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數位電視加值功能中何者較能夠引起閱

聽人使用數位電視的動機，因此本研究參考 Rogers（1995）的「創

新傳佈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以及 Katz等人的「使用與滿

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理論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數位電視這項對閱聽人仍然是相當陌生

的科技，因此本論文首先將會針對國內外有關數位電視產業發展及

技術性方面的研究作詳細回顧，期使對於數位電視有相當程度的認

知，而在加值功能的應用上，由於數位電視尚未普及，相關文獻並

不多見，不過基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與網際網路這項新科技的部分

功能類似，因此本研究也回顧一些有關網路使用者的閱聽人研究。 

第一節 數位電視現況與發展 

人類的歷史上經歷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兩次重大的變革，每一

次的變革都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方式，帶給人們更加便利及美好

的生活，美國未來社會學家 Toffler將這種變化以波（wave）作為比

喻，第一波及第二波的革命，影響人類幾萬年的歷史，隨著傳播科

技的日新月異，人類的傳播事業因此而有了突破的發展，第三波革

命正如火如荼的展開，這一波被稱為「傳播革命」或「資訊革命」

的重要性以及對於人類的衝擊，絕對不亞於前兩波的革命（Toffler，

1980），而多倫多學派（Toronto School）的學者 McLuhan也認為傳

播科技的進步將會帶動人類社會的發展，他提出「媒介即是訊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概念，闡述媒介的表現型態對於社

會的影響力超過訊息的內容。



電視在這一波的傳播革命中以極快的速度深入每一個家庭，打

開電視，全球各地的訊息盡收眼底，傳播科技拉近了人類時間及空

間的距離，而網際網路的興起除了進一步突破了時間及空間的障礙

之外，也使得傳播行為更為個人化。透過電腦的搜尋功能，可以很

快地取得所需要的資料，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想取得任何資訊，電

腦和網際網路的結合，隨時提供這樣便利的服務。 

然而傳播科技的進步，並不一定能夠帶給所有人便利的生活，

Tichenor、Donohue ＆ Olien（1970）就提出知溝理論（knowledge gap）

的概念，認為資訊量的增加也會給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新科技的

誕生，首先就加大了人類在知識上的不平等，資訊社會的發展過程

中，有機會及能力去近用新科技與服務的人們，與那些沒機會或能

力的人們之間，將會產生「數位落差」或「數位隔離」(digital divide)，

科技帶來的便利性總是獨厚那些操作能力強的人，形成操作能力低

的人在生活上更加的不便。台灣地區的上網人口雖然已經突破了 750

萬（資策會，民 90），但是對於其他大多數不懂得使用電腦的人，

網路功能只是更憑添他們和別人競爭上的弱勢。 

結合電視及電腦網路功能的數位電視，可以經由友善的介面，

提供更多的廣電服務與更靈巧的、電腦型式的功能，提供用戶更多

的轉換成數位電視的誘因。透過遙控器的使用，減低了電腦鍵盤使

用的複雜性，除了收看電視節目之外，讓人人都有使用電腦網路功

能的能力，對於缺乏電腦技術能力的人來說，經由數位電視來連接

所有的網路只是一個相當簡單的進階步驟。因此，數位電視的發展，

將會促使人類面對第三波科技革命而改變的生活方式更迅速來臨。

針對關係著人類未來生活重要變革因素的數位電視，以下本論文將

深入探討其原理與發展。



一、電視的數位化 

以人類溝通發展的歷史而言，從語言開始出現到二十世紀末為

止，傳播科技可說是最近一百多年才有的產物，同時出現的頻率有

越來越密集的趨勢，而「數位化」則是最近十幾年的新科技

（Frederick，1982）。 

「數位化」就是文字、聲音或影像，轉換成 0與 1組合的電腦

語言來傳輸資訊（Straubhaar & LaRose, 1996），「數位化」可以將資

訊多重化，利用同一線路作有效率且大量的輸送。而電視數位化並

不全然等於是電視節目以數位方式播出來，而是將電視訊號轉換成

數位訊號，經過數位方式的紀錄、處理、壓縮、編碼、調變等過程

後傳送到接收端，而在接收端同樣是使用數位方式接收、解調及播

出，顯現在電視的螢光幕上，而顯現在螢光幕前的訊號必須是類比

訊號，才能讓人類的感覺器官接收（李長龍，民 85；中華電信研究

所，民 89）。 

電視數位化之後，可以增加頻寬的使用率，原本的類比式電視

訊號需要使用六兆赫的頻寬，但是數位訊號經過壓縮後，播放一般

節目只要一兆赫，因此六兆赫的頻寬可以傳送四到六個標準數位電

視（Standard-definition Digital Television , SDTV）的頻道或者是一個

高畫質數位電視（High-definition Digital Television , HDTV）頻道。（劉

文淵，民 88a） 

與數位化傳播方式相對的，則是類比式傳播，其原理是將聲波

或畫面信號，以連續性變化的形式傳送，類比訊號的缺點是容易受

到地形影響及相鄰電波的干擾，因此訊號比較不穩定，而且容易衰

減。數位化之後，不但可以改善類比式傳送的缺點，同時經由壓縮



技術，不論是儲存或傳送，都會更有效率，加上與電腦訊號相同，

帶動資訊產業的聚合（Convergency），近年來，數位傳輸科技的應

用，已經有逐漸取代類比技術的趨勢。 

二、各國數位電視發展現況 

依照數位電視傳輸網路及營運方式的不同，數位電視分為數位

衛星電視、數位有線電視以及數位地面廣播電視。以國外的例子來

看，這三種數位電視各自有發展空間。 

（一）數位衛星電視 

美國從 1994 年發展數位衛星電視的服務（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 DBS），由於境內幅員廣闊，有線電視纜線舖設不易，數位

衛星電視的服務可以說發展得相當成功（劉文淵，民 88b）。 

日本從 1996 年才開始發展數位衛星電視，不過到了 1999 年底

已經有兩百萬的用戶數。美國和日本成功的例子說明衛星在幅員廣

闊和島嶼眾多的國家發展相當有利。（劉文淵，民 88b） 

歐洲則是由英國 BskyB 衛星電視公司在 1998 年由首先提供數

位服務，到 2003 年全歐已經有 2400 萬的付費電視服務用戶，衛星

是主要推升用戶數的平台，預測到 2007 年用戶數更會增加一倍

（Nicky Walton，2003）。 

不過在地小人稠的台灣，數位衛星電視的發展受到地理因素影

響，成長就不是很順利了。台灣人口密集，線纜容易舖設，有線電

視的普及率竟然高達 85%，數位衛星電視的發展相對式微，儘管有

華衛、年代以及太平洋衛視等業者大力推展，不過始終無法與有線

電視競爭，用戶數始終停留在一萬戶上下。



（二）數位有線電視 

數位有線電視在歐美各國仍然屬於一項新的服務，近年來由於受

到數位衛星電視的威脅，有線電視業者才加快數位化的腳步，美國的

有線電視業者以 TCI（Tele-Communications Inc.）最積極投入數位電

視有線廣播的市場，為對抗數位衛星電視所帶來的競爭，TCI首先透

過其現有的網路提供數位電視服務，並同時保留原有的類比頻道，而

使用通用電子公司（General Instrument，GI）所開發的 STB。從 1998

上半年起，已經在全美 18個地區提供 36個數位電視頻道，其中有 9

個是付費頻道、8 個為電影頻道。全美國到了 2000 年底已經有四百

七十萬戶使用數位有線電視。 

歐洲各國以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發展較早，不過英國到了 2000

年底也已經有 140萬用戶。 

台灣的有線電視業者從 2002 年開始才積極朝數位化發展，原因

是體認到數位化是全球的趨勢以及數位化的好處，在既有的有線電視

業務發展幾近飽和的情況下，有線電視業者開始推出付費頻道，由於

有線電視寬頻網路採用「光纖同軸混合網路」（Hybrid Fiber-Coaxial，

HFC）架構，積極推廣線纜數據機（Cable Modem），因此有線電視的

數位化潛力無窮。（劉文淵，民 88c）台灣最大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東森媒體科技集團，已經從民國 89年開始發展互動電視（Interactive 

TV），針對收視戶推廣數位機上盒（SET-TOP-BOX , STB），蔡俊榮

（民 92）也表示數位壓縮後節省的網路頻寬，可為收視戶提供更多

優質的電視頻道及互動服務，其中包括提供即時生活資訊、股票報價

和電視購物，使觀眾的娛樂多樣化，生活方便化，且多餘頻道可透過

政府還給民眾，提供交通與縣市資訊，著重的即為數位電視的加值功

能服務。



（三）數位地面廣播電視 

數位地面廣播乃是世界各國發展數位電視的重要指標，由於無

線電視使用公有頻譜，閱聽人可以免費收視，世界各國的電視事業

皆以無線電視最為普及。因此，數位地面廣播電視發展是否順利，

就等同於電視數位化政策的成敗。台灣的數位電視發展策略一向參

照歐美國家訂定時程，在運用規格方面首先採用美國標準，不過在

民國 90年改行歐洲標準，因此本論文對於歐美數位地面廣播電視的

發展皆有進行更深入的瞭解。 

1.美國數位地面電視廣播發展現況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在 1997年宣佈美國所有的電視播

送必須在西元 2006 年全面數位化後（John Moroney & Thomas 

Blonz，1997b），美國的四家無線電視廣播網 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CBS（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以及 FOX，都已經在 1998

