更廣的觀眾，「因為有個問題，今天只

要可以在 PPS 找得到的東西…而且有人(從電視)看了第一集，就迫不及待從 PPS
上看。所以收視率就很難衝高。」（張庭翡，訪談資料，2011.8.5）那些「不會用

電腦看電視」的觀眾是他們很重要的訴求。然而，從電視台對網路媒體的唯一回

應是：購片必須快、新和同步，很顯然在這點上他們錯估了電視在台灣五十年作

為一種傳統大眾媒體的特性與魅力。但當這樣說的同時，卻又很難為電視台必須

                                                 
51 CPRP, cost per rating point，收視點成本。是指每得到一個收視百分點所需花費的成本。 
每收視點成本=廣告成本／所得的總收視點 

一般觀眾 

專門節目 

1991 衛視合家歡 

2011 衛視合家歡 

2004 緯來洋片台 

 

2009 緯來育樂台 

1997AXN 

2002AXN 

HBO 

東森洋片台 

特定觀眾 

綜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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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緊依賴收視率的互賴關係找到解套的方式。 
 

「像我們是一個電視台，如果你不自製的，你家片庫就是空的，你家沒貨了，

你只是個房東而已，(購片)都是過客而已」（張庭翡，訪談資料，2011.8.5）。電

視購片人員，或電視產業裡頭所有組織底下的工作者，僅能靠著對電視行業的熱

情與理想在非常惡劣的工作條件與環境中，在符合組織要求的縫隙之間努力找到

為堅持電視理想能夠做的事情。 
 
（一）無止盡的迴圈：台灣電視產業的困境 

 
  電視在台灣自 1962 年設立以來，至今仍然是大部分閱聽眾主要仰賴的大眾

傳播媒體，也是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投入廣告花費的主要平台。在寬頻網路尚未

達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以前，電視台所購買的海外版權影視節目是在地的閱聽眾接

觸不同國家、不同文化所產製的電視節目的窗口。等到了寬頻網路逐漸普及之後，

閱聽眾開始能夠透過各種影音網站、網路電視或點對點傳輸下載的方式更自主、

更快速的收看各國電視節目，電視不再是唯一的收視管道。基於如此，電視台作

為一個老媒體逐漸感受到閱聽眾流逝的壓力，觀眾的流逝直接反映在收視率數字

上，特別在面對有線電視合法之後，至 2000 年時無線電視廣告量佔整體媒體市

場廣告量已經縮減僅剩 22.06%（袁櫻珊，2003）。 
 

以無線電視台來說，台灣的無線電視產業環境惡劣早在 1970 年代就已經開

啟，電視台將原本應該是內製節目的工作透過外製外包給中小型傳播公司，是導

致電視產業形成惡性循環的最關鍵原因（陳明輝，2003；張時健，2005）。 
 

（電視台應該）將節目製作視為電視工業亟需爭取的產出，也就是

說：節目是一種商品，而非只是填補節目時段的消耗品；掌握節目的製

作權，等於掌握電視工業的商機。台灣的無線電視三台「把電視節目視

為一種消耗品、把節目製作費用視為資本支出，而廣告時段才是商品」

的本末倒置的想法。（陳明輝，2003，頁 32） 

 
外製外包其實就是廣義的購買節目，仰賴這樣的形式使得電視台自製節目的能力

下降。產製節目本來應該是一個電視台最基本應該具備的能力，作為一個電視台

若不能夠自製出好的節目吸引閱聽眾收視，卻成了出租廣告時段、並委外製作節

目而不需負責，其實已經本末倒置。而對台灣的電視頻道業者來說，除了外製外

包之外，購買海外節目所需的成本也比自製節目的成本低，因此外購節目也逐漸

成了重要的節目來源，以戲劇節目為例，在台灣製作一部較具規模黃金時段的連

續劇，成本約為五十萬到八十萬，能夠獲利已經相當不易，但同樣的成本，可以

買進更多進口的電視劇，以大陸電視劇為例，古裝一集平均在五千到兩萬美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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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時裝劇則僅需三千到七千美元，韓國電視劇剛引進時價錢更是彈性，從一千

多美元到兩萬多美元不等（劉現成，2004）。當電視台的收視率僅能夠維持在某

個數字的時候，刪減製作成本成了電視台提高獲利的最簡單應變方式。 
 
 但僅僅將電視產業演變至今的過錯推給電視頻道業者顯然是個不公平的說

法。長期關心台灣電視產業的傳播學者馮建三認為台灣電視營運環境成為今日高

度惡質化商業競爭樣貌，政府絕對難辭其咎（馮建三，2008）： 
 

半世紀以來，從未有過電視政策的政府難辭其咎，若說是罪魁禍首

也不為過。其次，從老三台、有線至衛星的電視頻道經營者在任何國家

都是特許才能進入的行業，這些商業公司是欠缺電視政策的受害者，同

時也是得到特權（特別是老三台）卻沒有好好使用電波資源、等於是加

害民眾電視權益的人。 

 
 電視產業是特殊的產業，不應該像其他商業活動一樣讓自由市場裡頭看不見

的手去形塑它的樣貌，因為這樣的結果就是讓財團與外資成了電視產業中的主導

者。再從台灣有線電視的發展演變來看（表十二），由頻道主導的時期只有短短

的四年，當時頻道能夠取得主導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餐廳秀受到觀眾熱烈的喜愛，

擁有餐廳秀節目版權的業者便能夠用節目作為籌碼與系統業者談判。但頻道商主

導有線電視產業發展的狀況並沒有維持太久，系統業者為了有效抗衡頻道聯賣所

帶來的壓力，也集結成統一購買頻道的「統購」力量，且隨著系統台水平垂直整

併發展，反而變成聯合抵制某特定頻道的局面，影響了收視互權益，更減損市場

競爭（陳美靜，2010）。 
 
 
 
 
 
 
 
 
 
 
 
 
 



87 
 

表十二：台灣有線電視市場歷史發展階段 

 垂直整合 MSO 主導時期 1997-2011 

主要行動者：和信、力霸東森 

特徵： 

(一)集團化(水平與垂直整合的優勢互相為用) 

(二)肇因於集團衝突 

(三)集團聯合主導了市場秩序 

系統主導時期(1969-1993) 

主要行動者：共同天線、第四台、民主台 

特徵： 

(一)純通路 

(二)分散 

(三)強社會連帶運作 

頻道主導時期(1993-1996) 

主要行動者：年代、力霸友聯、緯來木喬、世代 

特徵： 

(一)頻道商與集團力量大增 

(二)系統的惡性競爭與合併 

(三)系統以水平或垂直整何因應 

(合作製片或讓頻道集團入股) 

 
低                 水平整合                  高 

資料來源：鄭陸霖，2002：232；轉引自陳美靜，2010 
本研究製表 

 
1996/1997 年有線電視斷訊事件為不同集團併購與衝突的最高峰，此時市場

上已經是東森與和信兩大MSO為主導，「境外衛星頻道商迪士尼經理不明白為何

第四台付了錢卻不願意播出頻道，CNN亞洲總裁也向外交部請求協助」（戴伯芬，

2000；轉引自陳美靜，2010），當時斷訊事件在政府的調停下達成「三合一」結

盟而落幕，52但此後(1997)也開始了長達十幾年迄今由MSO主導有線電視市場的

方式。 
 
 但頻道主導或系統主導的差別意義何在？我認為這是代表著「節目／閱聽人

是否為當時電視產業的產品／服務對象」的參考指標。由頻道主導的那段時期是

有線電視剛合法的前幾年，《有線電視法》及《著作權法》通過後，原本非法經

營的第四台業者就必須開始支付高額比例的節目授權成本，內容及節目供應成為

經營重要關鍵，早期經營錄影帶業且擁有餐廳秀節目的業者之所以能夠「以節目

為籌碼」入主頻道，正是因為當時的豬哥亮餐廳秀是很受民眾歡迎的節目，無論

是頻道或系統經營者都想要爭取這個「高度受觀眾歡迎」的節目。當電視產業的

主要參與者(main player)認知到是節目而非廣告更重要的時候，電視產業才有再

次回到榮景的可能。如果說節目供應業、頻道供應業、和頻道代理業總合起來代

                                                 
52 1995-1999 年間，有線電視市場上三大代理商為木喬傳播、和信集團和東森集團。三合一結盟

是指由東森投資木喬五千萬元佔 25%股份，和信也交叉持股，三家頻道商擁有市場上 85%的頻

道代理權（陳美靜，2010）。 

垂 

直 

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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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節目賣方市場，擁有訂戶的系統業者 MSO 為買方市場，則只有當節目很強很

強的時候，有線電視產業才會再回到買方市場。 
 

環顧台灣目前的有線電視頻道，看起來有近百個頻道可供閱聽人選擇，但其

實各個頻道所提供的內容、型態相距不遠。境外衛星頻道自 1997 年 AXN 落地

之後，自此之後幾乎再也沒有新的頻道得以進入台灣有線電視系統頻道之中。擁

有系統的業者就像通路，業者經營的家族頻道就像自有品牌商品，當愈多的自營

家族頻道佔據電視頻道空間，就愈少的獨立頻道或境外頻道得已存在。美國影集

作為一項填充電視時段的商品，在台灣電視發展轉變的每個階段都發揮了它的功

能，無論是設立電視台之初、有線電視出現，到數位電視的推廣，每遇到產業的

重大轉變時美國影集就會被拿來當做吸引閱聽眾的籌碼，但久而久之系統業者綁

架閱聽眾的習慣，開始抽空內容。 
 
政府該思考的是如何釜底抽薪地從結構面、法規面重整電視產業，而不是讓

台灣的電視產業交由財團、外資、地方勢力共同謀劃，好讓閱聽人重新回到頻道

業者的服務對象之中，也唯有如此整體電視產業才能夠有更健康的體制／體質迎

接數位電視時代的到來。 
 

 

（二）數位時代的在地觀眾 

 
 電視是否已經即將被新電視「網路電視」所取代了呢？根據《動腦》雜誌所

作的報告（王彤勻，2011 年 5 月），2010 年台灣媒體代理商運用媒體比例最高的

仍是佔七成的傳統電視，網路佔 8.64%，但已經超越報紙的 8.02%。媒體購買公

司貝立德副總盧炳勳指出，目前在非傳統媒體進行購買的難處之一，就是還沒發

展出具備公信力的評估機制，讓廣告主看見購買成效，不像電視廣告有具體的收

視率能夠佐證。回到電視播美國影集這件事情身上來看，撇開談論台灣電視自製

環境已經陷入的惡性循環不談，購片已經是各電視頻道經營者重要的節目來源，

其中美國影集在現階段的電視頻道業者眼中，總是一種很難有收視率的節目，因

此幾乎除了跨國衛星頻道仍經營影集外，無線電視台已經幾乎放棄這一塊。就台

灣的情況來看，現在只有當某部影集能夠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 (global 
phemonmen)時，電視台才可能大膽地選播，因為那不僅是一種更高度保證收視

率的證據、也象徵著全球性的流行。例如台視播出以劇中時間和真實時間相同為

賣點的【24 反恐任務】、【越獄風雲】在台灣由衛視合家歡首播，東森綜合台以

國語配音跟著播出。【越獄風雲】更特別的一點，在於它獲得華人地區香港、中

國大陸等地的高收視率，並且被稱為是「引發中國觀眾真正懂得何謂美劇和如何

欣賞美劇」（柳珊，2010，頁 84）的第一部美國影集。53 

                                                 
53 雖然【越獄風雲】在中國大陸受到閱聽眾高度關注，但必須要說明的是，【越獄風雲】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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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真正可能成為電視產業的競爭對手，嚴格說來應是自 2006 年網路電視

PPS 問世之後近幾年的事情，此後便開始有許多類似的平台出現。這種稱為網路

電視的平台，運用 p2p steaming 串流的技術，是 p2p 應用在 BT 下載的進一步發

展，不再需要先完整下載檔案到個人電腦就可以直接線上收看，簡單的使用方式

因此更貼近收看傳統電視的經驗。如果仔細觀察不難發現，當人們開始說「我用

網路看電視」，指的都是看那些 made-for-TV content，無論是本地的綜藝節目、

偶像劇、或八點檔，或是日劇、日本綜藝節目、韓劇、韓國綜藝節目及美國實境

節目、影集等。這些由各國電視產業所原創產製的節目，在市場夠大的國家，投

入產製的成本在本國電視上映之後就能在收視率上回收。有人認為，過去電視做

為引介在地閱聽眾接觸外國電視節目的角色已經讓位給網路，因為寬頻網路、

BT 下載或 p2p 串流網路電視取代了傳統電視，觀眾可以做自己的 programmer。
但我認為兩者服務的是完全不同的對象，電視是大眾媒體，服務的是大眾，網路

