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節

導論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證券暨期貨市場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櫥窗，我國證券市場的集中交易制度
可追溯到民國 51 年 2 月 9 日，政府遷台後在 42 年推動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以發行土地實物債券，並將臺泥、臺紙、農林、工礦等四大公營事業的公司股票
搭配補償給地主，做為收購土地的補償代價。此項債券及股票連同政府前此發行
的愛國公債，開始在市面流通，代客買賣證券的行號應運而生，惟因其交易處所
過於分散，管理不易，市場積弊甚多。為能有效管理監督，於是就有設立集中的
交易市場--證券交易所之議，台灣證交券交易所（證交所）在 51 年 2 月 9 日正
式開業（證交所，2005）。
隨著證券市場的集中交易制度，傳播媒體報導證券交易新聞於焉產生，廣播
電視媒體部分，為服務投資大眾，也出現廣播電台播報即時股市交易行情之服務
，隨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在 51 年後陸續開播，及證券投資大眾逐漸增
加，三家無線電視台每日午間新聞播出當日交易行情，間或廣播電視媒體開設證
券投資分析節目，但由於主、客觀環境尚未成熟，並未有廣播電視財經頻道誕生
。
隨台灣政治、經濟情勢的演變，政府在 75 年宣布解除「黨禁」，77 年解除
了「報禁」，解除了限張、限制、限印的規定，82 年開放無線廣播電台申設，
也同時完成有線電視法的立法工作，台灣媒體進入百家爭鳴的時代，電視媒體也
由三家寡佔，進入多家競爭的時代，分眾化市場經營的概念逐漸誕生，由於權利
金與廣告營收成為提供有線電視內容之節目供應者主要財源，有固定財源之財經
節目便如雨後春筍般在各有線電視的頻道中佔據了相當數量。「非凡商業頻道」
在 82 年首開先河，成立第一家專門以財經節目為主要內容的頻道，其後幾年間
CASA、房金衛視、真相、華人商業、華爾街、恆生、惠普、財訊等頻道分別以
財經專業投入或轉型進入市場的競爭，東森 S 台、年代、Much 電視台先後推出
財經節目，主要均以股市分析解盤為主，間或也加入財經類新聞或其他理財節目
；截至 94 年 7 月底止，在行政院新聞局取得核發執照或許可的 143 個頻道中，
財經頻道數便達 15 個（如表 1-1）。
在國內所謂的財經頻道，並無統一定義；政府在衛星廣播電視法中，規定申
請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者（業界俗稱頻道商）
，應填寫營運計畫向主管機關（過
5

去主管機關為行政院新聞局，現在則更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提出申
請，在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含境外）許可申請（含換照）須知中，主管機關要求
申請者自填頻道屬性，業界通稱之「財經頻道」，通常指主要是以提供股市分析
解盤節目為主，輔以相關的財經、產業、金融資訊、其它投資理財工具資訊，以
及民生消費資訊等。財經頻道之所以呈現大量的股市分析解盤節目，主要是因為
股市每日交易，投資人所需要的相關資訊量非常大，各財經頻道也在市場的需求
下，積極提供各種分析解盤節目，以滿足投資人的需求。相較於財經領域的其它
產業、金融等相關資訊，提供股市分析解盤節目的比重雖然各家不一，但已幾乎
成了財經節目的代名詞。
根據觀察顯示，國外的投資理財節目並不如國內這般蓬勃發展；就其投資的
比例來說，國外的股市操作一般都偏向以法人為主，重視長期投資，而國內股市
交易法人部份比例較低，以散戶為主，以致於以股市理財方面為主的節目歷久不
衰，甚至在市場上有許多頻道專門經營有關股市解盤的節目。
財經頻道及相關新聞節目的製作，除了受到主管機關 NCC 及廣電三法等相
關法令規範之外，因其播出內容尚與證券及期貨等金融商品等財經議題相關，也
受到證期局及證券相關法令限制。民國 49 年 9 月經濟部正式成立證券管理委員
會，為管理及監督證券市場的主管機關。86 年 4 月 2 日證管會改制為「證券暨
期貨管理委員會」，93 年 7 月 1 日證期會再改列為「證券期貨局」，隸屬於行
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會］（台灣證券交易所，2005）。
財經頻道過去幾年間一直受到產官學界相當廣泛的質疑與討論，其主要原因
在於：與股市相關的投資顧問公司購買有線電視時段作節目（含廣告）以招攬會
員或拉抬特定股票，影響到金融市場安定，損及投資大眾權益，在龐大的市場需
求下，為數眾多的財經頻道便應運而生；但部分作法與證券市場管理及電視管理
法規相違，電視業者在法令規範與業務利益間遊走行之有年，間或傳出投顧公司
藉電視媒體的傳播力量散播不實消息，影響股市正常交易、損及投資大眾權益，
而證券管理主管機關也與媒體主管機關--新聞局加強管制強度，對違規者除由證
券暨期貨管理機關依證券暨期貨管理法規對播出之投顧公司或個人處分外，也由
行政院新聞局依衛星廣播電視法處分播出之頻道商。
94 年 7 月，新聞局依據「衛星電視法」對 88 年首次取得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執照業者進行 6 年到期的執照換發審查作業，結果於 7 月 31 日出爐，原有市場
存在的 15 個財經頻道除 4 家未到換照期外，僅有 4 家獲得換發（詳細資料詳見
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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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財經頻道設立及審查概況表
公 司 名 稱

