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討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服務的需求程度及

影響閱聽人使用數位電視意願的因素，首先將根據文獻部分及電視業

者的深度訪談，探討出無線電視業者有能力提供之數位電視加值功能

服務項目，再以這些項目作為主要變項，設計問卷進行調查。第一節

將根據第一章所提之研究目的與假設，提出本研究之架構；第二節則

是進行研究之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擬經由三個方向及步驟進行探討，圖 3-1所示即為本研究

之架構： 

一、 首先經由其他學者的研究中發掘數位電視所能提供的加值功

能，作為問卷設計的自變項。 

二、 經由訪問無線電視業者及專家，探究現階段無線電視台有能力

提供哪些數位電視服務項目，增加適合或剔除不適合之項目。 

三、 接著設計問卷進行消費者需求研究，探索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

新功能有何期望，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需求即為依

變項。 

四、 回收所有專業人員及消費者的問卷之後，經由資料統計分析探

得各種數位電視加值功能中，閱聽人最期望具備的項目，作為

電視事業公司數位化後的營運參考。



 

 
 
 
 
 
 

 

 

 
 
 
 
 
 

 
 
 
 
 
 
 

結論與建議部分 

1. 最有利之經營項目 

2. 數位化服務建議 

媒體策略部分 

1. 企業數位化能力 

2. 企業擬提供服務 

技術研究部分 

1. 數位電視技術 

2. 數位電視功能 

閱聽人需求部分 

1. 需求加值功能程度 

2. 使用數位電視意願 

圖 3-1「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之需求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設計 

一、 數位電視加值服務功能： 

由於我國數位化進度緩慢，目前仍舊處於硬體設備建構階

段，雖然在工研院經濟資訊中心（張慧君，民 90b）的研究中

提到數位電視的服務項目超過三十種之多，不過由於受限於頻

寬及技術尚未臻完善，因此這些服務項目並非每一項都是無線

電視台有能力可以經營的項目。 

王明妤（民 89）曾經針對台灣地區有能力購買數位電視的

民眾進行數位電視機功能性價值研究時，提出十八種數位電視

新服務功能，其中十二項是數位電視機及傳輸規格建構的基本

功能，不在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範圍，只有包括上網、多種字幕

語音、接收端鎖碼、電子節目單、影像電話及互動功能是屬於

無線電視台可決定是否提供或結合通信產業所能增加之服務。 

本研究參著上述兩位學者之研究及其他相關文獻，並以研

究者任職無線電視公司多年之觀察，評估無線電視業者有能力

提供的服務之後，暫定四大類二十八項數位電視加值功能項目

作為本研究問卷設計之變項，詳列於表 3-1，然而各變項仍須經

過與無線電視業者之深度訪談進行之後始能確定。



類  目 數位電視加值功能 類  目 數位電視加值功能 

線上購物 證件申請 

互動廣告 公文傳遞 

線上下單 居家保全 

隨選視訊 電子郵件 

網路 KTV 帳單寄送 

線上購票 用戶端鎖碼 

 

互動交易 

 

金融轉帳 

劇情選擇 視訊會議 

多重字幕 互動電玩 

多重語音 影像電話 

電子節目單 網際網路 

同步查詢 檔案下載 

政令公告 遠距教學 

 

公共資訊 

 

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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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數位電視加值功能服務項目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慧君，民 90b；王明妤，民 89） 

二、 無線電視業者訪談： 

由於國內數位電視發展仍然處於試播階段，加上數位電視規格剛

由歐規 DVB-T系統取代原先政府訂定的美規 ATSC系統，無線電視

公司如何規劃數位化之後的經營方式及其對於無線電視將來有能力

及意願提供的加值功能，研究者擬從業者的訪談中獲取參考資料，期



使本研究所選擇之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研究變項更加完整。本研究計

劃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訪問五家無線電視台負責數

位電視營運規劃及硬體設施架設的相關人員，找出無線電視所能提供

之新服務項目，作為第二階段閱聽人研究之變項。 

(一) 深度訪談法: 

訪談是調查收集資料的主要方法之一，當人的知識、意見和意

圖，很難甚至無法經由觀察或實驗的方式來獲得時，通常就會考慮利

用訪談法來收集資料，以作為研究之用。深度訪談法具有以下幾項特

徵:(Wimmer & Dominick，1994) 

1. 樣本數少。 

2. 受訪者可以針對問題提供詳細豐富的資訊。 

3. 訪談者可以觀察到受訪者的非語言反應。 

4. 訪談時間較久。 

5. 可根據每一位受訪者的特質設計適當的問卷。 

6. 訪談者和受訪者之間的互動會影響訪談的結果。 

Mishler（1986，轉引自胡幼慧，1996）也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

行動」，是受訪者與訪員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訪談的實施著重在受

訪者與訪員之間互動關係的達成，並不是將既有存在的客觀事實發掘

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的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深度訪談除了能夠很