電視是個人媒體，服務的是個人，但電視的大眾可能同時是網路電視的個人，兩

者是重疊的，而大部份的人對於電視娛樂文本的需求絕對不是極端的，譬如說當

觀眾從傳統電視上收看了一集的【越獄風雲】之後，也許會在關掉電視之後透過

網路把整季【越獄風雲】看完，但從此關掉傳統電視、非美國影集不看的閱聽眾

肯定是極少數人。因此，電視在面對網路電視的競爭時，扮演的仍然是引領電視

影集觀眾的守門人角色。 
 

即便到了現在，當傳統電視僅提供為數不多的美國影集，台灣觀眾仍然比較

喜歡日本及美國的電視節目。過去已有不少傳播學者所作的電視閱聽眾最喜愛的

節目調查（蘇蘅，1995；蘇蘅、陳雪雲，2000），汪琪（2011）再研究台北地區

閱聽眾最常觀看的電視節目類型與產地時，發現有高達百分之 55.7%的受訪者最

常收看的是同一區域國家及美國所產製的戲劇類節目。類似的與語言文化背景雖

然更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但這種接近程度與印象好壞卻沒有必然的關係。在汪

琪（同上引，頁 30）的訪談結果中顯示，「台灣受訪者對於和自己同屬華人共同

文化卻有敵對關係的中國人接納程度最低，其次是東南亞與東亞人，接納程度最

高的反而是最遙遠的美國人。」這樣的結果點出了「美國」在台灣人心中的印象

仍舊是不可言喻的好。 
 

寬頻網路數位時代的今日台灣，從研究時訪談過程中可以感受到電視頻道業

者已經得以比過去更真實、更貼近它們的觀眾，尤其是受惠於學術電子布告欄

PTT、各電視台的網站留言版以及社群網站 Facebook 等管道。但是這樣的接觸

顯然對業者來說還是不夠。我在訪談衛星頻道業者的時，訪談結束後業者反問我：

「我很想知道現在年輕人看電視的時間多嗎?看電視跟上網的時間?因為我發現

現在的年輕人好像看電視的時間很少。到哪裡可以接觸到年輕人呢？」當頻道業

                                                                                                                                            
在中國電視台播出，觀眾是透過網路下載和購買盜版來收看，並迅速在網路上產生了一大批忠實

的「越獄迷」（柳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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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願意努力的想接近、了解他們的潛在閱聽眾時，卻似乎沒有系統業者問問閱

聽眾想要、需要什麼樣的頻道？面對已經邁向更高度垂直、水平整合的有線電視

產業，甚至是跨媒體產業的整合經營，政府和系統業者應該刻不容緩思考整頓電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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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一、從美國影集被置放的位置再思考美國在台灣 
  

本研究的一開始從美國影集出發，發現在相關主題中並沒有太多的學術文獻

針對此進行討論和研究。論者或許認為，充斥在台灣社會的事物或現象何以就一

定得受到學術研究的關注，美國也是如此，然而，美國的大眾傳播媒體及流行文

化在過去和今日的台灣社會中不僅是顯而易見而無所不在，例如流行音樂、好萊

塢電影及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甚至是許多閱聽人研究中發現，美國和美國人

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印象都遠比地理位置和文化鄰近的東亞、中國來得正面而美好。

台灣社會對美國產生這種模糊關係卻說不出理由的美好印象，彰顯出背後有著一

段未說清楚的歷史糾結事件，而這些糾結的事件以巨大的、國家層級的、行政的、

制度的、機制的方式對市民社會發生隱晦但深刻的影響。 
 

電視自1962年台視開台以來，迄今仍然是台灣民眾最仰賴的大眾傳播媒體，

也仍是整體廣告市場佔最多預算的媒體平台。以電視作為主要載具的美國影集與

台灣電視相伴而生，對於形塑台灣市民社會的「美國印象」無疑是重要的來源。

傳播學者陳世敏（1990）針對台灣民眾對美國大眾媒介的反應（包含新聞、好萊

塢電影和電視節目）研究中曾整理指出，1971 年至 1990 年期間美國電視節目逐

漸在無線三台減少播出的可能原因有幾個：(1)1976 年廣電法對外國進口節目的

數量限制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2)政府課稅(3)租費增加以及錄影帶科技使得本國

產製節目成本下降(4)廣告商支持本國製節目(5)本地電視工作者抗議工作機會減

少(6)三台為了競逐更大的閱聽眾市場，節目類型的趨勢慢慢導向本國產製、非

進口的電視節目。看來很清楚地，六○年代至九○年代以前美國電視節目在台灣

的出現和消長，政府握有設定市場規則的權力，而電視業者和廣告主則是實際執

行者。 
 
在本研究第肆章的部分，正是進一步細究 1962-1993 年期間美國影集在台灣

電視的播映轉變，這段稱為「無線電視時期(老三台年代)」的時間，有其體制上

的顯著重要性，無線三台受國家的規範管制，從一開始選擇日本電視機具和技術

採用、卻是美國電視節目登上電視螢幕就開始了。長達三十幾年的日本文化禁止

令雖然管不住日本文化商品在民間地下化流通，無線三台卻必須老老實實地遵守

這項規則。但就算一開始國府沒有禁止日本電視節目，無線三台的經營者似乎也

不會選擇日本節目，這點從初期在台視負責節目購買的節目部主任何怡謀（2002，
頁 15-16）自書中可以確認： 

 
當時朝野都還在紛紛議論台視每天要播兩小時日本節目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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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已經看過富士寄來的樣帶，即使不涉及配額或送檢，也通不過

台視自審的這一關，更何況還有繁複配音的問題，我預知日方節目和

廣告必將取消，日片的配額我根本就沒考慮過。 
 

在台視獨佔電視市場的七年間，電視機的普及率仍然非常低，甚至直到了

1971 年，電視的家戶普及率仍只達到百分之五十（柯裕棻，2009）。這樣的背景

提醒我們，當時所有和電視有關的人事物─無論是電視台業者、或是廣告主的目

標觀眾群、以及擁有電視的家戶─這些買得起電視機的家戶、看電視的觀眾、電

視台工作者、乃至於決定購買製作何種節目的，都是知識分子、菁英階層或富裕

家庭。換句話說，台視獨佔時期的階段，也是電視屬於菁英的階段，對照美國影

集在這個階段能夠蓬勃發展也就非常合理。台視影片組組長胡渝生受訪時談及自

己看影集的經驗便說道：「那時候黑白電視也很好看，那時候最喜歡看【勇士們】。」

同樣地，台視節目部主任何怡謀曾赴美留學，取得當時仍是少數的電視碩士學位，

並曾參加過紐約電視研習所的實務訓練，這些實際在電視產業中的工作者本身就

是白領菁英、是高教育程度者、也是親美的知識份子。 
 
1972 年之後，等到中視和華視陸續成立，並隨著電視普及率慢慢開始提高，

從獨佔的台視進入三台鼎立，電視觀眾的市場才從「菁英」走向「大眾」，但同

時也從服務和理想不得不走向商業掛帥。對照美國影集在台灣電視播映的轉變脈

絡來看，在七○年代大受歡迎的是本國產製的連續劇、綜藝節目和歌唱節目，外

製外包的產製環境、以及廣告利潤為第一優先等現象，美國影集雖然一直是台灣

唯一的外國電視節目，但此時已經不再像台視獨佔時期那樣受歡迎。電視是大眾

傳播媒體，它的本質使得這項媒體、這個科技和與它相關所組成的電視產業都指

向「大眾」，眾多的閩南人及外省籍國語使用者所佔劇的收視率和廣告市場才是

電視台業者「服務」的對象。這樣的脈絡也解釋呼應了為什麼八○年代當胡渝生

接任台視影片組組長之際，為了讓美國影集得以在電視台生存，他嘗試以國語配

音的方式讓美國影集具有大眾化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在此之前以英語原音播

出的美國影集不是沒有觀眾，而是之前數量上的小眾觀眾與電視這個「大眾」媒

體的本質相違背。 
 
 無線三台體質上與國府息息相關，但實際營運與一般商營企業並無不同，特

別是無線三台都必須仰賴廣告收入為生。因此，自 1945 年以來由於政治因素被

國府明令禁止的日本，到了1992年當非法的第四台衛視中文台引進日本趨勢劇、

而廣受青少年觀眾喜愛之後，無線三台一方面焦急流失的觀眾群，另一方面力促

國府解除對日本電視節目禁止的規定，長久以來三台負責美國影集購片的影片組，

很快地將購片的重點對象從美國轉向日本。這顯示電視早已經跟保護本國文化、

禁止特定外來文化無關，也和提供服務無關，而只是和商業獲利有關而已。衛視

中文台選擇日本趨勢劇的背景，是著眼於當時無線三台並沒有提供能夠吸引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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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族群的電視節目，但三台只不過是追隨衛視中文台已經成功掀起話題、搶走市

場的日劇，才開始轉而購買日劇，顯然不是站在提供多樣化節目和服務的角度，

否則又何必等到此時？美國影集逐漸從無線電視台淡出和沒落，體質上已完全商

業化的三台應是主要原因，這和美國影集一開始進入電視是因為政治選擇和文化

菁英的理由很不相同。 
 

再看無線電視台體制中過去專職負責購片的影片組，現在除了公視之外，大

部份都已經由節目企劃單位吸納購片的業務。電視台向外購買節目作為補充節目

多樣性的確有助益，不僅能夠提供國內電視製作者觀摩的管道，也提供閱聽眾更

豐富的視聽材料，就此點來說購片對一個電視台而言本來就有其正當性，但當電

視台不再開設專門的人員或單位負責「購片」工作，表面上可解釋為向外購買節

目業務量的減少，但更深入一點來思考，影片／購片組與節目企劃部做結合，反

而是將原本屬於外來的節目（無論是國外節目或非電視台自製的電視製作公司節

目）的界線模糊了，外片流於一種調度節目時間、調節本國節目空檔、或是幾家

電視台輪流重播已經首播成功的劇集，這種工具化的播映方式不應該是是購買和

播映外國節目的本意。在第五章的部分，從各家電視台負責購片業務的工作者訪

談中可以看到，組織結構(structure)的錯置造成了結構裡頭能動者(agency)的矛盾，

當企劃節目的人員在市場上搜尋賣象好、有收視率的外國戲劇，並努力殺價將這

邊節省的成本挪到自製節目使用，播出後受到閱聽眾青睞的卻是物美價廉的外購

節目。過去美國影集在九○年代讓位給日本偶像劇，兩千年之後日劇又讓位給韓

劇及中國大陸劇，本研究認為，就外來電視節目在無線電視產業這個範疇上，已

經與文化或文化接近性無關，而只是一種商業選擇。 
 
 有線電視改變了原本的電視產業環境，多頻道的競爭是造成美國影集在九○

年代逐漸淡出無線三台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在本研究第五章的部分指出，跨國

媒體集團在台灣經營衛星頻道同樣面臨許多困難，顯示美國對台灣其實並非萬靈

丹；但美國影集從無線三台減少或淡出，卻在整體電視頻道的總量是增加的，包

含知識、旅遊、運動競技、電影類型的節目，並且以一種非外來的、全球普遍的

方式被接受。例如 AXN 頻道業者在受訪時很自然地這麼說道： 
 

妳去想想看台灣除了中文的頻道之外，最多的是什麼語的頻道?英語

當然可以說是電影台，那不算。我們有兩個日本台…當然妳可以說很多

美國台，但那是個綜合的文化現象，可是事實上最適合台灣的胃口可能

是日本。 

 
 即便是經營美國影集的頻道業者對於英語和美國在台灣的存在，卻覺得這是

一種全球化下綜合的文化現象，反倒是認為兩個日本台(國興衛視、緯來日本台)
比七、八個英語台更成功。這指出了英語被視為一個全世界共通語言的地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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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美國流行文化在台灣的普遍，還有所有跨國企業的努力，所以不需要為美國在

台灣感到大驚小怪。愈往下延伸的英語教育、流行在消費社會中的美式餐廳、跨

國媒體、消費品牌，以及長久以來好萊塢電影教化的美式生活方式、價值觀等，

應該說，美國文化被拆解成零碎的單元，散落或被再加工置放在已經非常西化

(westernized, or Americanized)的台灣社會中，才是導致「美國」很難被指認出來

的原因。如果說文化所指涉的是生活的一切形式，那麼美國和台灣之間的文化接

近性顯然比日本更強。 
 
二、是零和競爭還是和諧共存？台灣市民社會裡的日本和美國 
 

本研究並未針對閱聽眾進行訪談，但仍然不認為文化接近性是解釋跨國傳播

文本(transnational)是否受本地閱聽眾歡迎的主要因素，否則，好萊塢的電影如何

能比日本電影在台灣更受閱聽眾歡迎。這裡要再次地提出日本學者 Yuiko(2008：
226-228)的研究：許多日本青少年短暫移居紐約等西方城市，想要學習該地的藝

術與流行文化，出發前對於「生活在紐約就和生活在東京沒什麼不同」的想法，

在回國後大大地改觀。造成這樣的現象，很顯然地是「想像的文化接近」(imagined 
cultural proximity)而非「實際的文化接近」(real cultural proximity)影響著日本青

少年。同樣地，用文化接近性來解釋台灣閱聽眾選擇日本電視節目而非美國，似

乎將這群閱聽眾視為無差異的同質整體，更何況，1993 年之後的哈日族究竟在

多少程度上先肯認了儒家或中華文化、再接受所謂帶有文化接近性的日本電視劇，

還是個有待商榷的疑問。 
 
 分析在台灣電視的美國影集時，它作為「其中一種外來電視節目」的身分讓

研究者時刻記得思考「整體外來電視節目在台灣電視」的意義及重要性，因此，

當日本偶像劇在九○年代掀起的哈日風潮讓研究者急著去問，「Why Japan?」時，

有趣的是，在Why Japan的疑問追尋中，美國影集才在此時被拿出來參照和比較。

例如李天鐸和何慧雯（2002）認為文化接近性是導致品質不下於日本偶像劇的美

國電視影集，如【五口之家】、【飛越比佛利】、【六人行】和【急診室的春天】無

法廣泛地引起台灣年輕觀眾共鳴的原因；同時也因為台灣和日本的文化接近性，

讓日本比美國更具有一種可接近性的距離感、可操作性的現實主義。研究者認為

美國影集無法引起台灣年輕觀眾共鳴，但這裡且不論電視收視率機制經常被詬病

的問題，研究者似乎將電視收視率的成功與引起觀眾共鳴看做唯一的等號關係，

也間接地把觀眾區分成日劇和美國影集兩個互斥的群體。哈日族或看日劇的迷群

／閱聽眾未必非美國影集的愛好者，事實上，他們更可能的是同一群人或具有高

度相似的特質。在國家政治的層次、在電視設置的過程，美國和日本對國府或產

業經營者而言可能是相互競爭和排斥，但在台灣的市民社會裡頭，美國和日本卻

是和平共存，是不同領域中仰望的對象，都象徵進步和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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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認為，學術研究中美國的缺席─特別是傳播媒體─是因為研究