頻道名稱

頻道屬性

審查結果

長城網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華人商業台

綜 合

准予換照

太空衛星電視城股份有限公司 CASA
非凡商業台
飛凡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非凡新聞台

財 經

不予換照

新台北邁視歐傳播股份有限公 華爾街財經台
司
恆生財經台

財 經
財 經

准予換照
不予換照
駁回

安利基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學者財經台

未送件
不予換照

真相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真相政經新聞網 綜合

未送件
不予換照

財 經

未到換照期

財 經

未送件
不予換照

運豐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運通財經台

財 經

未到換照期

萬商國際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財訊財經台

財 經

未到換照期

財經網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財經網

財 經

未到換照期

萬里達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企業

◎

准予換照

環球新聞財經台 綜 合

中華福報財經網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財經台

◎

准予換照

環視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財 經

備註

註：衛普財經台在審查換照前已結束營業，故未列於表內
資料來源：行政院新聞局（2005）
其中，學者財經台、真相政經新聞網及中華企業台均因本身未提出換照申請
，故不予換照；華爾街財經台不予換照之理由，除未落實營運計劃之外，另一個
重要的原因即為投顧公司經營時段過多，且節目廣告化，違反法律規定嚴重(新
聞局，2005)；而 CASA 除因營運能力無法通過考驗外，同樣亦因節目廣告化情
節嚴重，核處記錄過多而導致換照不通過。
新聞局 94 年的換照作業，雖然建立了部分財經頻道的退場機制，然對繼續
留在市場上競爭之財經頻道營運問題才正要展開。財經頻道脫離與投顧公司的節
目廣告掛勾的做法，從事媒體以提供資訊為內容重心的本職，是主管機關長期關
注的重點，也是國內財經頻道正常發展的方向。值此同時，回歸財經資訊的本質
，探究如何提供觀眾可信的財經資訊似已是財經頻道業界亟需探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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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在台灣地區一天有十五家衛星財經頻道，一天二十四小時播送，除了重播時
段，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一點鐘，資訊量不可謂不大。大多數的財經頻道所播送的
節目內容多與股市或投資相關的直接訊息，也就是所謂的「解盤」--解釋分析台
北股市盤面跳動的訊息，或影響台股走勢的因素解析；投資人固然有非常多的訊
息來源：參加會員、網路、報紙、雜誌……等，但電視的最大好處在於不用太費
力的在眾多資訊源中尋找，或在網路上「衝浪」，分析師提供了所有相關的資料
，說給閱聽人「聽」，是最方便簡易的資訊來源。
但在眾多頻道的眾多分析師中選擇，對觀眾而言畢竟也不是件容易的事；更
重要的是，電視所提供的資訊牽涉到金錢的往來，其中不免有不實或詐騙的資訊
夾雜其中。根據證期局（2005）網站所發佈的資料顯示，一般散戶（本國自然人
）在台灣集中市場成交金額比例從 1990 年的 96%逐年遞減，到 2005 年 7 月為止
，仍然維持在 68%的水準，交易人數 2004 年達 300 萬人，交易金額更超過 36
兆台幣，如此龐大的交易人口與交易金額，卻多倚賴品質良莠不齊的電視財經頻
道電視節目提供投資資訊來源，著實令人憂心。觀察國內財經頻道的內容可以發
現許多特殊之處，例如：
1. 內容種類的質與播出比例的量差距懸殊
財經領域涵蓋範圍廣闊，以財經資訊之種類來看，以每一種類之專業性而言
都可獨立成為一門學科；但國內大多數所謂財經頻道內容的提供僅止於「投資及
資本市場」中關於「股市投資」一項，與股市相關的其它衍生性金融商品的知識
及資訊都相當少，就內容種類而言缺乏多樣性。
2. 各頻道間節目跑帶狀況普遍
多家不同公司的不同頻道常有互相播出對方節目內容，亦即「跑帶」播出；
也有同一個分析師及節目名稱出現在不同頻道的狀況，即分析師購買兩家以上的
頻道時段，製作同一節目；例如：全球財經網週一至週五的「超越法人」節目，
在財訊財經台的週一至週五晚間 23:00 重播；中華財經台週一至週五晚間 21:00
「摩根理財通」節目，在全球財經台週一至週五晚間 22:00 重播。在不同頻道的
節目表上常可以很容易發現重覆的節目名稱，在觀看不同頻道的節目內容播出時
，也常可以看到同一個股市分析師在不同時段出現在不同頻道上，講著相同的節
目內容。
3. 內容尺度遊走於法律邊緣
8