快獲取大量資料之外，更能提供敏感性問題精確的回答。



(二) 深度訪談之對象： 

無線電視業者在面臨數位化的既定政策之後，大多在組織編制中

成立推動數位化之專責單位，各家電視公司所成立之單位名稱不一，

因此本研究大致上計劃訪談之對象為營運企劃研發單位負責人。此單

位為無線電視公司為因應數位化所成立之臨時任務編組，各家公司的

單位名稱不盡相同，受訪者名單及訪談日期如表 3-2。 

表 3-2 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 職  稱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袁 宗 哲 台視資訊部經理 92.5.1 經理辦公室 

林 志 星 台視工程部設備維護組主任 93.1.30 工程部辦公室

王 智 應 台視新聞部經理 93.1.10 經理辦公室 

蔡 國 裕 中視總管理師 92.8.21 總管理師室 

連 有 進 中視工程部經理 92.7.20 經理辦公室 

陳 繼 曄 華視工程部經理 92.7.21 經理辦公室 

黃 耀 德 華視策略發展部 92.7.21 策略發展部 

王 宗 弘 民視資訊部經理 92.7.23 經理辦公室 

林 哲 男 民視工程部經理 92.7.23 經理辦公室 

程 宗 明 公視研究發展部 93.1.11 研究發展部 

徐 秋 華 公視研究發展部 93.1.11 研究發展部 



(三)訪談大綱： 

為了解無線電視台對於數位化之後的營運方式，在進行訪談時，

首先訪問各家公司對於將來營運模式進行研發的企劃單位，本研究就

訪談問題與方向分為兩大項訪談主題，第一部分為加值功能服務之規

劃，第二部分為數位電視發展進程。 

1.加值功能服務之規劃  

(1) 無線電視數位化之後，電視公司擬推出之加值功能服務項目為

何？ 

(2) 無線電視數位化後，擬提供之數位電視加值功能服務之考量有哪

些？  

(2) 是否計劃與有線電視合作，推動更多的服務，項目為何？ 

(3) 數位電視所能提供之加值功能，無線電視台在技術方面較容易達

成為何？雖然困難亦有能力達成者為何？無法達成的有哪些？ 

(4) 需要與其他企業合作始能提供之服務有哪些，考量技術及經費後

是否仍值得提供？ 

2.數位電視發展進程 

(1)無線電視台數位化的進度為何?有沒有遇到的困難或瓶頸? 