年底開始播送數位節目（游醒人，民 87）。 

FCC（1997）提出的數位電視開播時間表規定，四大電視網所

屬的電視台必須在 1999 年五月開始在全美全十大廣播市場所在的

都市，進行數位化電視節目播出，到了同年十一月，前三十大電視

市場中，四大電視網所屬的地方電視台都必須開始數位化，也就是

說佔有全美一半以上電視收視家庭的地區，在 1999年底就可以收看

到數位電視節目。 



FCC還規定在 2002年 5月 1日前，所有商業電視台必須提供數

位電視服務，而非商業電視數位化的期限則延後一年。 

但是美國國會也規定，如果到了 2006 年時，市場中還有 15﹪

以上的家庭不能使用任何方法收看數位電視節目或者是外在因素使

得大型電視台不能從事數位化傳播，那麼將延長類比頻道服務的時

間。 

美國的無線電視廣播網對於數位電視具有高度的興趣，雖然對

於數位電視的知識甚為缺乏，不過大部分的地方電視台數位化進度

都超越 FCC規定的時程（Silbergleid，1999）。 

四大廣播電視網皆採取高畫質數位電視（HDTV）的播出模式，

不過初期觀眾的反應並不是很好，開播以來已經產生嚴重的虧損數

字，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因素。 

（1） 接取設備售價過高 

HDTV 的售價在數位電視開播時期相當昂貴，甚至高達 15000

美元以上，雖然近年來已經有下降的趨勢，2001年初數位電視在美

國的售價已經降到 2000美元，不過根據美國一家市調公司的調查，

美國觀眾只願意花 475美元購買一部新的電視機（吳若蘭，民 88）。

加上要感受到 HDTV的高畫質，就一定需要使用數位電視機收看，

僅加裝 STB而使用類比電視收看數位節目並沒有高畫質的效果，也

就是說，當 HDTV的價格還讓電視觀眾望之卻步時，無線電視採用

HDTV的播出模式根本沒有意義。



（2） 觀眾的需求並非高畫質 

採用 HDTV 播放的模式，由於需要較大的頻寬，因此電視台並

不能提供較多的頻道，然而超過一半以上的美國人認為數位電視對他

們最大的意義是可以收看到更多的免費頻道，而畫質更好的重要性只

佔第二位。另外，願意使用數位電視收看付費電視及上網的美國觀眾

也不在少數（吳若蘭，民 88），因此只播出一個 HDTV的經營方式，

對於美國觀眾而言，這種服務似乎提不起他們的興趣。 

由於 HDTV 發展的狀況並不順利，加上美國數位地面廣播業者

看好無線寬頻上網及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龐大商機。因此，包括

Tribune、Gannett、Cox、McGraw Hill…等 12 家廣播集團，在 2000

年 3月初宣佈共同出資籌組 iBlast 網路公司，利用美國聯邦通訊委員

會（FCC）指配給予各家電視台 6MHz的數位地面廣播無線頻道，提

供一個全新的開放性網路架構，在資源共享、成本共攤的前提下，將

這家網路公司作為各家廣播集團傳輸各種寬頻服務的共通平台。美國

數位電視收視戶也可以在收看傳統娛樂電視節目廣播之餘，同時享受

上網、收發電子郵件、下載軟體、音樂、遊戲及其他服務與應用（梁

淑芸，民 89）。IBlast表示其提供的無線寬頻上網服務，網路傳輸速

度是數位用戶迴路（DSL）或纜線數據機（Cable Modem）的五倍，

甚至比 56Kbps的傳統數據機快上 200倍，若其無線上網的速度真如

Iblast 所言，可以預估在合理的收費之下，不但商機無限，甚至足以

取代其他有線上網方式。隸屬於這 12家地面廣播集團旗下的 143 家

地區性電視台都已經與 iBlast簽署頻譜使用獨家授權合約，其訊號覆



蓋範圍已達百分之 80 的美國收視家庭。不過 iBlast 希望能吸收更多

的電視台加入，將訊號覆蓋率擴充到百分之 95。 

籌組網路公司另闢獲利管道已經成為美國數位電視發展的新趨

勢，繼 iBlast成立之後，包括 Granite和 Paxson在內的另外 256家電

視台亦宣佈成立數位廣播聯盟（Broadcaster's Digital Cooperative；

BDC），其在全美的訊號覆蓋率達 85％。BDC並規定每一加盟者必

須貢獻至少 4Mbps 的數位電視頻寬，提供無線寬頻傳輸服務或作頻

譜出租代理業務之用。 

美國的數位電視發展至此，許多業者都認為在數位電視觀眾不

多、製播費用太高以及硬體設備更換工程浩大等不利因素下，付費電

視與數據廣播服務將被視為比高畫質、立體環場音效更能刺激消費者

購買數位電視接取設備的主要驅動力（梁淑芸，民 89）。 

2.英國數位地面電視廣播發展現況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開播數位地面電視廣播的國家，1998 年開

始播出數位電視節目，計畫在 2008 年全面改為數位電視播放。英國

採用的歐規 DVB-T系統，傳送標準數位電視（SDTV），只要加裝數

位視訊轉換器（又稱數位機上盒，STB）就可以收看，剛開播兩年收

視戶就超過一百萬以上（張慧君，民 90a）。英國採用數位和類比同

步廣播的方式，而且一開始就提供數據廣播等加值功能服務。



雖然英國在數位電視開播初期營運的情形也和美國一樣不理

想，不過這種困境只持續很短的時間，便開始蓬勃發展，英國數位電

視之所以在很短的期間內便有如此長足的進步主要原因有幾項重要

因素。 

（1） 廣播電視業者推出全新的數位頻道。 

英國採用標準數位電視（SDTV）的播出模式，除了可以多頻道

方式播出外，也可以上網及數據傳輸服務，加上節目平台經營者推出

STB採用分級付費，提供觀眾多元化的選擇。同時在多出的數位頻道

上的運用，英國的公共電視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在 1998到 1999年間，花費八十億台幣左右的預算進行數位化，推出

四個全新的數位頻道；而另外一家無線電視公司 ITV（Independent 

TV）也推出一個數位頻道 ITV2，全新的節目內容加上數位電視的加

值功能，讓觀眾覺得和類比電視廣播時代的確不一樣。 

（2） 觀眾付費觀念成熟。 

英國付費觀看電視的傳統由來已久，早在 1927年公共電視 BBC

開播時，就以收取執照費作為營運經費。而雖然目前英國電視市場主

要仍然是免費接收的無線電視佔有最大的收視戶數，而且大約有百分

之 30到 55的用戶滿足於現有的 4~5個類比頻道，而且也不打算訂閱

數位付費電視頻道（BBC，1999），不過由於英國觀眾已經習慣付費，

大多原本已經付費裝設衛星電視的收視戶，紛紛改訂數位電視節目，

因此數位電視的各項服務無論有沒有收費，在英國的推行都比較順

利。



（3） 數位平台經營者推出免費 STB。 

英國觀眾對於數位電視節目大都具有高度的興趣，不過數位接取

設備的昂貴價格，仍然是發展數位電視的一大障礙。有鑑於此，英國

最大的數位衛星電視公司 BskyB 準備以五年的時間花費五百萬英

鎊，提供客戶免費的衛星接收碟盤與 STB。這樣的方式也使英國數位

地面廣播平台業者引為借鏡，不惜砸下鉅資提供免費的 STB，戶數也

因此急速增加。ONDigital 公司就因此在一年之間利潤成長了五倍，

雖然 STB補貼政策化費了相當大的成本，不過隨著 STB補貼費用逐

年減少，利潤也相對地增加。 2002年衛星業者間開始合作，逐步將

泛歐廠商導向跨區域及跨國整合，同時也會帶動產業鏈中媒體業者及

電信大廠間之水平及垂直整合，至此英國乃至全歐洲數位電視發展的

遠景相當看好（Nicky Walton，2003）。 

（4） 政府強力介入整合無線數位電視通路。 

數位電視在硬體設備的更新上花費甚鉅，因此不同的電視公司如

果能夠採取策略聯盟，在許多設備上共用，避免不必要的競爭，則可

以省下許多經費，使其他服務在短時間之內提高水準，以獲得觀眾的

青睞。而英國廣電政策向來是中央集權制度，因此在整合各種資源上

並不困難，基於政策性的考量，英國政府強力主導數位無線電視平台

的建立，使傳輸和頻道經營者各自獨立，減少數位無線平台整合的成

本，同時英國也設計無線數位頻道十二年的免費期，之後再由利潤收

取一定比率的費用。



不過英國政府在數位電視發展的政策執行上也不是全然沒有阻

礙，英國及歐盟政府原本想整合數位機上盒的規格，讓衛星、無線、

有線三種平台在全歐洲只要一種機上盒就可以收視，但因為研發數位

傳輸技術的 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Group）不願配合，最後

導致失敗。由於數位平台各自使用不同的專屬操作系統，使得消費者

必須花費大量成本才能轉換內容服務提供者，對於業者而言，贈送

STB的策略可以綁住收視戶，但是對於消費者並不見得有利。 

3.歐洲其他國家數位電視發展現況 

（1） 德國 

2003年 8月 4日柏林-勃蘭登堡地區關閉最後的類比無線電波，

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全數位電視地面廣播的地區。這個地區從數位電視

開播到全數位化的時間只花了不到一年，事實上德國的地面無線電視

的收視人口佔有率只有佔全國的 8.6%，遠遠不及衛星電視的 35.7%

和有線電視的 55.7%（EITO-Report，2000），所以德國的數位地面廣

播系統的目標是希望做好室內的攜帶式接收以及戶外的行動接收來

爭取和衛星及有線數位電視不同的收視市場。 

德國的六家電視台也在 2002年簽訂協定自 2003年的夏天起在柏

林-勃蘭登堡地區採用單頻網路規劃方式大規模試驗數位電視行動接

收效果，這也等於宣佈德國的行動數位電視正式登場，閱聽人只要購

買機上盒，就可以在高速移動的交通工具中接收數位電視節目。



（2） 西班牙 

西班牙在 1999 年 10 月開播數位電視地面廣播，目前有 3.5 個

8MHz頻段多工器由 Quiero公司提供服務，分別在 UHF頻段的頻道

67、68、69及 66的一半，皆為全國性的單頻網路（SFN），第一個

多工器提供給既有的五家類比電視台使用，同時不需要和現有的類比

節目並行廣播。另外有 11家新電台加入廣播的行列，提供 50個以上

的頻道（王嫦瑛，民 89）。2000年 6月 30日 Onda Digital廣播涵蓋

率達到 50%，其中付費頻道已經有 14 個。到了 2002 年 4 月又有 5

個免費的數位節目加入地面廣播服務（David, 2002）。頻道 57到 65

之間的數位網路規劃提供給 17個區域性單頻網路及包含 10個區域的

複頻網路與 52 個地方性單頻網路組成為一個全國網路（Dionisio, 

2002）。 

（3） 瑞典 

瑞典數位電視地面廣播於 1998 年 10 月 28 日開始測試，次年 4

月 1日正式開播（Digital-TV, 2002），提供 19種服務，包括互動節

目、互動服務、遠距投票和樂透等，預計 2007年收回類比頻道。 

地面廣播網路包括 22 個主要發射站，每一個都包含 4 個 8MHz

頻寬的發射機，主區域內並附加 14個小站間隙填充器（Gap-Filling），

為了讓頻譜有效利用，網路規劃採取區域性之單頻網路（SFN）與複

頻網路（MFN）混合而成，發射機的參數設定為 8K Mode、64QAM

調變，可以提供每秒 22.12Mbps的傳輸資料量，如果商業評估和技術

可行，就可以發展成家庭互動多媒體平台（Multimedia Home 

Platform，MHP）。



（4） 芬蘭： 

芬蘭數位地面電視發展可以說是非常順利，2000 年 9 月 1 日開

播，初期有 2 個頻段，固定接收之人口涵蓋率達 39%，2001 年 8 月

28 日增加 1 個頻段，並且推出 DVB-MHP 服務，固定接收之人口涵

蓋率增加到 50%，2001年底增加至 70%，預計 2006年可以如期收回

類比頻道。 

芬蘭數位電視大多採用水冷式固態晶體放大器的發射機，每秒傳

輸量可達 22.12Mbps，採用小區域單頻網路規劃方式，提供免費節目，

而收費頻道則在 2002年才正式推出。 

4.亞洲國家數位電視發展現況 

（1）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從 1994年 11月開始發展高畫質電視（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並統合 11個部會與機構成立「高清晰度電視開發小組」，

