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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電視節目閱聽人之使用與

滿足初探性研究 
－以好消息衛星電視台為例 

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勾勒基督教電視節目閱聽人之輪廓、探

討其社會及心理需求、收視動機、收視行為、收視滿足之現況以及影

響因素、進而了解基督教電視節目閱聽人之收視動機、收視行為、收

視滿足三者的關聯性並系統整理出宗教電視節目閱聽人之生活型

態，以此對宗教電視台經營者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之深度訪談法，針對 12 位不同收視頻率的基

督教電視節目閱聽人進行研究。結果發現一、個人特質與宗教信仰參

與度的確影響收視行為；二、宗教信仰參與度影響收視動機；三、收

視行為影響收視滿足；四、收視動機影響收視滿足；五、將收看好消

息頻道之基督徒的生活型態分為「好奇夏娃叛逆型」、「忙碌財主渴

慕型」、「馬利亞順服型」、「尼哥底母求知型」等四種類型。 

關鍵字：使用與滿足、生活型態、宗教電視節目、好消息衛

星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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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Audience of Christian TV 

Programs: A Study of Good TV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nts of Audience of 
Christian TV Programs and describe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Viewing Motivation, Viewing Behavior, and Viewing Gratification of the 
audiences of Christian TV Programs .In order to find any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ach aspect and systematic sort 
the lifestyle of Audience of Christian TV Programs. 

For this research, a Deep Interview was done in the 12 audience 
which have different viewing frequencies of Christian TV Programs. The 
followings are the conclusions: 1.Involving of religion and Personal 
Traits effect Viewing Behavior. 2. Involving of religion effect 3. Viewing 
Behavior effect Viewing Motivation of religion TV Programs.4. Viewing 
Motivation effect Viewing Gratification.5. To sort the Audience of 
Christian TV Programs as four style: “Inquisitive and Rebellious Eve”,” 
Busy and Thirsty Rich Person”,” Obedient Mary”, “Intellectual 
Nicodemus”. 

 

Keywords: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Christian TV Programs, 
Lifestyle, Goo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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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第32屆「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有鑒於「911事件」對世

界局勢的衝擊，人類文明發展可能出現脫軌的危機，角落貧窮與宗教狂熱的現象

更不容忽視，因此在安全、政治、商業和經濟之外，將宗教列為2002年年會議題，

來自全球40餘位具代表性的宗教領袖及學者，分別針對「什麼是今日世界所謂的

神聖？」、「從各種宗教角度，尋求人類共同的價值觀」、與「建構不同信仰間

的和平之橋」等三項主題，就人類社會目前面臨的挑戰，尋求新的解決方案，並

建立更和諧的互動關係（邱怡琳，2002；引自黃葳威，2003）。 

 2005年當來自全球兩百多個國家的四十萬名年輕教徒，聚集在德國天主教

聖地科隆參加第二十屆世界青年日的同時，在台北中正紀念堂一貫道世界總會號

召全球道親共襄盛舉的「國際萬人讀經大會考暨音樂晚會」（林育立，2005；謝

震南，2005）。一連串的宗教議題，讓人們開始注意到宗教對現代人的影響及宗

教傳播策略的發展。  

宗教頻道的蓬勃發展與整體社會文化有緊密扣連的關係，這股近年來在台灣

出現的宗教熱潮，呈現出一種群體生活下的共同文化現象，經由這種集體社會化

的實踐，有效面對社會結構轉型的挑戰，以新組合的宗教宣教模式，滿足人們生

存的最大利益、安全的保障（鄭明志，1999）。因此，宗教頻道的蓬勃發展，可

以視為宗教團體力量的展現，不同於以往人際傳播宣教或舉辦大型佈道會、法會               

最多數萬人參加的方式，隨著科技的發達進步，衛星電視、網際網路的相繼出現，

宗教也與新興傳播科技相結合，並試圖找出最適宜的傳播方式滿足信徒的需求。

對於傳播領域來說，宗教衛星頻道非營利的理念與經營、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以

及宣教的意念，使得宗教衛星頻道自成一個獨特環境。 

  當前台灣的衛星頻道中，宗教類型的頻道包括有慈濟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

頻道、法界弘光頻道、佛教衛星頻道、好消息頻道，前四者皆為佛教相關衛星頻

道，僅有好消息頻道屬於基督教衛星頻道。台灣目前有線電視的普及率超過

80%，可接觸的觀眾高達1800萬人，而好消息頻道已在台灣97%的有線電視上播

出。換言之，約有1700萬人能收看到好消息頻道，根據AC尼爾森2003年的資料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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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平均每月有300萬人（不同人次）在收看1。然而目前國內卻沒有任何學術研

究是針對基督教衛星電視節目閱聽人進行研究，此現象反映出當前國內對於宗教

傳播的忽略。 

宗教傳播此一議題於 1980 年間，在美國的學術界廣泛的被討論，學界主要

探討的議題就是社會、政治與宗教電視的精神性（Simonson, 1997）。反觀國內，

學界對於宗教性媒體的閱聽人研究相當貧乏。截至 2005 年 7 月止，國家圖書館

中以傳播、新聞、廣播電視、廣告等為系所查詢之關鍵字，傳播相關的碩士論文

計有 2927 篇，而其中實質與宗教傳播有關的研究僅有 10 篇。深究上述論文可發

現其研究角度多半從經營管理角度切入，著重產製面的研究，其中僅兩篇論文是

針對宗教電視節目之閱聽人進行研究。有此看來國內有關宗教傳播的文獻亟待累

積與探討。儘管上述兩篇宗教電視節目之閱聽人研究掀起新的樂章，但是由於其

研究方法是以量化問卷方式來進行僅能描述出宗教電視閱聽人之輪廓，因此激發

研究者奠基在其研究之上，以質化研究的方式對宗教電視閱聽人的心理層面運作

進一步的剖析  

  簡言之，當前全球正瀰漫在宗教狂熱的氛圍中，同時科技正不斷的改變傳統

的宗教傳播模式，台灣當然無法置外於這波浪潮，而國內對於宗教傳播的研究又

付之闕如，因此引發本研究從探討宗教電視節目閱聽人收視動機、行為以及滿足

三者出發並與生活型態理論結合，深入剖析宗教節目閱聽人。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近年來全球正瀰漫在宗教狂熱的氛圍中，同時科技正不斷的改變傳統的宗教

傳播模式，台灣當然無法置外於這波浪潮。國內的電視閱聽人使用與滿足或生活

型態研究雖有增加趨勢，但在宗教電視節目閱聽人方面的研究發展遲緩，相關文

獻亟待累積與探討。故本研究以使用與滿足理論及生活型態理論為架構，企圖了

解宗教電視台閱聽人的收視動機、收視行為及收視滿足，並歸納整理出其生活型

                                                 
1 〈GOOD TV 的全球化傳播〉，GOOD TV 好消息衛星電視台網站，http://www.goodtv.com.tw/，上網日期 20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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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同時，解釋閱聽人生活型態、收視動機、與收視行為及滿足的關聯性以及影

響之因素。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目的一：勾勒宗教電視台閱聽人之輪廓。 

目的二：探討宗教電視台閱聽人之社會及心理需求、收視動機、收視行為、收視

滿足之現況以及影響因素。  

目的三：探討宗教電視台閱聽人之收視動機、收視行為、收視滿足三者的關聯性。 

目的四：歸納整理宗教電視台閱聽人的生活型態。 

目的六：豐富國內宗教傳播研究之視野。 

目的五：針對宗教電視台經營者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發展出研究問題如下： 

問題一：宗教電視台閱聽人之基本人口變項以及宗教參與程度為何？ 

問題二：宗教電視台閱聽人的收視行為、動機與滿足為何？ 

問題三：宗教電視台閱聽人的收視行為、動機與滿足三者之關聯性為何？ 

問題四：宗教電視台閱聽人的生活型態為何？ 

第四節  研究流程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說明本研究的研究步驟如下，首先從全

球局勢之宗教熱潮興起，國內宗教傳播研究現況陳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進而

發展出研究問題；其次，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使用與滿足」及「生活型態」相關

理論；第三，建立研究架構；第四，決定研究方法；第五，依據研究架構、文獻

以及相關研究之量化問卷發展出訪談大綱；第六，尋找研究對象對其進行深度訪

談以蒐集資料；第七，進行資料分析與整理；第八陳述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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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 

 

 
 
 
 
 
 
 
 
 
 
 

研究動機、目的以及問題 

對研究對象進行深度訪談 

決定研究方法 

發展訪談大綱 

建立研究架構 

文獻探討 

資料分析與整理 

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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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以探討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第一節探討生活型態理論；第

二節探討使用與滿足理論；第三節探討媒體使用動機及行為與個人特質及生活型

態。 

第一節 生活型態理論 

「生活型態」(lifestyle)的觀念導源於心理學與社會學，指的是個人特定的生

活模式。其理論基礎係源於 Kelly(1991) 的『個人認知結構理論』(Theory of 

Personal Construct)，認為生活型態主要是用來解釋一個人如何建構其內心世界，

以及環境改變時個人如何隨之改變內心世界（引自陳君儀，2003）。 

自 1960 年代以來，由於生活型態理論能解釋人口統計變項無法解釋的行

為，了解消費者對產品購買的態度及購買的決策過程，不僅在行銷領域中成為消

費者行為研究的重要變項；在媒介使用者的行為研究上，也已成為另一種描述、

預測媒介使用、消費的研究途徑。生活型態的核心概念認為人們的生活是依據他

們的活動、興趣與意見而有不同的型態（吳芬滿，2000）。以媒體的層面而言 ，

生活型態的劃分可提供業者進行市場區隔並檢視市場定位，對媒體的節目策略、

屬性、時段編排及內容規劃均有所助益。 

由上述內容可知，「生活型態」一詞包含多向度的意涵，從內在的心理認知，

到外在的行為趨向都是生活型態的一種面向；舉凡藝術鑑賞、衣食住行的選擇乃

至電視節目的選擇都是生活型態的一種呈現。生活型態乃認知、態度、價值觀、

心理特質、意見、興趣、選擇和外顯行為等綜合而成的體系，也因此生活型態難

以明確定義。本節將從不同觀點探討生活型態的理論內涵與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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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活型態之定義 

生活型態理論緣起於個人認知架構理論，認為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認知模

式，會因應個人生活環境和情境而不斷修正（林文綺，1994）。因此，生活型態

便是個人認知模式的一個具體呈現。Lazer(1963)認為生活型態是一種系統概念，

是某一社會或其中某一群體在生活上所具有的特徵，這些特徵足以顯現出該群體

與其他社會群體的不同，並且具體地表現在動態的生活模式中，乃是由文化、價

值觀、資源、法律等力量所造成的結果。這樣的結果也可以從人們如何分配自己

的生活資源對來觀察。 

Andreasen (1987/1991) 指出生活型態是一社會科學之觀念，它是個人或一個

群體獨特行為的組合，生活型態亦可視為時間的分配問題，即在有限的時間資源

下，不同群體的人們如何分配有限的時間；這種分配方式，可進一步做為推論人

們消費型態的基礎。Engel, Blackwell & Kollat (1993) 則加入了人們對金錢的分配

為考量因素，認為生活型態為人們生活與花費時間及金錢的型態。許士軍（1988）

也指出生活型態是一個人整體生活的模態(Pattern)，包括其態度、信念、意見、

期望、畏懼甚至偏見等特質，也反映在他本身對於時間、精力及金錢的支配上。

Kotler(1997)則認為生活型態是一個人生活在世上的型態，表現在一個人的活動、

興趣與意見等三個構面。 

綜合上述可知，生活型態是一種外在生活資源的分配，外在生活資源包含所

花費的時間、金錢與精力，此外在許士軍（1988）的定義中更可以發現，外在生

活資源的分配是反應其內在價值信仰的判斷，Kotler(1997)的定義中也指出是生活

型態是態度、興趣與意見的一種表現型式，可以瞭解到生活型態包含了內在價值

信仰與外在生活資源的分配。而生活型態的研究是企圖找出每個人生活型態之共

同構面，區分出不同類型的族群，以瞭解該族群並進一步預測其可能的行為，所

以可以說是找出群體間外顯行為與行動的指標。由於生活型態應用廣泛，因此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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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立場與研究目的則有不同的定義。 

本研究欲了解基督徒的生活型態和媒體使用動機與滿足的關聯，因此目的在

於尋找基督徒的共同生活型態構面，因此將從其內在價值信仰與外在生活資源的

分配作為區隔基督徒生活型態的指標。將生活型態的定義為「基督徒整體的宗教

生活模態，包含其內在的信仰價值、人格特質，反映在對生活資源的分配上」。 

(二) 生活型態之構面與衡量 

    由生活型態的定義可知，生活型態是認知、態度、價值觀、心理特質、意見、

興趣、選擇和外顯行為等綜合而成的體系。生活型態可藉由價值層面、態度層面

與行動層此三個層面來研究。價值層面包括個人對物質、道德美學、生活品質、

精神生活的觀點；態度層面則是個人經由學習得來的行動傾向，常為個人對他 

人或事物的評價；行動層面則是態度經由不同形式的行動而付諸實行，可直接觀

察到的外在行為（Johansson & Thomas, 1994）。Hustand & pessmier(1974)便分別從

「態度」與「活動」兩方面測量生活型態（引自羅聿廷，2002）。而這些構面可

以用目前最普遍的AIO生活型態構面加以整合。 

    AIO生活型態構面包含活動、興趣及意見。Reynolds & Darden(1974)認為活動

(activity)，是一種可觀察的外顯行為，可由測量人們如何運用時間在外顯行動上

來測量；興趣（interest），是對某些事、物、話題感到興奮的程度，而且對這些

事的注意力持續一段期間。興趣是表示個人對某一事物，在情感上的喜好與優先

順序，故興趣是有方向性（好或惡），是有選擇性的；意見（opinion），乃一個人

對某種刺激情境下之某些問題的口頭或文字的回答，它被用來敘述其解釋、期望

與評價，例如他人的意圖、未來事件的預期、替代方案的評價；亦即人們對於自

己以及周遭世界的看法。 

在生活型態的研究方法上，學者Hradil(1987) 認為生活型態乃經研究者「抽

象化」的某一社會群體之典型行為方式。依其分類，生活型態不是某一社會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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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或社會位置的附屬，而是某一特定的「生活型態族群」貫穿不同的階級、

階層或社會位置(引自孫治本，2001)。由此可知，生活型態的測量除了可以全面

性架構涵蓋社會中所有群體，亦可針對某一特殊群體的特徵作衡量。 

Wind & Green(1974)即指出，生活型態的衡量可以兩種方向進行，一為針對

一般生活型態的衡量，另一為針對特定生活型態的衡量。前者主要著眼於廣泛的

去暸解消費者日常的個人活動、興趣、意見等生活全貌，藉以找出共同的價值，

並將有類似行為與觀念的消費者歸為一類，這種一般性的生活型態研究可以全面

的了解社會上的消費者類型，可作為行銷時區隔市場的初步工具；後者，著眼於

消費者針對特定產品設計問題，在進行此類研究時，通常會以部份一般化生活型

態的題組再加上一些針對主題產品的問題，組合成一份問卷（Engel, Kollat & 

Blackwell, 1993；別蓮蒂，2000）。 

    綜上所述，生活型態衡量面向的建構，可依據一個完整的分類架構適用於所

有研究對象，亦可將某一特殊群體之行為抽象化為分類的特徵。本研究欲探討的

是基督徒的生活型態與媒體使用動機與滿足的關聯，有其特殊性。因此採用特殊

化的生活型態分類方式，針對基督徒的宗教參與度並配合其基本人口變項、媒體

使用動機、行為及滿足等面向歸納整理基督徒的生活型態。 

(三) 生活型態與閱聽人研究的結合 

傳統媒介閱聽人的概念因經濟的發展使得它的意義及所代表的內涵起了變

化，由早期文化層面的意義和政治發展下「公眾」的意義，轉而修正成為一種「市

場」的新概念(McQuail, 1983/2001)，因此媒體使用行為的研究可視為一種消費行

為的研究。由消費者研究而發展出來的生活型態研究概念也逐漸應用在傳播研究

中。在閱聽人的生活型態與媒介使用的關係上，Kline(1971)曾提出下圖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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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生活型態與媒介使用關係 

資料來源：”Media Time Budgeting as a Function of Demographics and 
style ”by F.G.Kline,1971,Journalism Quarterly, 48, p.56. 

在 Kline(1971)的模式中可看出，閱聽人的生活型態是決定他如何使用媒介

的中介變項，雖然生活型態也會受到人口變項的影響，但生活型態更直接地決定

了媒介使用的情形。Greenberg(1974)也認為，不同團體成員會依其不同的需要及

興趣來使用媒介的節目或內容，因此每一種生活型態的觀眾群，其媒介暴露量、

內容選擇都有差異，所以在進行閱聽人研究時，找出特定的觀眾群，進行市場區

隔乃為研究人員必要的工作。 

從上述我們可以瞭解不同生活型態的人由於興趣、態度與需求的不同，會產

生不同的使用動機，進而影響其使用媒介的行為，因此在進行媒介閱聽人研究時

會將生活型態視為是媒體閱聽眾區隔的變因。 

最早利用生活型態研究析論媒介使用行為的研究是 Wilson & Tigert(1966)針

對家庭婦女生活型態進行研究，探討生活型態、雜誌閱讀與產品消費的情形，結

果證明生活型態與雜誌閱讀行為之間有顯著的差異性（引自彭佳琪，1999）。從

此以後，生活型態的理論基礎即成了研究閱聽人行為的重要變項之一。Donohew,  

Palmgreen & Rayburn(1987)從生活型態的角度來分析閱聽人媒介使用的社會和

心理因素。Bass,Pessemier& Tigerts (1969)以 300 個生活型態的陳述句來調查全

人口統計變項 媒介使用 

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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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00 位電視觀眾，研究結果發現，屬於傳統保守型的電視觀眾較偏好喜劇節

目，而創新時髦型的觀眾則較愛看脫口秀（Talk Show）節目。Villani(1975)研究

家庭婦女的生活型態與收看電視行為時發現，在解釋閱聽人看電視的行為時，生

活型態變項加上人格特性變項所能解釋的變異量，要比人口變項(包括年齡、教

育、家庭大小及收入四項)高出十六倍的解釋能力。而國內生活型態應用在傳播

領域的相關研究起源於 1980 年左右，胡哲生（1981）與馬濟華（1982）利用商

學市場區隔的角度探討生活型態與電視節目選擇偏好的關聯性。 

在生活型態影響電視節目收視行為的研究方面，宋同慶（1984）發現生活型

態的確影響電視觀賞行為（包括節目、觀賞頻率和時間、涉入程度、決策過程及

觀賞情況等）。而蔡淑芬（1989）則對電視新聞性節目觀賞者生活型態進行研究，

探討生活型態、節目的評估準則及收視行為之間的關係。陳宏毅（1992）也以台

中市十五歲以上的國民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生活型態變數與電視觀賞行為

具有相關性；其後，田文彬（1995）也針對台中地區民眾的有線電視的收視行為

作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生活型態與收視行為及節目選擇偏好有顯著相關性。 

在生活型態與閱報偏好與行為的研究方面，徐萱齡（1998）發現生活型態影

響閱聽人購閱報行為、廖翔毅（2003）對自我概念和生活型態與報紙使用動機和

內容之間的關連性進行研究，發現生活型態對於報紙閱讀動機和內容的解釋能力

均優於自我統合。宋思齊（1999）探討台灣地區報紙市場生活型態的區隔，發現

不同生活型態的族群在閱報頻率、份數、內容與品牌皆有顯著差異。李胤儀（2002）

研究電子報閱聽人生活型態與閱讀行為的關係，結果發現生活型態對應到電子報

使用行為，可以對閱讀時間、閱讀方式與閱讀動機做出區隔。 

而生活型態應用於廣播電台的研究有吳芬滿（2000）以網路廣播電台閱聽人

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生活型態、收聽動機與收聽行為之關聯性。此外，生活型態

亦被應用在電影閱聽人研究上（杜榮瑞，1978、彭佳琪，1999 、王東昇，2001、



 19

陳正勳，2003）以及表演藝術觀眾研究上（林義郎，1984、李雙燕 1988、陳亞

萍，2000）。 

由上述整理可以發現早期的研究將多以媒介種類為研究單位，例如：廣播、

電視、報紙……等。而近期的研究開始以單一種類中的特定電台或頻道進行研

究，尤其是在非營利與小眾電視台上有更多的著墨。 

在非營利電視台方面，陳君儀（2003）便探討公共電視閱聽大眾之生活型態

集群、人口統計變數、收視行為、收視動機與收視滿意程度之間的關聯性。該研

究將公視閱聽人分為五個集群，分別命名為「玩樂自我型」、「前瞻自信型」、

「嚴謹保守型」、「傳統家居型」及「摩登創意型」。研究發現不同生活型態的

公視閱聽人，其收視動機有顯著差異；部分收視行為會因為生活型態集群不同而

有顯著差異。 

在宗教電視台方面，畢盈（2002）調查臺灣地區佛教信眾的電視宗教頻道的

收視行為，在生活型態方面利用佛教信眾參與佛教活動時間、從事義（志）工時

間、年齡、教育程度與職業等變項，與媒體使用動機、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

進行多變量分析。研究發現佛教信眾參與佛教活動的時間越多，媒體的使用動機

就越強，顯示了佛教信眾參與活動的時間越多，需求佛教相關資訊的慾望也就越

強烈。因此，媒體使用動機也跟著強化。 

  茲將國內應用生活型態理論研究媒介使用行為的實證研究之領域與結論整

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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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應用生活型態理論研究媒介使用行為的實證研究 
一、生活型態理論應用於電視閱聽人之研究 
研究者及年份 結論 