日本和韓國都比研究美國有更好、更顯著的切口，再者，美國所造成的現象太容

易被以文化／傳播帝國主義做解釋。透過電視頻道播映只是美國影集在台灣的其

中一種管道，其他還有像是夜市盜版、DVD 出租店、和愈來愈重要的網路電視、

下載和分享等方式，散落在這些管道裡頭的影集閱聽人，以及與影集相關的經濟

活動和產業，都是繼續延伸美國影集、美國在台灣的可能取徑。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礙於本研究僅接觸到有限的電視台購片人員，因此資料分析結果無法涵蓋無

線台中視、華視的美國影集購買歷史。而最大的限制還有有線電視台的部分，有

線電視正式合法之後，1994 年至 2005 年這段期間有許多境內外衛星頻道及有線

電視頻道曾播出許多美國影集，但這些頻道至今日有些已退出台灣電視市場、或

轉型更名、易主，期間所屬集團或頻道家族歷經複雜的更動，因而本研究在有限

的研究時間及資源的情況下，僅能盡量接觸訪談目前還在市場上的業者，部分業

者為境外衛星頻道在台灣的分公司，他們大部分代表的是外商公司的營運思維；

無線台的部分中視、華視、及公視的受訪對象則僅能代表所屬頻道目前對於在台

灣經營美國影集及購買外國節目的想法，含括的年代落在 2006 年至 2011 年間。

若未來研究能夠接觸到本土有線電視頻道商對於在台灣經營美國影集的經營想

法，則能夠補足美國影集在台灣的播映脈絡歷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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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無線三台 1962-2002 年播放美國影集數量表 

  年代   台視   中視   華視   年代總計 

1962 2 0 0 2 

1963 10 0 0 10 

1964 18 0 0 18 

1965 22 0 0 22 

1966 26 0 0 26 

1967 28 0 0 28 

1968 24 0 0 24 

1969 49 23 0 72 

1970 52 36 0 88 

1971 47 28 13 88 

1972 33 18 26 77 

1973 22 14 17 53 

1974 15 14 10 39 

1975 17 17 8 42 

1976 12 15 5 32 

1977 5 9 9 23 

1978 4 10 6 20 

1979 9 9 6 24 

1980 10 12 4 26 

1981 8 10 5 23 

1982 7 9 5 21 

1983 4 4 2 10 

1984 4 3 3 10 

1985 11 7 6 24 

1986 13 8 6 27 

1987 13 5 8 26 

1988 12 7 7 26 

1989 11 7 6 24 

1990 10 8 5 23 

1991 16 10 2 28 

1992 17 15 6 38 

1993 15 14 8 37 

1994 17 16 7 40 

1995 17 13 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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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6 14 11 41 

1997 17 17 13 47 

1998 14 15 10 39 

1999 9 10 4 23 

2000 5 7 4 16 

2001 3 6 1 10 

2002 3 2 1 6 

播放總計 647 412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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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無線電視台 1962-2002 播放美國影集表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匹馬單槍」影集 台視 1967.11.21 1969.4.29 二十五世紀 中視 1983.1.8 1983.3.12 

「勇士們」影集 台視 1964.6.12 1967.6.23 十三號星期五 台視 1990.3.13 1991.8.14 

「勇士們」影集 台視 1970.7.10 1970.12.8 十三號星期五 台視 1996.10.22 1997.4.8 

「勇士們」影集 華視 1972.11.21 1975.5.11 「七小福」影集 華視 1971.11.5 1972.3.3 

「勇士們」影集 華視 1976.10.4 1978.1.19 「十字路口」影集 中視 1972.9.24 1972.10.1 

「美國式戀愛」影集 華視 1972.11.20 1977.3.24 又見露西 台視 1989.7.9 1989.9.24 

「紐約神探」影集 台視 1968.6.26 1969.6.4 八勇士 台視 1963.12.6 1964.6.5 

「神探」影集 華視 1972.11.3 1972.11.10 「八勇士」影集 華視 1971.11.4 1972.5.31 

「駙馬爺」影集 台視 1971.4.26 1971.7.30 八面威風影集 台視 1977.6.21 1977.9.6 

「鐵馬英豪」影集 台視 1972.4.9 1973.3.8 十面埋伏 華視 1979.7.7 1980.1.17 

007 影集 華視 1986.1.5 1986.2.23 七海風雲影片 台視 1964.4.18 1965.4.17 

1.霹靂神犬 2.霹靂神兵 中視 1989.11.19 1989.12.31 七海遊俠 華視 1983.7.10 1983.7.10 

1001 夜 台視 1995.6.21 1995.9.27 「七海遊俠」影集 台視 1967.1.7 1969.9.9 

「2300 大追擊影集」 中視 1978.7.10 1978.12.11 「七海遊俠」影集 台視 1972.12.18 1973.10.8 

ET 訪客 中視 1999.10.2 1999.11.20 「七海遊蹤」影集 中視 1971.8.3 1971.12.18 

OVER TIME 中視 1999.1.27 1999.4.21 「人猿泰山」影集 中視 1970.6.18 1971.7.1 

X 檔案 華視 1995.2.19 2000.10.24 「人猿泰山」影集 中視 1974.12.29 1975.7.30 

X 檔案之秘 華視 1996.5.4 1996.5.4 三人行 中視 1979.9.5 1985.3.30 

一身是膽 台視 1985.3.10 1985.6.28 三人行 中視 1987.11.1 1989.6.25 

一家五口 華視 1995.10.31 1995.11.21 三人行 華視 1979.4.15 1988.9.27 

一家六口 中視 1996.10.12 1997.1.11 三十而立 中視 1992.11.17 1994.7.26 

一家六口 華視 2000.2.4 2000.2.4 三人行影集 台視 1972.2.10 1972.11.4 

一家之主 中視 1991.7.7 1994.12.31 「小人物」影集 華視 1971.12.6 1972.11.20 

一級謀殺 華視 1997.10.2 1998.2.12 「小七福」影集 華視 1971.11.25 1972.2.9 

「二十一世紀」影集 中視 1969.11.8 1970.7.19 女大不中留 中視 1981.4.6 1982.10.4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三千金 中視 1973.3.21 1973.5.18 小迷糊當大兵 中視 1982.11.5 1983.1.7 

小小靈犬妙事多 中視 1982.7.1 1982.10.28 小迷糊當大兵 中視 1986.8.23 1987.2.28 

三代同堂影片 台視 1964.9.13 1965.8.29 「大馬戲團」影集 中視 1971.2.28 1971.2.28 

三代同堂影集 中視 1972.9.17 1973.3.14 三國演義 中視 1996.7.8 1996.12.12 

大亨小傳 中視 1985.1.20 1985.3.3 小婦人 華視 1984.8.2 1984.8.10 

「亡命追蹤」影集 中視 1973.7.5 1973.12.31 小婦人 中視 1985.11.5 1985.11.15 

「三勇士」影集 台視 1968.8.2 1968.11.29 小淘氣 中視 1981.3.13 198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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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冒險家影集 華視 1973.11.28 1974.10.23 小淘氣 中視 1989.1.15 1989.5.13 

小城妙事多 中視 1992.5.30 1992.5.30 「小淘氣」影集 台視 1968.2.3 1970.12.10 

小城風光妙事 中視 1992.8.10 1992.8.10 大都會故事 華視 1997.1.14 1997.5.27 

「小城風雨」影集 台視 1971.8.9 1973.9.12 「大野遊龍」影集 華視 1975.2.7 1975.4.11 

小城風雲 台視 1993.11.28 1995.2.26 「小超人」影集 中視 1973.6.11 1973.10.30 

小毒犯 中視 1991.9.17 1991.10.8 「大超人」影集 台視 1975.7.25 1976.8.9 

「小英雄」影集 台視 1967.1.5 1970.11.14 「大超人」影集 台視 1980.7.6 1980.11.16 

小英蜼影集 台視 1966.4.28 1966.12.29 大飯店 華視 1985.1.8 1987.6.30 

千面奇探影集 中視 1975.7.29 1976.3.31 大榔頭 台視 1988.7.23 1989.4.22 

千面飛龍 台視 1989.10.14 1989.12.9 大煞星影集 華視 1974.9.3 1975.5.13 

「小飛碟」影集 台視 1969.8.15 1970.1.25 「女煞星」影集 中視 1974.12.23 1975.4.21 

「千面警探」影集 台視 1974.7.28 1974.12.29 大腳哈利 台視 1994.4.23 1994.10.22 

小倆口 中視 1980.11.12 1981.4.15 「大熊與我」影集 台視 1970.4.12 1971.7.25 

「小倆口」影集 台視 1972.6.13 1973.2.3 大衛尼文的世界 台視 1964.2.25 1964.10.20 

小海獅影集 台視 1976.4.5 1976.6.21 「大戰紅騎兵」影集 台視 1972.2.22 1972.5.22 

女神探 台視 1980.2.20 1980.7.26 小鎮春暖 台視 1994.8.13 1995.7.5 

女記者 中視 1979.11.15 1980.2.14 小鎮新事 華視 1995.6.20 1995.9.12 

女記者 台視 1982.11.14 1982.11.14 「三騎士」影集 台視 1969.3.4 1969.12.9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小騎士」影集 台視 1969.6.23 1970.3.9 太平洋爭霸戰影集 台視 1977.1.13 1977.2.3 

女辯護人 台視 1964.7.4 1964.7.4 天生一對寶 台視 1987.6.25 1987.6.25 

六人行 中視 1995.10.27 1997.1.5 「少年偵騎」影集 台視 1969.10.9 1973.11.9 

五口之家 華視 1995.11.28 1998.5.24 少年龍虎會 華視 1994.10.15 1995.8.12 

「六友俱樂部」影集 台視 1971.1.16 1971.1.23 少年羅賓漢 華視 1992.7.3 1993.2.26 

「中國大偵探」影集 華視 1972.4.29 1972.10.22 天使下凡 台視 1982.4.3 1982.7.20 

中國海灘 中視 1991.7.23 1992.11.13 午夜怪客影集 中視 1975.11.16 1976.1.4 

天才 COOL 老師 華視 1997.12.31 1998.5.31 「午夜驚魂」影集 中視 1972.6.25 1975.2.23 

天才女兒 華視 1997.8.2 1998.5.9 「午夜驚魂」影集 中視 1993.8.16 1994.5.20 

天才老爹 華視 1986.9.14 1989.7.16 「太空仙女戀」影集 台視 1969.8.12 1972.4.24 

天才老爹 華視 1995.11.19 1997.4.19 太空仙女戀影集 中視 1973.12.22 1973.12.29 

天才老媽 華視 1998.7.19 1998.10.11 太空先鋒 華視 1988.5.20 1988.7.1 

天才老媽 台視 2000.3.28 2001.12.27 「太空怪客」影集 中視 1978.8.24 1978.11.11 

天才克魯克 華視 1991.2.6 1991.5.8 「太空爭霸戰」影集 華視 1972.9.30 1973.10.3 

天才保母 台視 1994.6.11 1999.1.23 太空金銀島 台視 1989.12.16 1989.12.30 

天才俏妞 台視 1998.9.21 1998.11.23 「太空家庭」影集 台視 1971.4.30 1971.4.30 

天才保姆 華視 1990.1.1 1990.2.16 太空嬌客 華視 1982.8.28 198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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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家庭 台視 1995.5.13 1995.12.30 太空嬌客 華視 1985.9.8 1986.10.6 

「巴士站」影集 台視 1970.10.22 1971.4.23 太空歷險記影集 台視 1971.8.2 1972.2.3 

「水上假期」影集 中視 1973.8.2 1973.10.4 「太空歷險」錄影 台視 1971.5.3 1971.5.31 

天下第一奇 中視 1983.8.7 1983.8.28 幻界攝魂 台視 1991.11.24 1992.5.23 

天才劇場 華視 1987.4.26 1990.9.30 天堂俱樂部 中視 1972.4.25 1972.5.2 

天才警探 華視 1998.7.21 1998.12.2 天涯赤子心 台視 1990.7.2 1990.8.6 

天外雙俠 台視 1990.4.7 1990.8.18 天涯赤子心 台視 1992.2.14 1993.8.24 

「太平洋之狐」影集 台視 1971.11.5 1972.9.15 「天涯孤星」影集 台視 1970.12.19 1971.6.4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反間諜戰 台視 1963.10.19 1964.4.11 北國淘金記 中視 1995.3.30 1995.6.22 