開始構思及草擬 HDTV的發展策略。1996年 7月，高畫質電視計畫

得到中國大陸政府當局的認可與支持，並決定將高畫質電視開發計畫

分為兩個步驟，首先是在兩年內先發展出雛型系統，接下來在西元

2000年開始高畫質數位地面電視廣播的試播計劃。1998年 6月第一

台高畫質電視雛型機系統由大陸開發自製完成，並且於 1998年 9月，

在北京中央電視塔進行數位地面無線廣播電視試驗，這個系統不僅作

為技術測試平台，同時也將作為大陸高畫質數位電視地面廣播傳輸系

統標準制訂的參考。



大陸廣電總局在 2001年正進行研究制定一個五年規劃，擬出數

位電視廣播的時間表和其標準。關於數位電視的詳細發展情況將於

2003年宣佈，2010年停止播放類比電視訊號。目前，大陸正在對美

規 ATSC 8-VSB、DVB-T COFDM 系統及日本 ISDB-T 的改良型

COFDM 系統進行比較試驗，同時也不排除發展自己的標準，以達

到保護中國大陸產業的目的，目前比較有可能採用的自訂系統是修

改自歐規 DVB-T的 DMB-T系統。 

（2）韓國 

韓國原已經決定採用美國的 ATSC 系統，不過電視廣播業者鑒

於美國傳輸標準之爭議，新加坡的測試報告以及台灣數位電視地面

廣播標準由美規改為歐規的影響，乃積極進行歐規和美規的實地測

試，2001年發表測試結果，歐規特性優於美規，因此電視業者也積

極爭取將韓國數位電視地面廣播系統改為歐規，不過由於美國 ATSC

的原始發明者 Zenith 公司已經被韓國 LG 公司併購，站在經濟利益

觀點的考量，韓國政府仍然堅持採用美規（DTG，2002；林志星，

民 91）。預計 2005年在韓國範圍內使用，2010年將停止類比訊號廣

播。 

（3）新加坡 

新加坡在 1999年 5月決定採用了歐洲的 DVB-T COFDM標準，

並且積極開拓新的應用領域。新加坡廣播局向 6 家機構頒發了數位

電視試驗許可証，以促進數位電視的研發及應用，如行動電視、增

強型互動電視以及數位廣播等。1999年 7月，新加坡電視公司與新



加坡公共汽車服務公司合作，進行了一次移動電視接收試驗。公共

汽車行進時可以接收正在播放的數位電視節目。借助於行動電視

後，通勤人員就可看到喜愛的電視節目，並隨時獲得各類最新資訊。

新加坡電視公司在 2000年底為 2,000台公車配備了數位電視。另外

在地鐵、輪船、輕軌電車和計程車也都在 1999年完成數位電視播放

試驗。新加坡廣播局頒發給新加坡媒體公司兩個數位電視經營許可

証，容許其經營商用行動電視業務和商用數位電視業務，這種商用

數位電視業務可用數位形式播放現有的模擬電視節目。 

（4）日本 

日本於 1997 年 9 月公佈數位地面廣播傳輸方式草案，並且於

10月下旬公佈數位地面廣播暫訂的相關規格，強調數位地面廣播的

靈活性服務，所以衍生出數位廣播整合服務的觀念(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Broadcast-Terrestrial，ISDB-T)。然而因為日本經濟正處於蕭

條時期，對於廣播業者而言，數位電視地面廣播需要龐大的設備投

資，為了減輕廣播業者的負擔，並有充足的時間來規畫與測試，所

以日本郵政省決定延後數位電視地面廣播開播的時間至 2003年。 

1998 年 11 月日本首次在東京地區，進行數位地面電視廣播試

播，預定 2003年先在東京、大阪及名古屋等地區開始區域開播，2006

年達成全國廣播，2010年全國數位電視地面廣播收視率若達百分之

八十五以上時，同時結束類比電視地面廣播，若 2010年日本全國數

位電視地面廣播收視率無法達到這個比率，則最久延至 2012年必須

終止類比電視地面廣播。



5.澳洲數位電視發展現況 

雖然澳洲因為幅員廣闊，衛星直播電視的發展起源甚早，不過一

直到 1993年 3月澳洲政府才第一次有推動數位電視的構想，召集了

專家學者開會決定要發展數位電視。 

1997年底澳洲對世界兩大數位電視系統 ATSC和 DVB-T進行測

試，翌年澳洲政府公布數位電視推動政策並且決定採用歐規 DVB-T

系統，推動時程和世界主要國家同步，預計在 2006年收回類比頻道。 

為了讓數位電視的推動更迅速，2001 年開播的澳洲數位電視採

取觀眾免費收視，政府提供資金補助以及授權費用優惠。澳洲政府認

為數位電視是要讓觀眾收看品質更好的電視節目，因此雖然准許電視

業者作數據服務，卻不可成為主要服務項目，必須限制百分比而且要

根據利潤多寡向政府繳交一定比率的費用(洪儀芳，民 90)。 

目前澳洲數位電視每天播出二十四小時 SDTV的節目，儘管澳洲

政府大力推動，但是數位地面廣播電視的發展在澳洲並不是很成功，

到了 2003年可以收看到數位訊號電視節目幾乎只佔澳洲 600萬電視

收視戶的 1%，大約 7 萬 5 千戶左右(Schulze，2003)。而且澳洲公共

電視台 ABC旗下兩個開播不到兩年的數位電視頻道 ABC Kids和 Fly 

TV 因為經費問題停播，更讓澳洲的數位電視發展雪上加霜。因為原

本澳洲三家商業電視台並不願製作全新的數位電視節目，只是同步提

供類比頻道節目，因此澳洲發展數位電視並沒有增加更多的頻道，使

得收視戶缺乏購買數位接取設備的意願。 



三、ATSC與 DVB-T 

全世界的數位電視地面無線廣播的傳輸標準，大致上可分為： 

（一）美國 ATSC（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的 8-VSB

（8-level Vestigial Side Band）系統。 

（二）歐洲系統 DVB-T（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Terrestrial）之

COFDM（Cod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系統。 

（三）日本 ISDB-T（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Broadcasting-Terrestrial）

的 COFDM系統。 

等三大系統（表 2-1）（楊鴻榮、林瑞榮、林訓、林志星，民 87）。 

 

表 2-1 數位電視三大系統比較表 

項    目 美國（ATSC） 歐洲（DVB-T）日本（ISDB-T） 

頻    寬 6MHZ 7或 8MHZ 6MHZ 

載    波 單載波 多載波 多載波 

調變方式 8VSB DQPSK、QPSK、

16QAM、64QAM、

MR-16QAM、

MR-64QAM 

DQPSK、QPSK、

16QAM、64QAM

影像壓縮 MPEG-2 MPEG-2 MPEG-2 

聲音壓縮 Dolby AC-3 MPEG-2 MPEG-2 

（資料來源：楊鴻榮等，民 87）



其中 ATSC及 DVB-T兩大系統在全球受到較多國家採用，台灣

原本在民國 87年 5月時宣佈採行美國的 ATSC系統，不過民國 90年

在五家無線電視業者大力要求，並且由中華民國電視學會委託私立大

同大學針對兩大系統進行測試後（趙玉楷，民 90），修訂我國的數位

電視政策決定改採 DVB-T 系統。以下本論文將對這兩大系統進行較

深入的探討。 

（一） ATSC系統 

美國數位電視地面無線廣播ATSC-8VSB系統可以在 6MHZ的頻

寬中傳送 19.39Mbps的資料傳輸量（張振宇，民 87），19.39Mbps的

資料流可以容納高品質的影像、聲音訊號以及提供數據的服務。因

此，這些高解析度的視訊、音訊和數據都必須經過壓縮，大約降低位

元率五十五倍以上，才能傳送在 6MHZ 的頻寬中。為了達成如此高

的壓縮比，ATSC在影像視訊的壓縮方面採取MPEG-2方式，音訊方

面則是採用 Dolby Digital編碼壓縮方式（Robin，1999）。 

多工系統經由編碼器編碼後之各 MPEG-2 節目封包串（Packet 

Elementary Stream，PES）與數據資料流（Data Stream）封包處理成

符合 SMPTE（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Television Engineers）310M，

規格 19.39Mbps的位元流，經過數位中繼系統傳送到發射站，中繼系

統接收處理後再經過 8VSB激勵器（Exciter）做頻道編碼及調變處理

後送到數位發射機發射（圖 2-1）。（楊鴻榮等，民 87） 

 



 