宋同慶（1984） 發現生活型態的確影響電視觀賞行為。 
蔡淑芬（1989） 電視新聞性節目觀賞者之生活型態與節目評估準則及收視行

為有關。 
陳宏毅（1992） 生活型態變數與電視觀賞行為具有相關性。 
田文彬（1995） 有線電視的閱聽人其生活型態與收視行為及節目選擇偏好有

顯著相關性。 
二、生活型態理論應用於報紙閱聽人之研究 
徐萱齡（1998） 生活型態的確影響閱聽人購閱報行為。 
廖翔毅（2003） 生活型態對於報紙閱讀動機和內容的解釋能力均優於自我統

合。 
宋思齊（1999） 不同生活型態的族群在閱報頻率、份數、內容與品牌皆有顯著

差異。 
李胤儀（2002） 生活型態對應到電子報使用行為，可以對閱讀時間、閱讀方式

與閱讀動機做出區隔。 
三、生活型態理論應用於廣播閱聽人之研究 
吳芬滿（2000） 網路廣播電台閱聽人其生活型態、收聽動機與收聽行為確有關

聯。 

四、生活型態理論應用於非營利電視台閱聽人之研究 

陳君儀（2003） 不同生活型態的公視閱聽人，其收視動機有顯著差異；部分收

視行為會因為生活型態集群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五、生活型態理論應用於宗教電視台閱聽人之研究 
畢盈（2002） 佛教信眾參與佛教活動的時間越多，媒體的使用動機就越強，

顯示了佛教信眾參與活動的時間越多，需求佛教相關資訊的慾

望也就越強烈。因此，媒體使用動機也跟著強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上所述，生活型態已被視為解釋閱聽人媒體使用行為的基礎變項，而運用

範圍包羅萬象，包含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媒介；網路廣播、電子報等新興

媒介；甚至是表演藝術都在研究範圍中。雖然以研究之媒介種類越來越多，但是

研究的內容則越來越聚焦於電視台或節目類型。因此，本研究將研究範疇聚焦於

基督教衛星電視台，而研究對象則鎖定閱聽眾中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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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使用與滿足理論 

「使用與滿足」(use and gratification )此一研究取徑，在 1974 年由 Blumer

及 Katz 所編著的《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滿足研究新觀點》一書問世後，即奠

定它的學術地位，並引領一股嶄新的研究取向（林東泰，1999）。 

  「使用與滿足」之定義為：閱聽人來自社會和心理的需求，因而產生對大眾

媒體或其他來源的期待，而引發不同型式的媒體使用或其他活動的參與，因之導

致需求的滿足和其他結果。目的在於解釋人們如何使用媒體滿足其需求，探討閱

聽人使用媒體行為的動機。更進一步，析論媒體之需求、動機與行為三者之關聯

及其所產生之功能或結果（Katz, Blumler & Gurevitch, 1974）。可見「使用與滿足」

著重閱聽人角色的主動權及主動性，認為閱聽人有目的地參與並由反映期望的傳

播替代方案中選擇媒體或訊息。這些期望來自個人的特質、社會背景及人際互

動。閱聽人有能力作主觀的選擇、詮釋與主動的行為（Rubin,1994）。 

使用與滿足研究可說經歷了四個發展時期：（1）初步印象描述，（2）嘗試

分類，並建立概念變項的操作化，（3）嘗試解釋，（4）系統化理論的建立（ Jensen& 

Rosengren,1990；引自翁秀琪，1996）。 

(一) 「現象描述期」：1940~1950 

此時期的研究在於對閱聽人所選擇媒介內容的形式作簡單的現象描述。採用

開放式問卷歸納閱聽人自我陳述的媒介使用動機，其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討閱

聽人是如何使用媒介，或是分析某些特定的媒介、媒介內容具有什麼功能，閱聽

人從中可獲得何種滿足。然而並未探究與閱聽人使用動機相關的社會及心理需

求；亦未探討不同媒介功能之間的相關性。（Katz et al., 1974；Ruggiero, 2000；

翁秀琪，1996）。Berelson(1949)藉由紐約派報生大罷工時，紐約市讀者的心理

反應，回溯調查有報可看時的讀報動機，為此時期的著名研究。Wolfe & Fi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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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針對兒童閱讀連環漫畫的動機與滿足也做了相似的研究。另外，Suchman

（1942）則是對收聽廣播古典音樂節目之動機做研究。 

早期的使用與滿足研究強調閱聽人自我報告，加上在研究上也傾向行為主義

及個人探究，卻忽略了這些人是否具有代表性且理論連貫性較低；亦沒有探究滿

足與心理或社會需求之間的關連（McQuail,1994；Ruggiero,2000）。儘管這些早

期的描述式研究有概念及方法學上的缺失，然而這些嘗試卻是為未來的媒體使用

與滿足研究發扎根，（Palmgreen et al., 1985）。 

(二) 「變向操作期」：1950-1970 

受 Lazarsfeld 所帶動的邏輯時證論的影響，使用與滿足研究者與心理學者跨領

域的整合，開始大量研究人與媒體的互動並修正上一階段的研究方法。許多研究

者開始探討閱聽人的心理及社會屬性，並以量化方式將研究變項予以操作化定

義，試圖歸納閱聽人的媒介使用動機（Ruggiero, 2000）。此外，學者也企圖對

媒體所提供的滿足做分類。Wright(1960)就修正補充 Lasswell(1948)指出媒體的四

功能：守望、聯繫、社會化、娛樂，凸顯媒體與個人互動的功能性（引自翁秀琪，

1996）。 

此時期的使用與滿足研究強調個人屬性、社會或心理的整合程度，主要探討

個人屬性，和媒體暴露型態（如媒介暴露的時間、偏好的媒介內容以及所使用的

媒介類型等等）的關連性，並使用統計分析的方式，將影響媒介使用的社會、心

理因素加以分析。 

(三) 「解釋期」：1970-1980 

  由於許多實證資料的累積，使用與滿足理論至此以漸漸成熟，研究者企圖將

閱聽人使用媒介的現象與使用的動機加以連結。開始致力於解釋閱聽人的社會背

景、媒介使用型態與動機、期望的關聯性媒介使用動機及滿足程度的研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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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方式也更有系統。此時期的重要里程碑莫過於Katz, Blumler & 

Gurevitch(1974)為使用與滿足理論提出了五個基本假設：（1）閱聽人是主動的，

而且是有目的的使用傳播媒體；（2）閱聽人根據自己的需求來選擇媒體和傳播內

容，他們主動將需求的滿足與媒體的選擇連結起來；（3）大眾傳播只是滿足需求

的途徑之一；（4）閱聽人明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什麼，並且能將他們的使用動機

與需求說出來；（5）此研究取向不做大眾傳播文化意義的價值判斷。英國學者

Blumler(1979)亦提出「主動的閱聽人」（Active Audience）的概念，而所謂的「主

動」可以涵蓋四個面向（翁秀琪，1996）： 

（1）功利性（Utility）：若資訊對閱聽人有用，則他們會爭取。 

（2）意向性（Intentionality）：人們受以往動機的影響，來選擇、使用媒介。 

（3）選擇性（Selectivity）：人的媒介行為實受以往的興趣與嗜好左右。 

（4）不輕易受影響。 

隨著假設的提出，使用與滿足理論的研究架構也於此成形，一是以「需求」

為出發點，歸納閱聽人的需求，並連接動機與使用媒介的型態，有系統的整理影

響閱聽人使用媒介的社會及心理需求；二是以「滿足」為出發點，將研究所觀察

到的滿足，利用回溯的方式，重新建立滿足的型態及使用媒介的社會、心理因素

（Katz et al., 1974；Palmgreen, 1984）。 

Rubin(1984)認為此一時期使用與滿足理論有三個研究目標：其一，了解個

人如何使用大眾傳播媒體來滿足需求；其二，了解個人媒介行為的動機背景；其

三，測知不同的需要、動機與傳播行為，三者所產生的媒介功能與結果。 

從上述文獻看來，可以瞭解到使用與滿足理論一方面具有濃厚的功能論色

彩，認為人們尋求訊息是為了滿足需求，以維持心理結果平衡；一方面也表現出

理性與個人主義，即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需求，知道使用何種媒介來滿足（翁秀

琪，1997；蕭銘鈞，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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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統化理論期」：1980-1990 

  此時期主要在建立正式理論與測試（Palmgreen et al.,1985）。學者開始整合

之前的許多研究成果，進行理論的修正與建構工作。例如Windahl(1981) 認為與

其強調傳統媒介效果與使用與滿足之間的差異，結合兩者間的相似處將更有利於

理論的擴展，因而提出了「使用與效果模式」。除此之外，為了提高理論的效度，

也有一些學者試圖找出整體架構中的決定性預測因素。Wenner(1986)發現當動機

與滿足同時放入使用與滿足模式中來探討時，滿足程度比使用動機更能預測節目

依賴與收視程度（Ruggiero,2000）。Dobos(1992)則根據過往學者提出的使用與滿

足的模式，試圖釐清動機與滿足對組織中媒介選擇行為的影響，結果發現動機並

不能影響媒介選擇行為，反而是滿足程度最能預測組織成員如何選擇媒介。   

Trevino & Webster (1992) 指出傳統媒介，尤其是無線電視，提供了大量且同

質的內容訊息。而像是直播衛星與有線電視等新媒介，這因與其大量的頻道數目

有關，會呈現出較多元的內容。如此一來，這些大量增多的內容選擇，會使得已

區隔化後的閱聽大眾在選擇節目的行動上更為積極。 

歸納整理後可發現此時期，使用與滿足學派學者正有系統地進行下列工作

（Rubin,1994；Ruggiero,2000；Palmgreen,1984）：（1）連結媒體使用動機與媒

體態度和行為；（2）跨媒體、內容的動機比較–這些研究對於不同媒體是否有

效迎合需求與需要，提供了比較式的分析；（3）檢驗媒體使用時的社會與心理

狀態–了解一些因素（諸如：生活態度、生活方式、人格特質等）如何影響媒體

行為；（4）分析滿足尋求與獲得之間的關係–如 Palmgreen & Rayburn 研究閱

聽人的動機如何被滿足、執行，並發展「期望–價值模式」；（5）評估背景變

項、動機與媒體暴露的變化如何影響結果；（6）考量測量與分析動機的方式，

包括信度及效度；（7）綜合使用與滿足和媒體效果這兩個研究傳統（引自游智

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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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90 以後的新趨勢 

  90 年代以來，許多學者皆針對「使用與滿足」研究提出新的看。McQuail(1994) 

指出：個人的「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與「心理傾向」（Psychological 

Intention）兩者會影響到媒介使用的嗜好，以及對媒介能提供利益的信仰和期

望，如此會形成特定的媒介選擇及使用行為，並經過下列的評估過程：媒介使用

經驗所得到的價值、可能在其他領域中所得的經驗、與社會活動所獲得的利益。

Ruggiero(2000)指出大部分的「使用與滿足」理論學者都同意受新傳播科技的影

響，主動性與閱聽人是使用與滿足研究中不可分割的兩大研究重心。媒介的發展

已從大眾產製和大眾消費的商品轉變成為區隔化和專業化的饗宴。因此，在新傳

播科技互動性增加和強調個人化的特性下，所謂的個人特質、社會臨場感和人際

關係之間的重要性，就逐漸被「使用與滿足」理論學者來大量探討。 

除了研究方向受傳播科技興起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有學者以

質化的使用與滿足來替代量化使用與滿足。Ruggiero(2000)便認為傳播學者應該

積極大量的將質化研究的方法運用在使用與滿足的研究上。沈文英（1996）認為，

傳統媒體正面臨新科技的衝擊，在使用與滿足的研究上如果沿用慣性的結果模

式，將會引起非常大的爭議。承襲這股風潮，Schaefer& Avery(1933)便在其對閱

聽人收看電視秀的研究中結合量化的問卷調查語質化的深度訪談。Massey (1995)

則在其對地震災害期間閱聽人媒體使用的質化研究中注入使用與滿足的概念

（Ruggiero,2000）。 

  由此可發現對新傳播科技的研究以及特定分眾媒體的研究是目前的趨勢，同

時也將傳統運用量化取向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注入質化取向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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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使用與滿足」研究發展時期及精要 
時期 「使用與滿足」之研究精要 
1940~1950 現象描述期 
 

對閱聽人所選擇媒介內容的形式作簡單的現象描

述。採用開放式問卷歸納閱聽人自我陳述的媒介使

用動機，其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討閱聽人是如何

使用媒介，或是分析某些特定的媒介、媒介內容具

有什麼功能，閱聽人從中可獲得何種滿足。 
1950-1970 變向操作期 
 

開始探討閱聽人的心理及社會屬性，並以量化方式

將研究變項予以操作化定義，試圖歸納閱聽人的媒

介使用動機。學者也企圖對媒體所提供的滿足做分

類。 
1970-1980 解釋期 
 

使用與滿足理論提出了五個基本假設及「主動的閱

聽人」的概念被提出。使用與滿足理論的研究架構

也於此成形，以「需求」或「滿足」為出發點，或

以「滿足」為出發點。 
1980-1990 系統化理論期 
 

學者有系統地連結媒體使用動機與媒體態度和行

為；進行跨媒體、內容的動機比較；檢驗媒體使用

時的社會與心理狀態；分析滿足尋求與獲得之間的

關係；評估背景變項、動機與媒體暴露的變化如何

影響結果；考量測量與分析動機的方式，包括信度

及效度；綜合使用與滿足和媒體效果這兩個研究傳

統。 
1990 以後的新趨勢 
 

新傳播科技的研究以及特定分眾媒體的研究是目前

的趨勢，同時也將傳統運用量化取向的使用與滿足

研究注入質化取向的概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文獻可看出「媒體使用與滿足」理論的核心概念，是從個人社會及心

理的「需求」開始發展，為了滿足這些需求而產生個人對大眾媒體或其他來源的

「動機」及「使用」，進而產生成「使後的滿足」。不同時期的研究皆圍繞此一，

概念的各個環節做更進一步的析論。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不同生活形態的宗教

衛星電視型態的閱聽眾的動機、收視情形與滿足的關連性，皆下來針對其中各變

項間的文獻做更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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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媒體使用動機及行為與個人特質及生活型態 

(六) 媒體使用動機 

依據 Katz et al.(1974)的說法，媒體收看動機係源自社會及心理的需求，產生

對大眾傳播媒體或其他來源的期望。從心理學來看，瞭解人們為什麼要做一些事

情的原因，就是動機概念的核心（Blick & Kermit,1984）；Green, Beatty, & 

Arkin(1984)更正式地將動機界定為能夠激發、引導行為，並且使行為持續的推論

性內在歷程（引自高尚仁，1996）。張春興（1994）認為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

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促使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行的內在作用，可以作為解釋外

顯行為的原因。因此所謂動機研究即是在找出人們行為的原因。其目的是為了要

瞭解和預測個體的行為，因此將之應用在傳播領域是相當重要的，對於節目供應

者而言，要製播新的節目，必須先瞭解閱聽人的需要與需求，方能使其獲得滿足，

也就是說節目供應者必須找出閱聽人的需求及收視動機。 

在研究人類行為的動機上，許多學者將動機分為兩種類別，即生理性動機和

心理性動機。前者指的是個體身體上生理變化而產生內在需求，從而引起行為上

的動機，如原始性動機(如飢、渴、性)；後者是指引起個體各種行為的內在心理

原因，如好奇動機、成就動機、親和動機以及權力動機，而社會科學中研究動機

理論的學者，主要限於人類的心理動機（葉和滿，2002）。而心理性動機又可分

為兩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好奇動機包含好奇、探索與操弄等，三種較為原始的驅

力；此層次的心理性動機雖已跳脫原始，但仍不含社會性的意義。第二層次的動

機則完全是經學習獲得的並與他人有關，具有社會意義。人類特有的成就動機與

親和動機均屬之。 

上述多元且複雜的人類動機，使得研究動機所發展出的理論也相當分歧，但

仍可從不同的說法中整理出幾個探討動機的脈絡（張春興，1993；高尚仁，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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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與傳播研究結合。   

在 Katz et al.(1974)的觀點中認為閱聽人是基於社會及心理的需求，對大眾傳

播媒體或其他來源產生了期望，因而暴露在不同的媒介或參與其他活動，造成了

需求的滿足（McQuail, 1994）。本研究藉由對社會學及心理學中的動機理論的探

討，在進一步析論閱聽人的媒介使用動機。 

1. 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人類的動機因可預期獲得特定的結果而被獎勵，而其強度則耑視此一行動結

果對於個人的重要程度，當人們從事某項努力時，因期待更高的回饋，則有更高

的動力去執行，這也是期望理論之基本假定（Vroom,1964）。此理論對於動機歷

程的分析有頗大的貢獻，因為它說明了個人對努力至表現、表現至酬賞的一個思

考歷程（引自陳君儀，2002）。此派理論與 Palmgreen &Rayburn（1985）的「媒

介滿足的尋求與獲得」的期望值模式相呼應。該模式所依循的核心概念即為：經

驗確定的信念與價值觀將形塑人的態度。亦即媒介使用可經由「對媒介所提供利

益的感知」以及「這些利益對個別閱聽人的不同價值」這兩項因素的組合來加以

說明。也就是說調查者可以向閱聽眾提問，瞭解他們如何評價每種屬性以及是否

傾向使用某種特定的內容或媒介。 

McQuail(1994)認為此模式中的媒體「滿足」即所謂媒體所提供的酬賞。許

多關於閱聽人對媒介使用動機的理論皆認為，過去的使用經驗將使得閱聽人會期

待也預期媒體所提供的酬賞，這些酬賞是個人評估媒體與過去使用相同媒體所經

歷過的滿足。閱聽人可以藉由「收視行為」或是「媒體所提供的內容」來獲得前

述的「酬賞」，這樣的酬賞能夠讓閱聽人之後的媒介選擇有所依循。因此當閱聽

人使用媒體所獲得的滿意程度（GO）明顯的高於所尋求的滿足（GS）時，閱聽

人就會投入高度的注意力並花費更多的時間於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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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Palmgreen 與 Rayburn（1985）的「期待-價值模式」 

資料來源：Denis McQuail 著，陳芸芸、劉慧雯 譯，2000，《最新大眾傳播理

論》，韋伯文化，台北市。 
 

2. 需求層次理論（need-hierarchy theory） 

Maslow(1954) 認為人的一生，隨著成長會產生不同的需求。他更強調人類

所有的行為係由「需求」(need)所引起，各種動機是彼此相關連的，各種動機間

關係的變化與個體生長發展的社會環境具有密切關係。同時，他將人類的需求分

為五個層次，由下至上分別為生理需求、安全需求、愛與隸屬需求、自尊需求及

自我實現需求，當最基本的需求滿足了，較高一層的需求將隨之而生（張春興、

林清山，1992）。更重要的是 Maslow(1971)晚年在著作的修訂版本中提出更高

層次的「靈性需求」，強調第六層次是「超越個人需求協助他人達到自我實現的

機會」的需求。追求的是利他和自我超越的生活目標（引自賈馥茗，1991）。由

於人們會利用各種不同的途徑來滿足這些不同層次的需求，當然媒體使用也是途

徑之一。 

Bantz(1982)認為探討媒體使用動機的研究取向，可分為下列四種：（1）比

較不同媒體的使用動機，例如比較「報紙」、「雜誌」、「電視」及「收音機」

的閱聽動機；（2）研究某一種媒介的使用動，例如研究「電視」的收看動機；

（3）研究某種節目類型的收看動機，例如研究「電視新聞」的收看動機；（4）

探討某個特定節目的收看動機，例如探討電視影集「根」的收看動機。本研究是

信念 

評價 

所尋求的滿足(GS) 媒體使用 所獲得的滿足(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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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閱聽眾收看宗教衛星電視台的動機與滿足，屬於 Bantz 所分之第三類針對某

種類型節目收看動機的研究。以下就以電視節目收看動機與滿足之相關研究作探

討。 

關於媒介使用動機的研究，最早首推 Berelson(1949)針對 1954 年紐約報業罷

工期間，對於閱報行為的研究。其後，McQuail, Blumler & Brown(1972)在英國

Leeds 探討居民收看電視益智猜謎節目的動機，將動機分成四種類型：(1) 收集

資訊：包含了解社會及世界、監督環境、尋求建議、滿足好奇心及興趣、學習等

等功能；(2)社會互動：包含幫尋求歸屬感、各種友誼的社交活動、將看電視當

作現實生活中朋友替代品等動機；(3)娛樂解悶：包含放鬆心情、打發時間、情

緒宣洩、逃避問題、消磨時間和鬆弛精神等動機；(4)尋求個人認同：包含價值

觀、行為上的認同等動機（林東泰，2002）。Katz et al. (1974) 也有類似的看法，

認為收看電視的動機可分四類：（1）認知（情報、知識）；（2）情意（情緒、

娛樂）；（3）整合（地位、信心）；（4）接觸（關連或避免關連）。而 Greenberg(1974)

發現兒童收看電視的動機依重要程度區分為：習慣、打發時間、為了作伴、尋求

刺激、學習、放鬆心情以及忘卻現實生活。Rubin(1981)接續 Greenberg 的研究概

念，研究電視的收視行為、態度及節目選擇偏好的關係，歸納出九項收看動機，

包含：消磨時間、為了作伴、尋求刺激與興奮、為了收看某些特定的節目、放鬆

心情、吸收資訊及學習、逃避現實、娛樂及和朋友家人一起看。再方面，Palmgreen 

& Rayburn(1979)也利用 Greenberg (1974)的動機量表，研究公共電視的收視動

機，結果發現收看公共電視的動機包括：學習、放鬆心情、傳播有用性、忘掉煩

惱、打發時間、作伴以及娛樂。至於人們收看與公眾議題有關的電視節目動機為：

知曉學習、有參與感、覺得有影響力、尋求刺激、忘卻煩惱及緊張、消除寂寞。

（Hohstetter & Buss, 1981）。Wenner(1982)研究觀眾收看新聞性節目的動機與滿

足之比較，將動機分別為（1）守望環境、（2）娛樂、（3）人際交流、（4）社

交互動等（引自林東泰，2002）。而 Rayburn et al. (1984)同樣對新聞性節目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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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動機調查，也有類似的發現，其動機包含：（1）守望政治環境：觀眾欲獲得