天龍小奇兵 台視 1987.3.28 1987.8.1 古國異寶 台視 1964.4.26 1964.4.26 

「天龍地虎」影集 華視 1971.11.2 1972.7.8 北國騎警 中視 1995.10.19 1996.4.4 

天龍特攻隊 台視 1984.10.27 1987.4.11 北國騎警 中視 2000.8.11 2000.12.22 

天蠶變 華視 1983.9.10 1983.11.12 北國鐵漢影集 台視 1975.3.27 1975.7.6 

牛仔英雄 台視 1998.6.25 1999.9.24 卡斯達將軍影集 華視 1972.7.20 1972.11.2 

「父母兒女」影集 台視 1972.4.17 1973.3.11 台視午夜場 台視 1988.7.10 1989.12.31 

王者之劍 華視 1994.10.27 1996.2.1 四義士影集 台視 1966.4.7 1966.12.22 

王牌 台視 1985.4.27 1985.5.25 未來檔案 中視 1999.8.5 1999.10.13 

兄妹拓荒記影集 中視 1969.11.2 1970.6.11 幼虎遊龍 台視 1989.4.29 1989.10.7 

兄妹拓荒記影集 中視 1975.4.21 1975.6.16 巧破奇案影集 華視 1974.1.30 1974.4.17 

兄妹歷險記 台視 1976.3.21 1976.6.6 打擊魔鬼影集 台視 1967.12.21 1969.8.11 

四人行 華視 1997.5.3 1997.7.5 打擊魔鬼影集 中視 1973.1.11 1974.1.1 

「功夫」影集 台視 1973.9.30 1975.7.6 玉女神駒 台視 1986.4.9 1986.5.14 

「功夫」影集 台視 1982.6.6 1983.8.20 玉女神駒影集 華視 1974.2.1 1975.4.12 

「功夫」影集 台視 1988.5.12 1988.5.19 玉女神駒影集 華視 1985.1.23 1985.2.27 

功夫小子 中視 1987.7.4 1987.12.19 石匠玖德 中視 1986.6.2 1986.7.8 

外太空 1999 影集 台視 1976.4.13 1977.6.14 白衣女郎 華視 1984.9.26 1984.10.12 

功夫警探 華視 1989.9.12 1990.4.10 白衣女郎 中視 1986.7.14 1986.8.12 

功夫警察 華視 1989.8.22 1989.8.29 白宮後梯 台視 1980.3.31 1980.6.28 

「出生入死」影集 中視 1978.4.6 1978.7.6 石浦殲兇 台視 1964.8.30 1964.9.6 

「古城之戀」影集 台視 1969.11.15 1971.3.10 白露小姐影集 台視 1965.10.4 1966.4.26 

「古屋誌異」影集 台視 1969.10.6 1970.12.12 白露小姐影集 台視 1966.8.1 1966.10.17 

外星人入侵 中視 1999.10.16 1999.10.28 仲夏夜之夢 中視 1984.9.1 1984.9.15 

外星戀 華視 1987.1.4 1987.6.28 仲夏夜之夢 台視 1985.5.26 19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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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仲夏夜之夢 華視 1988.8.12 1988.8.12 老少雙雄影集 台視 1975.11.8 1975.12.27 

全家福劇場 中視 1982.11.28 1983.5.1 老少雙雄影集 台視 1976.1.3 1976.10.3 

全家福劇場 華視 1984.11.11 1984.11.18 百年好合 華視 1971.12.23 1972.3.17 

在天之涯影集 華視 1972.5.22 1972.10.16 百家樂影集 台視 1971.8.1 1971.9.19 

回到未來 中視 1986.10.18 1987.2.28 百家樂影集 台視 1972.1.4 1972.6.6 

回到未來 中視 1992.4.4 1995.7.5 百家樂影集 華視 1972.7.4 1972.9.26 

吉林趣事影集 台視 1973.12.14 1973.12.28 百勝天龍 台視 1994.3.6 1994.6.19 

合家樂劇場 中視 1983.5.22 1983.7.17 百勝天龍 台視 1995.10.24 1995.11.14 

合家歡 中視 1979.11.13 1979.12.25 艾森豪情史 中視 1985.3.10 1985.3.17 

合家歡 中視 1986.1.24 1986.5.9 艾森豪情史 中視 1985.9.14 1985.10.12 

名探父子影集 台視 1966.9.4 1967.4.9 江湖奇士 台視 1964.10.23 1966.11.18 

名探尼克影集 台視 1969.5.6 1969.10.28 江湖奇士 台視 1972.2.20 1972.4.9 

危機特遣隊 華視 1998.8.20 1998.10.22 江湖怪客影集 中視 1972.5.9 1972.8.26 

地下警網影集 台視 1971.2.25 1971.6.24 艾琪小姐影集 台視 1969.4.14 1970.1.19 

地心探險記影集 中視 1970.3.11 1970.6.13 百萬豪探 華視 1985.9.10 1985.12.3 

地心探險記影集 中視 1970.8.6 1970.9.10 百樂船影集 華視 1972.6.22 1973.8.18 

安妮的日記 華視 1989.2.16 1989.3.9 百戰天龍 台視 1986.5.10 1986.10.11 

安娜 中視 1992.5.16 1992.5.30 百戰天龍 台視 1987.4.18 1987.9.5 

安娜卡列妮娜 華視 1984.8.13 1984.9.7 百戰天龍 台視 1988.2.6 1988.6.11 

安娜卡列妮娜 中視 1986.3.31 1986.5.2 百戰天龍 台視 1988.9.17 1990.8.17 

地球保衛戰影集 中視 1969.11.8 1970.8.22 百戰天龍 台視 1991.2.18 1991.3.19 

好萊塢影集 台視 1994.6.26 1995.12.31 百戰天龍 台視 1993.5.15 1994.2.27 

朱門恩怨 台視 1979.8.17 1987.2.6 百戰天龍 台視 1996.11.4 1997.4.7 

老少雙雄影集 台視 1974.8.24 1974.9.7 百戰天龍 台視 1997.10.15 1998.1.21 

老少雙雄影集 台視 1975.7.12 1975.9.11 百戰英豪影集 中視 1970.12.24 1971.2.25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百戰雄師影集 中視 1972.11.16 1972.11.16 妙家庭 中視 1999.12.7 1999.12.17 

西部文藝動作影集 中視 1986.4.11 1986.6.27 妙家庭 中視 2000.12.29 2001.6.29 

西部開拓史 華視 1980.1.24 1980.5.13 妙家庭影集 華視 1974.2.17 1974.6.23 

西部鐵金剛影集 中視 1972.5.13 1972.11.2 妙家庭影集 華視 1977.12.3 1978.4.15 

克勞彼先生影集 台視 1966.1.27 1966.4.21 妙案影集 中視 1976.4.8 1976.4.29 

佛萊德探案影集 台視 1966.4.17 1967.4.30 希區考克劇場影集 台視 1967.1.3 1967.3.14 

冷暖人間影集 台視 1971.2.17 1971.7.14 妙探影集 中視 1976.5.6 1976.6.3 

冷暖人間影集 台視 1971.9.15 1972.10.5 妙賊影集 台視 1969.8.18 1970.12.7 

吾父吾子影集 台視 1971.11.10 1972.7.6 妙賊影集 台視 1972.2.28 197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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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英雄傳 台視 1982.4.5 1982.4.5 妙賊影集 台視 1979.8.15 1980.5.6 

劫後英雄傳 華視 1984.6.21 1984.7.27 妙管家 華視 1986.1.4 1989.9.30 

劫後英雄傳 中視 1986.9.8 1986.10.7 妙管家 華視 1992.7.5 1992.12.27 

吾愛吾女影集 中視 1975.1.5 1975.2.23 妙管家 華視 1994.8.7 1995.2.12 

吾愛吾子影集 台視 1969.3.1 1969.9.13 妙管家影集 台視 1967.4.16 1967.10.15 

吾愛吾家影集 中視 1973.10.12 1975.4.20 我的邦妮 中視 1972.12.10 1973.2.25 

吾愛吾家影集 中視 1975.8.23 1975.9.6 我是市長影集 台視 1972.5.18 1972.8.24 

妙叔叔影集 台視 1967.10.22 1969.6.16 我是露西彩色影集 中視 1972.6.29 1972.6.29 

妙叔叔影集 台視 1971.4.19 1972.4.10 我是露西影集 中視 1972.2.12 1972.8.27 

妙房東 中視 1980.5.12 1982.6.16 快活谷影集 中視 1970.9.1 1970.10.20 

妙爸爸 台視 1963.9.4 1965.9.1 快活谷影集 中視 1970.12.5 1970.12.19 

妙家庭 中視 1992.9.19 1992.12.25 我愛邦德影片 中視 1973.1.29 1973.2.19 

妙家庭 中視 1995.7.9 1995.10.15 我愛露西 台視 1962.12.9 1966.7.25 

妙家庭 中視 1997.1.12 1997.10.25 我愛露西 中視 1985.4.21 1985.9.1 

妙家庭 中視 1998.5.1 1998.5.1 我愛露西 中視 1988.5.23 1988.6.3 

妙家庭 中視 1998.10.5 1998.10.5 我愛靈犬 台視 1979.8.12 1979.11.4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我愛靈犬 台視 1980.3.16 19980.6.29 私梟煞星影集 中視 1972.6.7 1972.11.29 

快槍俠影集 台視 1967.12.20 1969.3.10 見義勇為 台視 1964.4.19 1964.4.19 

快樂仙子影集 中視 1970.12.9 1972.7.25 亞斯坦劇場影集 台視 1967.3.28 1967.6.20 

杏林春暖影集 華視 1972.7.18 1975.6.28 亞當探案影集 台視 1969.9.16 1970.4.14 

杏林春暖影集 華視 1977.4.7 1978.1.4 兩小無猜影集 中視 1972.12.4 1972.12.30 

杏林趣事影集 台視 1974.2.1 1974.2.8 兩小無猜影集 中視 1991.11.24 1992.5.31 

杏林趣事影集 台視 1974.8.18 1975.3.22 兩小無猜影集 中視 1993.6.5 1993.8.22 

抓鬼奇兵 台視 1986.11.6 1987.1.22 兩小無猜影集 中視 1994.1.2 1994.6.30 

李爾王 台視 1986.8.17 1986.8.31 初生之犢影集 台視 1974.2.11 1974.4.29 

折箭為盟影集 台視 1969.12.16 1971.8.3 初生之犢影集 台視 1974.9.14 1974.11.30 

決死突擊隊 華視 1989.1.5 1989.3.30 兩個老爸 華視 1989.10.7 1989.12.30 

步步追魂影集 華視 1972.12.19 1973.6.5 刺鳥 台視 1985.1.10 1985.3.7 

步步追魂影集 華視 1974.4.7 1974.11.17 週末午夜場 華視 1989.9.3 1989.11.19 

步步驚魂影集 華視 1974.12.1 1975.5.18 奇幻人間影集 台視 1965.10.8 1967.8.25 

步步驚魂影集 華視 1975.12.27 1977.4.9 奇幻人間影集 台視 1980.5.11 1980.7.27 

步步驚魂影集 華視 1978.8.16 1979.6.30 奇幻人間影集 台視 1982.1.2 1982.3.27 

步步驚魂影集 華視 1983.1.8 1983.3.12 奇幻大戰爭影集 台視 1975.7.13 1975.10.12 

步步驚魂影集 華視 1985.1.11 1985.12.26 奇幻世界 中視 1997.4.23 1997.5.28 

沙漠之虎影集 中視 1972.1.9 1973.6.7 奇幻世界 中視 1997.7.14 19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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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虎影集 中視 1977.12.7 1978.7.5 奇幻世界 中視 2001.1.30 2001.3.6 

沙漠之鼠 中視 1990.11.18 1991.5.5 奇幻島 華視 1979.1.31 1979.8.9 

沙漠之鼠影集 台視 1966.12.29 1968.4.4 夜半驚魂 中視 1980.7.17 1981.4.9 

男子漢影集 台視 1966.7.6 1966.12.30 奇妙島影集 華視 1971.11.19 1972.2.18 

男子漢影集 台視 1968.1.4 1968.12.19 奇男妙史影集 台視 1969.6.17 1969.8.5 

私家偵探 中視 1985.1.7 1985.1.11 姐妹花影集 台視 1966.3.9 1966.12.28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夜夜驚魂 中視 1992.12.14 1993.4.5 波城杏話 台視 1989.8.3 1990.5.3 

夜夜驚魂 中視 1993.7.5 1993.8.9 波城杏話 台視 1990.11.1 1991.5.2 

奇案怪談影集 中視 1976.5.17 1976.5.31 波城杏話 台視 1991.10.18 1991.11.22 

岳父大人影集 台視 1968.9.23 1969.6.10 牧原英豪 台視 1963.2.15 1964.10.16 

居禮夫人 中視 1985.10.14 1985.11.4 牧野風雲影集 台視 1965.10.5 1966.10.4 

居禮夫人 中視 1987.1.7 1987.1.21 牧野風雲影集 台視 1970.12.25 1971.9.8 

居禮夫人 華視 1986.11.26 1986.12.31 牧場風情 中視 1995.2.28 1995.6.6 

孤雛淚影集 中視 1970.3.22 1970.6.7 空中小姐 中視 1985.10.25 1986.4.4 

怪客影集 台視 1971.10.20 1972.2.8 空中小姐影集 華視 1972.6.20 1972.9.4 

怪探奇案影集 台視 1970.12.14 1971.2.22 空中英雄影集 華視 1972.3.15 1972.7.20 

忠義八犬傳 華視 1991.7.29 1991.9.27 空中英雄影集 華視 1972.11.27 1973.2.28 

忠義八犬傳 華視 1995.2.6 1995.2.7 空中英雄影集 華視 1973.5.7 1973.12.24 

怪頭博士 華視 1997.10.18 1997.12.27 空中密探 華視 1990.7.12 1991.12.3 

服仇者影集 中視 1974.1.20 1974.1.20 空中情緣 華視 2001.3.5 2001.4.6 

東方快車羅曼史 中視 1986.8.19 1986.9.9 盲探靈犬影集 華視 1972.11.9 1973.5.9 

武士傳奇 華視 1999.10.11 2000.6.26 花月良宵劇集 台視 1975.7.17 1975.8.21 

法網恢恢影集 台視 1967.12.24 1970.4.26 臥虎藏龍 台視 1986.12.20 1987.3.14 

法網恢恢影集 華視 1973.10.15 1975.4.27 芝城警網影集 台視 1967.3.25 1967.7.22 

法網恢恢影集 華視 1975.4.27 1975.4.27 芝城警網影集 台視 1967.11.4 1969.6.7 

法網神鷹 台視 1997.3.30 1997.5.12 虎?妙算劇集 台視 1970.5.3 1972.2.13 

法網情仇 台視 1996.4.30 1996.9.3 虎穴英雄影集 中視 1971.8.31 1972.4.22 

法網遊龍 華視 1994.1.6 1995.2.23 雨夜花影集 華視 1973.4.8 1973.5.13 

法網遊龍 華視 1996.10.9 1997.3.12 阿波羅之女 華視 1990.1.3 1990.2.21 

法網邊緣影集 台視 1970.6.17 1971.6.14 青春年華影集 台視 1977.9.11 1978.4.18 

波城杏話 台視 1988.9.2 1989.3.10 青春年華影集 台視 1984.1.8 198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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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播出頻