(1) 對電視數位化的看法，有無普及數位電視之計畫？ 

(2) 在策略聯盟或轉投資方面有哪些已完成進展及計畫？



三、 閱聽人需求研究： 

本研究必須在完成第一階段之無線電視業者訪談之後，經過針對

所欲調查之數位電視加值功能項目進行增減修改後，始得以進入第二

階段的閱聽人調查。 

（一） 研究母體之選擇 

對於數位電視閱聽人之需求調查，原本應該以台灣地區所有電視

閱聽人為調查對象，不過由於數位電視在台灣的推展仍然是在初期階

段，一般民眾對於數位電視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功能還是相當陌生，王

明妤（民 89）的研究顯示，台灣地區一般民眾對於政府的數位化政

策瞭解較多的只佔 3.7%。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台北地區大學院校學生

作為研究母體，除了增加研究效度的考量之外，並有以下幾點原因。 

1. 大學生是使用網路最大的族群 

不論是採用歐規或美規，英、美兩國在數位電視發展初期，虧損

地相當嚴重，不過由於英國一開始採用 SDTV的規格，採收費方式並

提供加值功能服務，加上政府強力介入，整合無線電視傳輸系統，使

得通路、內容及服務水準很快的提昇，英國數位電視的收視戶成長相

當迅速（徐秋華，民 89）。基於英國的經驗，原本採用 HDTV規格而

難以提供其他加值功能服務的美國，許多觀察家開始提出付費電視與

數據廣播服務（Data Broadcasting Service），將比高畫質，多聲道環場

音效更能刺激消費者購買數位電視接收器，因此，未來數位電視除了

必須提供更高品質的數位電視之外，還必須有上網的功能，包括

Tribune、Gannett、Cox、McGraw Hill…..等十二家廣播集團，就計劃

共同籌組網路公司。



本研究擬作為調查項目的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目前大多數都可以

透過網際網路獲得該項功能服務，而根據蕃薯藤（民 88）的調查，

從網際網路發展開始，大學生就是使用網路最大的族群（戴怡君，民

88），因此也極有可能成為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潛在使用者。 

2. 大學生符合早期採用者的基本特質 

本研究主要是研究閱聽人對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之需求，亦即探

討數位電視加值功能中能夠吸引閱聽人使用的動機因素。大學生雖然

可能沒有能力購買數位電視，但是根據第二章文獻所探討之創新傳佈

理論的觀點，大學生具有成為家庭組織中對於採用新科技的變革策動

者及早期採用者的特質。由於數位電視的發展在台灣仍處於創新階

段，因此本研究選擇可能成為早期使用者的大學生探討其對於數位電

視加值功能之需求。 

本研究雖然將母體範圍縮小至台北地區的大學院校，但由於原本

就來自全國各地大學生業已經過聯考的篩選，相當接近隨機取樣的結

果，為了考量研究經費及抽樣的便利性，本研究乃將母體訂為台北地

區大學院校學生。 

（二） 研究變項 

經過第二章中對於數位電視功能的文獻分析以及第一階段的訪

談之後，本研究變項如下。 

1. 自變項 

無線電視台數位化之後提供之數位電視新加值功能服務項目。 

2. 依變項 

閱聽人使用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需求程度。



（三） 問卷設計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封閉式問卷，內容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1. 首先詢問受訪者對電視數位化相關訊息的瞭解程度，能夠接受的

數位電視機價格，藉此集中受訪者的注意力來思考是否購買數位

電視機的問題。 

2. 數位電視加值功能需求調查 

本部分的問題分為四大構面，二十八個子題，採用「立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的型式，詢問閱聽人數位電視若具備各子題中所列之

加值功能，會不會使其產生購買及使用數位電視的需求，分為極可能

會、應該會、或許會、不太會以及不會五個等級測量之。由於閱聽人

對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中有許多項目並未有實際接觸與瞭解，因此問

卷中對於數位電視加值功能的描述除了採用其專有名詞之外，仍必須

仔細描述其過程與註解，例如電子節目單則必須解釋可提供節目目錄

並預覽劇情之節目表。 

3. 受測者基本屬性 

此部份包括閱聽人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戶籍地、家中已經具

備幾種新科技或視聽器材，以及收看電視的時間等。 



（四） 抽樣 

1. 界定母體 

本研究之母體為台北地區大學院校學生，包含大學日、夜間部及

進修專班學生，但不包括技職體系的院校及專科學生，根據教育部（民

92）公佈的資料，台北縣市共有 22所公私立大學院校，710個系組，

大學日夜間部及進修部學生人數共計 199,445 人，其中男生人數

84,904人，女生有 112,541人，男女生比例約 4.3：5.7。 

2. 收集樣本 

抽樣之目的乃在於使用經濟有效之方法抽出一組具有代表性的

樣本，由於台北地區大學院校學生人數眾多，本研究採叢集抽樣方

式，步驟如下： 

（1） 首先根據教育部（民 92）公佈的資料，查得台北地區大學院校

學生之相關資料，共有 22所公私立大學，710個系組，學生人

數共計 199,445人。 

（2） 經考量經濟、人力與時間等因素下本次調查預估： 

a.信心水準設定為 95%，因此其信賴區間對應的標準誤差 Za/2為 1.96。 

b.可容忍誤差 B設定為 0.05。 



c.由於無法預測可能出現之或然率為何，因此本研究將參數 p設定為

最大值之 0.5。 

d.利用McClave＆Dietrich在 1979

 
 

求出最低樣本數為需要在 385個

大學院校的學生來自全省各地

就讀，因此在各科系的學生間，其

性。再者因為台北地區大學院校學

方式，以系組為抽樣元素（elemen

再以亂數表隨機抽出 10 個系組後

點，邀請受測者以團體自行填答方

（3） 經過亂數表抽出十個系組名

表 3-3 問卷調查

校       名 系      
國立政治大學 俄國語文學系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學系三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國立台北大學 法學學系三年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陸上運動學系

私立台北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私立真理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私立華梵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年提出的公式： 

 Za/2
2×p（1－p） 

B2
（引自：方世榮，民 88） 

以上。 

，經由大學入學考試進入不同科系

家庭及專長背景並沒有很高的同質

生數量龐大，本研究擬採叢集抽樣

t），對 710個系組分別予以編號，

，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各系組上課地

式填寫問卷。 

單及人數如下表： 

校系學生人數表 

級 男 女 合    計 
二年級 18 54 72 
級   62 11 73 
一年級 17 63 80 
級 25 46 71 
四年級 21 21 42 
一年級 20 42 62 
四年級 18 31 49 
四年級 53 19 72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一年級 13 47 60 
私立東吳大學 心理學系二年級   38 31 69 

合                        計 285 365 650 

 

（五）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採用 SPSS for Windows 8.0統計軟體，以描述性統

計方法針對受訪者基本資料、對數位電視的認知以及引發其使用數位

電視動機的加值服務項目之平均數、標準差進行統計分析。並使用相

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以驗證假設中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