可靠消息及了解政治議題對自身的影響、（2）人際交流、（3）娛樂。Babrow(1982)

及 Sonia(1988)分別針對學生及一般觀眾收看肥皂劇的動機做研究。二個研究結

果非常類似，其收視動機為逃避/放鬆、排解寂寞、娛樂/享受、打發時間、習慣、

社會互動等因素。在收看宗教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方面，Abelman(1987)以因素

分析法將 22 個動機問題分為六個面向，包含（1）追求進步、（2）資訊尋求、

（3）娛樂、（4）信仰、（5）習慣、（6）逃避。 

反觀國內，1970 年代開始有學者對媒體使用動機進行相關研究，其研究對

象從一般閱聽眾開始，逐漸以年齡層、職業別作為研究對象的區分；而對研究的

電視媒體也囊括了無線、有線及非營利電視台。使得國內受眾的媒體使用動機，

在多方探索下逐漸清晰。 

一般不分類型電視節目收視動機研究方面：廣電基金（2001）針對觀眾不分

節目類型的收視動機做研究，依據收視動機之強弱順序分別為：「喜歡戲劇情

節」、「節目主題」、「打發時間」、「想知道世界大事」、「符合興趣」、「新

聞報導詳實」、「節目資訊多元化」、「因為家人看我也看」、「喜歡特定人物」、

「尋找娛樂」、「尋求資訊及新知識」等。陳以瑚（1982）對台北市民收看電視

動機進行研究，發現其收看電視之動機依強度排序為：「為了獲得消息及學習新

事物」、「為了看某些特定的節目」、「為了娛樂」「為了放鬆心情」、「藉著

看電視陪伴家人或朋友」、「為了打發時間」、「因為看電視是我的一種習慣」、

「為了使自己不覺得孤單」、「為了忘卻現實生活」、「為了找刺激」。 

在新聞類型節目的動機研究方面：杜麗芳（1984）在「台灣地區民眾收看電

視新聞與氣象報告的動機與行為之研究」中指出主要動機是「為了知道時事新

聞」，其次是「對自己有幫助」、「替代報紙」、「尋求刺激」、「陪家人朋友」。

王小惠（1990）在「青少年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主動性及收看程度三者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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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中指出其青少年的動機評價依序為「想要知道世界大事」、「想要知道

天氣」、「獲得體育消息」、「想要了解國家大事」及「多了解與生活有關的資

訊」等。劉貞秀（1995）在其論文「有線電視新聞類型節目的使用與滿足研究」

中指出，民眾在收看有線電視新聞節目的使用動機以「資訊型動機」最為強烈其

他依序為「逃避型動機」、「娛樂型動機」、「溝通型動機」與「學習型動機」

共五類。游進忠（1996）對「台北市民眾收看有線電視新聞的動機與滿足」進行

研究，發現其使用動機可分為「資訊探索」、「逸樂消遣」、「政治守望」、「人

際效用」、「替代式社會互動」等五項。而李君順（2003）在「民眾政治參與與

新聞性談話節目收視動機、行為關聯性研究」中則發現尚有「替代性參與型」、

「欣賞偶像型」兩種動機因素。 

在體育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方面：李淑珍（1994）、林世昆（1997）及張家

榮（2004）皆對台北市大學生收看體育電視節目的動機與行為進行相關研究中。

三篇研究的收視動機相似度極高，皆包含「比賽吸引人」、「豐富休閒生活」、

「滿足個人偏好」、「消遣娛樂」、「人際互動」，等五大構面。而林世昆（1997）

則發現了「為了學習運動知識與技能」的第六購面。而三篇研究收視動機的強弱

排序部分則略有不同。 

在收看電視連續劇的動機研究方面：任玉（1972）研究家庭主婦收看電視連

續劇的動機，發現台灣的家庭主婦收看連續劇的動機有「消遣」、「娛樂」、「獲

得日常生活問題的參考與指導」。 

在收看財經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方面：張莉萍（1999）在其論文「台北市民

眾對有線電視財經節目使用滿足與回饋型態之相關分析」中，將大眾對有線電視

財經節目的使用動機歸納為「資訊搜索型動機」、「娛樂消遣型動機」、「人際

互動型動機」及「學習理財型」動機。在四種動機型態中，受訪者主要以「學習

理財動機」強度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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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看農業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方面：陳昭郎（1991）對農民收看農業電視

節目行為進行研究，將農民收視的動機歸為「社會參與性」動機、「知識消息性」

動機及「休閒娛樂性」動機等三項，而其中農民收視動機以獲得新消息、學習新

事物為主。張婷媛（1991）在「台灣地區農民收看農業電視節目之相關因素探討」

一文中也有類似的發現。 

在收看公共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方面：陳君儀（2003）的研究，將公視收視

動機分為「吸收新知」、「生活娛樂」、「學習」、「放鬆心情」、「打發時間」、

「忘掉煩惱」、「對特定內容感到興趣」、「不小心轉到」等八項。 

在收看宗教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方面：Abelman(1987)認為收看電視動機可

分為工具性與儀式性。許多宗教節目的閱聽人是有目的與選擇性的資訊搜尋者，

閱聽人若是宗教信仰強烈，那麼收看宗教電視節目就近似於參與宗教儀式；而儀

式性的宗教閱聽人對於宗教信仰與所使用的媒介有強烈的關連。畢盈（2002），

則依照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強烈程度分別「可以從不同的角度來看待事

情」、「可以更加了解佛教文化」、「很快知道佛教團體的消息」、「可以在生

活作息的空檔觀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佛教頻道的節目適合全家觀看」、「看

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我忘卻煩惱」、「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想要觀賞的節

目」、「沒有其他事可作的時候會觀賞佛教頻道」、「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表現

形式與風格」、「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樂的感受」、「佛教頻道的節

目不會穿插廣告」、「想要比較佛教頻道與其他頻道節目有何不同」。收視動機

題組經過因素分析後發現，主要可分為「資訊需求」與「休閒娛樂」兩個面向。 

而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強度依序為，本次研究調查

中，選擇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選項中，「能夠積極的面

對生命」、「希望得到心靈的平靜」、「佛教頻道的節目提供了豐富的宗教氣氛」、

「比參加地方道場活動方便」、「將節目從頭到尾看完是很重要的」、「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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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該宗教團體」、「節目內容可以作為家人、朋友間的討論話題」、「為了讓

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良好」、「由於參加了佛教活動而收看佛教頻道」、「家人

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

以收看該佛教頻道」、「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社會互動性收視

動機題組經過因素分析後，可以分析出「心靈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關係」兩

個面向。 

表 2.3 國內媒體使用動機相關研究 
一、不分類型電視節目收視動機研究 
研究者及年份 結論 

廣電基金

（1999） 
收視動機之強弱順序分別為：喜歡戲劇情節、節目主題、打發

時間、想知道世界大事、符合興趣、新聞報導詳實、節目資訊

多元化、因為家人看我也看、喜歡特定人物、尋找娛樂、尋求

資訊及新知識等。 
陳以瑚（1982） 台北市民收看電視之動機依強度排序為：為了獲得消息及學習

新事物、為了看某些特定的節目、為了娛樂、為了放鬆心情、

藉著看電視陪伴家人或朋友、為了打發時間、因為看電視是我

的一種習慣、為了使自己不覺得孤單、為了忘卻現實生活、為

了找刺激，並發現生活型態的確影響電視觀賞行為。 
二、新聞類型節目的動機研究 
杜麗芳（1984） 台灣地區民眾收看電視新聞與氣象報告的主要動機是為了知道

時事新聞，其次是對自己有幫助、替代報紙、尋求刺激、陪家

人朋友。 
王小惠（1990） 青少年的動機評價依序為「想要知道世界大事」、「想要知道天

氣」、「獲得體育消息」、「想要了解國家大事」及「多了解與生

活有關的資訊」等。 
劉貞秀（1995） 民眾在收看有線電視新聞節目的使用動機以「資訊型動機」最

為強烈其他依序為「逃避型動機」、「娛樂型動機」、「溝通型動

機」與「學習型動機」共五類。 
游進忠（1996） 台北市民眾收看有線電視新發現其使用動機可分為「資訊探

索」、「逸樂消遣」、「政治守望」、「人際效用」、「替代式社會互

動」等五項。 
李君順（2003） 民眾政治參與與新聞性談話節目收視動機發現有「替代性參與

型」、「欣賞偶像型」兩種動機因素。 
三、體育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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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淑珍（1994） 台北市大學生收看體育電視節目的動機包含「比賽吸引人」、「豐

富休閒生活」、「滿足個人偏好」、「消遣娛樂」、「人際互動」。而

林世昆（1997）則發現了「為了學習運動知識與技能」的第六

購面。而三篇研究收視動機的強弱排序部分則略有不同。 
林世昆（1997） 台北市大學生收看體育電視節目的動機包含「比賽吸引人」、「豐

富休閒生活」、「滿足個人偏好」、「消遣娛樂」、「人際互動」、「為

了學習運動知識與技能」。 
張家榮（2004） 台北市大學生收看體育電視節目的動機包含「比賽吸引人」、「滿

足個人偏好」、「豐富生活」、「人際互動與個人需求」及「休閒

消遣」。 
四、電視連續劇的動機研究 
任玉（1972） 台灣的家庭主婦收看連續劇的動機有「消遣」、「娛樂」、「獲得

日常生活問題的參考與指導」。 
五、財經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 
張莉萍（1999） 台北市民眾對有線電視財經節目的使用動機歸納為「資訊搜索

型動機」、「娛樂消遣型動機」、「人際互動型動機」及「學習理

財型」動機。在四種動機型態中，受訪者主要以「學習理財動

機」強度最強。 
六、農業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 
陳昭郎（1991） 農民收視的動機為「社會參與性」動機、「知識消息性」動機及

「休閒娛樂性」動機。 
張婷媛（1991） 農民收看農業電視節目的動機, 可分為「社會參與性」、「知識消

息性」、「休閒娛樂性」等因素類型。 
七、非營利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 
陳君儀（2003） 民眾收看公視收視動機分為「吸收新知」、「生活娛樂」、「學習」、

「放鬆心情」、「打發時間」、「忘掉煩惱」、「對特定內容感到興

趣」、「不小心轉到」等八項。 
八、宗教電視節目的動機研究 
畢盈（2002） 信徒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動機強烈程度分別「可以從不同的角

度來看待事情」、「可以更加了解佛教文化」、「很快知道佛教團

體的消息」、「可以在生活作息的空檔觀賞我愛看的佛教節目」、

「佛教頻道的節目適合全家觀看」、「看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讓

我忘卻煩惱」、「佛教頻道可以提供自己想要觀賞的節目」、「沒

有其他事可作的時候會觀賞佛教頻道」、「喜歡佛教頻道節目的

表現形式與風格」、「佛教頻道的節目可以產生休閒娛樂的感

受」、「佛教頻道的節目不會穿插廣告」、「想要比較佛教頻道與

其他頻道節目有何不同」。收視動機題組經過因素分析後發現，

主要可分為「資訊需求」與「休閒娛樂」兩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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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收看電視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強度依序

為，「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希望得到心靈的平靜」、「佛教頻

道的節目提供了豐富的宗教氣氛」、「比參加地方道場活動方

便」、「將節目從頭到尾看完是很重要的」、「因為我支持該宗教

團體」、「節目內容可以作為家人、朋友間的討論話題」、「為了

讓自己與佛教團體互動良好」、「由於參加了佛教活動而收看佛

教頻道」、「家人收看佛教頻道，所以跟著一起觀賞佛教頻道」、

「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以收看該佛教頻道」、「由於工

作上的需要而收看佛教頻道」。社會互動性收視動機題組經過因

素分析後，可以分析出「心靈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關係」

兩個面向。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觀上述國內外文獻，可發現，國內外收看電視之動機類似，這或許是由於

國內研究受國外研究影響極大，多是採用國外已有的動機項目的緣故。同時，也

可發現國內文獻中收看電視動機大部分都包含了「資訊探索」、「個人認同」、

「人際效用」、「逸樂消遣」等面向。雖然文獻收視動機的構面部分雷同，但仍

漸漸有新的構面在發展中。在所有對收視動機研究的文獻中，以研究新聞類型節

目為大宗，電視新聞節目之收看動機皆以「守望環境」、「資訊蒐集」最高。體

育電視節目則以「比賽吸引人」之動機最高。財經節目則以「學習理財型動機」

最強。農業電視節目則以「獲取新消息，學習新事務」為主。宗教電視節目則以

「可以從不同的角度來看待事情」及「能夠積極的面對生命」較高。 

(七) 個人特質與收視動機及收視行為 

「使用與滿足」的學者認為，閱聽人在媒介使用的動機上會受到個人特質、

社會屬性以及閱聽人對其環境的主觀反應與適應所影響（Blumler, 1979）。李君

順（2003）發現閱聽人因性別、年齡、學歷、婚姻、收入、職業、政黨傾向、戶

籍行政區之不同，在收視新聞性談話節目的使用動機、行為上都出現顯著差異。

沈文英（1997）針對空大學生對媒體使用動機研究發現性別、年齡、婚姻、職業

或收入方面，在媒體使用動機上皆有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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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番等人（1986）在研究台灣地區民眾傳播行為時發現，大部分變項的個

人基本特質（年齡、居住區、教育程度、經濟力、性別、居住區實際情況和籍貫），

都與接觸媒介的需求顯著相關。研究中所列舉的需要共計十二項包含：尋找快

樂、打發時間、和家人朋友共享閱讀或欣賞的樂趣、瞭解地方事項、尋求解決困

難的辦法、尋求購物的參考資料、增加與人談話的資料、間接與社會接觸、增加

新知見聞、滿足好奇心、了解別人對各種事物的看法、知道國家和世界大事。而

個人基本特質中的年齡、居住區、教育程度與經濟力和十一項呈顯著相關；其次

顯著的是性別、居住區實際情況，各與八項需要呈顯著相關﹔關係較少的是籍

貫，只與四項需要呈顯著相關。由此可見，動機和個人特質是呈互動的關係。 

在性別方面與收視動機，許多研究結果顯示性別的確會影響電視的收看動

機。Rubin(1979)發現，青少女收看電視為「作伴」的動機比青少年強。Gantz(1981)

發現男性與女性在體育運動節目的收看動機上相當不同。而國內研究普遍顯示男

性的「資料蒐集」動機較高；而女性則偏向「娛樂」、「溝通」、「學習」等動

機（鄭瑞城、曠湘霞，1983；劉貞秀，1995；王小惠，1990）。畢盈（2002）也

發現男性與女性的佛教信眾所收看的宗教頻道節目是有差異，男性有較強的「資

訊搜索型動機」。無論研究結果如何，皆可發現大部分研究認為性別對電視收視

動機的確有相當程度的影響。此外在性別與收視行為方面，整體而言男生通常比

女生花多半小時在新聞節目上（Atkins&Elwood,1978；Egan,1978；Rosengren &  

Windahl,1989；Flemming & Weber ,1982）。不過在電視財經節上性別不同對於

目的收視頻率和時間則無顯著差異存在（張莉萍，1999）。另外，在電視內容之

偏好上也有顯著差異，男性收看體育運動節目及新聞體育報導的時間多於女性。

男性較喜愛「新聞、體育節目」，女性則愛看「連續劇和婦女節目」（鄭瑞城、

曠湘霞，1983）。此外整體而言女性比男性收看電視的時間多(Weaver, Wilhoit & 

DeBock, 1980)。 

在年齡與收視動機方面，年齡可以代表個人的生活週期(Lifecycle)，也能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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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個人收視經驗、收視習慣的累積，同時還能反映具有時代意義的社會價值觀。

Greenberg(1974)對兒童進行研究，發現年齡與每項動機都呈顯著相關，研究結論

指出，年齡是「唯一與所有收看動機關係一致的人口學變項」。在「個人需求與

媒介使用」的比較研究中發現，年齡是最能預測需求強度的變項，年齡愈大，需

求強度愈弱(Weaver, Wilhoit & DeBock, 1980)。Rubin(1977)發現電視收看動機在

「逃避」、「打發時間」、「尋求刺激」及「陪伴家人朋友」等四類動機與年齡

成負相關。在國內研究方面，陳以瑚（1982）發現成年人的「守望環境」、「尋

求資訊」的動機較高，但是退休後的年長者則不同，是以「為了使自己不孤單」

的動機較強。在宗教電視頻道研究上也有類似發現，佛教信眾中年齡越長者，其

「社會互動性」動機越強（畢盈，2002）。這也許是因為年長者子女不在身邊，

因此看電視是為了作伴。而游進忠（1996）研究指出，年齡在「資訊探索」及「娛

樂消遣」兩項收視動機，呈現顯著差異。另外，畢盈（2002）指出年齡的確影響

佛教信眾所收看的宗教頻道節目的動機，顯示了年齡越長的佛教信眾，對於佛教

的「資訊需求」與「心靈安定」需求亦趨於強烈。漆敬堯（1974）的研究中顯示

看不看新聞氣象和性別、籍貫、教育程度、經濟狀況、職業等五項個人特質有關，

但和年齡無關。 

在年齡與收視行為方面，國外許多研究發現，未成年人口中電視新聞的使用

頻率有隨著年齡增加而遞增的趨勢；然而在成人收看電視新聞的時間方面，則是

年紀越大的收看時間較少，顯示中老年的觀眾收看電視新聞的時間比青少年觀眾

少（Greenberg,1974；Atkins& Elwood,1978；Rubin, 1979；Pristua, 1979）。國內

文獻則有不同的發現，劉貞秀（1995）研究指出，有線電視新聞節目的收看程度，

在成人中年齡愈大，其收看時間愈長。在佛教新聞節目上也得到相同的結論，即

收看新聞報導節目人口比例最高的為 51 歲以上的年齡層（畢盈，2002）。不過

也有學者指出收看電視新聞之程度與年齡則無關（漆敬堯，1974；李瞻，1978）。 

在宗教節目上發現越年輕的越不喜歡收看電視禮拜的節目（Welch, Joh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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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grim,1990）。 

在教育程度與收視動機方面，國內外研究均發現教育程度和收看動機有顯著

關係（Rubin, 1977；張莉萍 1999）。同時學者均認為教育程度的高低和「學習

型動機」成正向關係；而教育程度愈高者，其「資訊探索」的收看動機也愈強烈；

教育程度較低者則為了「消磨時間」、「逃避現實」（Robinson & Hur, 1981；

鄭瑞城、陳世敏，1982；劉貞秀，1995；游進忠，1996）。在教育程度與收視行

為方面，國內外學者均發現教育程度與電視使用程度顯著相關，教育程度愈高，

電視使用程度愈低(Weaver, Wilhoit & DeBock, 1980；Rubin, 1984；鄭瑞成、曠湘

霞，1983)。有此可知，教育程度的高低與個人的資訊處理能力和對創新事物的

接受程度成正比，也與閱聽人接觸大眾媒介的需求動機有關。 

而在教育程度與宗教電視節目有關的研究方面發現，佛教信眾的教育程度越

高，其使用宗教媒體頻道的動機越弱（畢盈，2002）。此外，Buddenbaum(1981)

的研究顯示高教育程度的基督徒，偏好議題導向，包括各種不同觀點的內容。綜

上述可見，「教育程度」與「資訊探索」動機被非一定呈正相關，尚須考慮到節

目類型的因素。 

在職業與收視動機方面，畢盈（2002）表示不同職業的受訪者，在宗教電視

節目的收視動機有所差異，職業別為「家管」者的媒體使用動機最高「學生」的

媒體使用動機最低。同時，職業別的不同，佛教信眾的「心靈安定需求」與「團

體互動需求」動機強度也就有所不同。在職業與收視行為方面，游進忠（1996）

研究指出，退休或待業中的觀眾有較高的收看程度，亦即自主性時間比較多的收

看程度相對較高。在「收看頻率」方面，「學生」、「教師」高於其他職業。此

外有研究指出閱聽人在「收看時段」上會因「職業」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陳雪霞，2003）。在針對神職人員的研究方面，有研究指出地方教區的牧師比

神父更關心自己教派的新聞，只有少數人會關心其他教派的新聞（Hammo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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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chell,1965）。 

在婚姻狀況與收視動機方面國內學者發現未婚者為了獲得新知，學習新事物

的動機較高，未婚者在「增廣見聞」與「探索資料」的動機高於已婚者（鄭瑞城、

曠湘霞，1983；潘家慶 1986；游進忠 1996）。在婚姻狀況與收視行為方面，畢

盈（2002）指出不論佛教信眾的家庭狀況為何，仍以收看佛學講經的節目居多。

然而亦有學者發現婚姻狀況不同對節目類型選擇有顯著差異（游進忠，1996；張

莉萍，1999）。而婚姻狀況也影響收看時段，未婚者在「上午」及「深夜」之收

看比例顯著高於其他婚姻狀況者（陳雪霞，2003）。 

歸納以上文獻發現，閱聽人在收看電視的收視動機與收視型為上，會受到性

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婚姻狀況態等個人特質所影響。以性別而言，女性

較傾向陪伴的理由；以教育程度而言，教育程度愈高，更不會因為習慣、娛樂、

消磨時間或作伴的理由而看電視。然而個人特質與收視動機及收視行為的關係在

不同國家、節目類型即不同年代上，呈現的關係並不一致。 

(八) 生活型態與媒體使用動機及行為 

在前述的文獻中可以發現人口統計變項屬於描述性的資料，只能廣泛的區別

消費者，無法對其屬性作進一步更深入之區隔；而面對現今電視頻道多如牛毛，

節目種類及選擇越來越多元，單憑閱聽人的描述性資訊，已清確解釋與預測閱聽

人的媒體使用動機。因此加入「生活型態」的概念，正可以彌補人口變項的不足。 

生活型態將個體由內隱心理特質所引發之外顯行為，而此行為是社會中某一

群體在生活上所具有的共同特徵，足以區別出該群體與其他社會群體的不同。而

動機便是用以解釋造成人們行為的內在心理因素，指的是引起個體活動，並維持

已引起的活動，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歷程。而動機的形成可以是由內

在需求所引起，也可以是從外在環境而生的誘發反應。由此可知，個體的動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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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產生行為，而社會中有這些相似行為的個體被歸類成為具有共同生活型態的群