道 

播出時間

(起) 

播出時間

(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

道 

播出時間

(起) 

播出時間

(迄) 

青春強龍 台視 1991.5.5 1991.9.29 俏女郎 中視 1982.6.30 1982.10.6 

青春旋律影集 中視 1970.6.21 1971.2.27 
俏女郎與單身漢 摩登家庭好小

子 
台視 1986.11.9 1986.12.21 

金剛探長影集 華視 1973.12.5 1974.4.1 勇士劇場:勇士們 中視 1986.3.15 1986.6.28 

金鋼影集 台視 1968.1.22 1968.7.22 前夫賴利 華視 1994.8.13 1994.10.8 

虎豹小霸王影

集 
中視 1973.4.14 1973.10.17 俏皮老爸 中視 1991.11.24 1992.5.31 

金牌警察 中視 1988.7.31 1988.10.31 俏皮老爸天才 中視 1999.5.30 1999.8.29 

金牌警察 中視 1991.7.17 1991.10.15 俏皮老爸天才 中視 2000.9.3 2001.3.18 

青蜂俠 中視 1986.8.16 1986.10.11 俏皮爸天才娃 中視 1993.3.7 1993.3.28 

青蜂俠 華視 1995.7.3 1996.1.29 俏皮爸天才娃 中視 1994.1.12 1994.4.8 

青蜂俠影集 台視 1970.6.27 1971.1.9 俏皮娘子妙事多 中視 1987.4.4 1987.6.27 

青蜂俠影集 台視 1972.8.30 1973.3.27 俏皮娘子 中視 1988.1.2 1988.1.9 

金銀島影集 中視 1971.7.18 1971.10.26 俏老爸天才娃 中視 1992.10.26 1992.10.26 

金銀島影集 中視 1972.1.4 1972.3.11 俏老爸天才娃 中視 1993.10.3 1993.12.26 

金獎影集 中視 1994.8.26 1994.9.30 俏老爸天才娃 中視 1998.2.7 1998.2.7 

金獎影集 中視 1996.8.9 1996.8.9 俏爸天才娃 中視 1993.9.19 1993.9.26 

金錢城市 華視 1991.12.10 1992.4.1 勇者摩羅 中視 1988.5.19 1988.6.16 

金錢城市 華視 1993.1.8 1993.3.26 勇者摩羅 中視 1989.5.26 1989.6.23 

虎膽妙算影集 台視 1972.2.27 1972.2.27 冠軍影集 中視 1976.8.1 1977.2.5 

虎膽妙算影集 台視 1972.8.13 1973.6.10 南海偵騎影集 中視 1975.11.15 1976.3.27 

虎膽妙算影集 台視 1979.6.14 1980.9.27 南海豪俠影集 台視 1969.10.10 1970.3.20 

虎膽妙算影集 台視 1995.3.27 1995.8.7 勇探福星 台視 1990.11.7 1991.1.30 

虎膽柔情 台視 1988.5.15 1988.8.7 冒險動作影集 中視 1999.7.2 1999.7.17 

虎膽特攻隊 台視 1995.11.21 1996.4.23 叛諜影集 台視 1969.6.11 1969.10.1 

非洲牛仔影集 華視 1971.11.6 1972.5.25 城市威龍 華視 1992.1.28 1992.6.4 

非洲動物園影

集 
中視 1971.3.2 1971.10.2 城市鄉巴佬 華視 1995.12.16 1996.2.24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威鯨闖天關 台視 1995.11.27 1996.3.11 星戰英豪 台視 1992.7.3 1993.3.19 

威鯨闖天關 台視 1999.2.5 1999.3.26 柏林諜影 中視 1994.8.18 1995.2.9 

客串農夫影集 中視 1969.11.7 1970.12.14 柯城故事影集 台視 1971.7.5 1972.4.13 

帥虎猛龍 台視 1992.8.18 1994.4.12 洛城奇探影集 台視 1970.4.23 1970.10.15 

帝國淪亡錄 中視 1985.3.25 1985.4.4 洛城法網 台視 1987.10.17 198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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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海情仇 台視 1987.1.4 1987.2.15 洛城法網 台視 1989.3.16 1989.7.20 

怒海戰雲影集 台視 1967.2.18 1967.5.13 洛城法網 台視 1990.5.17 1990.10.25 

急診室的春天 中視 1995.10.3 1996.1.30 洛城法網 台視 1991.5.9 1991.10.11 

急診室的春天 中視 1996.9.15 1997.2.16 洛城法網 台視 1992.3.5 1992.9.12 

急診室的春天 中視 1997.12.16 1998.6.10 洛城法網 台視 1993.11.28 1994.4.10 

昨夜驚魂影集 台視 1970.3.27 1970.7.10 洛城法網 台視 1994.10.21 1995.4.23 

星球歷險記影集 中視 1970.5.5 1970.7.14 洛城警探影集 中視 1969.11.6 1971.6.21 

星球歷險影集 中視  1970.7.28 1971.5.4 洋場私探影集 台視 1969.8.9 1974.12.30 

映畫新浪漫偶 台視 2001.11.17 2002.2.9 洋場私探影集 台視 1975.2.3 1975.9.30 

拾夢記 中視 1988.4.12 1988.7.18 洛麗泰楊影集 台視 1965.4.20 1965.10.12 

星際大爭霸 中視 1984.11.17 1985.1.19 為你瘋狂 華視 1998.3.4 1998.3.18 

星際大戰 華視 1999.7.3 1999.8.14 活寶總動員 台視 1991.7.21 1991.12.29 

星際奇兵 II 中視 2001.3.25 2001.8.19 珍惠曼劇場影集 台視 1969.10.6 1971.8.6 

星際爭霸 中視 1996.1.20 2000.12.30 突破俘虜營影集 台視 1973.10.15 1973.12.24 

星際爭霸戰 中視 1982.9.13 1982.11.13 突破戰俘影集 台視 1974.1.7 1974.2.4 

星際爭霸戰 中視 1985.1.26 1985.2.9 看誰在說話 華視 1991.2.10 1991.2.10 

星際爭霸戰影集 台視 1978.6.8 1979.6.25 看誰在說話 華視 1994.8.3 1994.8.18 

星際爭霸戰影集 台視 1987.9.12 1988.1.23 看誰在說話 中視 1993.1.21 1993.1.21 

星際探險者 台視 1989.9.13 1989.9.13 看誰在說話 中視 1999.8.1 1999.8.26 

星際戰爭影集 台視 1972.6.24 1972.12.15 美女與野獸 華視 1989.4.13 1990.6.6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美式戀愛 華視 1976.5.17 1976.8.16 飛龍特攻隊 台視 1988.2.20 1988.7.16 

致命遊戲 台視 1996.6.10 1996.10.28 香檳曲影集 台視 1969.10.11 1970.1.24 

紅粉金剛影集 台視 1974.12.24 1975.7.5 飛鷹 中視 1983.4.9 1983.6.4 

紅粉金剛影集 台視 1978.2.16 1978.6.1 俾斯麥傳 中視 1985.2.26 1985.3.20 

美國狼人 台視 1990.7.25 1990.10.31 倫敦女郎人 台視 1992.4.14 1992.9.9 

美國淪亡記 台視 1987.4.12 1987.5.24 倫敦警探影集 華視 1978.8.23 1978.11.28 

美國警花 台視 1985.1.6 1985.7.13 凌雲仙子影集 中視 1970.12.2 1970.12.2 

美國警花 台視 1985.10.17 1985.11.14 唐山大街 台視 1973.6.26 1973.10.2 

致勝先機 中視 2002.8.1 2002.9.10 唐吉軻德劇院 華視 1992.1.9 1992.6.25 

約瑟姑娘影集 華視 1972.3.24 1972.7.16 唐伯虎影集 中視 1975.6.23 1975.7.28 

紀爾特醫師彩色影集 中視 1970.2.17 1970.2.17 哥倆好影集 台視 1970.12.17 1971.6.2 

紀爾德醫生影集 中視 1970.2.24 1970.5.31 哥倫布 中視 1996.1.3 1996.7.24 

美麗人生 台視 1994.10.20 1995.4.6 原野奇兵 華視 1995.4.15 1995.10.24 

英倫警探影集 華視 1978.8.19 1978.8.19 原野奇俠影集 華視 1971.11.5 1972.3.2 

英雄不老影集 台視 1972.4.20 1972.10.25 原野奇俠影集 華視 1984.1.1 19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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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譜影集 台視 1965.9.4 1966.6.4 原野奇俠影集 台視 1976.10.14 1977.3.17 

軍人魂影集 中視 1970.9.24 1970.12.17 原野英豪影集 中視 1970.6.7 1971.1.11 

重正在戀愛中 華視 2002.3.19 2002.3.26 原野傳奇影片 台視 1964.7.27 1965.7.13 

重回伊甸園 台視 1989.7.4 1989.12.5 原野遊龍影集 台視 1975.1.8 1975.5.15 

重神仙老爸 華視 1999.3.8 1999.6.8 原野飆龍 台視 1991.11.30 1992.10.10 

赴湯蹈火影集 台視 1968.3.5 1968.9.17 原野飆龍 台視 1995.11.22 1996.5.1 

計程車 台視 1980.10.4 1981.1.7 哥雅傳 台視 1988.9.1 1988.11.17 

重霹靂飛艇 台視 1997.4.22 1997.5.27 娘子軍影集 台視 1970.8.31 1971.4.12 

飛天奇士影集 中視 1969.11.6 1970.3.2 夏威夷之虎 中視 1985.7.5 1985.10.18 

飛天俠影集 華視 1972.12.30 1973.2.10 夏威夷之眼影集 華視 1971.11.2 1971.11.30 

飛天英雄影集 台視 1971.4.28 1971.8.10 夏威夷之眼影集 華視 1972.4.18 1972.4.26 

飛天神俠影集 中視 1969.11.2 1970.4.26 夏威夷之眼影集 華視 1972.10.29 1973.10.7 

飛行中隊 台視 1988.2.14 1988.4.17 夏威夷情緣 台視 1991.4.17 1991.8.15 

飛行雙傑影集 華視 1978.3.1 1978.5.17 家有阿福 台視 1987.10.17 1987.12.19 

飛車勇士影集 台視 1969.6.14 1970.6.20 家有阿福 台視 1988.2.20 1988.11.19 

飛車特警 中視 1993.1.5 1993.12.8 家有阿福 台視 1989.4.29 1989.10.7 

飛堡戰士影集 台視 1968.12.6 1968.12.6 拳王夢醒 中視 1991.11.2 1991.11.23 

風流醫生俏護士影集 中視 1973.10.12 1974.1.4 恐怖谷 台視 1975.1.12 1975.1.12 

飛浪蛟龍 台視 1992.5.11 1992.8.11 恐佈邊緣 華視 1986.1.14 1986.4.22 

飛狼 台視 1985.1.11 1986.8.9 恩怨情天 中視 1989.3.14 1989.12.19 

飛狼 台視 1987.8.8 1988.1.23 拿破崙情史 華視 1989.7.14 1989.8.18 

飛狼 台視 1990.1.6 1990.1.6 拳壇爭霸賽 中視 1972.4.12 1972.7.31 

飛狼 台視 1991.2.2 1992.3.28 拳壇風雲影集 台視 1967.1.6 1967.6.30 

飛狼 華視 1985.4.5 1985.4.5 時光隧道 台視 1998.1.26 1998.1.26 

飛堡戰史影集 台視 1968.12.13 1970.7.3 時光隧道 台視 1998.1.26 1998.11.9 

飛堡戰史影集 華視 1976.7.15 1976.9.27 時光隧道 台視 1999.4.4 1999.4.25 

飛越比佛利 華視 1993.11.21 1997.11.23 時光隧道 台視 1999.9.6 1999.9.6 

飛越比佛利 華視 1998.8.9 1999.4.4 時光隧道影集 中視 1969.11.6 1970.6.11 

飛越邁阿密 中視 1995.1.20 1995.4.14 時空怪客 中視 1993.6.11 1994.4.15 

風雲女郎 台視 1992.10.23 1993.4.26 時空英豪 華視 1993.4.16 1993.9.18 

風雲女郎 台視 1993.6.11 1993.7.2 時空偵探 華視 2000.7.9 2001.5.1 

風雲女郎 台視 1996.10.27 1996.10.27 時空偵探 華視 2001.10.27 2002.6.9 

風雲女郎 台視 1997.12.25 1998.8.17 時空戰警 台視 1997.7.6 1997.9.28 

飛艇歷險記 台視 1996.12.27 1997.5.30 時空戰警 台視 1998.3.22 1998.7.5 

風塵鐵漢影集 台視 1969.1.18 1969.8.2 時空隧道 台視 1997.9.22 19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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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捍衛戰士 華視 1995.1.1 1995.4.30 海底歷險記 台視 1970.5.20 1970.7.1 