雖然說是以節目方式呈現，但實際上播出的內容主要目的則為招攬觀眾成為
該股市分析師的會員，以致於常有「今天優惠」、「ｘｘ會員ｘ個月免費」的畫
面及術語出現；節目廣告化因此成為管理當局新聞局在管理上的重點。
另外，國內因過去政府法令所規範的方向使然，參與股市交易散戶的比例要
較國外高，提供散戶操作資訊的股市分析師如過江之鯽，許多專為提供這些投資
顧問分析師節目時段的衛星頻道因而得以生存，造成國內所謂的財經頻道事實上
只問解盤與提供股市交易「明牌」，而不問資訊正確與否；這成為股市解盤節目
的另一項弊端。
不僅投資人心中存有疑慮；NCC 及證期局也為其中可能存有的弊端也大費
周章，數次邀集媒體及業者公會開會商討如何降低投資人的資訊風險，對電視媒
體可能存在違反法規的部份也逐漸緊縮尺度，以期維護投資人的權益。這種種官
方作法雖能奏一時之效，畢竟無法完全免除投資市場中人為的操作風險，投資人
多少還是得具備判斷資訊的能力，以保障自身權益。
對電視觀眾而言，透過其它途徑而獲得評估電視財經資訊的標準，如「可信
度」，將可提升其評估電視財經資訊品質的能力。可惜目前並沒有管道可以幫助
電視觀眾建立此種標準，協助投資人評判電視財經資訊的可信度。
自製節目與新聞節目是財經台中品質較為優良的資訊區塊，一旦建立口碑後
，其影響力往往可以持久而深遠。然則電視台所提供的自製節目多以收視率為製
作依歸；過去對媒介可信度與媒介使用的調查發現，媒介使用與媒介可信度的相
關性並不強 (Rimmer & Weaver, 1987)，致使財經頻道動輒以收視率為製作方向
為參考依據的作法，是否符合可信度的評判標準亦受到質疑。
財經頻道如何能長久經營，並建立口碑，讓閱聽眾得以有優良的財經頻道可
選擇，實仰賴可信度及其參考量表的的建立，本研究之目的即在建構此項參考量
表，使得財經頻道業界在建立本身頻道可信度時，能有一可供遵循之標準；欲建
立財經頻道可信度之參考量表，則必先對可信度之內涵有所瞭解，並需能區辨其
重要性，從而方能建立參考量表；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臚列如下：
一、財經頻道可信度之內涵為何？有哪些面向？
二、可供評鑑財經頻道可信度之量表題項有哪些？其重要性為何？
三、根據財經頻道可信度指標之研究結論，對業界之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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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
一、探討財經頻道可信度之內涵及財經頻道可信度之面向。
二、提供可供評鑑財經頻道可信度量表之題項。
三、對財經頻道業界提出改進之建議。

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經確定研究問題後，首先整理可信度及財經領域相關文獻，討論財經
頻道可信度的相關研究，並擬定以德菲法做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期望經由傳播及
財經各界的專家學者群提供產業界及學界的看法，在意見達成一致後，建構出可
供財經頻道業界及觀眾能夠共同參考的指標，不但能改進財經頻道業界的生態，
也能讓觀眾能夠擁有判斷及參考的方向。
德菲法之深入瞭解將於第四章詳細說明，然考量專家學者團體於本研究有限
時間內無法詳盡瞭解可信度之內涵及各種面向因素，本研究擬使用修正式德菲法
進行研究；於第一階段問卷前，即進行文獻探討及資料整理，並對目前國內財經
頻道之現況進行前驅研究，在德菲法第一回合問卷時，即以整理過之條列式問卷
提供專家學者小組詢答。
另外，本研究除進行德菲研究之外，為深入瞭解參與研究之專家學者看法，
將於最後一回合問卷回收後，針對各類學者專家進行深度訪談，以期瞭解財經頻
道各面向及各量表題項之重要性，俾使本研究之結果能對財經頻道之業界提供有
效建議。
本研究之流程以圖 1- 1說明如下：

10

擬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文獻探討資料整理

財經頻道現況之前驅研究

建立財經頻道可信度概念

建立德菲法專家學者名單

建立資料檢測標準

設計第一回合研究問卷

進行問卷調查

意見一致

深度訪談

意見不一致

回收及分析問卷

整理問卷資料

整理研究結果

提出結論及建議
圖 1- 1：本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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