體。而此已群體特性又將誘發個體的動機。因此生活型態與媒體動機及行為之間

有密切的關係。 

國內閱聽人研究的領域中，探討生活型態與使用動機之間的文獻並不多。在

表演藝術研究方面，謝耀龍（1986）研究大學生生活型態與國劇觀賞行為，研究

發現不同觀賞動機的人會有不同的生活型態出現。 

在廣播與電視研究方面，根據廣電基金的收視行為調查報告（1999）發現以

分鐘計各個生活型態族群的平均收視時數，「新潮年輕型」的電視觀眾無論平時

或周末，收視時間數都最多，周一至周五平均每天收看約三個小時，周末更超過

四個小時；收看時間次多的則是「新興進取型」，由此可以看出年輕族群收看電

視時數是較多的。 

吳芬滿（2000）於民以網路廣播電台閱聽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生活型態、

收聽動機與收聽行為之關聯性。結果顯示不同生活型態集群有不同的收聽動機，

如「休閒自信型」較其他生活型態集群傾向於「娛樂」動機。同時驗證，生活型

態集群的確影響收聽行為。發現平均一天的收聽時間 「自我規劃型」在「一小

時以上」所佔比率高於其他生活型態集群，且「自我規劃型」收聽頻率較其他生

型態集群頻繁。大部分的網路廣播電台閱聽人皆傾向於收聽音樂性節目；在新聞

性節目方面，「理性規律型」與「保守思考型」所佔比率高於其他生活型態集群。 

陳君儀（2003）探討公共電視閱聽大眾之生活型態集群、人口統計變數、收

視行為、收視動機與收視滿意程度之間的關聯性。以集群分析分為五個不同的生

活型態集群，分別為「玩樂自我者」、「前瞻自信者」、「嚴謹保守者」、「傳

統家居者」及「摩登創意者」發現不同生活型態的公視閱聽人，其收視動機有顯

著差異，其中「忘記煩惱」此收視動機與各生活型態集群間有顯著差異。此外也

發現收視行為會因為生活型態集群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42

在網際網路研究方面，羅進明（1998）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網際網

路之使用者的市場區隔，且以生活型態做為區隔，透過資料分析，可將大學生網

路使用者分為「自我充實型」、「傳統保守型」、「獨立自主型」、「理性消費

型」及「樂觀外向型」等五個集群，各集群在「追求新知」此使用動機上具有顯

著關係。謝文川（1996）發現不同生活型態的 TANET BBS 使用者有不同的使

用動機，其中生活型態「運動愛好」者，其使用動機傾向「監督環境」；而「流

行取向」生活型態的使用者的使用動機則傾向於「心理滿足」；生活型態「封建

保守」的使用者，其使用 BBS 的動機則傾向於「社交消遣」。林建夆（2001）

年以中區大專學生的生活型態來進行類型區隔，發現生活型態與網際網路使用動

機上皆有顯著差異。 

表 2.4 生活型態與媒體使用動機及行為相關研究 
一、表演藝術研究 
研究者及年份 結論 

謝耀龍（1986） 大學生觀賞國劇行為不同觀賞動機的人會有不同的生活型態出現。 
二、廣播與電視研究 
廣電基金

(1999) 
「新潮年輕型」的電視觀眾無論平時或周末，收視時間數都最多，「新

興進取型」次多。 
吳芬滿（2000）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的網路廣播電台閱聽人有不同的收聽動機；生活型

態集群的確影響收聽行為。 
陳君儀（2003） 公共電視閱聽大眾之生活型態集群可分為「玩樂自我者」、「前瞻自信

者」、「嚴謹保守者」、「傳統家居者」及「摩登創意者」；發現不同生

活型態的公視閱聽人，其收視動機有顯著差異；收視行為會因為生活

型態集群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三、網際網路研究， 
羅進明（1998） 使用者網際網路之大學生其生活型態可分為「自我充實型」、「傳統保

守型」、「獨立自主型」、「理性消費型」及「樂觀外向型」等五個集群，

各集群在「追求新知」此使用動機上具有顯著關係。 
謝文川（1996） 發現不同生活態的 TANET BBS 使用者有不同的使用動機。「運動愛

好」者的使用動機傾向「監督環境」；「流行取向」的使用動機則傾向

於「心理滿足」；「封建保守」者的動機則傾向於「社交消遣」。 
林建夆（2001） 中區大專學生的生活型態與網際網路使用動機上皆有顯著差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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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媒體研究方面，以報紙而言，參與宗教儀式活動越頻繁其閱報動機閱

強烈且閱報頻率也越高（Sobal & Jackson-Beeck, 1981；Westley & Severin, 

1964a）。參加教會活動頻率高者比頻率低者人更加偏愛使用地方新聞媒體

（Stamm, 1985）。Westley & Severin(1964b)相較於清教徒，天主教徒認為報紙

是較精確的消息來源。而多數的研究也顯示天主教的報紙讀者略多於新教徒的報

紙讀者（Westley & Severin,1964a ; Penrose,Weaver,Cole & Shaw, 1974 ; Rigney & 

Hoffman, 1993）。而 Rigney & Hoffman(1993)則發現猶太教教徒閱讀報紙的人數

最多，而閱報人數最少的族群就是不屬於任何教派者或是非基督-猶太教系者。 

以電視媒體而言，Jackson-Beeck(1977)將研究對象分為「觀看者」與「非觀

看者」，發現「觀看者」較「非觀看者」更願意承認自己宗教傾向。基督徒的「非

觀看者」與「觀看者」的比例相近，但是天主教徒幾乎都是「觀看者」。此外，

Jackson-Beeck & Sobal(1980)的研究結果顯示經常參加教堂禮拜的人，很少是重

度電視使用者，這裡所指的「重度」使用是每天收看電視超過六小時，這也就是

說閱聽人參與宗教儀式的次數越多，電視的使用時間越少。然而，也有一些信徒

因無法做禮拜便觀看電視宗教節目，而且因為電視上的宗教節目相對有娛樂的成

份較有趣，再加上透過宗教電視使得宗教領袖可藉電視增加其信徒提升其威望。

有些人甚至認為電視上的佈道比教堂中的佈道好（Comstock, 1982）。 

但是也有研究顯示電視佈道節目與實際參與禮拜並無顯著差別，例如

Pettersson(1986)在瑞典進行比較電視禮拜與教堂禮拜的研究中發現，每星期參加

教堂禮拜與電視禮拜的人數比例差距不大，直接收看電視禮拜確實是省去了部份

累贅，但是，兩者所獲得的滿足程度是一樣的。就觀看電視禮拜的信眾而言，電

視提供了非宗教性的、自我整合的滿足；對於參加教堂禮拜的信眾而言，教堂禮

拜提供了參與宗教儀式的氣氛與社會整合的經驗，兩者所提供的滿足是不同的，

因此無法相提並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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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 Rubin(1992)則發現，不同派別的基督徒其收視動機與行為也有

所不同。自由派基督徒較保守的基督徒，更重視電視在娛樂方面的功能。同時，

自由派基督徒將電視作為一種資訊來源管道，保守的基督徒會觀看一些可以提供

道德指引的支持性節目，避免收看腥、羶、色的節目類型。 

而Buddenbaum(1981a)發現保守的基督教徒看宗教性電視節目的比例與一般

看電視的人口統計變項並沒有差異，然而，一般的電視閱聽人使用電視是為了「娛

樂」與「放鬆心情」，但是保守的基督徒看宗教性電視節目則是媒體關連的需求

多於實際參與教堂活動的刺激。同時 Buddenbaum(1981b)也指出顯示越是主動參

加地方教堂活動的人，越會積極閱讀關於宗教的新聞；然而保守、上帝導向的人

比較偏好地方內容、娛樂資訊的訊息；而高教育程度，也就是所謂的「宗教知識

份子」則偏好議題導向，包括各種不同觀點的內容。許多宗教節目的閱聽人是有

目的與選擇性的資訊搜尋者，閱聽人若是宗教信仰強烈，那麼收看宗教電視節目

就近似於參與宗教儀式；而儀式性的宗教閱聽人對於宗教信仰與所使用的媒介有

強烈的關連（Abelma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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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生活型態與媒體使用動機及行為應用在宗教媒體的研究 

研究者及年份 主要結論 

Westley &Severin(1964) 相較於清教徒，天主教徒認為報紙是較精確的消息來

源。 
Penrose et al. (1974) 天主教的報紙讀者略多於新教徒的報紙讀者。 
Jackson-Beeck(1977) 「觀看者」較「非觀看者」更願意承認自己宗教傾向。

Jackson-Beeck & 
Soba(1980) 

閱聽人參與宗教儀式的次數越多，電視的使用時間越

少。 
Sobal & 
Jackson-Beeck(1981) 

參與宗教儀式活動越頻繁其閱報動機閱強烈且閱報頻

率也越高。 
Buddenbaum(1981) 一般的電視閱聽人使用電視是為了「娛樂」與「放鬆心

情」，保守的基督徒看宗教性電視節目則是媒體關連的

需求多於實際參與教堂活動的刺激；越是主動參加地方

教堂活動的人，越會積極閱讀關於宗教的新聞。 
Comstock(1982) 部分閱聽人認為電視上的佈道比教堂中的佈道好。 
Stamm(1985) 參加教會活動頻率高者比頻率低者人更加偏愛使用地

方新聞媒體。 
Pettersson (1986) 電視提供了非宗教性的、自我整合的滿足；教堂禮拜提

供了參與宗教儀式的氣氛與社會整合的經驗，兩者所提

供的滿足是不同的，因此無法相提並論。 
Abelman(1987) 閱聽人若是宗教信仰強烈，那麼收看宗教電視節目就近

似於參與宗教儀式。 
Hamilton& Rubin(1992) 不同派別的基督徒其收視動機與行為也有所不同。 
Rigney & 
Hoffman(1993) 

猶太教教徒閱讀報紙的人數最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九) 媒體使用動機與行為 

J. W.Atkinson(1964)把動機分成兩個層面，即motive及motivation其中motive

所指的是隱藏的傾向，而該傾向是有個別差異的；motivation 則是指激發的

motive，是一種將隱藏的傾向轉化成行為的情況，只有適當的刺激出現時，motive 

才會激發出推動行為，變成 motivation（高尚仁，1996）。由此可推知收視行為

是收視動機的產物，閱聽眾因為特定的收視動機而產生了收視的行為，而其中的

關聯性為何，則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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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媒介的使用行為，一般都包括使用媒介的時段、使用程度及節目類型的

選擇。Greenberg(1974)在對兒童與青少年使用電視情形之研究中，指出有六項收

看動機（學習、打發時間、逃避、放鬆心情、作伴、尋找刺激）都和收看程度成

正相關。Rubin（1981）研究老年人收看電視型態與收看動機中指出，「習慣」、

「打發時間」、「娛樂」等三項動機和收看程度呈正相關。 

國內文獻中，杜麗芳（1984）對「台灣地區民眾收看電視新聞與氣象報告的

動機與行為」進行研究，發現「知道世界大事」及「知道國家大事」的動機與收

看電視新聞的程度呈正相關。民眾收看有線電視新聞節目的「溝通型動機」與「學

習型動機」和「收看時間」呈正相關（劉貞秀，1995）。陳雪霞（2003）對台北

市觀眾觀看電視烹飪節目的使用動機與行為進行研究，也呼應此一結果發現「收

看動機」愈強其「收看時間」也愈長。同時收看電視時間愈長「資訊探索」動機

與滿足也愈強（游進忠，1996；陳雪霞，2003）。這樣的結果在與張莉萍（1999）

在財經節目的研究發現「資訊蒐集」動機愈高其收看程度也愈長相似。陳君儀

（2002）對公共電視做的研究發現除了「打發時間」此以動機為，收視動機收視

行為有顯著差異。 

綜觀上述文獻可知，收看動機會因收看頻率與收看時間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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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宗教電視台閱聽人的收視動機、收視行為及收視滿足，並試

圖探討閱聽人的生活型態、收視動機、收視行為與宗教電視台收視滿意度的關連

性。採質化的深度訪談法，針對不同程度收看的好消息頻道的基督徒做深度的訪

談析論。 

本章共分為五節以說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第一節描述所採用的研究方法、

資料蒐集方式以及研究架構；第二節解釋研究名詞；第三節介紹研究個案；第四

節研究對象選取方式及受訪者名單；第五節包括訪談大綱與訪談進行方式。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資料蒐集方式以及研究架構 

(一) 研究方法的選取 

社會科學的研究可以分為量化研究與質化研究兩大類。量化研究多半為直線

發展模式，抽取變項以進行分析與操作，再以各種統計方法檢驗變數間的關係（高

敬文，1999）。通常使用於欲釐清顯著變數或變數之間因果關係的研究之上；而

質化研究是由發生事件背後汲取資料，加以描述、探索，作為了解事件背後所隱

含的意義與參與者本身觀點的工具，再歸納發生事件的可能解釋（胡幼慧，

1996）。  

傳統「使用與滿足」以及「生活型態」的研究方法是以實證主義量化的問卷

調查與統計為主，儘管其有精確此一優點，可以由不同的研究者重複施行來驗證

研究假設是否成立，但將複雜的社會現象化約為自變項與依變項，對這些變項本

身的社會意涵缺乏概念上的探討（Hammersley & Akinson, 1983）。 

反觀質化研究之目的在於「探索」、「解釋」、「描述」以及「預測」（Marshall 

& Rossman, 1999）。量化研究所無法回答的，卻正好是質化取向的研究可以發揮

之處（林芳玫，1996）。Jesen & Jakowski(1996)指出質化研究應用在大眾傳播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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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包含四個面向，「媒體機構研究」、「媒體內容研究」、「媒體閱聽眾研究」、

「媒體脈絡研究」（唐維敏譯，1996）。   

儘管本研究之理論架構參考使用與滿足理論，然而其研究目的在了解基督徒

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動機、行為與滿足，並探討其三者之關聯性及影響因素，更進

一步探究宗教電視節目閱聽人其收視行為背後的隱藏意含。同時，目前國內缺乏

宗教電視節目閱聽人相關之量化問卷研究作為參考，因此本研究擬採用質化研究

之深度訪談來做深入的了解，並完整的呈現結果，同時可為日後發展量化研究問

卷鋪路。 

(二) 資料蒐集方式 

  「深度訪談法」，採用數量較少但具有研究者需求的明顯特徵的分析樣本，

在本質上是由訪問者建立對話方向， 再針對由受訪者提出的若干特殊主題加以

追問（李美華譯，1998）。深度訪談的好處在於可以很快地獲得大量、豐富、詳

盡的資訊，且因深度訪談方法可以允許研究者在每一段訪問中，依照受訪者經

驗、情況調整問題的內容，尤其是當問題觸及到一些禁忌時，訪員可運用訪談技

巧使研究對象比較願意在深度訪談過程中回答敏感議題（Winner & Dominick , 

2000/2002）。 

  為了讓訪談能更有效地獲得研究者意欲取得的資訊， 控制問答間不致流於

漫談，「深度訪談法」發展出三種方式搭配進行。Patton(1995)對於深度訪談形式

有三種不同的分類，其一為「結構性訪問」研究者事先設計好標準化的問卷，每

位受訪者的問卷均相同，被給予的問題、數目與問題順序都是一樣的；其二為「非

結構性談問」，為最具彈性沒有方向性的訪談，研究者可以探問各式各樣的問題，

事先不需擬定既定標準化的問卷內容，而是依照研究目的於訪談時提出較廣泛一

般性的問題，並允許受訪者自由作答，再依其答覆內容決定後續追問的問題。；

其三為、「半結構性訪問」，此法為前二者之折衷，由研究者依據先行擬出之題

綱，提供給訪員者做為發問的依據，然而訪員不需依照問題順序來訪問，視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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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來決定問題先後次序與用字遣詞，隨時調整、延伸問題。（施美玲譯，1996）。 

有此可見「半結構性訪問」兼具結構性與非結構性訪問的特性，研究者可以

控制問答的方向確保訪談品質、縮短訪談耗費的時間，但仍可為研究者帶來受訪

個體之於研究問題深入而詳盡。 

承上所述，本研究基於以下四點因素考量，決定採取深度訪談之半結構性訪

問為蒐集資料的主要方式。（1）半結構化訪談，適用於被訪人數較少，不必將

資料量化，但又必須向有關人士問差不多問題的情況（楊國樞等，1988）；（2）

國內電視節目閱聽人之使用與滿足研究多以量化研究之問卷法為其研究方法，在

以質化研究取向對其隱藏的意涵進行分析部分相當缺乏；（3）本研究為初探性

研究，國內基督教電視節目研究初具雛形之時，深度訪談為獲取宗教電視閱聽人

大量相關資訊的最有效方式；奠基於這些細節性的資料，不僅能夠使本研究有豐

富的實證分析基礎，更可以提供未來發展宗教性媒體閱聽人量化研究之參考；（4）

宗教信仰相關議題較為敏感及抽象之，若無與受訪者面對面訪談，難以獲取受訪

者立即而直接的真實回應。 

(三)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之文獻整理，建立本研究之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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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之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名詞定義 

  針對此次研究中所使用的特定名詞加以定義，並進行解釋，以期望研究能夠

更臻周延： 

一、閱聽人：本研究之閱聽人特指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 

二、信徒：信仰某一宗教的人。亦泛指信仰某主義､某學派､某偉人的人（教育

部國語推行委員會，1998）。 

三、宗教：宗教在人類歷史裡得到的外在表達，展現了它本身的四個元素或面

向。這些元素是儀式（ritual）、情感（emotion）、信仰（belief）、理性化

（rationalization）。它有確定的組織程序---儀式、確定的情感表達類型、確

定的被表達信仰；而且這些信仰被安排到同一個體系之中，使得它內在一

致，也跟其他信仰一致（蔡坤鴻譯，1995）。在本研究中所指涉的宗教，單

指基督教而言。 

四、基督徒：信仰基督教並接受耶和華為其個人救主受洗成為基督徒（趙中輝，

基本人

口變數 

宗教參

與程度 

收視行為 收視動機 收視滿足 



 51

1998）。 

五、教會：天主教、基督教等教派的信徒的組織（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1998）。 

六、禱告：祝告鬼神或上帝，以求福佑（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1998）。在本

研究特指基度教中向上帝請求、告白，或讚美神、感謝神等祝告。 

七、靈修：透過閱讀宗教典籍、冥想、默禱以期了悟生命並提升靈命（楊東川，

1995）。 

八、聖靈：指三位一體神的第三位，住在一切在基督裡的人的心理，在新約是指

三位一體神的第三位；在舊約是指神的權能（趙中輝，1998）。聖靈賜給神

的百姓啟示和祝福的能力（楊東川，1995）。 

九、服事：以「愛」為出發點的服務行動，無論是服務人或是服務神，統稱「服

事」（劉曉亭，1999）。 

十、傳福音：以聖靈的能力傳講基督，以致人能藉祂信靠神，接受祂為救主並在

教會團契生活尊祂為主（楊東川，1995）。 

十一、屬靈：一個人尊主為大，思想、生活、言語、行為都不違反上帝的心意（劉 

曉亭，1999）。 

十二、作見證：一個人向別人說明上帝奇妙的作為（劉曉亭，1999）。 

十三、同工：如同一般工作中互稱「同事」、「同仁」。（劉曉亭，1999）。 

第三節 研究個案介紹 

好消息頻道是唯一的基督教電視宗教頻道，早期在新竹等地區以跑帶方式播

出基督教節目。1998年9月9日由台灣地區基督教團體所共同成立的加百列福音基

金會負責推動電視台事務。好消息頻道之成立有其使命感，不僅是華人唯一的基

督教電視台，也是一個重視家庭價值的家庭頻道。重點除了為教會朋友提供福音

性節目外，也為一般觀眾提供純淨美好的家庭節目。 

好消息頻道的使命宣言為：「帶給人們信心、希望與真正的愛」；同時，好

消息頻道期待「透過傳播媒體，關懷社會中的個人與家庭」，並且將好消息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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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訂為「服事全球華人」。 

閱聽人監督媒體聯盟今年五月公佈評鑑結果，好消息電視台以「頻道整體質

感清新優質，不譁眾取寵、不附和現今偏頗聳動潮流，值得鼓勵」，被評為優良

頻道。 

    好消息頻道的節目類型包括知識造就節目、音樂敬拜節目、兒童節目、故事

見證、新聞時事、親子家庭、健康生活。根據 AC 尼爾森 2003 年 1-12 月研究調

查統計，好消息頻道每月平均滲透率為 300 萬人；在收視年齡方面，4-14 歲佔

8.5%、15-24 歲佔 11.6%、25-34 歲佔 15%、35-44 歲佔 22.6%、45-54 歲佔 21%、55-64

歲佔 21%、65 歲以上佔 12.3%；在教育程度方面，國小佔 22.5%、中學佔 16.2%、

高中佔 33.9%、大學佔 27.4%；在職業方面，有工作男性佔 32.8%、有工作女性佔

21.%、學生佔 13%、家庭主婦佔 14%、沒有工作或退休佔 19.2%；在觀眾分布地

區方面，大台北地區佔 24.5%、其他北部地區加宜蘭佔 18.4%、中部地區加花蓮

佔 17.6%、南部地區加台東佔 39.5%。 

4-14歲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有工作男性

有工作女性

學生

家庭主婦

沒有工作或退
休  

圖 3.2 好消息頻道觀眾年齡層調查   圖 3.3 好消息頻道觀眾職業別調查 

 