捍衛戰艦 台視 1991.2.6 1991.4.10 海南偵騎影集 中視 1975.10.12 1975.11.9 

根影集 中視 1978.3.14 1978.4.1 海宮 007 台視 1991.11.21 1992.5.28 

根影集 中視 1979.8.15 1979.11.8 海島風雲影集 台視 1964.4.12 1964.4.12 

桃樂絲黛劇場影集 台視 1972.1.11 1972.8.12 海宮獵奇影集 台視 1964.10.27 1965.4.13 

格蘭警官劇集 台視 1970.2.15 1970.5.10 泰拳影集 台視 1971.8.13 1971.9.25 

格蘭警官影集 台視 1969.10.12 1971.4.21 海盜 台視 1963.11.4 1964.12.12 

海上人家影集 台視 1971.5.12 1972.3.27 特別行動隊 華視 1974.2.3 1974.3.17 

海上仙山影集 台視 1972.10.29 1972.10.29 特勤先鋒隊 台視 1992.3.25 1992.6.24 

海上仙島影集 台視 1972.6.8 1972.11.1 特種任務影集 中視 1974.9.13 1975.5.17 

海上仙島影集 台視 1973.2.25 1973.9.13 特種戰士 中視 1992.6.27 1993.10.16 

海山仙島影集 台視 1972.5.11 1972.6.1 烏龍大星探 中視 1995.1.5 1995.2.28 

浪子奇俠 中視 1998.2.3 1998.7.28 烏龍大酒店 台視 1992.4.26 1992,7.12 

泰山影集 中視 1974.11.15 1974.12.20 特警六條龍 台視 1992.5.24 1992.8.23 

海上驚魂 華視 1973.8.2 1974.1.25 特警天龍 華視 1997.12.2 1998.8.2 

浴火雄兵 中視 1998.8.29 1999.3.12 特警急先鋒 台視 1992.8.30 1993.11.24 

浮生夢 台視 1975.1.5 1975.1.5 特警急先鋒 台視 1996.4.21 1998.3.29 

浮生錄影集 台視 1971.10.9 1972.7.10 真假陳將軍 台視 1964.8.15 1964.8.15 

海行奇遇記 中視 1969.11.5 1970.3.4 神仙家庭影集 台視 1967.4.23 1973.5.30 

浩劫餘生 台視 1979.3.12 1979.3.23 神仙家庭影集 台視 1997.12.20 1998.2.28 

海角一樂園影集 台視 1977.4.3 1977.8.28 神仙家庭 華視 1979.10.12 1981.10.11 

海底人 華視 1978.9.6 1979.1.24 神仙家庭 華視 1985.12.19 1985.12.26 

海底十萬里影集 中視 1978.7.13 1978.8.17 神奇牙醫妙事 中視 1996.8.14 1996.11.6 

海底探險記影集 台視 1969.10.7 1971.12.10 神奇牙醫妙事 台視 2002.9.27 2002.11.29 

海底奧秘影集 台視 1974.4.14 1974.4.21 神奇皇冠 中視 1994.11.1 1995.1.4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神勇女天龍 台視 1986.11.22 1986.11.29 迷幻人間影集 台視 1974.8.8 1975.3.6 

神威勇探影集 台視 1975.10.7 1976.3.20 迷你影集:珍珠港驚夢 台視 1979.10.15 1979.11.6 

粉紅色潛艇 台視 1975.1.12 1975.1.19 迷你影集:亂世忠魂 台視 1979.12.3 1979.12.24 

粉紅色潛艇 中視 1980.5.30 1981.3.6 迷你影集:亂世忠魂 台視 1980.1.7 1982.2.12 

神風怪盜 台視 1999.8.31 2000.12.12 迷俠影集 台視 1968.7.9 1969.2.25 

神氣活現 中視 1995.9.30 1996.4.21 迴夢情 中視 1988.10.31 1988.11.8 

神祕大追擊影集 中視 1974.2.22 1974.4.19 迷糊俏警長 華視 1990.10.7 1990.12.23 

神秘女超人 中視 1977.8.4 1977.8.25 迷糊俏警長 華視 1992.8.22 1993.12.25 

神秘百慕達影集 中視 1978.2.19 1978.9.4 追蹤影集 華視 1972.4.17 197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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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島 中視 1997.1.3 1997.5.30 迷離幻境影集 中視 1970.7.26 1971.3.12 

神秘酒店 台視 1994.10.28 1995.2.3 迷離奇案 台視 1979.7.2 1981.1.17 

神秘戰艦影集 華視 1972.12.2 1972.12.30 迷離浮生影集 台視 1969.11.19 1971.8.20 

秘密特勤隊 台視 1994.7.25 1994.12.19 鬼才大拍檔 中視 2000.12.29 2001.6.29 

神探哥倫坡影集 中視 1974.8.18 1974.10.13 鬼探影集 台視 1970.4.21 1971.5.5 

神探與修女 中視 1997.7.16 1998.4.15 閃電遊龍 華視 1987.10.10 1987.11.28 

神劍定江山 台視 1975.10.11 1975.10.11 高爾夫明星影集 台視 1967.11.3 1967.11.17 

神機雷鳥號 台視 1967.8.6 1968.10.20 除暴菁英組 台視 1991.12.24 1992.2.17 

神龍特攻隊 台視 1987.7.1 1987.7.1 高潮 中視 1995.4.21 1995.7.28 

紙娃娃 台視 1985.7.18 1985.9.12 高潮 中視 2000.8.19 2000.9.9 

航空警網影集 台視 1969.10.6 1970.6.22 高潮 II 中視 2000.10.7 2001.3.3 

脂粉雙雄影集 台視 1972.2.20 1972.2.20 高潮 III 中視 2001.3.10 2001.9.8 

荒原之聲 華視 1973.7.3 1975.4.30 偵探動作影集 中視 1999.6.5 1999.7.3 

荒野奇俠 中視 1997.8.19 1998.1.20 假鳳虛鳳影集 中視 1970.11.8 1971.7.12 

荒野鏢客彩色影集 中視 1969.11.4 1970.2.3 啞女神探 華視 1992.6.11 1993.12.8 

追凶重案組 中視 1998.6.17 1998.11.11 執法先鋒花村 中視 2002.6.2 2002.8.19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執法悍將 台視 1997.4.14 1999.6.26 異形終結者 台視 1993.2.7 1993.6.13 

基督山恩仇記 中視 1969.12.21 1970.3.15 甜姐兒影集 中視 1975.9.10 1976.1.17 

基爾特醫師彩色影集 中視 1970.2.10 1970.2.10 理性與感情 華視 1984.10.15 1984.10.22 

國際警網影集 台視 1965.7.20 1966.4.18 異域慕情 中視 1986.1.13 1986.1.31 

寂寞之鴿 華視 1989.9.8 1989.11.10 甜蜜丫頭 台視 1972.6.5 1973.3.9 

密諜影集 台視 1968.9.24 1968.11.26 眼鏡蛇 台視 1996.10.14 1997.3.23 

密諜影集 台視 1975.2.7 1975.4.19 眷屬專車 台視 1964.5.16 1964.5.16 

彩色「深入虎穴」影集 華視 1974.7.15 1974.8.12 第三類接觸 台視 1994.10.2 1996.4.7 

彩色影集謎中謎 華視 1976.12.8 1977.2.2 第六感超警探 台視 1993.5.13 1995.3.20 

強檔影集 台視 1995.5.6 1995.7.22 第六感影集 台視 1974.7.16 1974.12.17 

從軍樂影集 中視 1970.6.13 1971.1.30 終結檔案 華視 1993.1.3 1993.4.12 

情緣夢醒 中視 1991.8.17 1991.9.27 終極星戰 中視 1992.1.1 1992.4.1 

推理女神探 中視 1993.12.15 1999.5.12 終極警探 台視 1989.3.15 1989.12.27 

救援賑災記 台視 1964.8.29 1964.9.5 船長的選擇 台視 1964.5.23 1964.5.23 

旋風大偵探影集 台視 1975.10.19 1976.1.25 荳蔻年華 台視 1964.6.20 1964.6.20 

曼斯菲山莊 中視 1985.1.28 1985.5.24 荳蔻年華 台視 1970.1.26 1970.8.24 

棄兒心 中視 1989.9.18 1989.9.26 荳蔻年華影集 台視 1970.1.26 1970.8.24 

清秀小佳人 台視 1992.9.19 1994.5.22 莽原風雲影集 中視 1970.5.17 1971.2.14 

清秀小佳人 台視 1998.11.30 1998.11.30 莽野游龍影集 台視 1966.8.18 196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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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母子情 台視 1987.2.22 1987.3.15 袍芴登場 台視 1964.8.29 1964.9.5 

現代教父 華視 1993.11.14 1994.7.8 袖珍密諜影集 台視 1970.2.1 1970.4.5 

猛龍神探 華視 1981.11.29 1982.9.11 袖珍蛙人 台視 1964.6.20 1964.6.20 

異形帝國 華視 1992.5.8 1992.11.6 這一家影集 華視 1971.11.3 1972.7.17 

異形追緝令 台視 2000.6.7 2000.12.29 這是好萊塢 中視 1980.5.14 1980.7.2 

異形追緝令 台視 2002.2.9 2002.9.20 造洋娃娃的女人 台視 1985.3.14 1985.3.28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都市奇俠 台視 1987.12.63 1988.5.8 游擊英雄影集 台視 1968.2.9 1968.7.26 

陰陽魔界 華視 1986.7.10 1986.7.31 無金剛 009 影集 中視 1977.3.15 1977.7.12 

陰陽魔界 華視 1989.9.7 1989.12.28 無敵女金剛影集 中視 1976.11.2 1978.12.12 

野戰醫院影集 中視 1975.6.14 1976.7.11 無敵巨人 中視 1979.1.2 1979.3.6 

麥肯一家人 台視 1998.3.9 1998.6.1 無敵金剛 009 影集 中視 1974.9.18 1978.7.25 

麥勞探案影集 中視 1971.6.15 1971.7.24 無敵突擊隊彩色影集 中視 1971.7.8 1971.12.30 

麻辣神父 中視 1999.10.20 1999.11.24 無敵情報員影集 台視 1964.11.7 1967.8.15 

魚警怪俠 華視 1993.7.29 1993.9.2 無敵警探網影集 中視 1969.11.5 1970.5.13 

勝利大決戰 台視 1985.6.8 1986.12.13 畫廊魅影影集 中視 1971.7.31 1971.9.7 

勞萊與哈台影集 台視 1970.2.28 1971.10.24 發達之路 台視 1983.7.23 1983.8.20 

勞萊與哈台影集 中視 1974.1.1 1974.7.11 絕地遊龍 華視 1995.10.21 1996.1.13 

勞萊與哈地影集 台視 1969.10.9 1970.2.26 絕地戰爭 華視 1994.9.7 1994.11.7 

凱德警長影集 華視 1973.1.13 1973.6.28 華倫王子 台視 1993.9.29 1997.9.18 

單身女郎影集 台視 1971.6.21 1972.1.4 華盛頓情史 華視 1988.3.4 1988.4.8 

尋找威利 華視 1992.7.2 1992.10.1 華視週末劇場 華視 2002.9.29 2002.11.10 

富豪世家 華視 1989.10.3 1989.12.6 超人 中視 1992.12.19 1992.12.19 

富蘭克林傳 中視 1989.3.27 1989.5.2 超人 中視 1994.6.27 1995.7.9 

復仇者影集 中視 1969.11.7 1975.3.1 超人 中視 1998.6.9 1998.9.4 

復仇者影集 中視 1980.8.17 1980.11.2 超人特攻隊 台視 1986.8.16 1986.12.6 

悲慘世界 中視 1985.8.5 1985.8.23 超空人影集 台視 1968.10.27 1969.7.6 

惡夜追魔 台視 1993.12.1 1994.5.4 超時空大盜 華視 1994.2.11 1995.2.4 

惡夢終結者 中視 2000.6.2 2000.8.4 超級列車 華視 1982.9.18 1982.10.30 

智慧神探 華視 1991.8.12 1991.12.9 超級妙警探 華視 1995.2.11 1995.7.15 

朝代 中視 1987.6.27 1987.7.4 超級劇場 華視 1987.6.21 1987.6.21 

湯尼探案影集 台視 1971.2.21 1972.5.29 超級劇場 台視 1995.9.24 1996.4.14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超級諜報員 台視 1973.8.2 1973.10.17 傻大姐遊記 台視 1973.3.8 19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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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能檔案 華視 1996.10.4 1997.2.16 傲慢與偏見 華視 1984.5.28 1984.7.20 