圖 2-1 ATSC數位電視廣播視訊系統 

（資料來源：張振宇，民 87） 

ATSC數位電視標準經過MPEG-2視訊壓縮技術和 8VSB方式調

變，6MHz 的頻寬至少可以容納一個高畫質數位電視（HDTV）節目

或是 3~5個標準數位電視（SDTV）節目。因此電視公司對於如何運

用頻寬就有很大的彈性，例如播放戲劇節目或電影時採用 HDTV，而

SDTV 運用在體育節目或新聞的播出，也可以 HDTV 播放節目，以

SDTV播放廣告，剩餘的頻寬可以提供同步進行線上購物的服務。因

此，FCC規定，任何符合 ATSC數位電視標準的接收裝置，都必須可

以解碼及顯示 ATSC系統的十八種規格（表 2-2）。 

數位電視依照解析度的不同可分為標準數位電視（SDTV）及高

畫質數位電視（HDTV）兩種，其規格有 480P、1080i、720P，其中

480P 是屬於 SDTV 的規格，畫質大約和目前的類比電視一樣；而掃



描線更多的 1080i、720P則是 HDTV的格式，畫質可以媲美數位影音

光碟機（DVD）。 

表 2-2 ATSC數位掃描規格 

數位電視規格 畫面大小 螢幕比例 畫面變化速率種類 

HDTV 1920 ×1080 16：9 60I，30P，24P 

HDTV 1280 ×720 16：9 60P，30P，24P 

SDTV 704 ×480 16：9 60P，60I，30P，24P 

SDTV 704 ×480 4：3 60P，60I，30P，24P 

SDTV 640 ×480 4：3 60P，60I，30P，24P 

（資料來源：張振宇，民 87） 

（二） DVB-T系統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 Institute，

ETSI）在 1997年 2月認可 DVB-T系統為歐洲數位電視地面廣播的標

準，目前採用此系統的國家除了歐洲各國之外尚有澳洲、紐西蘭、新

加坡以及台灣等六十幾個國家（工研院，民 90），是全世界最多發展

數位電視的國家所採用的系統，而中國大陸及香港的數位電視標準也

傾向使用這個系統。



 

圖 2-2 DVB-T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楊鴻榮等，民 87） 

和 ATSC 系統一樣，DVB-T 的數位傳輸系統也分為通道編碼/解

碼（channel coding/decoding）和調變/解調（modulation/demodulation）

兩個部分，不過 DVB-T 所採用的正交頻率分割多工（OFDM）的調

變方式和 ATSC的 8VSB不同（圖 2-2），它的傳輸速率是 15Mbps略

小於 ATSC的 19.39Mbps（歐陽振州，民 89），因此傳送一個 HDTV

節目需要較大的頻寬，約 8MHz。不過為了因應原本類比電視 6MHz

的頻寬，經過改良後已經提升到使用 6MHz就可以因應無線電視公司

播送節目的需求（胡明揚，民 90），同時 COFDM在抗鬼影（ghost）

的能力和行動傳輸方面則明顯優於 8VSB 的調變方式，主要是因為

OFDM的調變方式可對抗多路徑干擾，適合在都市地區大樓林立和高

速移動的環境，台灣的無線電視台多年來力主採用歐洲系統，主要也

是著眼於 DVB-T可以行動收訊的優勢。



（三） ATSC與 DVB-T的比較 

1.ATSC系統的優缺點： 

美國 ATSC 8-VSB的調變傳輸系統是類似 64QAM的一種變形，

將 Q軸之信號濾掉只剩 I軸信號，在 VSB系統中是將導引波（Pilot 

Tone）放在殘旁邊帶上，所以在接收端解碼的同步速度比 QAM系統

快，其優點有下列幾項。 

（1） 使用調幅（AM）方式調變，技術成熟、簡單。 

（2） 在6MHz通道內可以提供 19.39Mbps傳輸容量，可傳 1~2個高

解析度數位電視節目。 

（3） 抗（相位）雜訊能力較強。 

（4） 與COFDM系統相較輸出功率的峰值對平均比值較低，使發射

機輸出效率較高。 

（5） 內編碼採用格子編碼調變技術（Trellis Coded Modulation）以及

外編碼採用較強的 Reed-Solomon碼，造成對抗AWGN（Additive 

White Gaussian Noise）通道干擾性能較好。 

而 ATSC 8-VSB系統也有多項缺點： 

（1） 抗多路徑干擾（Multipath Interference）、衰落通道以及杜卜勒

（Doppler）效應等處理能力較差，導致行動通訊能力較差。 

（2） 無法提供大區域的單頻網路功能。 

（3） 傳輸容量固定。



2. DVB-T的優缺點 

DVB-T採用 COFDM的調變方式，其優點有： 

（1） 可以通道的優劣，彈性調整調變方式，因此可以提供不同的傳

輸容量。 

（2） 對抗多路徑干擾或鬼影能力較強。 

（3） 可提供單一頻率網路廣播（Single Frequency Network，SFN）。

以解決收視不良地區改善轉播站之頻譜分配。 

（4） 可以行動接收。 

（5） 與數位衛星及數位有線系統相容性較高。 

（6） 發射端與接收段各種相關配套系統完備，產品技術穩定成熟。 

（7） 世界上已經有超過六十個以上的國家採行，對於家電產業外銷

更有助益。 

COFDM的缺點有： 

（1） 同頻寬傳輸容量較 ATSC小。 

（2） 需要較大的發射功率。 

（3） 對相位雜訊較敏感。



表 2-3 ATSC和 DVB-T功能特性比較表 

 

ATSC 8VSB系統 歐洲 DVB-T COFDM系統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1. 技術簡單、成

熟。 

2. 在6MHz的頻

寬內可傳輸

19.39Mbps 的

資料，可容納

一個至兩個高

解析度數位電

視節目。 

3. 抗雜訊能力較

強。 

4. 發射機輸出效

率較高。 

5. 對抗通道干擾

的性能較強。 

1. 移動接收能力

較差。 

2. 無法提供大區

域的單頻網路

功能。 

3. 傳輸容量固定。

1. 可提供不同容

量。 

2. 可提供單頻網

路功能。 

3. 對抗多路徑干

擾能力較強。 

4. 可以行動接收。

5. 與數位衛星及

數位有線系統

相容性較高。 

6. 產 品 技 術 穩

定、成熟。 

 