大台北地區

其他北部地區
加宜蘭

中部地區加花
蓮

南部地區加台
東佔

  

國小

中學

高中

大學

 
圖 3.4 好消息頻道觀眾收視地區調查 圖 3.5 好消息頻道觀眾教育程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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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頻道目前播出地區涵蓋（1）全台灣地區，透過有線電視播出；（2）

中國大陸、東南亞地區，透過衛星天線傳送；（3）美加、中美洲地區，透過國際

家庭電視台(IFTV)的直播衛星全天播出；（4）透過好消息衛星電視台之寬頻影音

網站全球均可線上收看。 

  好消息頻道目前經費來源的百分之八十來自加百列福音傳播基金會，加百列

基金會以推行「天使專案」進行教會或個人的募款，再以委託製作節目的方式撥

款至好消息。另外的經費來源則是基督教界的企業產品廣告，類似於企業募款的

形式。而非基督教的企業廣告不加以考量，好消息認為此類廣告將影響頻道節目

以及節目廣告化。 

表 3.1 好消息衛星電視台介紹表 
項目 簡述 

成立時間 1998 年 9 月 9 日。 
成立宗旨 帶給人們信心、希望與真正的愛，透過傳播媒體，關懷社會中的

個人與家庭。 
目標觀眾 全球華人。 
節目類型 知識造就節目、音樂敬拜節目、兒童節目、故事見證、新聞時事、

親子家庭、健康生活。 
播出地區 台灣、中國大陸、東南亞、美加、中美洲，全球線上收看。 
經費來源 百分之八十來自教會或個人捐款，其餘為企業募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研究對象選取方式及受訪者描述 

(一) 抽樣原則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了解基督徒收看宗教電視台之收看動機與滿足，其原因

在於信徒與非信徒其生活方式、對信仰的理解與看法有極大的落差，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是在於探討相同宗教信仰的基礎上之宗教電視節目觀眾其收視動機、行為

及滿足有何不同，因此受訪對象必須為已受洗基督徒。在選取標準方面陳雪霞

（2003）將電視烹飪收視觀眾之收視頻率分為每週收看 1-2 天、3-4 天、5-6 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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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天均收看；而陳君儀（2002）也將公共電視收視觀眾之收視頻率分為每週收

看 1-2 天、3-4 天、5-6 天以及每天均收看，然而此兩份研究均發現每週收看 5-6

天以及每天均收看的觀眾其屬性及收視動機與滿足並明顯差別，因此本研究修正

前兩研究之設計將每週收看 5-6 天以及每天均收看兩者合一。以收看好消息頻道

之頻率為取樣標準看好消息頻道 1-2 天者為低度使用者；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 3-4

天者為中度使用者；每天均收看好消息頻道者為高度使用者。本研究分別於低、

中、高三種程度各取四名受訪者，共計 12 名。本研究受訪者來源以滾雪球方式，

藉由受訪者介紹推薦其他合乎標準的受訪者，以立意抽樣方式選取符合標準的受

訪者。 

(二) 受訪者描述 

  以下將描述本研究之 12 位受訪者： 

編號 01： 

女性，26 歲，未婚，從事商業，教育程度為大學，月收入 2 萬到 4 萬。

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 1-2 天，每次收看約 1-2 小時，收看時段為早晨

（09:00~12:00）及夜間（21:00~24:00），獨自一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

型為音樂敬拜節目以及故事見證節目。從未捐款給好消息頻道亦未瀏覽過好

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八個月，與父母及妹妹同住，家中只有其一人受洗。每週固定去主

日崇拜以及小組聚會共計約六小時，每日靈修約 40 分鐘。常常感到聖靈充

滿，每月有固定十一奉獻金額約 4000 元。為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編號 02： 

  女性，50 歲，已婚，從事家管，教育程度為高中。每週收看好消息頻

道 1-2 天，每次收看約 1-2 小時，收看時段為夜間（21:00~24:00）及凌晨

（24:00~03:00），獨自一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故事見證節目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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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活節目。從未捐款給好消息頻道亦未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六個月，與子女先生同住，家中只有其一人受洗。不常去主日崇拜，

每日靈修約 15 分鐘。常常感到聖靈充滿，無固定奉獻。為低度宗教信仰參

與者。 

編號 03： 

  女性，33 歲，未婚，從事資訊業，教育程度為大學，月收入 4-6 萬。每

週收看好消息頻道 1-2 天，每次收看約 1-2 小時，收看時段為夜間

（21:00~24:00），獨自一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從

未捐款給好消息頻道亦未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 4 年，獨自一人居住，非基督教家庭。每週固定去主日崇拜以及小

組聚會共計約 8 小時，每日靈修約 2 小時，為教會同工每週服事時間約 10-15

小時，常常感到聖靈充滿，每月奉獻金額約 1000-3000 元。為中度宗教信仰

參與者。 

編號 04： 

   女性，23 歲，未婚，學生，教育程度為大學。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 1-2

天，每次收看約半小時，收看時段為早晨（09:00~12:00）及夜間（21:00~24:00），

與家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音樂敬拜節目以及故事

見證節目。從未捐款給好消息頻道亦未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四年，與祖父、父母及弟妹同住，為基督教家庭。不常去主日崇拜，

每日均禱告，不常感到聖靈充滿，無固定奉獻。為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編號 05： 

  男性，44 歲，已婚，從事軍公教，教育程度為大學，月收入 8-10 萬。

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 3-4 天，每次收看約 2-3 小時，收看時段為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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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0~09:00）及夜間（21:00~24:00），與家人、同事或朋友共同收看，最

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其次為故事見證節目。從未捐款給好消息

頻道，曾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 14 年，與子女妻子同住，為基督教家庭。每週固定去主日崇拜以

及小組聚會、禱告會，共計約 14 小時，每日靈修約 15 分鐘。常常感到聖靈

充滿，為教會同工每週服事時間約 5-10 小時，常常感到聖靈充滿，每月有

固定十一奉獻金額約 8000 元。為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編號 06： 

  女性，28 歲，未婚，從事服務業，教育程度為大學，月收入 2-4 萬。每

週收看好消息頻道 3-4 天，每次收看約 2-3 小時，收看時段為夜間

（21:00~24:00），獨自一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音

樂敬拜節目、故事見證節目、親子家庭節目。從未捐款給好消息頻道，曾瀏

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四年，與父母及妹妹同住，家中只有其一人受洗。每週固定去主日

崇拜以及小組聚會共計約七小時，每日靈修約 40 分鐘，為教會同工每週服

事時間約四小時。偶而感到聖靈充滿，每月有固定十一奉獻金額約 2000 元。

為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編號 07： 

  女性，39 歲，未婚，從是公務員，教育程度為大學，月收入 2-萬。每

週收看好消息頻道 3-4 次收看約四小時，收看時段為清晨（06:00~09:00）及

夜間（21:00~24:00），獨自一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

固定捐款給好消息頻道並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也曾購買好消息頻道之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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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洗五年，與父母同住，家中只有其一人受洗。每週固定去主日崇拜以

及小組聚會共計約四小時，每日靈修約 40 分鐘，為教會同工每週服事時間

約八小時。近一年內曾參加教會的公益慈善活動，偶而感到聖靈充滿，每月

有固定十一奉獻金額約 7000 元。為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編號 08： 

  女性，54 歲，已婚，從事家管，教育程度為大學。每週收看好消息頻

道 3-4 天，每次收看約 1-2 小時，收看時段為早晨（09:00~12:00）、下午

（15:00~18:00）晚間（18:01~21:00），獨自一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

為知識造就節目、音樂敬拜節目、故事見證節目、健康生活節目。從未捐款

給好消息頻道，曾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四年，與子女先生同住，家中只有其一人受洗。每月去主日崇拜約

兩次，固定每週去詩班練唱約兩次，共計約七小時。每日靈修約 40 分鐘，

近一年內曾參加教會的公益慈善活動，.偶爾感到聖靈充滿，無固定十一奉

獻，每月有奉獻金額約 4000 元。為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編號 09： 

  男性，46 歲，單身，從事商業，教育程度為研究所，月收入 20 萬。每

天都收看好消息頻道，每次收看約 2-3 小時，收看時段為清晨 

（ 06:00~09:00 ）、早晨（ 09:00~12:00 ）、上午（ 12:00~15:00 ）及夜間

（21:00~24:00），獨自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故事見

證節目及音樂敬拜節目。固定捐款給好消息頻道，曾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

站及購買其商品。 

  受洗 20 年，為基督教家庭。每週固定去主日崇拜以及小組聚會、禱告

會，共計約 4.5 小時，每日靈修約二小時。偶而感到聖靈充滿，為教會同工

每週服事時間約 5-10 小時，一年參加教會之公益慈善活動約八次，常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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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聖靈充滿，每月有固定十一奉獻金額約一萬元以上。為高度宗教信仰參與

者。 

編號 10： 

女性，55 歲，已婚，家管，教育程度為高中。每天都收看好消息頻道，每

次收看約一小時，收看時段為清晨 （06:00~09:00），獨自一人收看，最常

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固定奉獻給好消息頻道，未瀏覽過好消息

頻道之網站及購買其產品。 

  受洗 36 年，與丈夫同住，為基督教家庭。每週固定去主日崇拜以及詩

班共計約八小時，每日靈修約二小時，常常感到聖靈充滿，每月奉獻金額約

1000-3000 元。 

編號 11： 

  女性，63 歲，單身，家管，教育程度為高中。每天都收看好消息頻道，

每次收看約 1-2 小時，收看時段為上午（12:00~15:00）及晚間（18:01~21:00），

獨自一人收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故事見證節目及音樂

敬拜節目。從未捐款給好消息頻道亦未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 24 年，非基督教家庭。每週固定去主日崇拜以及詩班共計約十小

時，每日靈修約二小時，為教會同工每週服事時間約 20 小時以上，偶而感

到聖靈充滿，每月有固定十一奉獻金額約 1000-3000 元。為高度宗教信仰參

與者。 

編號 12： 

  女性，87 歲，已婚，從事家管，教育程度為高中。每天都收看好消息

頻道，每次收看約 3-4 小時，收看時段為早晨（09:00~12:00），獨自一人收

看，最常收看之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節目、故事見證節目、健康生活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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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捐款給好消息頻道，曾瀏覽過好消息頻道之網站。 

  受洗 87 年，與子女同住，為基督教家庭。每週固定去主日崇拜以及老

人聚會共計約八小時每日靈修約四小時。為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表 3.3 深度訪談受訪者簡述 
編號 性別 年齡 職業 收視頻率 受洗時間 
01 女 26 商業 每週 1-2 天 8 個月 
02 女 50 家管 每週 1-2 天 6 個月 
03 女 33 資訊業 每週 1-2 天 4 年 
04 女 24 學生 每週 1-2 天 4 年 
05 男 44 公務員 每週 3-4 天 14 年 
06 女 28 服務業 每週 3-4 天 4 年 
07 女 39 公務員 每週 3-4 天 4.5 年 
08 女 54 家管 每週 3-4 天 4 年 
09 男 46 商業 每天都看 20 年 
10 女 55 家管 每天都看 36 年 
11 女 63 家管 每天都看 24 年 
12 女 87 家管 每天都看 87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訪談大綱與訪談進行方式 

(一) 訪談大綱 

本研究依造研究架構將訪談大綱分成下列五大面向：人口統計變項、宗教生

活、收視動機、收視行為以及收視滿足。 

在人口統計變項方面之訪談題綱，參考陳君儀（2003）、葉華鏞（2001）等

量化研究之問卷題目。 

在宗教生活方面之訪談題綱，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基督徒，針對此一特性在

個人背景變項中注入與宗教生活有關之項目。由於國內目前並無針對宗教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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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所做的研究，然而 Engel(1986)在＜Contemporary Chistian Communications: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一書中指出衡量宗教性的方法，可將宗教分為五個層面：一、

意識上：有信仰的人所持的信條；二、禮儀上：宗教儀式，如崇拜及默想；三、

經驗上：藉著與超自然的對象接觸，而有感應及直接主觀的認知；四、理智上：

對信仰及全力有基本的認識；五、生活上：宗教信仰、行為經驗及知識對每日生

活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以上述五個層面為主軸，參考畢盈（2002）對信眾從事宗

教活動情形的問卷題目修改而成。 

在收視行為方面之訪談題綱，參考吳芬滿（2000）、葉華鏞（2001）、陳君

儀（2003）、畢盈（2002）等研究之問卷題目，再配合的宗教電視台特性、節目

時間表發展而成。 

  在收視動機及收視滿足方面之訪談題綱設計方面，本研究根據 Blumler(1979)

對閱聽人對媒體的使用與滿足分類以及 Abelman(1987)對宗教電視閱聽人的使用

與滿足研究之問題為架構發展而成。訪談題綱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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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訪談題綱 
主題 訪談題綱 

請問您通常在什麼情況下收看 Good TV？ 
請問您大概多久會收看 Good TV 看一次？ 
您最常看哪一個節目？為什麼？ 
你覺得自己支持 Good TV 嗎? 

收視行為 

可以形容一下你看 Good TV 的情況嗎? 
請問您受洗成為基督徒多久了？當初為何受洗？  

請問您家人都是基督徒嗎？可以形容一下他們跟你的互動

嗎？ 
您認為基督教在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 

可以形容一下你的靈修生活嗎？ 

你覺得被聖靈充滿是什麼感覺？你有經歷過嗎？ 

請問您平均一個月的奉獻金額約為？ 

宗教參與度 

請問您有參與教會服事嗎？為什麼？ 

看 Good TV 的最大的動機是什麼？為什麼？ 
了解基督教文化是看 Good TV 的動機嗎？你覺得有獲得幫

助嗎？ 
平常除了看 Good TV，會看一般商業電視嗎？為什麼？喜

歡看哪種類型的商業電視節目？ 
你覺得身為基督徒是不是應該要看 Good TV 的節目？  
你覺得看 Good TV 會給你什麼樣的幫助？ 
如果沒辦法去教會做禮拜或是靈修會不會看 Good TV 的節

目來代替？ 
看 Good TV 對你的心靈有什麼影響？  
看 Good TV 的節目是為了有休閒娛樂的感受嗎？ 
會不會看 Good TV 的節目來打發時間？或是想忘記煩惱？

收視動機及滿足 

看 Good TV 對你的人際關係會有影響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訪談進行方式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法作為蒐集資料的方法，了解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之

收視動機、收視行為以及收視滿足。訪談期間從民國九十四年六月至九十四年八

月，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受訪者處所進行面訪，每次訪談時間約為1-2小時。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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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採半結構的訪談方式，意指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但訪談

大綱僅為提示性質，研究者在提問的同時，也鼓勵受訪者提出相關的問題，並且

根據訪談的實際情形，對訪談的程序和內容進行靈活的調整，以確定所有關連的

主題均被含括在內。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是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目的及相關文獻檢閱所擬定的概

念而來。為了完整蒐集資料、催化訪談的進行，同時能讓受訪者自由、充分表達

自己的經驗，在訪談過程中除了使用開放性問項外，研究者保留較大的決策權

力，決定是否在某一問項上停留，做更深度的探索，並隨著受訪者的述說，研究

者本身的情緒與思考保持著彈性，讓受訪者自在地談自身的經驗，對各項問題進

行回應，期待能深入受訪者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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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資料分析 
    本章整理訪談結果，針對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的收視動機、收視行為以

及滿足程度進行析論。藉由訪談資料的彙整，深入了解三者的關係以及收看好消

息頻道之基督徒的收視經驗。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針對受訪者收看好消息頻道之行為進行析論，了解

受訪者之收視習慣，並探討其中的影響因素；第二節針對受訪者收看好消息頻道

之動機進行析論，並探討影響其收視動機之因素；第三節為針對受訪者觀看好消

息頻道的滿足程度進行析論，了解受訪者在收視後滿足程度為何，並探討其中的

影響因素。 

第一節 受訪者收視行為資料分析 

  本研究參考劉貞秀（1995）、葉華鏞（1997）、陳君儀（2003）等研究，再

配合好消息頻道的特性、節目時間表，由收看時段及頻率、收看節目類型、是否

曾購買相關產品及捐款贊助好消息頻道等面向，進行析論受訪者之收視行為。同

時藉由閱聽人的企圖心、專心度以及涉入度，此三面向的分析，了解基督徒收看

好消息頻道的「主動性」。 

（一）  收看時段、頻率分析 

  大部分國內外之閱聽人收視研究結果指出閱聽人之收視行為與其基本人口

變項有關，本研究也有類似的發現。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之時段與「職業」有

相當大的關係。上班族不分產業別由於白天要工作，因此最常的收視時段為夜間

（21:00~24:00）。 

  因為白天要上班不可能看，下了班回家大概七、八點，因此晚上九點

以後比較有我自己的時間來看電視（編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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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收看頻率也因為平日上班比較累沒有時間看電視，多半選擇週末收看，收

視頻率較低。 

  平常下班回家都蠻晚了，回家後就想休息也不看電視大概一星期看

一、二天週末才看吧！（編號 03）。 

  職業別為家管的受訪者其收視時段則比較彈性，然而與家中是否有其他人同

住有關。若是與家人同住多半會選擇上午（12:00~15:00）及下午（15:00~18:00）

時段，獨自一人收看。 

  我不想因為電視的關係跟他們（丈夫與兒子）有爭執，所以我選擇他

們去上班或上學的時間來選擇我自己屬於我個人的節目（編號 08）。一般

來講我都是早上 6:30 起來看空英，7:30 電視禱告會，我每天都看電視禱告

會，因為我是為了電視禱告會才早起的，我覺得禱告很重要，早上禱告神

都有醫治我，我覺得看電視禱告會讓我振奮精神，被醫治（編號 10）；通

常是我到辦公室之後大概七點看電視禱告會，或是看空中主日學（編號

05）；我很喜歡一大早起來看電視禱告會（編號 07）。 

  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由於希望在一天的開始就能親近神的因素，許多受訪

者選擇清晨 （06:00~09:00）在一天活動開始前先看好消息頻道。此點亦與該時

段所播出的節目類型有關，許多受訪者將七點播出的「電視禱告會」視為一天活

力的來源。 

（二） 收看節目類型分析 

  好消息頻道將其節目依造屬性分為知識造就、音樂敬拜、兒童節目、故事見

證、健康生活、親子家庭以及新聞時事等七大類型。針對各類型節目內容之說明

如下： 

１、 知識造就類：此類節目多半是以牧師、傳道講道為主，節目形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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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講員傳講神的道，包含：聖經內容解說、信息分享等。主講人

會邀請觀眾一同翻閱聖經或者一同禱告來增加節目的互動性。 

２、 音樂敬拜類：此類節目以歌唱為主，邀請不同的教會詩班或者基督

徒歌手在節目中演出，並且分享生命中的故事。 

３、 兒童節目類：多半為語聖經故事有關是卡通或是兒童益智節目。 

４、 故事見證類：以談話性節目進行，主持人訪問不同的來賓，包含知

名人物或是社會中的小人物講述其生命中的故事，特別是遭逢不

幸、失業失敗等坎坷的過往，如何透過信仰獲得拯救。節目並設有

協談專線可提供觀眾諮商服務。 

５、 健康生活類：以短劇的方式呈現節目所欲探討的主題，並由牧師講

解其中的啟示，可提供觀眾作為日常生活中的指引。另外也有烹飪

節目。 

６、 親子家庭類：透過牧師或是主持人訪問不同的夫婦來探討語親子問

題。 

７、 新聞時事類：報導國內外與基督教有關之新聞，包含社會關懷議

題、宣教活動等新聞。 

詳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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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好消息頻道節目類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最常收看收看類型的調查中，十二位受訪者選擇知識造就有九位、故事見

證八位、音樂敬拜有五位、健康生活二位、親子家庭二位，兒童節目及新聞時事。

由此可知好消息頻道中節目類型受歡迎度依序為知識造就類、故事見證類、音樂

知識造就 音樂敬拜 兒童節目 故事見證 

觸動的音符 

音樂河 

全地來歡唱 

心靈音樂館 

敬拜樂章 

喜樂音符 

齊來敬拜 

 

酷比歡樂屋 

蟲蟲聖經王國 

童心來讚美 

天使寶寶 

我愛吉寶 

天國英雄榜 

真理小先鋒 

莫奇與我 

飛行屋 

風雲人物志 

 

 

700 俱樂部 

觸動真愛 

天降神賓 

家庭電影院 

大都市小醫生 

新生傳奇 

 

健康生活 新聞時事 親子家庭 

空中主日學 

空中講台--道在人間 

劉三講古 

電視禱告會 

台語空中講台 

客語講台 

新約妙妙妙 

台語聖經故事 

特會時間 

生命的觸動 

老師上課了 

心靈雞湯 

良友之聲 

道在人間系列 

使命人生 

挑戰‧答案 

大家說英語 

空中英語教室 

健康新食代 

好消息時間 

 

好消息新聞雜誌 

CWN 世界新聞 

社會焦點 

家庭會客室 

天堂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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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類、健康生活與親子家庭並列倒數第二；兒童節目及新聞時事並列最末位。 