超能警探 中視 1999.1.2 1999.5.8 傲慢與偏見影集 中視 1969.11.8 1969.12.6 

越戰密史 華視 1981.7.20 1982.2.8 塊肉餘生記 華視 1984.10.19 1984.11.6 

鄉下佬 台視 1973.6.17 1973.11.22 塊肉餘生影集 中視 1970.7.5 1970.10.18 

週六超級影集 台視 1993.12.4 1995.4.1 塊肉餘生影集 中視 1986.1.20 1986.2.7 

週日超級影集 中視 1992.7.5 1995.3.26 圓桌武士 華視 1992.6.29 1993.5.10 

間諜遊戲 華視 1998.8.5 1998.10.28 奧康諾之歌 台視 1971.12.5 1972.3.26 

黑白雙雄 中視 1992.6.13 1994.4.24 愛之船影集 中視 1978.8.30 1980.6.1 

黑羊中隊影集 華視 1978.2.16 1978.8.24 愛之船影集 中視 1983.11.21 1986.6.25 

黑羊中對 華視 1978.8.30 1978.8.30 愛的世界 台視 1973.8.20 1977.10.18 

黑板風雲影集 台視 1970.3.16 1970.9.21 愛的世界 中視 1975.1.10 1975.1.31 

黃金女郎 中視 1988.1.5 1992.12.25 愛的故事 華視 1976.7.3 1976.9.11 

黃金年代 中視 1989.9.3 1989.10.1 愛的故事影集 中視 1974.12.27 1975.3.7 

黃金酒店 中視 1993.6.7 1993.12.11 愛的時間 台視 1973.7.12 1973.8.16 

黃金酒店 中視 1996.1.2 1996.1.2 愛的教育影集 華視 1971.11.1 1972.5.21 

黃金喜劇影集 中視 1987.9.8 1987.12.22 愛的教育影集 台視 1972.2.1 1972.4.7 

黃金影集 中視 1989.10.7 1990.11.1 愛的教育影集 台視 1971.11.1 1972.5.21 

黑神駒 中視 1993.8.17 1994.1.11 愛情二重奏 中視 1991.5.26 1991.12.29 

黑神駒 中視 1996.3.11 1996.8.2 愛麗絲島 台視 1985.4.4 1985.6.6 

黑街硬漢 中視 1991.10.22 1992.5.19 愛麗絲影集 華視 1980.7.21 1980.8.11 

黑街雙探 中視 1992.10.7 1992.12.30 新七海遊俠 台視 1979.3.6 1979.6.7 

黑鷹探長影集 台視 1970.10.14 1971.2.10 新百戰天龍 台視 1997.10.15 1998.1.21 

黑鷹騎士 中視 1986.7.5 1986.10.11 新步步驚魂 華視 1982.12.18 1982.12.25 

黑鷹騎士 中視 1991.3.9 1991.3.30 新虎膽妙算 台視 1992.4.29 1993.4.6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新虎膽妙算 台視 1996.7.6 1997.3.20 路客影集 台視 1970.3.31 1970.12.31 

新泰山 華視 1997.10.4 1998.8.15 農家女影集 台視 1972.5.1 1973.7.30 

新復仇者影集 華視 1977.4.11 1979.10.25 電幻天龍 台視 1988.6.18 1988.9.10 

新愛之船 華視 2000.1.6 2000.7.7 頑皮袋鼠影集 中視 1971.1.22 1971.8.12 

搖滾樂樂無窮 台視 1981.1.2 1982.10.25 雷鳥神機隊 中視 1972.12.19 1973.10.5 

新羅賓漢 中視 1998.5.2 1998.12.26 頑童歷險記 中視 1970.3.9 1970.9.11 

新羅德斯島戰 中視 2001.4.27 2002.6.16 電視影集「八勇士」 華視 1972.7.10 1972.7.14 

新靈犬萊西 台視 1991.1.12 1994.3.16 
電視影集「雲裳天

使」 
台視 1975.3.28 1976.1.26 

楊門女將 台視 1982.12.11 1983.2.26 電腦金剛 台視 1980.1.21 1980.3.24 

楚留香 華視 1982.8.28 1982.10.9 電腦娃娃 中視 1969.11.2 19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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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留香 中視 1982.4.25 1982.8.8 電腦情報員影集 台視 1974.12.7 1975.3.14 

溫妮的心願 中視 1991.11.19 1991.12.10 雷霆小組 中視 1982.8.28 1982.9.4 

溫妮的心願 中視 1993.2.15 1993.3.8 雷霆天龍 台視 1990.2.9 1990.4.27 

獅子與我影集 中視 1975.3.11 1975.6.14 雷霆天龍 台視 1994.5.21 1994.10.22 

罪與罰 中視 1985.4.8 1985.10.11 雷霆穿梭人 台視 1999.2.16 2000.2.4 

萬能保姆影集 台視 1970.9.28 1971.6.26 雷霆嬌娃 台視 1988.11.6 1989.1.8 

萬能爹妙媽咪 中視 1994.9.16 1994.12.30 雷霆機影集 台視 1967.4.17 1968.1.15 

萬能學生影集 台視 1967.6.7 1967.12.13 雷霆機影集 中視 1973.3.5 1974.11.2 

萬能戰艦 華視 1977.1.17 1977.2.21 雷霆雙雄 台視 1989.1.15 1989.4.23 

萬能醫生影集 台視 1975.11.8 1976.3.29 夢碎莫斯科 華視 1988.1.8 1988.2.5 

葛力森劇場 華視 1971.12.6 1972.4.28 對對佳偶影集 台視 1972.6.1 1973.9.21 

解謎者 華視 1984.12.24 1985.1.4 歌王家庭影集 台視 1965.10.18 1966.4.10 

解謎者 中視 1985.1.14 1985.9.20 歌星之夜影集 台視 1965.10.7 1966.3.31 

賈桂琳情史 中視 1992.5.2 1992.6.6 漁島風雲 台視 1970.10.27 1971.4.27 

路易劇場影集 台視 1970.6.20 1970.10.7 碧空萬里情 中視 1999.9.5 1999.12.19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福星福將 華視 1991.8.22 1991.9.20 銀燈歌場影集 台視 1970.1.31 1970.5.30 

睡美人 中視 1984.6.2 1984.10.20 遠離澳洲 中視 1992.2.5 1992.6.16 

碧海丹心影集 中視 1969.11.6 1970.5.6 雌雄雙諜 中視 1973.3.24 1973.3.24 

碧海情仇 中視 1997.7.2 1998.9.30 鳳凰于飛 台視 1973.8.25 1974.2.2 

福爾摩斯 華視 1984.9.10 1984.9.13 鳳凰爭輝影集 中視 1970.1.7 1970.3.25 

福爾摩斯探案 中視 1985.11.18 1985.12.23 麼鬼剋星影集 台視 1972.10.11 1972.12.13 

福爾摩斯探案 中視 1987.6.1 1987.7.8 嬌娃破奇案 華視 1977.11.4 1978.1.30 

福爾摩斯探案 中視 1990.8.20 1990.10.9 影城傳奇 中視 1971.8.7 1972.2.12 

福爾摩斯探案 台視 1989.4.4 1989.4.4 影城疑雲影集 台視 1964.1.13 1967.12.4 

稱霸世界 中視 1973.8.3 1973.10.5 影城雙奇影集 中視 1971.7.14 1971.7.28 

緊急行動 中視 1980.5.11 1982.10.23 慧童與海豚彩色影集 中視 1969.11.5 1971.8.9 

緊急追捕令 中視 1985.7.3 1985.11.27 影集:奇案追蹤 中視 1978.10.21 1978.12.28 

緊急追捕令 中視 1988.11.6 1992.9.30 嬌鳳神龍 中視 1977.12.29 1978.1.19 

緊急追緝令 台視 1977.6.16 1977.10.13 摩登家庭 華視 1995.9.2 1995.11.25 

翠堤春曉影集 台視 1973.12.13 1973.12.27 摩登家庭好小子 台視 1986.11.9 1987.11.4 

網路上身 中視 1996.10.5 1997.4.15 摩登蛋頭族 華視 1996.7.19 2000.11.18 

舞星會 台視 1967.3.21 1967.3.21 樂在其中 台視 1985.12.17 1986.10.24 

蒙面俠影集 中視 1969.11.4 1971.8.13 樂在其中 台視 1989.7.16 1989.12.24 

蒙面俠蘇洛傳 中視 1997.5.26 1998.6.15 模範海軍克希中尉 台視 1964.6.13 1964.6.13 

豪門世家 台視 1985.9.15 1986.1.5 熱門影集 華視 1995.8.5 199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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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河奇探 台視 1973.8.16 1973.10.4 糊塗大鏢客影集 中視 1975.6.14 1975.7.5 

銀城奇探 台視 1973.9.29 1974.1.19 糊塗大鏢客影集 中視 1976.3.18 1976.7.25 

酷哥寶弟 中視 1998.10.13 1999.2.12 糊塗巧妻影集 台視 1968.1.29 1968.9.16 

銀座劇場 中視 1994.4.17 1995.1.28 糊塗情報員 台視 1989.10.1 1991.1.5 

銀漢笙歌影集 中視 1970.4.30 1970.7.18 糊塗情報員 台視 1996.2.25 1996.4.14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糊塗情報員影集 中視 1969.11.7 1972.1.31 戰爭與愛情 華視 1986.11.9 1986.12.28 

糊塗經理劇集 台視 1970.2.13 1970.7.3 戰鬥新娘 中視 1997.1.5 1997.3.2 

糊塗警伯影集 華視 1972.6.21 1973.7.17 戰警遊龍 台視 1993.12.4 1994.5.14 

蓬車西征記 中視 1970.8.29 1971.4.16 機器戰警 華視 1995.3.4 1995.7.22 

蓬車英雄傳影片 台視 1964.8.2 1967.12.17 機器戰警 華視 1997.1.3 1997.5.31 

蝙蝠俠劇集 中視 1971.7.7 1971.10.6 歷盡滄桑一美人 華視 1988.4.22 1988.8.22 

蝙蝠俠影集 中視 1971.5.15 1971.12.19 獨行俠影集 台視 1969.7.31 1971.3.2 

蝙蝠俠影集 中視 1977.1.22 1977.3.5 獨行俠影集 中視 1975.11.16 1976.1.4 

衝浪樂影集 中視 1972.5.5 1972.10.3 獨行神探影集公平總站 中視 1976.9.9 1976.9.9 

衝破集中營 中視 1996.7.11 1997.3.6 獨領風騷 中視 1999.11.19 1999.12.6 

衝鋒特警 中視 1996.5.5 1997.3.26 蕩寇誌影集 台視 1968.12.26 1969.7.24 

賭城一條龍 中視 1979.3.13 1980.4.21 諜海三勇士 中視 1979.12.17 1980.4.7 

賭城浪子 中視 1994.5.27 1994.6.17 諜海女傑影集 中視 1969.11.3 1970.7.4 

賭城硬漢 中視 1980.4.28 1980.5.5 諜海亡魂影集 中視 1969.12.13 1974.1.3 

請跟我來 華視 1985.1.10 1985.7.18 諜海大觀影集 台視 1969.10.7 1970.3.24 

輪椅神探影集 台視 1969.10.8 1974.7.31 諜海風雲 華視 1976.4.8 1976.5.20 

輪椅神探影集 台視 1976.4.21 1976.12.26 諜海風雲 華視 1981.6.1 1981.6.27 

魯賓遜漂流記 華視 1985.1.9 1985.1.16 諜海神鷹 華視 1992.7.20 1993.3.1 

魯賓遜漂流記 台視 1986.3.12 1986.4.2 諜海傳奇影集 台視 1968.12.3 1969.6.10 

戰爭與回憶 華視 1989.11.17 1989.12.29 諜海疑雲 華視 1991.7.7 1991.8.18 

戰爭與和平 台視 1987.4.9 1987.6.25 諜海疑雲 台視 1991.5.19 1991.6.30 

戰爭與和平 中視 1974.3.6 1974.10.13 諜海嬌娃 華視 1985.4.10 1987.6.24 

戰爭與和平 中視 1985.5.27 1985.8.2 諜海嬌娃 華視 1989.7.6 1989.8.31 

戰爭與和平 中視 1988.1.7 1988.1.28 諜海雙龍影集 台視 1967.8.22 1968.2.27 

戰爭與和平 華視 1987.7.9 1987.12.31 諜追諜影集 華視 1978.5.24 1978.8.9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諜影殺機 台視 1993.5.11 1993.6.15 蕾蒂的故事 華視 1988.5.25 1988.6.29 

諜戰大觀影集 台視 1969.10.7 1970.3.24 謎中謎 中視 1977.4.13 197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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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家園影集 台視 1976.5.15 1976.7.10 賽車風雲 中視 1990.4.23 1991.6.3 

龍困淺水 中視 1980.8.17 1980.11.2 邁阿密七小龍 台視 2000.7.2 2000.9.3 

龍虎少年隊 台視 1989.4.30 1992.2.16 邁阿密天龍 台視 1986.10.18 1987.3.21 

龍虎兄弟影集 中視 1977.3.24 1977.7.14 邁阿密天龍 台視 1991.1.28 1992.3.18 

龍虎四英豪影集 台視 1974.3.5 1974.4.16 邁阿密風雲 台視 1985.10.1 1985.11.19 

龍虎遊俠 台視 1975.11.19 1976.3.27 隱形人影集 台視 1966.3.13 1966.8.28 

龍虎雙傑影集 中視 1970.6.18 1970.12.6 隱形人影集 台視 1976.1.6 1976.4.6 

龍虎雙雄影集 華視 1972.3.5 1972.8.6 隱形密諜 台視 1977.3.24 1977.6.2 

龍鳳妙探 華視 1986.7.8 1986.12.30 黛安娜 中視 1897.8.31 1987.11.17 

龍鳳神探 台視 1993.8.3 1993.11.2 斷刀上尉影集 台視 1965.10.7 1966.8.11 

龍鳳雙探 台視 1982.6.22 1985.6.17 叢林密探 華視 1995.10.30 1996.5.20 

戲王之王影集 中視 1971.1.27 1971.1.27 叢林學校 華視 1994.8.24 1994.12.21 

嬰兒炸彈 華視 1990.8.4 1990.11.17 簡愛 中視 1987.4.20 1987.5.26 

戲劇春秋影集 台視 1969.10.8 1970.6.10 藍天赤子心 台視 1993.5.22 1993.8.14 

檀島神探 中視 1983.10.8 1983.10.15 藍色兵團影集 台視 1970.4.7 1970.6.30 

檀島警騎影集 中視 1971.8.5 1982.3.21 藍色霹靂號 華視 1985.1.9 1985.4.3 

環遊世界 180 天 華視 1975.6.27 1975.8.15 藍色霹靂號 華視 1987.1.4 1987.3.29 

環遊世界 80 天 中視 1992.1.26 1992.3.21 藍波劇場 中視 1987.6.7 1990.7.1 

環遊世界 80 天 中視 1994.1.2 2002.1.14 醫林寶鑑影集 台視 1968.1.13 1969.1.11 

聯邦情報局影集 中視 1971.12.13 1972.8.21 醫門英傑 台視 1995.9.24 2000.3.5 

聯邦調查局影集 中視 1969.11.2 1974.11.25 醫門滄桑影集 台視 1971.1.9 1975.12.17 

聯邦調查局影集 中視 1976.4.7 1977.5.11 雙城記 華視 1984.7.23 1984.8.1 

蕾絲 台視 1985.5.30 1985.6.27 雙城記 中視 1986.2.17 1986.5.30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雙面麥斯 華視 1990.1.7 1990.3.4 寶馬練球記 台視 1962.12.29 1962.12.29 