1. 傳輸容量小於

ATSC系統。 

2. 對相位雜訊較

敏感。 

3. 需要較大的發

射功率。 

（資料來源：楊鴻榮等，民 87）



四、數位電視的優點 

（一）數位化讓畫面更清晰 

數位電視的資料不是「0」就是「1」，很容易分辨，因此不容易

產生雜訊，只要在一定的範圍內，每個收視戶的畫面品質完全一樣，

訊號就不會因距離而有所衰減。HDTV的電視螢幕畫面比例為 16：9，

而不是目前的 4：3。而且解析度也比較複雜。解析度的計算，一部

份是透過影像的水平掃描線，一部份則是透過信號送到電視的方式而

定，漸層掃描（progressive）是指一次掃描所有的線條，就像電腦的

顯示器，而目前的類比電視則是採取每次掃描隔行線條的交錯掃描

（interlaced），高畫質數位電視的標準中，1080i 指的是使用交錯掃

描，解析度有 1080條線；而 720p則是指使用漸層掃描，解析度 720

條線。目前各種數位電視規格，都比目前相當於 480i 的類比模式，

擁有更高的解析度，配合立體環繞音響，可以在家中享受電影院的效

果。（李長龍，民 88） 

（二）節目選擇多樣化 

1. 節目頻道的增加，使得閱聽眾對不同類型的節目有更多元的選

擇。 

2. 數位電視具有多聲道的功能，也可以切換四比三或十六比九的畫

面或是由閱聽人自由選擇呈現不同攝影機所拍攝的畫面，來觀賞

不同角度的電視節目。 

3. 數位電視具有儲存的功能，可以增加分割畫面、子母畫面及定格

放大等功能，閱聽人在電視上發現任何想要儲存的圖片時，都可

以隨時停格，並且將其列印出來。



4. 數位電視具有高度的互動性，閱聽人不必按照節目時間表來收看

節目，而是可以隨時看想要觀賞的節目，完全不必受限於節目表

（李長龍，民 88），只要點下畫面上的電子節目選單，就立刻能

從頭開始觀看。而且還能照著自己的愛好編輯選台裝置，迅速找

到自己想看的節目。 

（三）結合網路的功能 

數位電視最受矚目的是它的高附加價值功能，它不僅是家庭的娛

樂工具，結合網際網路後，未來在電視上可以設計個人家庭的佈告

欄、行事曆、計算機、生活資料庫，或是充當電腦螢幕，利用數位電

視上網，收發電子郵件、網路銀行繳款或轉帳、遠距醫療、遠距教學

等。這種功能的影響所及將會是人們生活習慣的全面改變，由於操作

數位電視只需要使用遙控器，不須繁複的手續，可以去除電腦恐懼

症，網際網路的使用將會更加普及。（姚渟渟，民 87） 

（四）電視台經營方式的轉變 

數位化後，電視台的頻道將由現今的一個增加四到六倍，電視台

所能提供的頻道數量也因此更多，節目內容可以更多樣化。另外在結

合電腦後，節目的製作、儲存、傳輸全面電腦化，舊有員工需要大量

訓練，而新人才的需求量也將增加。由於製作方式的改變，使得同一

部戲劇可拍成多種結局和多角度畫面供觀眾選擇，製作人員的創意空

間更廣，面臨的工作量也更大。 

除了電視節目的播出之外，無線電視業者也可以利用剩餘的頻寬

提供資訊廣播（Narrowcasting）、計次收費（Pay per view , PPV）、隨



選視訊（Video on demand）等互動式服務，增加營業項目與收入。（高

華琦，民 87）不過這些營業項目在頻寬不足和國人缺乏使用者付費

的觀念下，目前在網際網路上的發展並不是很順利。 

（五）家電市場商機無限 

家電市場預估未來十年內全球將有十億台類比電視機需要更

換，總產值將高達一千三百億美元，如果加上其他相關設備研發生產

金額，更可以達一千五百億美元，往後每年全球也將有一億兩千台數

位電視的商機。 

台灣的家電業者原本以生產數位視訊轉換器（SET-TOP-BOX , 

STB）為主，不過近年來已經開始生產數位電視機，剛開始大多為

ATSC 的規格，不過由於民國 90 年我國數位化的政策大轉變，廠商

也加緊研發 DVB-T的規格。 

（六）產業結構重整 

近年來國際間重要企業藉由相互購併(Mergers & Acquisitions，

M&A)，來獲取競爭優勢、打擊競爭對手的作法，已經蔚為一股新的

經營風潮。這種情形在三 C產業者間更是不勝枚舉，由於數位電視能

結合網路特性和功能，為了加強服務內容的提供，維持傳輸的品質，

電訊產業和電視台必須加以整合以提高綜效（synergy）及競爭優勢。

誰在變動中能夠迅速順應這一波大媒體潮，將決定哪個媒體產業在電

視數位化的變革中脫穎而出。



五、我國數位電視發展 

民國 86年 11月 10日，我國行政院 NII推動小組核定我國數位

電視地面廣播推動時程，正式為我國數位電視的發展揭開序幕，經過

產、政、學界多次的討論並且舉辦數場公聽會後，交通部電信總局於

民國 87年 5月 8日正式公佈台灣數位電視地面無線廣播傳輸標準採

用美規 ATSC 標準，主要的考量是因為我國的科技發展一向師法美

國，同時考量美國是台灣家電產品外銷市場，對國內數位電視接取設

備的製造商較為有利。不過這種考量對於節目製作及頻道經營的無線

電視公司而言並沒有任何好處，經過電視公司工程人員初步測試之

後，從此要求更改標準的呼聲不斷，華視前工程部經理趙玉楷（民

90）更舉出採行美規傳輸標準的五點不利因素。 

（一） 美規 ATSC 系統的設計，並沒有考慮行動接收，未來數位多

媒體的大環境將逐漸形成，光纖系統、網際網路、行動通訊、

衛星通訊、有線固網等均需相互結合，若不能行動接收，在

應用上，相當於系統不完整。對於觀眾而言少了一項重大應

用功能，未來，隨時隨地獲得資訊已是一種發展趨勢，若多

數國家可以行動接收，而在我國獨缺這一項功能，將會造成

民眾使用上的不方便。 

（二） 世界上採行歐規國家已佔大多數，未來對歐規數位電視機之

需求量，必然遠大於美規電視機，我國電視家電廠商之類比

電視機市場已呈飽和，政府如能改採歐規，當可推動各製造

商及早開發技術投入生產設備，進入這個廣大市場。 



（三） 美規系統無法構成單頻網路（SFN），採用美規系統之改善收

視不良轉播站，需要佔用很多 UHF頻道，如果採用歐規系統，

將可節省頻道，移供他用。在建站規劃上，也可以有很高彈

性與便利。 

（四） 台灣是一個海島，地形多山起伏很大，同時在都市中大樓林

立，電視訊號傳輸之多路徑傳播（Multi-path signal）現象甚

為嚴重，美規系統在對抗此一問題上，功能不佳，歐規標準

具有保護帶（Guard Band）設計，先天即具防範作用，適合

台灣地區的傳輸。 

（五） 歐規系統的配套系統以及產品都已經非常完備及成熟，同時

和已經採用歐規的衛星與有線電視系統較容易連結，相容性

較高。業者投注之成本，接收設備之價位都比較低，觀眾收

看的便利性也較佳。 

從上面的敘述看來，美規系統除了構造簡單，以及少數不太應

用的技術參數較優外，其他在行動接收、改善收視、消除鬼影以及

室內接收…等較重要的應用上，都比歐規遜色，因此在民國 90年，

歷經多次的公聽會之後，我國政府正式答應無線電視公司的要求，

將傳輸規格更改為 DVB-T。 

從英、美兩國幾年來發展數位電視的歷程看來，英國也是較為

成功的例子，不過無線電視業者最關心的還是電視數位化之後的普

及與獲利問題，由於現代社會傾向隨時隨地都需要獲得資訊的趨

勢，因此，無線電視業者看好行動接收的獲利空間，因此強烈主張

採行歐洲傳輸標準。 



六、 台灣無線電視數位頻道正式開播 

經過長達六年的準備期，台灣無線電視數位頻道終於在民國 93

年 6月 1日陸續開播，正式將國人帶入全新的數位電視時代，五家無

線電視台分別推出兩到三個數位頻道（表 2-4）。 

表 2-4 台灣無線電視數位頻道 

電視台 頻  道 

台灣電視台 
台視家庭台 

台 
 
視 台視財經台 

中視主頻道 
中視新聞台 

中 
 
視 中視生活台 

華      視 
華視教學台 

華 
 
視 優新聞體育頻道 

民視無線台 
台灣交通電台 

民 
 
視 全球流行台 

公共電視 公 
視 DIMO TV行動電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電視學會 

台灣數位地面廣播發展至此，可以見到經營雛型，各家無線電視

仍然以節目製作為主，不過在電視學會發表的數位電視文宣品中，仍

然向閱聽人介紹數位電視將來可與網路結合成為多媒體家庭服務平

台(Multimedia Home Platform，MHP)，提供數位電視加值服務（中華

民國電視學會，民 93)。 



第二節 創新傳佈理論 

早在一九六二年傳播學者羅吉斯（Everett M. Rogers）就出版了

『創新傳佈』（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數十年來有關創新傳

佈的研究成長得相當驚人，那是因為創新傳佈的應用層面相當廣泛，

不論是民主先進國家或第三世界，不論是傳播學、地理學、市場學、

社會學或是廣告行銷等學門都可以引用創新傳佈理論加以分析（翁秀

琪，民 81），近年來由於新科技蓬勃發展，創新傳佈理論更是頻繁地

運用到有關新科技的研究方面。 

創新傳佈理論是站在傳播者的觀點來觀察新事物（Innovation）

是如何推廣出去，這個理論基本上具有兩項成立要素：（羅世宏譯，

民 81） 

第一、 創新傳佈理論所處理的必須是消費者認為是「新」的事物。 

第二、 傳播者和受眾的關係並不均等，傳播者在社會地位和創新

能力都高於受眾。 

綜合以上兩項特點，本研究擬運用創新傳佈的觀點，站在無線電

視業者的立場，試圖探討數位化之後，應該如何將數位電視這項新的

傳播科技，擴散到一般的消費者。



一、 創新傳佈理論簡介 

Rogers（1995）指出在創新傳佈的過程中，最先是新事物的發明，

之後透過某一個管道，再經過一段時間和人為的運作，才會順利為一

般大眾所接受。根據 Rogers（1995）的創新傳佈模式（圖 2-3），對於

個人而言，整個過程分為五個階段： 

（一） 知曉（knowledge） 

個人開始暴露在新事物的傳佈中，並且逐漸對該項新事物有稍微

了解。 

（二） 說服（persuasion） 

這個階段是個人對於新事物態度的形成期，可能是一種接納的態

度亦或是感到排斥。 

（三） 決定（decision） 

經過了對於新事物的認知階段後，這個階段開始進行採納或者是

拒絕採納的具體行動。 

（四） 施行（implementation） 

真正實際採用新事物的時期，不過也只能說是試用的階段。 

（五） 確定（confirmation） 

在實際採用新事物之後，這個階段會評估使用新事物之後的成果

是否如預期，若採用新事物的成效達到預期標準，甚至更好，則繼續

採用，否則則會停止採用。



 
圖 2-3 創新傳佈模式 

（資料來源：翁秀琪，民 81；Rogers，1995） 

二、 社會體系與人的變數 

翁秀琪（民 81）在其『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一書中特別強調

在知曉階段的兩個重大變數。 

（一） 接受者變數： 

Rogers（1995）從人的創新性（Innovativeness）程度，將人分

為五種接受新事物的類型。 

1. 創新者（Innovators） 

創新者是將新事物引進社會體系的人物，創新程度最高，對於

改變採取正面的態度，具有這樣特質的人，前提是具有經濟實力，



可以負擔新事物推出初期的昂貴價格，同時必須具備了解複雜科技

及應變的能力，由於採納新事物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因此創新

者不但具有冒險精神（venturesome），在心理上也有接受採納新事物

失敗後所產生不良後果的準備。 

2. 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 

早期採用者和他所處的社會體系關係較創新者來得深，因此他

很容易就成為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傳播先趨拉查斯斐早在

1948年的研究就發現意見領袖對於個人意見及態度的影響力甚鉅。

因此，早期採用者的特色就是在團體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為了保

持本身的尊崇地位，早期採用者也會不斷吸收新知，以提出精闢的

見解。 

3. 早期跟進者（Early Majority） 

Rogers 將這群人視為深思熟慮（deliberate）的一群，他們在社

會體系中屬於最多數。 

4. 晚近跟進者（late adopters） 

這部分人的個性通常是疑神疑鬼（skeptical），採用新事物的時

期比早跟進者晚，人數卻不低於早跟進者。 

5. 落後群（laggards） 

社會中總有一些傳統保守（traditional）的人，對於新事物永遠

採取不接觸的態度，他們不是思想落後，就是平日不喜歡與人溝通，

和社會幾乎處於隔離的狀態。



越早採用新事物者，通常在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及智力方面都

比較高，同時社會參與較多，經常與他人交往，人際傳播也較頻繁

（Rogers，1995），總之創新傳佈理論對將願意接受新事物視為一種

優點，而不願接受新事物似乎是一種人格缺陷（翁秀琪，民 81）。 

（二） 社會系統變數： 

Rogers 研究新事物傳佈與社會系統的關聯，發現不同的社會結

構由於社會習俗及規範不同，除了人在接受新事物的程度有所差異

之外，更可能因為風俗民情而影響新事物的推廣。因此，某些新事

物傳佈在決定型態上的不同也會影響新事物傳佈的成敗，Rogers 將

決定型態分為四種： 

1. 自行決定（optional innovation-decision） 

社會中的成員自己有決定是否採用新事物的權利，但也不是完

全自主，決定採用的事物仍然不能背離社會規範。 

2. 集體共識（collective innovation-decision） 