  細究其原因可發現受訪者之所以最常收看知識造就類節目，主要是因為對於

好消息頻道的最大收視動機就是心靈安定需求，希望藉由收看齊節目來提升自己

的靈命。而好消息到對知識造就類節目之內容便是定位為培靈造就的講道節目。 

  我通常比較看心靈雞湯，我喜歡他有訊息的節目，就像聽牧師講了一

篇道一樣很有收穫（編號 03）；我蠻欣賞它的禱告時段 每日靈修禱告這

些都很好可以提升自己的靈命（編號 09）。 

  除了提升自己的靈命外，從好消息獲得訊息充實自己以為他人解惑也是收看

知識造就類節目的原因。05 號受訪者認為身為一個基督徒有義務要去替人解

惑，此外男性也比較喜歡扮演解惑者的角色，看好消息頻道一方面充實自己，在

方面也是替人解惑更進一步也提升了自己在教會的威望。 

  看知識造就是因為教會有服事，需要去裝備，有時候弟兄姊妹在分享

的時後可以有一些教材。在這方面有一些供應，基督徒越承認自己是主的

孩子，就越多人會問你問題，自己不知道要怎麼去解答所以看電視來充實，

還有省略很多查經的時間。有時候自己查經印象比較不深刻（編號 05）。 

    而故事見證類節目主要是因為藉由收看其他基督徒經歷神，從灰暗中走出的

過程可以激勵自己，堅定自己的信心。 

當我自己存疑時，他們的見證會激勵我自己（編號 05）；當我很憂鬱

的時候都不想出門，有一些見證能夠振奮自己（編號 07）。 

  故事見證類節目之所以可以激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很重要的因素是

節目中的的來賓呈現出真實的故事，貼近一般人的生活，此種氛圍使觀眾容易感

同身受。08 受訪者曾經罹患胃癌因此有一段時間情緒非常的低落，丈夫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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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給他安慰，因此透過看到別人也是跟病魔搏鬥，獲得重生的內容對她會產生

相當大的激勵。 

  我看見證可以看到他如何走出來，我很喜歡看他如何從苦難中走出

來，因為我自己也是生病，我看到這些給我很大的鼓勵，很激勵我，我會

更努力（編號 08）；我喜歡看各式各樣的人為何信主，它很生活很感動人，

也看到了別人的需要你知道每個人的原因。你會覺得每個人都是普通人（編

號 01）。 

  同時故事見證類節目也提供基督徒在傳福音時的題材。 

  有一些見證在分享的時後我可以跟大家說是有這樣的案例（編號 05）。 

  音樂敬拜類型的節目則是因為音樂能夠安慰人心，使收看者的心靈得到慰

藉，當內心煩憂沒有心情看知識造就類型的節目時，音樂節目能放鬆收看者的心

情。 

  因為詩歌是安慰，說實在他是良藥，有些基督徒平常再教會很亢奮，

歌詞不容易摸到他的心，看電視可以比較專心，詩歌節奏輕快很容易摸著

他的心，也容易打動非基督徒（編號 09）；我很喜歡敬拜的感覺。以前覺

得證道是最重要的，但是現在我得到的訊息自己感覺音樂敬拜的功效也不

輸給證道，我看到他的歌詞音樂這麼美我得到的效果更多（編號 08）。 

  同時基督徒喜歡音樂敬拜類型的節目也與自己在教會的服事有關，若是自己

本身在教會就有音樂方面的服事，會更愛看音樂敬拜類型的節目。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參加靈糧堂的永生詩班，而且在那個節目我也會看

到我們詩班在裡面表演，我覺得我的朋友都在上面（編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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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買相關產品、捐款奉獻好消息頻道分析 

一般而言，閱聽人購買電視之影集或是相關產品是為了個人喜愛，留做珍

藏，而基督徒購買好消息頻道之原因是因為想要作為傳福音的題材。 

  我有買 Good TV 出的 DVD，因為我想要用來傳福音，像我之前覺得有

一個講進化論的節目很好，我就買來每天中午在我們公司放給同事看，以

便傳福音（編號 07）。 

  在受訪的十二人當中有三人固定捐款奉獻給好消息頻道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覺得自己有從它的節目中得到很大的幫助，認為自己應該有所回饋，並且也應該

將這樣的好消息傳揚開來。此外支持好消息頻道的工作而且能夠收到好消息月

刊。 

  固定奉獻 Good TV 是因為我想支持福音工作，而且有奉獻它會寄雜誌

給我（編號 10）；因為在我傷心的時候它真的有幫助到我，所以我會想要

奉獻給它，支持它（編號 07）；因為這是基督徒的電視台我覺得很有意義，

它也是一種福音工作應該要支持（編號 09）。 

  有此可知，受訪者也希望非基督徒能因為看了好消息頻道的節目而信主，因

此願意以金錢支持好消息頻道。 

（四） 閱聽人之主動性分析 

  Levy& Windahl (1984)的研究將閱聽人的「主動性」分為三個面向︰閱聽人的

企圖心、專心度以及涉入度。Swanson(1987)整理了過去傳播效果與閱聽人等研

究，他認為電視的觀看習性可分為兩種：（1）儀式性：習慣性的使用電視以轉

移注意力；（2）工具性：目標導向的電視使用者，讓電視提供並滿足各種的需

要與使用動機。本節將從閱聽人的企圖心、專心度以及涉入度，此三面向切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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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之主動性。 

    在企圖心方面，受訪者表示自己多半是鎖定特定節目收看，由於好消息頻道

的專屬網站上有提供線上收看節目，因此受訪者也會依自己的需求選擇節目線上

收看。同時，會在收看之前預備自己的心以獲得更多的收穫。 

有時候我早上特別趕到辦公室來看電視禱告會（編號 05）；我看 Good 
TV 是很清楚我知道有什麼節目要看才看，我不會一直轉，通常每天我都打

開看我想看的節目，不過現在因為頻道不清楚所以我在網路上看雖然不是

每個節目都有，但是用網路我可自由選擇時間跟想看的節目（編號 09）；

我想最重要的應該是你有沒有預備好要去看，如果說之前人家有提到然後

你自己有預備好，會有實質的效果（編號 05）。 

  即使是無意間轉到好消息頻道也會特別注意講員是否是自己所喜歡的而有

所選擇，並非照單全收。 

一般電視轉到什麼就看什麼，Good TV 會比較注意講員是誰（編號

06）；我會注意講員，我覺得他有吸引力我會跟著他看（編號 01）；我看

電視非常專心，我很清楚電視一打開那些是我要的，那些是我不要的（編

號 02）。 

在專心度方面，受訪者均表示收看好消息頻道比起一般商業電視專心，甚至

是以一種上課、聽講道的心態在認真收看。 

看 Good TV 都是很專心看的（編號 11）；會專心的看，常有抄筆記衝

動（編號 01）；大部分看的時候都是很專心，就像是在聽講道一樣（編號

07）。 

    在渉入度方面，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相當專心，因此對於節目內容以及講

員的指示會有高度的涉入，使得觀眾與電視節目內容產生強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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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專心會跟著一起禱告，看 Good TV 都是很專心看的（編號 11）；

看 Good TV 很有互動感，比方說它會說你要翻開聖經，好像是跟你互動。

我們一起來讀聖經一起禱告，我會跟著一起做，除非它是一個影片要不然

我都會帶聖經，記筆記，很認真的看（編號 03）；如果牧師說禱告，我也

會閉起眼睛跟著一起禱告（編號 08）。 

    有此可知由於好消息頻道的節目內容會邀請觀眾一同讀聖經或者禱告，使得

觀眾有高度的參與感及互動。此外，好消息頻道也設有協談專線，使得觀眾在看

電視的同時有任何感動或者是有困難可以打電話尋求幫助。 

  我工作上難免應酬，我太太很生氣冷戰一段時間，後來她有一天忽然

很高興，因為她看「700 俱樂部」，然後打電話到節目裡面去，然後給她

安慰，然後說為你們的家庭禱告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動，一個節目能夠

讓你去感動真的很不簡單（編號 05）。 

  在高度涉入的狀態下，促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能獲得 Engel(1986)指出

宗教性中經驗上的感受，藉著與超自然的對象接觸，而有感應及直接主觀的認知。 

  我在看 Good TV 的時候會有感動，被聖靈充滿的感覺，但是不是每次，

就是我很投入的時候，我真的融入我會覺得真的跟神很接近。他在做見證

悲傷的時候，也許電視裡面的人沒哭我也會落淚，同樣的如果牧師說禱告，

我也會必者眼睛跟著一起禱告（編號 08）；看 Good TV 有讓自己更接近神

的感覺，神也會透過電視跟我說話（編號 07）。 

  上述發現與年 Abelman(1987)發現的研究發現相呼應，他指出多數的宗教閱

聽人是目標導向、工具性地使用媒體。同時也回應了 Blumler(1979)提出「主動的

閱聽人」概念，宗教電視台閱聽人明確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什麼；閱聽人是主動

的，而且是有目的的使用傳播媒體；閱聽人根據自己的需求來選擇媒體和傳播內

容，他們主動將需求的滿足與媒體的選擇連結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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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受訪者收視動機資料分析 

Abelman(1987)研究收看宗教電視節目的動機，以因素分析法將 22 個動機問

題分為六個面向，包含「追求進步」、「資訊尋求」、「娛樂」、「信仰」、「習慣」、「逃

避」。畢盈（2002）對佛教信眾觀看宗教電視台的動機研究分析出「資訊需求」、

「休閒娛樂」、「心靈安定需求」與「團體互動關係」四個面向。整合第二章之文

獻及整理受訪者訪談資料後，本研究將從「資訊尋求」、「心靈安定」、「替代」、「個

人認同」、「社會互動」、「休閒娛樂」、「對商業電視不滿」等六個面項來探討。 

(一) 資訊尋求 

人類的心理性動機第一層次即為為好奇動機包含好奇、探索與操弄等，三種

較為原始的驅力（張春興，1993）。而資訊尋求包含了解社會及世界、監督環境、

尋求建議、滿足好奇心及興趣、學習等功能(McQuail, Blumler & Brown,1972)。 

在整理訪談資料發現當詢問受訪者收看好消息頻道的動機時，大部分受訪者

均表示為了知道更多訊息、更了解基督教及了解神。 

  想更了解神（編號 01）；我把好消息頻道當作一個知識領域的一個充

電管道，我想看一下基督徒的我不知道的東西（編號 02）；它是一個基督

徒的頻道想藉由 Good TV 了解更多基督徒的訊息（編號 03）；因為你會知

道一些其他地方基督徒的動態（編號 09）；神會告訴我一些事情，在無意

之中會得到一些寶貝（編號 10）；了解一些神的作為（編號 11）。 

  而進一步探究其尋求資訊的原因可發現受訪者不僅是因為好奇，吸收知識，

更重要的是藉由多了解基督教文化以提升自己的靈命。 

(二) 心靈安定 

  Maslow(1971)提出更高層次的「靈性需求」，強調第六層次是「超越個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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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協助他人達到自我實現的機會」的需求。追求的是利他和自我超越的生活目標

（引自賈馥茗，1991）。由於人們會利用各種不同的途徑來滿足這些不同層次的

需求，當然媒體使用也是途徑之一。 

  基督徒對於靈性的需求反映在追求靈命的成長，而靈命的成長往往是藉由更

了解神的旨意、聖經內容、禱告等方式來提升。因此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獲得

更多資訊其主要目的便是追求靈命的成長。 

  看 Good TV 最大的原因當然是希望在屬靈生命上更長進（編號 09）；

看電視與靈命有關，初信的時候很渴慕天天都看吸收神的話（編號 07）；

因為我覺得自己在靈命上有很大空間要成長，那我想看 Good TV 會有幫助

（編號 01）；我是因為想親近神（編號 06）；看 Good TV 就會有一種在

跟神交談的感覺，上帝是無所不在的（編號 12）實際上神也透過它跟我說

話（編號 03）；我是想說我是個嬰兒期，希望從它那邊獲得一些靈性的成

長（編號 02）。 

  由此可知受訪者將好消息頻道看成是與神接近的管道，同時好消息頻道亦扮

演了如同心靈導師的角色，在生活行為以及心靈思想上給予指導與啟發。 

  我非常同意看 Good TV 是為了給我心靈上跟行為上的指引（編號 01）；
我覺得每次在我碰到一個狀況不知該如何解決時，我會轉到 Good TV，看

看會不會有些什麼指引（編號 03）；像我有一陣子很憂鬱，我會看 Good TV
讓我的心情振作，走出那樣子的陰霾，有點像生活中的指引，它的教導我

會實踐（編號 07）；看 Good TV 最主要是堅定我的信心，我聽到這些見證

給我力量讓我覺得我應該要站起來（編號 08）。 

  此外，更有少數受訪者表示看 Good TV 是希望可以從中獲得救贖。 

  我還蠻同意看 Good TV 是為了心靈的救贖（編號 06）；是有一點想要

藉由看 Good TV 得到一點贖罪的感覺（編號 02）；的確有一種贖罪的動機

在裡面（編號 09）；心靈上要救贖我感覺在臨場好像比較容易，我在現場

才會比較有這種心靈的贖，在家的時候比較有隔著一層也是會有一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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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像現場這麼強烈。其實救贖這種我覺得在教會崇拜也不一定能得到，

因為大家來講一講好像就結束，真的要救贖比較多是像醫治釋放這種特會

（編號 08）；我不覺得看 Good TV 是為了想要得到心靈上的救贖（編號

01）。 

同時，亦可發現也有受訪者表示收看好消息頻道並非為了獲得救贖的動機，

他們認為獲得救贖的感覺必須透過參加醫治釋放的特會。 

(三) 替代 

Dennis(1962)指出信徒收看宗教電視的目的是為了能夠替代去教會，Gerbner 

et.al(1984)的研究也呼應此看法，認為基督徒收看宗教電視來是對於親身參與教會

崇拜的一種替代。此外，電視上的宗教節目相對有娛樂的成份較有趣，再加上透

過宗教電視使得宗教領袖可藉電視增加其信徒提升其威望，有些人甚至認為電視

上的佈道比教堂中的佈道好（Comstock, 1982）。 

然而關於此點普遍受訪者並不認同，表示觀看宗教電視台與實際去教會聚會

不同，許多受訪者不論風雨每週固定去教會，因此「替代」之動機不高。 

  我每週都一定去教會，除非我已經躺在床上不能動，那這種狀況我也

不可能看電視（編號 09）；基本上都會去教會，如果真的不能去教會的情

況，通常也不允許看電視，我都是去現場，去現場比較有到神的面前的感

覺（編號 10）；我不會因為不能去做禮拜所以看 Good TV，不會有這種感

覺 (編號 01)；偶而，我不會說因為我今天沒有去教會，看完它我今天就做

完功課了，我不會。他不夠好我還是不會覺得說他能夠讓我就覺得安心，

好像我看了他沒去教會就安心（編號 02）。 

但是仍有受訪者認為在家收看好消息頻道比舟車勞頓去教會來的方便，尤其

是在自身內心感到憂鬱不想出門時，收看好消息頻道為了能替代去教會的動機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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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有憂鬱症很嚴重時，都不想出門就會想說在家看「好消息」

（編號 07）；比起我這樣子舟車往返，有時候我想就在家看 GoodTV 得到

的東西更大（編號 08）。 

由可上述內容可發現，會讓基督徒產生收看好消息頻道作為代替去教會的動

機，和基督徒之健康狀態有關，當身體狀況不佳無法出門，或者內心憂鬱自閉不

願出門時，方會產生「替代」的動機。 

(四) 個人認同 

由前述之文獻探討整理可知觀眾對於電視的使用動機包含了尋求認同。因此

本研究也試圖了解收看好消息頻道是否可以讓基督徒對其身分以及教會的認同

提升。 

我覺得身為教會的一份子應該要看（編號 01）；基督徒看 Good TV 是

很理所當然的是(編號 07)。 

  儘管有少數受訪者認為有一小部分動機是來自於「個人認同」，但大多數的

受訪者收看表示好消息頻道的動機與個人認同無關。 

  我不是那麼同意說身為基督徒一定要看 Good TV，或是看 Good TV 才

是基督徒（編號 06）我覺得說當你是被人家半推半就信主的，可能會受電

視影響對教會的認同或是對自己是基督徒身分的認同，可是像我是被聖靈

充滿我非常清楚這是我要的，看電視完全不會影響我（編號 02）；我們已

經非常委身了，對自己是基督徒是很確定的，跟其他的無關（編號 11）。 

整體而言，受訪者普遍認為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動機並不是為了尋求「個人認

同」。此點呼應畢盈（2002）之研究發現「身為該佛教團體的一份子，所以收看

該佛教頻道」之收視動機相當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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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互動 

  許多研究指出閱聽人使用媒體之動機是為了讓自己和同儕或友人有更良好

的社會互動，同時尋求歸屬感。然而此點在本研究所有受訪者均表示收看好消息

頻道並不是因為想要與其他基督徒建立關係或尋找話題。 

  看 Good TV 完全不會因為是想跟別人聊天有話題，因為也不知道誰在

看，見面也不會聊（編號 01）；我的動機完全是從那邊尋求一些事，並不

是為了要跟教會的人互動（編號 03）；大家很少在一起，每星期見面也只

有說一些問候的話，之後就回家，因為一到沒多久就聽講道，聽完就回家

了(編號 12)；其實我們每次聚會也沒有很多時間聊天，大部分是聊我們那

天練唱的事情（編號 08）光是聊教會發生那些事情就聊不完了，那有時間

聊 Good TV 的內容（編號 09）。 

收看好消息頻道並非為了與其他基督徒建立關係或尋找話題的主要原因在

於去教會主要是在進行崇拜、聽講道，彼此交談的機會不多，在小組聚會時也多

半有主題彼此分享，因此好消息頻道的內容並不會成為話題來拉近彼此距離。此

外，更重要的是好消息頻道的內容不具話題性，受訪者認為若是好消息頻道的談

話性節目內容可以跟社會時事結合將會更有吸引力。 

  不會把 Good TV 拿來分享，因為沒有話題，應該有一些社會性的節目

有一些話題像是美國有一個女生被抓，她用標竿人生的內容讓歹徒把它放

走（編號 09）。 

  訪談中僅有極少數的基督徒是因為「社會互動」動機而收看好消息頻道。在

受訪者中僅有一位表示收看好消息頻道的唯一動機便是希望了解家人為何要看

好消息頻道；另一位則是為了想透過好消息頻道傳福音給家人。 

  看 Good TV 的動機其實只是因為我媽看，所以有些時候我會稍微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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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媽真的很愛看，你就會想說到底她為什麼這麼愛看（編號 04）；我

是因為想要跟家人傳福音，所以陪人家看（編號 07）。 

  由上述分析結果呼應了畢盈（2002）信眾在收看宗教頻道的社會互動性媒體

使用動機相比較，在動機上，「心靈安定需求」為最高，「團互動關係」為最低。 

(六) 休閒娛樂 

  許多學者均指出觀眾對電視節目的使用動機，「休閒娛樂」為相當重要的因

素（Rubin,1981；Wenner,1982；Sonia,1988）。然而基督徒對於宗教頻道的主要使

用動機全部受訪者均表示與「休閒娛樂」無關。 

娛樂休閒成分不高，我不會在這裡看娛樂因為說實在他不怎麼娛樂，

我是很希望屬靈生活更長進，因為它是觀照人的生命而不是一般的娛樂電

視台（編號 09）；我看他不是因為想要打發時間或忘掉憂愁（編號 01）；

休閒完全不是我的動機（編號 06）；我覺得這個跟休閒無關我是想從中知

道東西（編號 02）；沒有娛樂效果倒是不太高，它可以在活潑一點，有一

點沉悶沉悶的（編號 11）。 

   此點發現與畢盈（2002）指出佛教信眾會藉由電視宗教頻道去搜尋原本參與

佛教信仰活動所能提供的功能，至於「休閒娛樂」的動機層面，佛教信眾較不重

視。同時也和 1987 年 Abelman 的研究發現相呼應，Abelman 認為許多宗教節目

的閱聽人是有目的與選擇性的資訊搜尋者；換句話說，多數的宗教閱聽人是目標

導向、工具性地使用媒體。 

(七) 對商業電視不滿 

商業電視台充滿著腥、羶、色是不爭的事實，受訪者普遍認為看商業電視台

對自己沒有什麼意義，甚至會污染自己的心靈。Hamilton& Rubin(1992)發現，保

守的基督徒會觀看一些可以提供道德指引的支持性節目，避免收看腥、羶、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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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類型。Dennis(1962)發現指出信徒收看宗教電視的動機之一是為了能夠替代

商業電視節目。 

  我最多看新聞頻道、Discovery 之類的其他商業電視我完全不看，我覺

得只要看了不小心有一點點污染了我的心靈都不好（編號 09）；因為其實

一般的商業節目會不實報導，就是故意誇張看了你會很難過，像是林志玲

沒摔斷六根肋骨它就說她摔斷六根肋骨，看 Good TV 之後情緒不會有很大

的波動，就是很平靜跟商業電視不同，看完我會覺得更想看它（編號 01）。 

  這種對商業電視感到不滿足而收看好消息頻道會隨受訪者對信仰熱衷的階

段不同而有所改變。 

  我以前就是個電視兒童但是很奇妙的是，當我信主之後忽然這些東西

都對我沒有吸引力了（編號 07）；可能是有一些階段，我之前很喜歡看談

話性節目，男生總是喜歡看談話性或是政論性節目，但是看久了覺得不但

沒有幫助，還有一些負面的思考，對我的人際關係也沒實質幫助，所以後

來就比較常看 Good TV（編號 05）。 

  但是這並不表示所有都基督徒完全不看商業電視，有些是當他們覺得商業電

視很無聊時會轉到好消息頻道試圖尋找一些能提升自己靈命的節目。 

  我覺得身為一個現代人，我想其他電視還是要看，但是我是一個基督

徒如果我沒有看 Good TV 這種來充實來靈修的話，我會覺得自己像是一個

商業台這樣子，我會看看一般商業台覺得沒什麼好看時就轉去 Good TV 看

看（編號 08）。 

由此可知，對商業電視節目不滿並以收看宗教電視台節目為替代，的確為信

徒收看宗教電視的重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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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訪者收視滿足資料分析 