雙面遊龍 台視 1992.8.16 1996.6.3 攔截流浪者 中視 1992.4.2 1992.6.25 

雙面嬌娃 台視 1985.12.17 1986.4.22 蘇利文劇場影集 台視 1970.1.4 1970.12.27 

雙面嬌娃 台視 1988.3.6 1989.12.26 蘇利文劇場影集 華視 1972.4.28 1973.4.11 

雙面諜 台視 1985.5.7 1985.7.16 蘇珊影史影集 台視 1967.11.7 1967.11.14 

闔家歡欣 台視 1977.8.6 1979.8.18 蘇珊艷史影集 台視 1966.11.23 1967.10.24 

闔家歡影集 台視 1965.9.8 1966.3.2 警火情緣 中視 1995.10.16 1995.12.28 

離亂赤子心 中視 1987.12.7 1987.12.15 警探與神犬 中視 1993.12.18 1994.10.27 

騎士行影集 華視 1972.3.9 1972.9.23 警網三雄 中視 1981.9.13 1981.10.4 

騎兵血戰史影集 台視 1967.12.20 1968.6.19 警網急先鋒 台視 1990.11.26 1991.1.21 

瓊斯探案影集 中視 1975.10.6 1975.10.20 警網追緝令 台視 1995.4.4 1995.7.18 

獸醫與海盜影集 中視 1971.3.19 1971.7.9 警網雙雄影集 中視 1976.9.6 197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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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勃先生影集 中視 1969.11.8 1970.5.20 警網雙雄影集 中視 1981.8.16 1981.9.6 

羅密歐的藍天 華視 1997.3.13 1997.11.13 警網雙雄影集 中視 1985.8.6 1986.2.4 

羅賓漢 台視 1963.7.27 1964.8.4 警網鐵金剛影集 台視 1974.8.7 1976.9.12 

羅德斯島戰記 中視 1997.2.2 1997.3.9 鐘樓怪人 中視 1969.12.7 1969.12.28 

羅德斯島戰記 中視 2001.1.22 2001.1.22 麵包與玫瑰 中視 1995.6.5 1995.7.3 

藝海龍蛇影集 台視 1967.3.30 1968.1.26 殲虎屠龍影集 中視 1975.7.18 1975.7.18 

邊城風雲影集 台視 1969.3.17 1970.3.2 護士日記影集 台視 1969.11.14 1970.1.30 

邊城風雲影集 中視 1973.7.3 1973.12.11 鐵血警網影集 中視 1970.4.18 1970.9.27 

邊塞奇俠影集 台視 1966.8.2 1967.6.20 露西喜劇影集 中視 1969.11.3 1971.10.25 

麗勞探案影集 中視 1971.6.29 1971.6.29 露西劇場影集 台視 1966.11.21 1967.11.13 

寶貝家庭 中視 1995.10.6 1995.10.27 鐵金剛影集 中視 1971.3.4 1972.5.6 

寶貝家庭 中視 1997.1.31 1999.5.27 鐵面無私影集 台視 1969.10.8 1970.5.6 

寶馬神童 台視 1962.12.6 1963.4.13 鐵馬金戈影集 中視 1970.6.20 1971.7.7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鐵馬英雄 台視 1963.7.1 1964.2.18 霹靂特勤隊 台視 1991.8.22 1991.10.31 

鐵骨遊龍 台視 1984.11.18 1985.2.13 霹靂特警 華視 1996.6.6 1996.12.5 

鐵窗歲月 中視 1989.10.2 1989.10.16 霹靂神探 台視 1973.6.24 1974.8.17 

鐵腕明槍影集 台視 1965.10.6 1966.6.29 霹靂神探 台視 1997.11.9 1997.11.30 

鐵腕名槍影集 台視 1971.3.1 1971.12.16 霹靂馬 台視 1979.7.1 1979.10.28 

轟雷龍虎鳳 台視 1993.3.20 1993.5.8 霹靂煞 華視 1997.12.9 1998.5.12 

轟雷龍虎鳳 台視 1996.5.8 1996.10.16 霹靂艇影集 台視 1966.7.18 1967.4.10 

鐵漢神槍影集 中視 1975.6.27 1975.7.11 霹靂艇影集 中視 1973.4.16 1973.12.14 

鐵漢嬌娃 華視 1991.1.6 1991.1.13 霹靂遊俠 中視 1985.9.21 1986.6.28 

鐵漢影集 台視 1971.6.9 1972.2.22 霹靂遊俠 中視 1991.7.21 1991.12.29 

鐵膽英雄 台視 1987.7.9 1989.12.31 霹靂遊俠 中視 1995.3.12 1996.9.8 

鐵翼雄風影集 中視 1974.12.2 1975.5.24 霹靂福星 台視 1993.6.18 1993.10.14 

鐵騎雄風影集 台視 1970.3.9 1971.9.28 霹靂劇場 中視 1986.3.15 1990.6.24 

霹靂大夫俏護 華視 2001.1.17 2001.4.18 霹靂嬌娃 華視 1977.4.30 1981.11.22 

霹靂小組 中視 1975.7.25 1976.5.9 霹靂雙嬌 中視 1989.10.16 1989.12.25 

霹靂小組 中視 1985.12.4 1986.6.26 霹靂警探 台視 1994.8.19 1994.11.27 

霹靂小組 中視 1979.6.18 1982.9.4 霹靂警探 台視 1996.12.29 2000.3.11 

霹靂女警 華視 1995.5.3 1995.9.13 霹靂警探 台視 2002.2.20 2002.9.21 

霹靂水警 中視 1998.4.18 1999.6.11 霹靂警探特輯 台視 2002.2.20 2002.2.27 

霹靂交娃影集 華視 1977.4.16 1977.4.23 霹靂警探影集 中視 1976.9.16 1977.1.6 

霹靂夜 台視 1986.3.2 1986.4.19 霹靂警網影集 華視 1978.1.11 1978.8.24 

霹靂勇將 華視 1993.9.25 1993.12.25 魔界歷險 華視 1987.12.13 198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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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飛車 台視 1995.1.28 1995.4.22 魔鬼任務 華視 1999.6.6 2000.3.26 

霹靂飛車 台視 1999.3.28 1999.8.21 魔鬼剋星 中視 1996.2.13 1996.8.13 

霹靂飛艇 台視 1997.4.15 1997.9.16 魔鬼剋星影集 台視 1973.1.27 1973.7.1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節目名稱 播出頻道 播出時間(起) 播出時間(迄) 

孿生俠影集 台視 1970.9.2 1970.10.28 驚魂攝魄 台視 1979.12.4 1980.2.6 

巒生俠影集 台視 1969.11.4 1970.8.26 驚魂攝魄 台視 1973.3.15 1973.8.9 

巔峰戰士 華視 1993.7.24 1993.7.24 驚魂攝魄 中視 1986.2.18 1986.6.24 

巔峰戰士 華視 1995.5.1 1995.5.1 靈犬毛利 台視 1990.1.26 1991.1.2 

歡笑影集 中視 1988.2.6 1988.12.31 靈犬幽浮 台視 1987.7.18 1987.10.10 

歡喜一家親 台視 1997.12.29 1998.1.23 靈犬凱利 中視 1992.6.1 1992.8.24 

歡樂一家親 台視 1995.8.22 1999.3.9 靈犬萊西影集 台視 1963.1.3 1966.1.20 

歡樂人間影集 中視 1971.8.16 1971.8.16 靈犬萊西影集 台視 1974.11.9 1974.12.7 

歡樂大酒店 台視 1989.6.4 1989.7.30 靈馬艾德影片 台視 1964.8.11 1965.8.29 

歡樂家庭 華視 1988.10.22 1991.11.16 靈異時空 華視 1997.11.9 1998.4.5 

歡樂家庭 華視 1994.8.19 1994.9.22 蠻荒神醫影集 中視 1970.9.19 1971.2.22 

歡樂家庭妙事 中視 1996.10.10 1997.1.2 鑽石女郎 台視 1989.2.12 1989.7.9 

歡樂家園 台視 1964.2.18 1964.9.1 鑽石影集 台視 1993.11.13 1994.8.21 

歡樂宮影集 台視 1969.10.9 1971.1.2 
    

歡樂校園 華視 1989.10.28 1989.12.30 
    

歡樂酒店 台視 1985.7.18 1985.9.26 
    

歡樂酒店 台視 1986.10.31 1987.6.2 
    

歡樂滿人間影集 中視 1971.8.23 1971.9.27 
    

歡樂滿人間影集 中視 1972.4.21 1973.6.14 
    

歡樂劇集 華視 1987.12.19 1988.10.2 
    

驍勇神鷹 台視 1992.2.24 1992.5.4 
    

驚天動地 台視 2001.12.1 2002.2.23 
    

變身博士 台視 1995.1.4 1997.8.27 
    

驚異傳奇 中視 1991.7.19 1992.12.28 
    

驚魂之夜 中視 1982.11.6 198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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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廣播與電視》期刊與美國相關的研究論文篇名 

 
年 刊號 篇名 
1993 1:2 Scarcity of Sepctrum: Its Meaning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U.S., the 

U.K., the Former West Germany and Japan 
1993 1:2 影響美國電影教育發展方向的幾種因素 
1994 1:4 有線電視的廣告發展遠景--從美國經驗探討我國未來成長途徑與

發展策略 
1994 1:4 評[Harvey L. Zuckman etc.]《美國大眾傳播法--民主傳播與憲法》 
1997 3:1 異地發聲：媒介科技與移民的族群認同[Casey Man Kong Lum, In 

Search of a Voice: Karaok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 

1997 3:1 美國廣電政策優惠少數族群案例之分析 
1998 3:3 美國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跨業經營管制歷程之研究 
1998 3:4 美國電訊法的挑戰--公共利益 
2005 24 兒童電視節目法律規範之研究─以美國及澳洲為例 
2005 25 電視運動轉播市場之分析：台、美、英三國職業運動轉播權利金

的發展 
2006 26 從英美傳播管制經驗思考台灣 NCC 的制度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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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新聞學研究》期刊與美國相關的研究論文篇名 

年 刊號 篇名 
2011 106 對美國《時代》台灣政黨輪替報導的批判性論述：以 2000 年及 2008

年總統選舉為例 
2010 102 美國影視產業的聚合性質--藉電視法案 Finsyn 與 PTAR 立廢的政治經

濟脈絡理解之 
2009 98 數位時代的「記者特權」：以美國法制之發展為論述中心 
2008 97 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1920s-2007 
2007 90 社會變遷浪頭上的新聞業[評 Leonard Downie and Robert G. Kaiser

著；黨生翠、金梅、郭青合譯《關於新聞的新聞：美國人和他們的新

聞》] 
2006 86 媒體的問題，公共解決！--讀 McChesney《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

國傳播政治》 
2001 66 文化移轉：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 
1999 58 傳播學在美國的發展：從 SCA 易名為 NCA 談起 
1997 54 美國國家資訊基磐上的言論自由 
1996 52 美國新聞事業的另一種面貌[評 David Halberstam《媒介與權勢》(The 

Powers That Be)] 
1995 51 美國誹謗法規: 法制、判例及修法提案 
1992 46 美國資訊自由及隱私權法案 
1990 43 Chinese Responses to American Mass Media in Taiwan 
1990 42 How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over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90 42 Propaganda Model Revised: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Affairs Coverage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1987 39 美國書籍與出版事業（譯文） 
1987 39 美國電影事業（譯文） 
1987 39 美國有線付費電視事業（譯文） 
1987 39 美國電視與廣播事業（譯文） 
1987 39 美國雜誌事業（譯文） 
1987 39 美國報業問題 （譯文） 
1987 39 美國佔領日本期間的新聞檢查（譯文） 
1987 38 美國政府處理新聞的方法（譯文） 
1987 38 美國大學「學生報紙」新聞自由問題 （譯文） 
1986 37 美國的傳播政策:競爭性市場的歧異性與多元化（譯文） 
1986 36 美國資訊政策背景之研究（譯文） 
1986 36 美國少數民族與傳播媒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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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35 美國新聞媒介與國家安全（譯文） 
1984 34 美國公共電視之發展 
1984 33 美國的公共電視  
1983 32 美國其它的廣播事業（譯文） 
1983 32 美國之音（譯文） 
1981 28 美國華文報業之研究 
1981 27 臺灣報紙在危機時期的內容變動及其功能之研究--以「美國與中共建

交」事件為例 
1979 23 危機時消息的擴散--臺北市民眾獲悉「美國與中共建交」消息的來源,

擴散及反應之研究 
1973 12 美國的地下報紙  
1973 11 電視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1972 10 檢討美國的電視 
1972 9 美國的社區報紙 
1971 8 起居室戰爭(評美國電視節目) 
1971 8 廣播、電視與美國政治 
1971 7 簡介美國新聞系學生就業情形 
1970 6 美國新聞媒介研究 
1970 6 美國新聞總署之組織與其活動 
1969 4 美國司法與犯罪新聞之報導 
1969 3 美國雜誌事業之廣告與推銷 
1969 3 美國電視制度之分析 
1968 2 莫特博士與他的美國報業史 
1968 2 美國廣播電視與新聞自由 
1967 1 世界各國報業評議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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