經過社會成員集體決定採用新事物，也有可能集體抗拒採用。 

3. 權威決定（authority innovation-decision） 

由政府或組織中的掌權者決定採用某項新事物，組織中的成員

不論喜不喜歡都得遵從。 

4. 臨時附從（contingent innovation-decision） 

等到集體共識或者權威下決定後，才願意自行決定採用。



「權威決定」的型態是台灣發展數位電視的典型，雖然政府體認

數位化是世界潮流而訂定時程，要求無線電視業者全面朝數位化發

展。不過對於無線電視台而言，數位化只是配合國家政策而不得不做

的事，所以初期亦有許多反對聲浪，主要是因為汰換數位廣播設備花

費甚鉅，加上這項新科技對於電視台的員工而言也是相當陌生，數位

化人才缺乏的緣故。 

（三） 變革策動者與早期採用者 

由於數位電視在國內的發展，目前尚止於創新階段，對於數位電

視的相關知識也只有少數的「創新者」較為瞭解，尤其是加值功能服

務，更可以說是還在研發階段。因此，本研究在進行數位電視加值功

能需求調查時，選擇以台北地區之大學生為例，乃是參酌創新傳佈理

論的觀點，尋找出的屬性較為可能成為理論中所謂「變革策動者」與

「早期採用者」的閱聽人進行調查。 

1. 變革策動者（Change Agent） 

現代人的生活和電視的關係密切，電視成為每個家庭不可或缺的

家用品，根據潘家慶等人（民 84）的研究，每個家庭平均擁有 1.9台

的彩色電視機，因此，數位電視發展的成敗與否，端視這項新科技能

否傳佈進入每一個家庭。家庭是人類社會中最普遍的組織單位，而對

於組織的創新傳佈，Rogers（1995）提出「變革策動者」的概念。 

變革策動者就是代表變革策動組織來協助需要採納新事物的個

人，按照變革策動組織的規劃去採納新事物（Rogers，1995）。以家庭

而言，將一個新事物或新觀念帶入家庭，促使家庭中其他成員接受新

事物或新觀念者，扮演的就是變革策動者的角色。



早期許多傳播研究都證明人際影響對於改變態度與行為的功能

大於大眾傳播，由於創新事物對於一般閱聽人而言本來就相當陌生，

因此在推動許多新觀念或新事物時，在組織內尋找一名變革策動者，

運用其個人的專業知識促使組織採用新事物，並且解決相關問題和困

境，就變得相當重要（Spence，1994）。 

變革策動者必須與採納創新事物的組織成員具有相當的同質

性，彼此互屬感強烈，才容易讓組織成員們信賴，同時便於解答問題

及溝通。變革策動者與外界接觸頻繁，容易獲取新資訊（Larsen，

1993），在知識及技術上都有較高的程度。 

Spence（1994）和 Rogers（1995）都指出變革策動者在採納者與

創新者之間扮演一個橋樑（linkers）的角色，透過他們的中介，將科

技體系所擁有的新知識與技術傳達給潛在的採用者。翁秀琪（民 81）

認為變革策動者由於受過專業訓練，同時具備高學歷，能了解技術和

知識的創新，加上與採納者具有同質性，能適時提供協助與輔導，對

於採納者而言，變革策動者具有很大的說服力，容易獲得組織成員的

接受。 

2.早期採用者 

早期採用者的特質和變革策動者類似，變革策動者在組織中權力

大於早期採用者，而早期採用者與組織中的其他成員地位相當，和所

屬社群的關係密切，加上具有意見領袖的特質，因此更具有說服力。

他們在採用新事物的經驗經常作為其他人採用新事物時的參考，同時

也能夠提供他人技術與知識上的資源，因此其教育程度通常比組織中

其他成員要來的高。 



早期採用者在採用新事物的判斷上較為理性但不武斷，喜歡變化

與科學，比較願意接受與傳統不同的變革，同時有勇氣挑戰採用新事

物所引起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可以接受採納後的不良後果。 

翁秀琪（民 81）認為早期採用者經常活躍於廣闊的人際網路，大

都是與社會關係密切的一群，同時人際傳播的管道也較頻繁，因此他

們經常可以接觸到創新資訊，對於新事物的興趣比起組織中的其他成

員更大，因此對於新事物的瞭解與知識也較為豐富，其意見也受到組

織中其他成員的敬重。 

由於早期採用者和尚未採用者屬於同一社群，最能瞭解組織成員

對於新事物使用上的問題與心理影響，也就可以針對其問題提供適當

的解決，是新事物傳佈上最重要的一環。 

電視是家庭中最普遍的電子消費品，要讓數位電視這項新科技成

功地推廣到家庭的組織當中，發掘家庭中可能的變革策動者及早期採

用者對於數位電視產生使用動機的因素也就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根據

以上變革策動者與早期採用者的特質來看，家庭中教育程度較高、經

常接觸人群、願意接受變革以及比較容易獲得創新知識管道的成員，

可能就是數位電視在家庭組織中潛在的變革策動者與早期採用者。因

此本研究在一般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的相關知識仍然淺薄的階段，只

能選擇對於新科技採用上較有可能成為家庭組織中的變革策動者及

早期採用者來進行需求研究。 

三、 新事物的特性 

創新傳佈理論雖然是站在傳播者的立場來勸服廣大的社會份子

採納新事物或新思想（李金銓，民 77），不過對於接受者而言，新事



物的特性才是其決定是否採用的重要因素。Rogers（1995）認為一般

人在採用新事物之前通常會考慮五項因素： 

（一） 相對利益（Relative Advantage） 

相對利益指的是閱聽人在使用一項新事物時，首先會考量的就是

所要花費的成本以及使用後的好處這兩項因素。 

這兩項思考的標準通常是以現有相類似功能的產品作為比較。以

使用數位電視為例，閱聽人可能會將類比電視或個人電腦作為基準，

來比較數位電視的價格與功能，以決定是否值得購買數位電視。如果

想要讓數位電視普及的兩個努力方向，一方面要設法減低數位電視接

取設備的價格，另外一項則是提高數位電視的各項功能服務。 

因此，一項新事物如果消費者使用後可以得到的利益越多，被採

用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普及的速度也會越快（翁秀琪，民 81）。 

（二） 相容性（Compatibility） 

相容性是指新事物與過去的價值與經驗一致的程度，對於新科技

來說，除了強調其新功能之外，主要的功能也要與人們過去的經驗一

致，才可能比較容易被消費者接受。 

談到數位電視的加值功能，雖然對於創新程度高的人具有某種程

度的吸引力，但是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一開始也只會將數位電視用來

收看節目，這完全是過去經驗所使然。因此在推廣數位電視時，也需

要注重畫質和音質這種類似舊型電視的使用經驗，追求比過去更好的

影音呈現，讓新事物產生足以超越並替代舊產品的優點。 



對於一個從來沒有聽過網際網路（Internet）的人，強調數位電視

可以上網的功能，並無法激起其使用慾望，這是因為在他的知識經驗

裡，電視只是用來收看節目，上網是不需要的功能。所以一項新事物

的推廣必須與個人或團體的價值體系和過去經驗相協調，才比較容易

被採用。 

（三） 複雜性（Complexity） 

新科技的功能令人眼花撩亂，如果再加上操作過於複雜，一般消

費者難以使用，那麼在推廣上也會形成困難。 

電腦雖然漸漸成為人類生活的必需品，網際網路也提供獲取資訊

的便利管道，不過一個社會中還是有相當多的人拒絕使用這項科技，

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怎麼使用。 

數位電視強調其使用上的便利性，利用數位電視上網可以不需要

等候漫長的電腦開機時間，也不需面對複雜的鍵盤，只要使用遙控

器，就可以操作數位電視的多項功能，許多因為對於新科技的陌生而

拒絕使用電腦的人都可以透過數位電視享受上網的樂趣。 

因此在新科技的傳佈上，如果可以設計比其他類似功能的產品，

更加具有使用上的便利性，將是新科技競爭上的優勢。 

（四） 可試驗性（Triability） 

消費者在採用新事物之前，都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如果願意

提供消費者試用的過程，當然就更可以得到尚未採用者的信賴，在新

事物的傳佈上具有正面的功能。



（五） 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 

這一項因素需和上一項因素結合來評估，當傳播者願意提供消費

者試用的機會，若還能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讓消費者確定採用新事

物的好處，那麼新事物就更容易推廣出去。 

王明妤（民 89）針對消費者對於數位電視的功能性價值的研究

發現，消費者對於互動性交易功能的需求程度最低，王明妤分析這是

因為一般的消費者對於網路交易行為還是缺乏信任，主要原因還是因

為網路上販賣的商品欠缺可觀察及可試驗性，無法消除消費者的疑

慮。 

上述五項新事物特性中，前三項強調新事物傳佈的成敗，除了閱

聽人對於功能上的需求之外，其他諸如產品價格、是否有其他替代方

式以及使用上的難易都是重要因素，而後兩項則是著重在新事物如何

取信於一般大眾。 

另外，Rogers & Shoemaker（1971）的研究也指出，影響新事物

傳佈的原因，在產品的特質方面，除了上述五項因素之外，還需考量

成本（cost）變項（陳俊榮，民 88）。因此，本研究雖然是以新事物的

功能作為主要的研究重點，不過經營者在執行新事物傳佈的層面上，

其他因素仍然必須列入考量。 

第三節 使用與滿足理論 

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理論是由 Katz，Blumler & 

Gurevitch 等人在 1974 年提出，他們假設閱聽人為了一定的目的而使

用大眾傳播媒介，不論是基於心理因素或者是社會需求，使用與滿足

理論強調的是閱聽人主動使用媒介而非被動地接收媒介訊息。這種對



於閱聽人具有主動性的假設，被爾後許多的媒介使用行為相關研究所

引用。  

早期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並沒有考慮到對於新傳播科技的適

用性，不過基於新媒介所獨有的一些特質，例如互動性、即時性、工

具性、便利性，都會引起閱聽人產生與使用舊媒體不同的動機。因此，

Williams，Phillips & Lum等人（1985）就指出，新的「使用與滿足」

理論架構必須強調新科技的功能，例如擴充的選擇、互動性、個人化、

更多特別與個人化的滿足等，如此將可以運用在新傳播科技的研究上

（楊意菁，民 87）。 

本研究在探討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需求研究，也試圖

引用部分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基本假設，以下首先即對於此理論進行瞭

解。 

一、使用與滿足理論發展歷程 

Blumler & Katz（1974）在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書

中將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不過近代一些傳播學者如

Jensen & Rosengren（1990）等人的研究，則補充了一個理論建構時期，

總共分為四個時期。 

（一）兒童期（Childhood；1940~1950） 

1940年代以前的傳播研究大多認為傳播的力量強大，閱聽人被動

接收媒介內容，並且非常容易受到影響。不過到了這個時期已經開始

有不少學者假定閱聽人是主動的，於是進行有關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動

機研究，例如 Herzog（1944）、Berelson（1949）以及 Wolfe & Fiske

（1949）等學者都開始進行閱聽人收聽廣播、閱報或是對書籍的使用



動機與興趣的相關研究。這一個時期研究的型式大致是在於探討閱聽

人使用某種特定媒介具有何種功能，結果發現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動機

是具有多樣性的（翁秀琪，民 85）。 

（二） 青春期（Adolescence；1950~1970） 

這個時期又稱為「變項操作期」，這個時期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

閱聽人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如何影響閱聽人的媒介暴露型態，並且

採用量化的研究方式，賦予各種變項操作型定義來進行分析，結果發

現變項之間具有高度的關聯性。 

由於學者們的努力，使用與滿足研究的邏輯程序，即「閱聽人受

到外界影響因而產生不同的心理需求，導致選擇不同的媒介暴露以得

到滿足」，這樣的思考在這個時期漸漸具備雛形。 

（三） 成熟期（Maturity；1970~1980） 

這個時期又稱為「解釋期」，傳播學者開始分析閱聽人的社經地

位與媒介使用動機、型態及期望之間的關聯性，並且確立了早期使用

與滿足研究的邏輯步驟（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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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使用與滿足早期研究模式 