  「使用與滿足」其研究之目的在於解釋人們如何使用媒體滿足其需求，探討

閱聽人使用媒體行為的動機，更進一步，析論媒體之動機、行為及滿足三者之關

聯及其所產生之功能或結果（Katz, Blumler&Gurevitch, 1974）。因此本節將從受

訪者之收視動機及收視使用行為兩個面向，來探討其收視後之滿足程度度並探討

其中的影響因素。 

(一) 收視行為與收視滿足之分析 

1. 收視時段、頻率與收視滿足 

  我覺得他節目的安排死了一點，比方說早上 10 點鐘開始家庭會客室，

下午 4 點多又是家庭會客室，又重播完了，晚上又來了，應該有一些別的

（編號 11）；有時候打開一樣時間，想說奇怪怎麼又不是這個節目，有時

後又覺得他節目換了 它的節目不固定（編號 10）。  

  受訪者認為好消息頻道重播率過高，使其無法長時間收看，因為往往想看的

時候發現已經看過了。同時好消息頻道之節目透過好消息之月刊或者是網站上方

可取得，不若商業電視在報紙上可以輕易查詢，也是造成觀眾認為其節目混亂的

因素之一。而該時段所播出的內容是否符合觀眾之需求也是影響滿足程度的重要

因素。 

看什麼時候，那個時段，應該要了解一下人的心理狀況，在那個時段

來迎合觀眾，它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比方說人最低落的時間是 3-5 點，

在這時段應該有更正面的節目，例如女人煮完飯很辛苦時應該看什麼，要

針對不同族群（編號 09）。 

歸結上述可發現「重播率」、「節目播出資訊取得的方便性」以及「播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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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否符合觀眾之需求」，為影響收看時段與頻率滿足程度的主要因素。 

2. 收看節目類型與收視滿足 

在「知識造就類」節目方面，知識造就類節目是最能夠提升收看好消息頻道

之基督徒的靈命之一，受訪者認為透過知識造就類型節目可以滿足其「心靈安定」

及「資訊尋求」之動機（編號 01、05、07、08、09、10、11）。 

  在對節目內容的期待上受訪者的期待並不一致，部分受訪者期待有更多外國

教會的訊息或者是外國牧師的佈道節目（編號 02、06、09）；然而，另一部份受

訪者則表示由於文化上的差異使得其無法了解外國牧師所要表達的真意，同時講

者與翻譯的言談交錯使得受訪者心神不寧（編號 10、11）。 

  我偶爾看到外國牧師，我不喜歡他的思考方式跟我們不一樣（編號

10）；另外像那種都是外國人有找翻譯，吵死了，我最怕看那些（編號 11）。 

在「音樂敬拜類」節目方面，音樂敬拜類節目被認為相對於其他類型其休閒

成分較高，也能夠安慰受訪者的心，使其心靈平靜。當受訪者心煩意亂無心關看

知識造就類型節目時，音樂敬拜類節目可以使其忘卻煩憂（編號 01、05、07、

08）。在音樂敬拜類節目的製作方面的「精緻度」以及「活潑度」則是受訪者評

估其收視滿足程度的重要因素。 

  看完後我會希望音樂節目可以製作的水準可以更好，像是三立夜總會

那樣，可以跟上流行的（編號 06）；我覺得他有些節目太懷舊了，步調太

慢了，但是我覺得還是蠻感動的，因為它會講這些戨的背後意義但是它的

內容太傳統 （編號 01）因為唱歌太小聲聽不大清楚，講道比較清楚。 

在「故事見證類」節目方面，受訪者表示故事見證類節目可以作為其與非基

督徒傳福音時的素材，提供「社會互動」方面的滿足。同時故事見證類型節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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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藉由了解他人成功的過程，堅定自身的信心（編號 07、08）。然而當故事見

證的內容太過悲慘時，反而會使觀眾的心情不佳。 

有些節目像是新生傳奇太悲慘了，它會影響我的心情，我心情會很不

好（編號 10）。 

  此外，若故事見證類節目內容太激動或者超自然力量的內容描述太多，也會

使部分觀眾感到不適應。 

  比如它那個禱告見證又哭又笑，很 high 的狀況這是我不能理解的，讓

我覺得感覺好像直銷那樣，它不能觸動我的心（編號 02）；有些見證太虛

幻了，讚美讚美，然後那個人腳就好了，你知道這些東西太虛幻了，他還

是要經過醫治，我不喜歡這樣子（編號 04）。 

  在「親子家庭類」節目方面，對於家中有叛逆期的基督徒而言有相當的幫助

（編號 05），然而其他年齡層的基督徒認為其節目內容不夠多元無法滿足年長

者的需求(編號 10、11、12）。 

  在「健康生活類」節目方面，由於其內容包含烹飪教學以及短劇的演出，受

訪者中職業為家管的婦女對於此類型的節目均給予好評(編號 10、12）。女性對

「兒童節目」的接受度也比男性高（編號 08、07、10），兒童節目也有些許的

休閒娛樂功能。 

  在「新聞時事類」節目方面，受訪者認為若能增加其多元性以及與時事結合

將提升其吸引力（編號 02、05、09）。此外男性受訪者認為新聞時事類型節目

應該增加互動性強的談話性節目，針對當前重要之社會議題由基督教的觀點切入

進行分析討論。 

  他的談話性節目可以更深入一點，應該可以跟時事結合，一個主題用

神的角度去切入討論（編號 05）；應該有一些社會性的節目有一些話題（編



 82

號 09）。 

  對節目製作的整體滿意度上，受訪者認為好消息頻道的節目內容針對男性觀

眾的節目不夠。 

  男生比較理性應該在晚上比方說十點以後，有一些弟兄看的，比方說

我心理的創傷、工作挫折，不能跟妻子說的，Good TV 扮演安慰跟鼓勵的

角色，因為大部分都是家庭跟小孩很少針對弟兄的節目（編號 09）；我先

生跟兒子不愛看（編號 08）。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對於喜歡看商業電視的影片及連續

劇，因此若是好消息頻道能增加與神有關之影片或者是連續劇將提升其對觀眾的

吸引力（編號 03、05、08、11）。此外，本研究發現對好消息頻道收視頻率較

高者多半為年長的受訪者，眼力及聽力不佳，因此對於字幕的清晰度以及播出語

言的要求比一般觀眾嚴格。 

  有時候它說太快還來不急看完（字幕）這一句，下一句就來了，我就跟上帝

禱告說，神阿！讓它講慢點（編號 12）；我聽習慣國語，台語、客語、英語我

就聽不懂（編號 10）。 

簡言之在節目類型與滿足方面，「知識造就類」節目最能夠滿足其「心靈安

定」及「資訊尋求」之動機；「音樂敬拜類」節目的休閒成分較高；「故事見證

類」節目可以堅定信徒自身的信心並作為其傳福音的素材，提供其「社會互動」

方面的滿足。在節目製作的整體滿意度上，受訪者認為好消息頻道的節目內容針

對男性觀眾的節目不夠。此外，由於收視頻率較高者多半為年紀較長，對於字幕

的清晰度以及播出語言的要求比一般觀眾嚴格。 

3. 捐款奉獻好消息頻道及購買相關產品與收視滿足 

  在前述分析可發現，受訪者之所以捐款奉獻給好消息頻道是出於對該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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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換而言之，觀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對好消息頻道之滿意度越高其捐款奉

獻的意願也越高。除此之外，傳福音的使命感也是影響觀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

購買及捐款奉獻給好消息頻道的主要原因。 

4. 閱聽人之主動性與收視滿足 

  由前述之主動性分析可發現，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比起一般商業電視專

心，對於節目內容以及講員的指示會有高度的涉入，使得觀眾與電視節目內容產

生強烈互動。受訪者亦指出收看好消息頻道時自身的主動性影響所獲得的滿足程

度，觀看前先預備好要看的心理準備所獲得的滿足比較大（編號 03、05）。此

外，高度涉入的狀態，能促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能獲得 Engel(1986)指出宗

教性中經驗上的感受，藉著與超自然的對象接觸，而有感應及直接主觀的認知（編

號 08、09）。簡言之，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其主動性愈高所獲得的滿足也

將隨之提升。 

(二) 收視動機與收視滿足 

1. 「資訊尋求」動機與滿足 

受訪者之所以有資訊尋求的動機乃是因為想要知道更多訊息、更了解基督教

及了解神，經由知識的吸收提升自己的靈命。由於受訪者對資訊尋求的動機頗為

強烈，儘管部分受訪者對於好消息頻道滿足其「資訊尋求」動機表示滿意，但比

起其對好消息頻道之期待而言，明顯不足。 

  有得到滿足因為我選擇的節目都是訊息的節目，就像是到教會的訊息

再聽一次很有收穫，其實有很多方面想更認識主，像我現在在青年崇拜可

能我們熟悉就是這樣，所講的主題只有在這個圈圈看 Good TV 可以擴大視

野，像是婚姻、工作，比較生活化的東西（編號 03）；有很多不懂的有幫

助（編號 07）；我覺得它如果更生活化會更好（編號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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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尋求」動機無法被滿足的因素之一為受訪者期待從消息頻道得到多元

的基督教訊息，特別是國外的，然而這方面好消息頻道的內容並不充足。 

  它的廣泛性不夠大，它可以讓我知道訊息但是我看完後覺得它提供的

訊息也不是那麼多，國外教會的訊息也沒有（編號 06）；我信主十幾年，

如果資訊不發達你無法知道很多，透過這些媒體知道更多，Good TV 有部

分滿足我，國內的話比較強，但是在國外的話資訊明顯不足（編號 09）如

果它說的是一些新的東西國外的東西我覺得那是我要的。（編號 02） 

  除此之外，受訪者認為好消息頻道所介紹之內容應該更開放，應該讓基督徒

理解非基督徒是如何看待基督教文化，即使是反基督教言論也應該讓基督徒了

解。好消息頻道所呈現出的僅僅是非真實，美化過後的基督教世界。 

  由此可知，影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對「資訊尋求」的滿足程度主要因

素為：（1）節目內容的多元性及國際性；（2）節目的內容的生活化及真實性。 

2. 「心靈安定」動機與滿足 

  「心靈安定」動機為所有動機中最強烈的，在訪談中絕大多數受訪者均表示

提升自己的靈命是其收看好消息頻道最大的動力，研究發現收看好消息頻道的確

會撫慰觀眾的心。 

  我希望自己靈命更強壯，看 Good TV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會自己在家

看電視很感動流淚，看完有被釋放的感覺得到醫治（編號 07）；我在看 Good 
TV 的時候會有感動，被聖靈充滿的感覺，但是不是每次，就是我很投入的

時候，我真的融入我會覺得真的跟神很接近（編號 08）；我覺得看電視禱

告會，會讓我振奮精神，被醫治（編號 10）；會因為看 Good TV 心情變好

（編號 09）。 

  深入分析影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在「心靈安定」滿足程度之因素。

發現與電視製作之品質或形式之關聯性不大，收看者的「主動性」是才是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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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受訪者表示與「神的作工」有關，本研究認為此點與基督徒對好消息頻道之

「專心度」及「涉入程度」有關。 

  這牽扯到自己的屬靈狀況，也許節目很好但是你沒有靜下心來看也沒

用，我覺得還是關乎到自己的狀況（編號 06）；我想最重要的應該是你有

沒有預備好要去看，如果說之前人家有提到，然後你自己有預備好……我

可以去領受他它要說的內容（編號 05）。 

  再者，節目內容是否貼近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的現況，也影響「心靈安

定」之滿足。當節目呈現內容於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自身的處境接近，節目

所教導的內容將成為基督徒處理當下面對問題之指引，並且認為這些就是神的旨

意，透過好消息頻道來傳達。 

  我覺得每次在我碰到一個狀況不知如何解決時， 我會轉 Good TV。有

時候很奇妙常常它說的就是我當下的情況，會給我指引，我覺得很特別，

實際上神也透過它跟我說話……跟神禱告尋求答案神就給答案（編號 03）；
看完會有收獲，比方剛好它的訊息跟我切身的有關，因為我現在孩子在叛

逆期，我不知道怎麼來解決，後來看了這些親子節目的教導，好像神就是

這樣子來告訴我，我會覺得這是神給我的訊息覺得收穫（編號 05）；Good 
TV 是我生活中的指引，它的教導我會實踐（編號 07）；看 Good TV 會想

說我還有一個神來安慰我，像是不斷有神同在的感覺（編號 09）。 

  綜上所述，可發現好消息頻道之所以可以滿足「心靈安定」的動機，是因為

覺得它如同「神的化身」，在生活行為以及心靈思想上給予收看它的基督徒指導

與啟發。而對於此種神的化身的認同程度取決於（1）節目內容與收看好消息頻

道之基督徒的生活貼近度；以及（2）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的使用主動性。 

3. 「替代」動機與滿足 

  前述分析可知道受訪者收看好消息頻道之「替代」動機並不高，細究其動機

不高之因素與其所獲得滿足程度不高互為因果。受訪者表示好消息頻道與實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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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聽講道所獲得的面向是不同的，他們希望從好消息頻道獲得更多元的資訊。 

  不會看 Good TV 當一種替代，因為基本上我都會去教會，只是想看一

下電視的型態跟教會有何不同。因為我是在青年牧區看到的訊息跟電視不

同，電視有更多，例如：家庭、親子、兩性等議題，可以讓我得到和教會

不同的資訊，但是沒有辦法替代去教會（編號 03） 

  然而也有一些受訪者認為看 Good TV 有某種程度的替代效果，在地理環境太

遙遠或者是身體狀態不佳無法出門的狀態下會發生，但是均表示至多能替代去教

會的主日崇拜，特會是無法取代的。 

  就是當我們不能去的時候，因為它有時候是在外國，可是現場的感覺

畢竟是跟電視是有差的，今天我會排現場是第一位，如果不行才選電視（編

號 06）有時候離家很遠，很麻煩 Good TV 有我就在家看（編號 11）；像

我那陣子有憂鬱症不太能出門，我主日崇拜就在家看電視，在電視看特會

的感覺還是會有，但是當然比不上到現場的感覺就像是你買函授課程一樣

還是不如到學校上課來的有參與感（編號 07）；特會我覺得透過電視就跟

神之間有個距離，比方說聖靈充滿的時候你就沒有感覺。一個人對著電視

不如我自己敬拜，我不受他對我影響。我覺得特會這種還是在現場才有感

覺，所以我沒有在電視頻道上參加過任何特會（編號 09）。 

  受訪者之中僅有一位表示會在好消息頻道上看自己無法參與的特會。 

當然會這樣子因為有時候參加一些聚會弟兄姊妹分享說某某特會很好

Good TV 有轉播那我會鎖定那個時間去看（編號 05）。 

  不過在訪談中有個有趣的發現，由於參加特會時，參與者的情緒多半相當激

動，因此對於現場牧師所說的內容不一定能完全吸收。此外，特會通常人數眾多

較為嘈雜在現場聽不清楚講道的內容，因此有受訪者表示會在參加完現場特會

後，回家再看一次電視透過字幕能更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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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是我再看一次，就是我參加回來了但是再看一次，因為有些訊息

可能當時沒有接受到，比方說現場太吵，再來 review 一次（編號 09）。 

  因此，現場環境太吵，聽眾無法輕易的明白講者所說之內容，成為好消息頻

道能替代主日崇拜的原因。 

  我在看電視的時後我也可以被它打動能敬拜。我覺得看 Good TV 好像

是一個敬拜的活動。反而比我這樣子舟車往返後得到的東西更大。我覺得

雖然說他不是這麼有臨場感喔!但是我覺得我跟他很接近，而且我每一個字

都看的到，有時後我們在主崇聽牧師講道，不知道他說的那個字是怎麼寫，

但電視有字幕。我就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很專心的看，很舒服，我要眼睛閉

起來我可以禱告，那他說的經文講的話所有都有字幕可以看，反而我更容

易融入到裡面（編號 08）。 

  上述分析可發現收看電視佈道節目與對受訪者而言所獲得的滿足並不一

樣，電視佈道節目無法完全替代實際參與崇拜。此點與 Pettersson(1986)在瑞典進

行的研究若合符節，他比較電視禮拜與教堂的主日崇拜發現，每星期參加教堂禮

拜與電視禮拜的人數比例差距不大。就觀看電視禮拜的信眾而言，電視提供了非

宗教性的、自我整合的滿足；對於參加教堂禮拜的信眾而言，教堂禮拜提供了參

與宗教儀式的氣氛與社會整合的經驗，兩者所提供的滿足是不同的，因此無法相

提並論（引自畢盈，2002）。 

基督徒除了去教會參加崇拜外，每日固定的靈修也是教導之一，受訪者表示

看好消息頻道多少是期待從中提升自己的靈命，作為一種靈修的管道。 

有一點靈修的感覺我覺得有時候也許沒念那麼多聖經但是有一兩句話

在心中就很有收穫（編號 07）；我當然希望他可以給我靈修上的幫助（編

號 02）；我想有一點點替代的效果，因為我以前也不是這種愛看書的人，

如果你在那邊叫我一直看聖經，對我這種不愛看書的人是蠻苦的，所以我

想說我願意從 Good TV 來彌補我這種做的不好心態（編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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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看 Good TV 很難完全替代靈修，部分原因是因為覺得這樣子做並不符合

神的心意。 

  會把看 Good TV 當作是靈修，像是看完我心裡有一些感動我會禱告，

它會幫助我了解聖經，透過歌唱進拜也會覺得感謝神，但是我會覺得替代

靈修這種心態不太好，神應該會不高興，一種輔助但是不能替代（編號 01）。 

  此外，普遍基督徒認為靈修應該是要每天持續，好消息頻道的靈修性質節

目，雖然是帶狀節目每天都有，然而節目講員每日不同，同一主題必須隔週方能

繼續，因此不連續也是造成其無法替代靈修的因素。 

  應該也會當作是靈修但是就是要固定那個節目，我靈修還是要自己一

個人靈修（編號 05）；一直有想把看 Good TV 當靈修的方式，如果這樣就

應該要每天看但是有點難，想透過 Good TV 滿足一天要靈修的內容但是很

難完全替代（編號 03）；因為時間的問題所以無法取代靈修，Good TV 它

的牧師不是連續的，禮拜二是一個牧師、禮拜三是一個，要聽又要到下一

個禮拜了，有時聽了一次又不知道下次是何時。最好是每天連續的比較好，

她們那個主日學都不是連續的它不連續就很難跟著他去靈修（編號 10）。 

4. 「個人認同」動機與滿足 

  在前述的收視動機分析中發現，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在「個人認同」之動

機上非常薄弱。而在獲得的滿足部份也沒有一致的結果，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看

好消息頻道與尋求個人認同關聯性不大。 

  看完會更像基督徒，我想他多少有幫助(編號 06)我覺得看 Good TV 並

不會讓我覺得我更像基督徒(編號 02) ；我覺得看 Good TV 跟對基督教的認

同或是跟基督徒身分的認同沒什麼關係(編號 09)。外邦人多，有必要時有

機會我也會想讓別人知道我就是基督徒，那我會提到 Good TV (編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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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受訪者表示收看好消息頻道的動機與個人認同無

關，但是會在與非基督徒交談時，透露自己為好消息頻道之觀眾以彰顯自己是基

督徒的身分。 

5. 「社會互動」動機與滿足 

在前述的收視動機分析中發現，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在「個人認同」之動

機上非常薄弱。然而其在「社會互動」上所獲得的滿足相對於動機來的大，此乃

由於受訪者在觀看好消息頻道時，並非預期要以此來提升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關

係。然而收看好消息頻道後有意外的滿足，此種滿足的主要來源並非是為了和其

他基督徒分享，相反的是為了跟非基督徒傳福音。 

  同事也會一起看，因為遙控器在我手上我看他們也一起看，偶爾會跟

他們傳福音，有時候他們問一些問題時我會跟他們分享(編號 05) ；我會買

Good TV 的東西跟同事一起看，用來傳福音(編號 07)；我看完之後有很多

見證可以分享給我先生跟我小孩(編號 08)。 

此外與一般商業電視不同的是，好消息頻道的觀眾相對其他一般商業電視觀

眾而言有更多的機會直接參與電視的製作，成為嘉賓。當觀眾自己在電視上出現

時，便會以此跟朋友分享作為話題。 

  很少跟人分享，偶爾是因為我們自己有上去表演才會拿來討論（編號

11）；像我上次有參加天堂在我家就會跟別人分享這件事（編號 05）。 

6. 「休閒娛樂」動機與滿足 

  由前述分析可知，全部受訪者均表示對於宗教頻道的主要收視動機與「休閒

娛樂」無關。儘管如此，休閒娛樂並非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之主要收視動機，

但是在觀看的情境中的附帶關係下仍然衍生出休閒娛樂上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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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不是因為想要打發時間忘掉憂愁，但是看完覺得蠻開心的(編號

01)；看 Good TV 不是因為想要有休閒或打發時間的動機，但是看一看也挺

開心，時間不知不覺也過了(編號 06)。 

  分析訪談內容發現節目類型與對休閒娛樂的滿足有相當的影響。好消息頻道

中音樂敬拜類節目、故事見證類節目、影片以及兒童節目被受訪者認為較有娛樂

性。 

  有休閒，它有時候是影片我覺得不錯或是有一些見證我覺得不錯，見

證比較有休閒的感覺(編號 03)；有一點喔！像小朋友節目(編號 08) ；像是

它的音樂節目蠻輕鬆的，所以會有休閒效果(編號 01)；它屬於音樂性的節

目比較有休閒的感覺但是不會那麼專注(編號 05)。 

  同時也可以發現當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在看休閒性質較高的節目時，其

專心度下降。此外節目內容不夠活潑也是觀眾認為無法獲得休閑娛樂效果的因素

之一。 

  沒有娛樂效果，休閒的感覺倒是不太高，它可以在活潑一點，有一點

沉悶沉悶的(編號 10)；他音樂節目也都是規規矩矩的，余光的我也經常看

也還不錯拉，反正就是一句話不活(編號 11)。 

仍然有受訪者認為好消息頻道無法提供休閒娛樂方面的滿足，且若是為了休

閒娛樂的動機，受訪者將會選擇商業電視來滿足此一需求。 

我的動機不會是因為打發時間或是休閒，而且看完其實也這個效果，

但是我覺得是完全沒有休閒效果，但是它沒有就算了（編號 02）；我不會

在這裡看娛樂因為說實在它不怎麼娛樂（編號 09）；如果是要娛樂或打發

時間看一般商業電視的效果比較大吧!（編號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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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商業電視不滿之動機與滿足 