（資料來源：翁秀琪，民 85）



基於圖 2-4 中各種變項之間的關係，當時主要的研究途徑有兩

種，一種是採用正向由閱聽人需求的觀點出發，先觀察閱聽人的需

求，再探討媒介或其他資訊來源如何滿足閱聽人的需求。另外一種

研究途徑則是以閱聽人獲得滿足為出發點，重新建構閱聽人心理或

社會需求。 

（四） 理論建構期（Theories Building；1980~） 

最近十年來，由於使用與滿足的研究經常被批評為不具理論性

質，因此有許多學者開始致力於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建構與驗證，發

展出各種改良後的使用與滿足模式，本論文稍後將會進行完整探討。 

二、 使用與滿足理論基本假設 

在使用與滿足開始發展之前，傳播研究大多採用「效果」的角

度來探討媒介與閱聽人的關係，不過從 1964年哈佛大學的社會心理

學家 Bauer 提出「頑固的閱聽人」的口號之後，閱聽人和媒介關係

的研究漸漸走向「使用」的層面，Blumler（1979）更進一步提出較

為中性的「主動的閱聽人」，並對「主動」的意義賦予四個面向： 

（一） 功利性 

閱聽人會爭取對其有用的資訊。 

（二） 意向 

閱聽人受動機之引導而使用媒介。 

（三） 選擇性 

閱聽人使用媒介是經過選擇的，而其選擇也反映閱聽人的興趣

與嗜好。



（四） 不輕易受影響 

這和 Bauer 所說的「頑固」的意思相同，閱聽人使用媒介未必

會輕易受到別人影響，大部分時候是自己覺得需要或是衡量過成本

效益等因素之後才會使用。 

以上四點對於閱聽人部分的定義，可以說是使用與滿足理論假

設的基礎，其中「動機」是閱聽人選擇使用何種媒介最重要的因素，

許多學者在研究閱聽人的使用與需求時發現，「動機」是使用與滿足

研究的主要概念，「動機」會造成閱聽人的媒體選擇，而「動機」產

生的原因就是需求。 

正式的使用與滿足基本假設是 Katz等人（1974）所提出，他們

同樣重視閱聽人使用媒介的主動性： 

（一） 閱聽人使用大眾傳播媒介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其社會或心理

上的需求。 

（二） 傳播過程是靠閱聽人的「媒介使用」和「需求滿足」來維繫，

閱聽人是媒介主動的使用者，基於本身的需求來使用媒介，

而不受媒介內容的影響。 

（三） 一項傳播媒介所能滿足的需求，必須要和其他滿足的方式相

競爭，由於閱聽人具有選擇使用何種媒介的主動性，因此媒

介之間具有競爭性。 

（四） 假設閱聽人都是理性的，可以完全瞭解自己的興趣及動機，

並且清楚地表達出來。研究者只要根據閱聽人的自我報告就

可以推斷出閱聽人使用媒介的目的為何。



（五） 媒介的價值取決於閱聽人的觀感，只要閱聽人認為何種媒介

可以滿足其需求，這樣媒介便是有價值的，所以無須去討論

媒介對於社會產生的文化意義。 

McQuail在 1994年也提出了一項新的假設，他認為閱聽人基於

社會情境與心理傾向的影響，對於媒介所能提供的內容產生期望，

媒介若能滿足這種期望將會使閱聽人形成對特定媒介的偏好及使用

行為。在這個過程中閱聽人還會依據「媒介使用經驗所得到的價

值」、「可能在其他領域中得到的經驗」以及「社會活動所獲得的利

益」作為衡量媒介選擇的因素。 

三、 使用與滿足理論相關模式的演進 

上一段中的各項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假設都強調媒介具有高度滿

足閱聽人需求的功能，同時閱聽人對於自己的需求也相當了解，這

一種「功能論」的色彩招致許多批評，這是由於其他的傳播研究認

為傳統媒介所提供的內容對於閱聽人產生的影響其實還要更複雜。 

不過，近年來由於新傳播科技快速的發達，閱聽人使用媒介不

僅僅是接收傳播者製作的內容，更多的是科技上的應用（例如：使

用電腦或影音器材等），加上許多學者針對各種批評，提出各種新的

理論架構，跳脫以往的框架，使得使用與滿足的「功能論」觀點，

更加契合新傳播科技使用行為上的研究應用。以下本論文將從使用

與滿足的基本模式出發，進而探討近年來傳播學界所開拓的新模

式。



（一） 使用與滿足基本模式（Rosengren，1974） 

Rosengren以 Lasswell的 5w傳播模式為基礎，勾勒出一個使用

與滿足理論的研究架構（圖 2-5）。Rosengren將閱聽人產生需求的因

素分為社會結構與個人特質，其中社會結構上包括媒介的結構，而

個人特質方面則包括心理結構、社會地位以及生活歷程，而閱聽人

使用媒介的滿足與否則視為最後結果，並且回歸到社會結構及個人

特質上（翁秀琪，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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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使用與滿足基本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翁秀琪，民 85） 

使用與滿足的研究架構為當時的傳播研究開創了五項意義： 

1. 過去的傳播研究注重如何促使閱聽人態度的變遷與勸服的方

式，而使用與滿足理論則加以修正，開始注重閱聽人的滿足與需

求。



2. 過去的傳播研究大多以傳播者和媒介的訊息內容為研究主體，而

使用與滿足跳脫以往的思考方式，開始以閱聽人為主導。 

3. 媒介的傳播行為從以往被視為主動去改變閱聽人的態度和行為

的觀點，轉變成為隨著閱聽人的需求與動機而被動地被使用。 

4. 以往的傳播研究注重媒介影響閱聽人的立即效果，使用與滿足則

重視媒介對閱聽人的長期影響。 

5. 以個人的角度去探討傳播媒介對閱聽人產生的效果，屬於功能性

的研究。 

（二） 使用與效果模式（Windahl，1981） 

Windahl 認為以往的使用與滿足模式並無法解釋完整的傳播過

程，因此他建議結合使用與滿足及媒介效果兩種研究，建構一個完

整的「使用與效果」傳播模式（圖 2-6），將使用與滿足列為整過傳

播過程的一個自變項。 

Windahl 的使用與效果模式，除了注重閱聽人的需求得到滿足

之外，也重視媒介內容產生的效果，總括地說，這個模式不同於傳

統的使用與效果模式，其本身具有以下三種特色： 

1. 引起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原因不僅僅是閱聽人的需求，包括閱聽人

內在或外在的個人特質、閱聽人對媒介內容的接觸、理解和期

望、外在的社會關係等，都是引起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可能原因。 

2. 結合使用與滿足理論與過去傳播研究以閱聽人為主動的觀點，認

為傳播者與閱聽人都具有發起傳播活動的主動性。



3. 媒介內容具有其他的影響力，閱聽人使用媒介可能獲得滿足，卻

也有可能受到媒介內容的影響。 

 

 

圖 2-6 使用與效果模式 

（資料來源：Windahl，1981） 

 

（三） McLeod & Becker（1981）模式 

McLeod & Becker（1981）也贊同Windahl所提出的將媒介使用

與媒介效果結合的主張，發展一個更完整的使用與滿足模式（圖

2-7），這個模式同樣具有三種特性：



1. McLeod & Becker認為傳播是一種動態的行為，因此模式也應該強

調出其中的動態關係，例如閱聽人的使用動機和媒介行為之間的

互動關係。 

2. 此模式將閱聽人使用媒介後的滿足與否視為一種「主觀的效果」，

另外媒介內容對於社會產生的影響則為「客觀效果」，McLeod & 

Becker認為這兩種效果都應該重視。 

3. 使用動機的產生因素不僅僅只有需求這個變項，當時的社會情境

及個人的社會背景，都有可能影響使用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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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cLeod & Becker，1981） 

的使用與滿足模式（Palmgreen et al，1985） 

播科技快速發達，傳統的使用與滿足模式以不足

新科技尋求滿足的過程。Palmgreen、Wenner & 

有使用與滿足研究架構，提出「媒介滿足的整合模

科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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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媒介滿足的整合模式 

（資料來源：Palmgreen et al，1985） 

此模式的重點有以下四點： 

1. 滿足是回饋性的。 

2. 需求具有不同的動機起源，也許是社會因素或者是心理動機，不

同的動機起源將導致不同的滿足效果。 

3. 滿足的獲得是在社會文化結構及個人特質的交互作用下產生。 

4. 媒介結構與科技內容也納入整個使用與滿足的研究中。



四、 使用與滿足理論在新傳播科技研究的應用 

使用與滿足理論過去大多是被用來研究閱聽人對於傳統媒介的

使用行為，包括閱聽人使用媒介的動機、目的與滿足三者之間的關

係，不過由於最近幾年新傳播科技快速的發展，許多研究者也開始嚐

試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探討閱聽人對於新科技的使用行為。 

McQuail（1994）認為新傳播科技對於閱聽人的影響最主要有以

下數個方面： 

（一） 新媒介發達造成閱聽人增加，但也因此不同媒體的閱聽人之間

更加分割和區隔。 

（二） 訊息來源、媒介、內容差別更大。 

（三） 閱聽人具有更大的選擇性和自主性。 

（四） 閱聽人的行為更具協商及互動性。 

（五） 接受的資訊更為國際化。 

（六） 傳播者和閱聽人的界限模糊，在傳播研究上閱聽人將難以計

算。 

（七） 媒介使用者之間的回饋及聯繫更為頻繁。 

新傳播科技和傳統媒介的功能差異甚大，閱聽人也因而產生新的

滿足形式，使用動機也更加多元化，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精神在於強調

閱聽人使用媒介的主動性，動機是促使閱聽人想要使用媒介最大的因

素，而動機的產生又源自於閱聽人的需求。Kaye（1998）在研究使用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WWW）的閱聽人時就發現閱聽人的

使用動機和上網時間有顯著的正相關。由於閱聽人選擇滿足的方式眾

多，媒介與媒介之間也具有競爭性。因此，一項新傳播科技的推廣就



必須與其他媒介競爭，以獲取閱聽人的青睞，而競爭的主要方式就是

深入瞭解閱聽大眾的需求，提供可以引發閱聽人高度使用動機的服務

內容，同時使閱聽人獲致滿足。 

由於數位電視節目尚未在台灣開始普遍播放，一般人對於數位電

視仍然相當陌生，所以目前並無法測量閱聽人使用數位電視之後的滿

足程度，國內的文獻對於數位電視的使用與滿足研究亦不太多。不過

由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與寬頻網路上的一些功能相互重疊，因此本論

文以下回顧一些對於傳統電視以及寬頻網路功能的相關研究作為參

考。 

McQuail（1994）研究電視的使用動機與滿足時，將閱聽人的動

機劃分為「資訊型」、「自我肯定型」、「社交互動型」以及「消遣解悶

型」，而 Sheizaf（1986）研究網際網路上的電子佈告欄（BBS）使用

者則發現閱聽人使用電子佈告欄的主要動機是「休閒」及「娛樂」，

其次是「實用」及「學習」。 

Yoo（1996）研究閱聽人對於網際網路的使用與滿足發現在「娛

樂」、「社交」、「獲得訊息」和「交易」四種需求中，「娛樂」方面的

滿足最為顯著。涂志豪（民 86）以政治大學及交通大學的學生作為研

究對象探討使用者對於網路媒介的依賴性因素，在「資訊需求」「休

閒娛樂」「媒介的吸引力」以及「打發時間」四個構面中，「資訊需求」

的動機最容易造成使用者對網路的依賴。 

從上面的文獻可以看出，閱聽人在使用傳統媒介與新科技的動機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不過由於新媒介的功能較為多元，因此閱聽人的

使用動機較具「功能性」與「工具性」，蔡珮（1995）的研究發現，



閱聽人不論是使用新媒介或是傳統媒介，都有「監督環境」「自我肯

定」與「社交」等動機，但是對於「消遣娛樂」的動機，在使用新媒

介的閱聽人中則不多見。 

近年來，由於新傳播科技的發達，使用與滿足理論不但廣泛地被

運用在新媒介閱聽人的研究上，同時在理論內容方面也有更進一步的

發展與改良。雖然以本研究的主題數位電視，並無法針對閱聽人使用

過後的「滿足」部分進行探究，不過在「使用」部分，包含閱聽人需

求及動機形成的研究面向皆為本研究引用的重點。 

第四節 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相關研究 

由於數位電視在台灣的發展速度緩慢，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的認

知及政策皆不甚瞭解，因此，學者針對閱聽人所進行的數位電視研究

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在回顧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相關文獻時，同時

也參考網際網路加值服務以及互動電視的相關研究。 

一、數位電視加值功能 

王明妤（民 89）研究新產品的功能性價值提出了 18 種數位電視

的功能，其中包括畫面比例，聲音畫質等電視機基本功能佔了十二

項，而加值功能僅有六種。最受閱聽人重視的加值功能是用戶端鎖碼

功能，顯示閱聽人希望能過濾掉不適合小孩收看的電視節目，而閱聽

人最不需要的功能是互動交易，可見網路商務的安全性仍然受到質

疑。而經濟部高畫質視訊推動小組（民 89）針對消費者進行閱聽人對

於數位電視相關產品的興趣、使用及購買意願的調查，也著重於閱聽

人對數位電視接取設備的價格所能接受的程度及購買興趣。 



張慧君（民 90b）的研究中整理出三十多種數位電視加值功能（圖

2-9），其中大多數與網路上的功能重疊，因此探討學者對於寬頻網路

功能的閱聽人研究也可收參考之效。 

 

圖 2-9 數位電視加值功能圖 

（資料來源：張慧君，民 90b） 

 

覃逸萍（民 89）考察美國數位電視發展的報告中認為數位電視大

部份的應用都和電腦或者是電腦網路關係密切，同時在結論中提到數

據傳輸（Data Casting）、網路傳播（Web Casting）、個人電視

（PersonalTV）、電子商務（E-Commerce）以及附加數位廣播服務是

數位電視最具潛力的應用。 



王如蘭（民 90）探討台灣數位地面廣播開播後，無線電視業者可

以提供的內容加值服務方向時，對無線電視公司提出六項建議中和加

值服務相關的有模組化的加值策略和針對網路特性進行加值服務規

劃兩項，具體的加值服務項目就是建立數位資料庫提供閱聽人查詢和

提供行動接收服務、隨選視訊以及上網功能。 

二、網際網路及互動電視加值功能 

梁定澎（民 90）以資料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針對寬頻網路的服務

需求以及經營策略作研究。在使用者對寬頻服務的需求程度方面，從

1759個樣本中發現遠端安全監控是閱聽人覺得最需要的服務，其次是

下載音樂歌曲、與數位電視服務。在使用意願方面，前三名是下載音

樂歌曲、隨選電視/電影、與寬頻資訊服務。而需求程度最低的前三名

是網路 KTV、寬頻互動式購物、視訊會議。使用意願最最低的也是網

路 KTV，其次是視訊會議與網路電台廣播。 

賴雅芹（民 91）研究台灣地區的互動電視產業結構發現，有線電

視業者和寬頻業者都正在積極投入互動電視市場，劉沛晴（民 92）探

討台灣有線電視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拓展方向時也對有線電視提出學

習、體育與遊戲等數位內容為主的加值服務是有線電視業者應該努力

推展的建議。不過雖然業者對於互動電視加值服務方面都有遠大的報

負和理想，也認為將來具有很大的商機，但是由於這項產業目前仍然

是處於一片陌生的市場，消費者的接受度仍不可測，因此業者初期仍

然是以收費方式推動隨選視訊服務為主。目前較積極投入的有線電視

媒體和寬頻業者有和信集團旗下的中嘉網路、東森集團所屬的東森超

媒體，以及年代與電訊盈科合資的年代電通以及中華電信。



三、小結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任 Negroponte（1995）認為未來

是一個位元資訊充斥的時代，所有的資訊都會轉換成位元的方式在網

路上傳送，傳送的速度不但快捷，距離也將無遠弗屆，在資訊、通訊、

娛樂傳播及消費電子各項領域聚合的趨勢下，「3C產業的整合」已經

不足以形容科技之間界線的模糊。 

本研究探討的數位電視加值功能，雖然與其他科技產業重疊性甚

高，不過也因此數位電視正扮演著一個聚合的角色，由第二節所探討

的創新傳播理論中對於新事物的特性，可以知道數位電視具有相當大

的優勢可以取代其他科技產業，而促使目標達成的努力方向，即正如

第三節所回顧的使用與滿足理論精神，提供可以閱聽人需求的服務項

目，以激發其使用動機，讓數位電視更加普及。 

第五節 國外數位電視加值服務發展現況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歐洲國家和北美地區運用網路經營互

動電視加值服務已經陷入一片熱潮，透過機上盒（STP)提供的加值

服務項目常見的有電子節目表，互動交易、付費電視、隨選視訊，電

傳視訊以及上網等（吳建興，民 91)。  



雖然因為數位電視的發展尚未成熟，目前各國數位電視進程仍然

處在頻道開播階段，不過歐規 DVB研發的家庭互動多媒體應用平台

（MHP)已經廣為世界各國所採用，MHP可以在衛星、有線、地面廣

播電視以及無線微波這些傳輸網路上提供視訊廣播和互動服務，各國

發展MHP的目標是將家庭平台標準化成為未來互動式多媒體應用開

放式中介軟體，是將來數位電視甚至其他資訊傳輸業者發展互動式加

值服務不可缺少的共同平台。 

一、 家庭互動多媒體應用平台（MHP)簡介 

家庭互動多媒體應用平台是一種中介軟體，屬於機上盒內作業系

統的上層，是應用程式介面和作業系統間的重要元素可以提供不同的

傳輸服務業者、設備供應商以及軟體業者所開發的各種應用獨立平台

的介面。 

家庭互動多媒體平台從 1996 年初開始發展，原本是是歐洲廣播

聯盟主持的計畫項目之一，不過 1998年起歐洲 DVB協會就已經開始

擬定DVB MHP為數位互動視訊廣播的開放標準，英國也正式將MHP

視為發展數位電視的一環，台灣五家無線電視台也達成使用 MHP作

為數位地面廣播應用程式的共同介面，同時知會數位電視機和機上盒

的製造商。 



二、 MHP的應用 

數位電視應用MHP將會帶來遠比類比電視系統更多樣的加值服

務和節目播放類型，而且在應用上將不會改變閱聽人收看電視的習

慣，以電視遙控器代替複雜的鍵盤，閱聽人很容易就可以選擇各類型

的數位電視加值服務，目前歐洲各國規劃及已推出的數位與互動電視

應用的項目如下(林志星，民91)。 

（一) 電視節目服務： 

電子節目單、全球各地氣象、未來氣象預測以及氣象歷史

資料查詢服務。 

（二) 生活實用服務： 

公共資訊廣播運用，例如飛機、火車時刻表、公共場所資

訊、即時新聞。 

（三) 電子商務服務 

金融交易、線上購物、互動廣告、賭馬。 

（四) 網際網路服務 

電子郵件、線上遊戲。 



三、 國外採用MHP現況 

家庭互動多媒體應用平台因為發展較早，在歐洲已經取得市場優

勢，即使在美國也獲得多家廠商青睞，推出以MHP為中介軟體標準

的應用產品（張慧君，民 91)。歐洲除了英國之外，芬蘭已經在2001

年 8月 27日完成數位電視廣播MHP播放；德國也積極投入MHP接

收情形的測試，兩家國營電視台 ARD和 ZDF已經可以使用衛星廣播

來作 MHP 的應用，德國 Bertelsmann 廣播集團已經發展出互動電玩

和家庭購物的機上盒雛型機。 

澳洲和亞洲的新加坡數位電視同樣採用 DVB-T 系統，因此也決

定採用MHP標準作為共同應用程式介面，韓國數位衛星廣播工會在

2001就已經有超過 100家公司開始將MHP加入衛星商業廣播系統，

2002 年 MHP 實際應用軟體上市，韓國 Alticast 公司所生產的 MHP

系統同時也外銷台灣。 

MHP 的應用廣泛同時逐漸獲得世界各國採用，使得美國也在密

切注意，美國有線電視實驗室就積極投入研究 DVB-MHP的共同應用

程式介面。 

四、 小結 



雖然歐洲數位電視執委會並沒有採取強制性的方式來制定標

準，不過MHP以其功能上的優勢獲得許多國家青睞，也因此各國對

於MHP推動的進程將會決定數位資訊傳輸的加值功能服務發展的速

度。台灣和世界同步，很快就確定採用MHP作為數位電視應用程式

介面，無線電視業者也相當重視數位電視加值服務可能帶來的商機，

只是目前在國內甚少有商家推出經營項目的情形下，國外的數位電視

加值服務也還在測試階段，因此台灣五家無線電視公司都還在持續觀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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