好消息頻道的確提供了受訪者不同於商業電視節目所提供的滿足。當前商業

節目充滿的腥、羶、色以及不實報導以刺激收視率，使得觀眾生看節目後內心感

到不安。而好消息頻道所提供的節目使得受訪者感到平靜。 

  看 Good TV 之後情緒不會有很大的波動，就是很平靜跟商業電視不

同，看完我會覺得更想看它（編號 01）；我真的有在那邊得到一些商業電

視台沒有辦法提供我的滿足（編號 08）；看 Good TV 是為了潔淨心靈，我

不喜歡看外面這些亂七八糟的東西，比起商業電視好多了（編號 10）。比

起商業電視現在的 Good TV 已經不錯了（編號 09）。 

  儘管如此，好消息頻道仍無法完全取代商業電視台，其主要原因在於受訪者

認為兩者所提供的滿足是不同的，無法比較。 

  它提供的跟商業電視台的風格是不一樣的，我覺得這兩個東西並不一

樣，像飯跟麵不能比，有不同的滿足（編號 08）；Good TV 不像商業的比

較有吸引力，但是它們的東西不一樣（編號 11）。 

  此外，受訪者對於好消息頻道中的商業廣告感到不滿。受訪者認為可以接受

商業廣告在好消息中播放，然而在好消息頻道中的廣告應該更有質感。 

  我覺得有沒有廣告不影響我看它時所獲得的滿足感（編號 01）；廣告

不影響（編號 02）；我覺得應該可以給基督教的企業打廣告，讓大家知道

基督徒有很多成功人士像是王永慶、張忠謀。應該更有質感的廣告，像是

現在保利達 B 的廣告一點都不健康不屬靈，說什麼喝完保利達 B 老婆來追

我了，這種內容真不應該在 Good TV 出現（編號 09）。 

綜上述好消息頻道的確提供了受訪者不同於商業電視節目所提供的滿足，但

是仍無法完全取代商業電視台，其主要原因在於受訪者認為兩者所提供的滿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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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因此宗教電視台是否要和一般商業電視台競爭或者是專注在其宗教的特

性上，鎖定特定觀眾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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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乃根據第四章深度訪談的資料分析與整合後，逐項說明受訪者的人口統

計變項、宗教信仰參與度、收視行為、收視動機以及收視滿足等情況之後，更進

一步的探討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其生活型態、收視行為、收視動機以及收視

滿足間的關聯性。 

(一) 閱聽人特質與宗教信仰參與度與收視行為 

1. 閱聽人對時間掌握的自主性與收視時段及頻率的關係 

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之時段與「職業」有相當大的關係。上班族不分產業

別由於白天要工作，因此最常的收視時段為夜間（21:00~24:00）。而收看頻率也

因為平日上班比較累沒有時間看電視，多半選擇週末收看，收視頻率較低。職業

別為家管的受訪者其收視時段則比較彈性，然而其收視時段與家中是否有其他人

同住有關，若是與家人同住多半會選擇上午（12:00~15:00）及下午（15:00~18:00）

時段，獨自一人收看。此點與游進忠（1996）的研究發現自主性時間比較多的收

視頻率相對較高相呼應。整體而言可發現職業所帶來的影響，並非在於產業特性

而是在於時間是否彈性不受控制。因此在未來相關研究上是否仍以職業別來探討

其與收視行為的關係，或者應改以閱聽人對自己時間的掌控自由程度作為探討的

面向是值得討論的。 

2. 「宗教信仰參與程度」與「收視時段及頻率」 

  高度宗教參與度者由於希望在一天的開始就能親近神的因素，因此選擇清晨 

（06:00~09:00）在一天活動開始前先看好消息頻道。此點亦與該時段所播出的節

目類型有關，許多受訪者將七點播出的「電視禱告會」視為一天活力的來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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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看好消息頻道的頻率也愈宗教參與程度有關，四位每天固定收看好消息頻道的

受訪者均為高宗教信仰參與者；四位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1-2天的受訪者，除了

一位外，其他均為低宗教信仰參與者；而四位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3-4天的受訪

者，均為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有此可知越投入在宗教信仰上的閱聽眾，也會將

這樣的投入移情到好消息頻道。 

3. 「性別及年齡」與「節目類型選擇」 

  基本人口變項中「性別」及「年齡」影響收看節目的類型。在「性別」方面，

女性相較於男性更喜歡收看「健康生活類」節目，其原因在於此類型節目與烹飪、

健康保健有關。男性則相對女性喜歡收看「新聞時事類」節目。在「年齡」方面

年輕者相對於年長者喜歡「親子家庭類」節目，其原因在於「親子家庭類」節目

的內容探討的多半為婚姻及子女教養，對於年長者而言這些議題並非他們所感興

趣。此外，女性對兒童節目的接受度也比男性高。 

4. 「宗教信仰參與度」與「節目類型選擇」 

  好消息頻道節目類型受歡迎程度依序為：「知識造就類」、「故事見證類」、「音

樂敬拜類」、「健康生活類」與「親子家庭類」並列倒數第二；「兒童節目類」與

「新聞時事類」並列最末位。 

  細究其原因可發現受訪者之所以最常收看「知識造就類」節目，是因為對於

好消息頻道的最大收視動機就是「心靈安定」，希望藉由收看其節目來提升自己

的靈命。而好消息頻道對「知識造就類」節目之內容即定位為培靈造就的講道節

目。而「故事見證類」節目之所以可以激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很重要的

因素是節目中的來賓呈現出真實的故事，能貼近一般人的生活，此種氛圍使觀眾

容易感同身受。「音樂敬拜類」節目則是因為音樂能夠安慰人心，使收看者的心

靈得到慰藉，此外若是自身在教會就有音樂方面的服事，會更愛看音樂敬拜類型

的節目。 

  整體而言，宗教信仰參與程度與收看節目類型的選擇並無明顯的差別，無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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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參與程度為何「知識造就類」仍為最受歡迎的類型。 

5. 「宗教信仰參與度」與「捐款奉獻好消息頻道」 

  對宗教信仰的投入會反映在一個人對於自己生活資源即時間及金錢上的分

配，在受訪的十二人當中有三人固定捐款奉獻給好消息頻道，觀察其主要原因在

於覺得自己有從它的節目中得到很大的幫助，應該要有所回饋，並且也應該將這

樣的好消息傳揚開來。此外支持好消息頻道的工作能夠收到好消息月刊，增加參

與感。另外，一般而言閱聽人購買電視之影集或是相關產品是為了個人喜愛，留

做珍藏，而基督徒購買好消息頻道之原因是因為想要作為傳福音的題材。此外可

發現會捐獻給好消息頻道的受訪者多為每天收看好消息頻道的忠實觀眾，同時為

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有此可知對宗教信仰有所投入及奉獻的根本原因在於認為

自己從神那裡有豐富的得著，因此願意加倍的付出。 

6. 宗教信仰參與度與其收視主動性互為因果相輔相成 

  本研究從閱聽人的企圖心、專心度以及涉入度，此三面向對基督徒收看好消

息頻道的「主動性」進行析論。 

在「企圖心」方面，受訪者表示自己多半是鎖定特定節目收看，由於好消息

頻道的專屬網站上有提供線上收看節目，因此受訪者也會依自己的需求選擇節目

線上收看。同時，會在收看之前預備自己的心以獲得更多的收穫。即使是無意間

轉到好消息頻道也會特別注意講員是否為自己所喜歡的而有所選擇，並非照單全

收；在「專心度」方面，受訪者均表示收看好消息頻道比起一般商業電視專心，

甚至是以一種上課、聽講道的心態在認真收看；在「渉入度」方面，基督徒收看

好消息頻道相當專心，因此對於節目內容以及講員的指示會有高度的涉入，使得

觀眾與電視節目內容產生強烈互動。 

  整體而言在「主動性」研究分析中可發現中度及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的「主

動性」較低度的高出許多。中度及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會與節目講員一同讀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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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禱告甚至抄筆記，因而有高度的參與感及互動。更進一步獲得 Engel(1986)

指出宗教性中經驗上的感受，藉著與超自然的對象接觸，而有感應及直接主觀的

認知，而當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從收視過程中獲得聖靈充滿等感覺，便會促

使他更專心收看好消息頻道，提高其主動性。 

(二) 「宗教信仰參與度」與「收視動機」 

整體而言，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其個人特質對好消息頻道之收視動機影

響不大，「資訊尋求」以及「心靈安定」的動機均為最重要的，「休閒娛樂」則

是受訪者最為忽略的動機。 

「宗教信仰參度」與對收視動機的影響較為明顯，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其收

視動機以「資訊尋求」以及「心靈安定」為主；「替代」、「社會互動」、「個

人認同」、「休閒娛樂」以及「對商業電視不滿」的動機很低。原因在於低度宗

教信仰參與者對於基督教的了解不深，其「資訊尋求」背後的驅動因素多半來自

於「好奇心」；在「休閒娛樂」以及「對商業電視不滿」方面，低度宗教信仰參

與者在「休閒娛樂」方面的需要會尋求一般商業電視，這也就是為什麼其「對商

業電視不滿」的動機不高，因為他們並不認為收看商業電視有何不妥。 

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的收視動機仍以「資訊尋求」以及「心靈安定」為主，

然而相較於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其「心靈安定」的動機更為強烈；「個人認同」、

「社會互動」、「替代」、「對商業電視不滿」等動機也較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高；「休閒娛樂」的動機仍低。細究原因可發現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其「資訊尋

求」的驅動力來自於想要更了解神的旨意，藉此提升自己的靈命；在從好消息頻

道得到心靈及行為上的指引與啟示；在「社會互動」的動機其驅動力在於希望將

好消息頻道的內容轉換為傳福音的素材。 

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的收視動機仍以「資訊尋求」以及「心靈安定」動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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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然而相較於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在「心靈安定」以及「對

商業電視不滿」等動機更為強烈；在「個人認同」及「社會互動」等動機方面高

度宗教信仰參與者與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並無明顯差別；在「替代」以及「休閒

娛樂」的動機仍低。值得一提的是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在「對商業電視不滿」的

動機相較其他程度的宗教信仰參與者而言強烈許多，其原因在於高度宗教信仰參

與者認為收看商業電視會污染其心靈，即使是一點點不良的內容被吸收都是不被

允許的。 

由上述內容可發現宗教信仰參與度相對個人特質而言其影響力較高。儘管整

體而言受訪者對於「資訊尋求」以及「心靈安定」的動機均為最重要的，然而宗

教信仰參與度會影響其動機背後的驅動力。 

在「替代」的動機上，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相較高度及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

強烈。探究其原因可發現，由於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對於沒有去教會做主日崇拜

並不會感到有特別的不安，因此沒有「替代」的需求；而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無

論風雨一定會出席主日崇拜，不能去教會的日子代表其連看電視的能力也沒有，

因此「替代」的動機不大。而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對於每週一定要去教會進行主

日崇拜的使命感未若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強；然而相較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其

沒去教會的不安感較大。因此在「替代」的動機上，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最高。 

「對商業電視不滿」的動機隨著「宗教參與程度」的提高而增加，其原因在

於宗教信仰參與程度越高，其宗教與日常生活的結合越密切，對教義及教條的順

從性愈高，因此對商業節目的接受度便會隨之降低。 

無論受訪者宗教信仰參與度為何均認為「休閒娛樂」的動機不高，其原因在

於低度宗教信仰參與者認為「休閒娛樂」的需求可以訴諸一般商業電視，而中、

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也不認為需要從好消息頻道獲得「休閒娛樂」，收看動機應

放在使其「心靈安定」的靈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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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視行為與收視滿足 

1. 「重播率」及「節目資訊取得方便性」與「收視時段及頻率」 

影響收視時段與頻率滿足程度的主要原因在於（1）重播率，受訪者認為好

消息頻道重播率過高，使其無法長時間收看；（2）節目資訊取得的方便性，好

消息頻道之節目資訊需透過好消息之月刊或者是網站上方可取得。不若商業電視

在報紙上可以輕易查詢，造成觀眾認為其節目混亂。此外，該時段所播出的內容

是否符合觀眾之需求也是影響滿足程度的重要因素。 

2. 「知識造就類節目」與「資訊尋求」及「心靈安定」動機 

「知識造就類」節目是最能夠提升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的靈命，受訪者

認為透過「知識造就類」節目可以滿足其「心靈安定」及「資訊尋求」之動機。

在對節目內容的期待上受訪者的看法並不一致，部分受訪者期待有更多外國教會

的訊息或者是外國牧師的佈道節目；然而另一部份受訪者則表示由於文化上的差

異使得其無法了解外國牧師所要表達的真意，同時講者與翻譯的言詞交錯使得受

訪者心神不寧。 

3. 「音樂敬拜類節目」與「心靈安定」及「休閒娛樂」動機 

「音樂敬拜類」節目被認為相對於其他類型節目其休閒成分較高，也能夠安

慰受訪者的心，使其心靈平靜。當受訪者心煩意亂無心觀看「知識造就類」節目

時，音樂敬拜類型節目可以使其忘卻煩憂。節目製作的「精緻度」及「活潑度」

是影響受訪者從音樂敬拜類節目獲得滿足程度的主要因素。 

4. 「故事見證類節目」與「心靈安定」及「社會互動」動機 

受訪者表示「故事見證類」節目可以作為其與非基督徒傳福音時的素材，提

供「社會互動」方面的滿足。同時故事見證類型節目可以藉由了解他人成功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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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堅定自身的信心。然而當故事見證的內容太過悲慘時，反而會使觀眾的心情

不佳。此外節目內容太激動或者超自然力量的內容描述太多，也會使部分觀眾感

到不適應。 

5. 觀眾對「親子家庭類」、「健康生活類」、「兒童節目」及「新聞時事

類」節目的不甚滿意 

在「親子家庭類」節目方面，對於家中有叛逆期的基督徒而言有相當的幫助，

然而其他年齡層的基督徒認為其節目內容不夠多元無法滿足年長者的需求。在

「健康生活類」節目方面，由於其內容包含烹飪教學以及短劇的演出，受訪者中

職業為家管的婦女對於此類型的節目均給予好評。女性對兒童節目的接受度也比

男性高，兒童節目也有些許的休閒娛樂功能。在「新聞時事類」節目方面，受訪

者認為若能增加其多元性以及與時事結合將提升其吸引力。此外男性受訪者認為

新聞時事類型節目應該增加互動性強的談話性節目，針對當前重要之社會議題由

基督教的觀點切入進行分析討論。 

6. 好消息頻道節目類型受歡迎程度依序為「知識造就類」、「故事見證

類」、「音樂敬拜類」 

整體而言，好消息頻道節目類型受歡迎程度依序為：「知識造就類」、「故

事見證類」、「音樂敬拜類」、「健康生活類」與「親子家庭類」並列倒數第二；

「兒童節目類」與「新聞時事類」並列最末位。 

細究其原因可發現受訪者之所以最常收看知識造就類節目，主因為對於好消

息頻道的最大收視動機就是「心靈安定」，希望藉由收看其節目來提升自己的靈

命。而好消息頻道對「知識造就類」節目之內容便是定位為培靈造就的講道節目。

而「故事見證類」節目之所以可以激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很重要的因素

是節目中的的來賓呈現出真實的故事，能貼近一般人的生活，此種氛圍使觀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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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感同身受。「音樂敬拜類」節目則是因為音樂能夠安慰人心，使收看者的心靈

得到慰藉，此外若是自身在教會就有音樂方面的服事，會更喜愛收看音樂敬拜類

型的節目。 

7. 基督徒對於好消息頻道的滿足程度以及宣教使命與奉獻意願 

受訪者捐款奉獻給好消息頻道是由於從該節目中獲得的滿足進而回饋。換而

言之，觀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對於好消息頻道之滿意程將反映在其奉獻的意

上。此外傳福音的使命感也是影響觀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購買及捐款奉獻給好

消息頻道的主要原因，使命感越重，捐款奉獻意願越高。 

8. 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其主動性與收視滿足 

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比起一般商業電視專心，對於節目內容以及講員的指

示會有高度的涉入，使得觀眾與電視節目內容產生強烈互動。受訪者亦指出收看

好消息頻道時自身的主動性會影響所獲得的滿足程度，觀看前先預備好要看的心

態所獲得的滿足比較大。此外高度涉入的狀態，能促使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

獲得 Engel(1986)所言宗教性中經驗上的感受，藉著與超自然的對象接觸，而有感

應及直接主觀的認知與神交通。簡言之，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其主動性愈高

所獲得的滿足也將隨之提升。 

(四) 收視動機與收視滿足 

1. 節目內容的多元性、國際性、生活化及真實度與「資訊尋求」動機

之滿足 

受訪者之所以有「資訊尋求」動機乃是因為想要知道更多訊息、更了解基督

教及了解神，透過知識的吸來提升自己的靈命。由於受訪者對「資訊尋求」動機

頗為強烈，因此儘管部分受訪者對於好消息頻道在其「資訊尋求」動機的滿足上



 101

給予肯定表示滿意，但比起其對好消息頻道之期待而言，明顯不足。影響收看好

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對「資訊尋求」動機的滿意度主要因素為：節目內容的多元性

及國際性；以及節目的內容的生活化及真實度。 

2. 「節目內容與生活貼近程度」以及「閱聽人主動性」與「心靈安定」

動機之滿足 

  研究發現「心靈安定」動機為所有動機中最強烈的，在訪談中絕大多數受訪

者均表示提升自己的靈命是其收看好消息頻道最大的動力。而收看好消息頻道的

確會撫慰觀眾的心。好消息頻道之所以可以滿足「心靈安定」的需求，是因為它

如同神的化身，在生活行為以及心靈思想上給予收看它的基督徒指導與啟發。而

對於此種神的化身的認同程度取決於（1）節目內容與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

的生活貼近度；以及（2）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的「主動性」。 

3. 「宗教信仰參與度」與「替代」動機之滿足 

  前述分析可知道受訪者收看好消息頻道之「替代」動機並不高，細究其動機

不高之因素與其所獲得滿足程度不高互為因果。在教會主日崇拜的替代性上，教

會禮拜提供了參與宗教儀式的氣氛與社會整合的經驗，而好消息頻道則可獲得更

多元的資訊。兩者所提供的滿足是不同的，因此無法相提並論。然而對中度宗教

信仰參與者而言，在地理環境太遙遠或者是身體狀態不佳無法出門的狀態時好消

息頻道可成為替代品。 

在參與特會方面，由於特會比起主日崇拜更需要臨場感，因此好消息頻道完

全無法替代，然而好消息頻道可以成為輔助，也就是當受訪者在現場參與情緒太

激動或現場太吵雜時，會再看一次好消息頻道幫助自己了解當天特會所要傳達的

訊息。 

在每日靈修方面，好消息靈修節目的連續性以及受訪者自身的心態是影響好

消息頻道能否替代每日靈修的主因。中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對以觀看好消息頻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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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靈修替代的接受度比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高。 

4. 「個人認同」、「社會互動」及「休閒娛樂」之動機與滿足 

  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在「個人認同」之動機以及滿足上均非常薄弱。值得

注意的是，雖然受訪者表示收看好消息頻道的動機與個人認同無關，但是會在與

非基督徒交談時，透露自己為好消息頻道之觀眾以彰顯自己是基督徒的身分。 

基督徒收看好消息頻道在「社會互動」上所獲得的滿足相對於動機來得大，

此乃是由於受訪者在觀看好消息頻道時，並非預期要以此來提升自己與他人的互

動關係。然而在收看好消息頻道後有意外的滿足，此種滿足的主要來源為（1）

與非基督徒傳福音；（2）當好消息頻道的觀眾直接參與電視的製作，成為嘉賓時

可以此跟朋友分享作為話題。 

  研究發現全部受訪者都不認為收看好消息頻道有「休閒娛樂」的動機。儘管

如此，在觀看的情境中的附帶關係下仍然衍生出「休閒娛樂」上的滿足。影響「休

閒娛樂」上獲得滿足的原因有三：其一、節目類型與對休閒育樂的滿足有相當的

影響，好消息頻道中音樂敬拜性類節目、故事見證類節目、影片以及兒童節目被

受訪者認為較有娛樂性；其二、節目內容不夠活潑也是觀眾認為無法獲得「休閒

娛樂」效果；其三、若是為了「休閒娛樂」的動機，受訪者將會選擇商業電視來

滿足此一需求。 

5. 好消息頻道與商業電視台的關係 

好消息頻道的確提供了受訪者不同於商業電視節目所提供的滿足。當前商業

節目充滿的腥、羶、色以及不實報導以刺激收視率，使得觀眾生看節目後內心感

到不安，而好消息頻道所提供的節目使得受訪者感到平靜。儘管如此，好消息頻

道仍無法完全取代商業電視台，其主要原因在於受訪者認為兩者所提供的滿足是

不同的，無法比較。此外受訪者對於好消息頻道中的商業廣告感到不滿。受訪者

認為可以接受商業廣告在好消息中播放，然而在好消息頻道中的廣告應該更有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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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收看好消息之基督徒的生活型態 

目前國內尚未有針對宗教電視節目閱聽人進行生活型態分類的研究，因此本

研究參考同為小眾以及非營利性質的研究，陳君儀（2003）探討公共電視閱聽大

眾之生活型態集群，將公視閱聽人分為五個集群，分別命名為「玩樂自我型」、

「前瞻自信型」、「嚴謹保守型」、「傳統家居型」及「摩登創意型」。在宗教

電視台方面，畢盈（2002）調查臺灣地區佛教信眾的宗教頻道收視行為，在生活

型態方面利用佛教信眾參與佛教活動時間、從事義（志）工時間、年齡、教育程

度與職業等變項，與媒體使用動機、社會互動性媒體使用動機進行多變量分析。  

最後，本研究以 Engel(1986)衡量信徒宗教性的五個層面：意識、禮儀、經驗、

理智、生活，並配合信徒對宗教信仰所奉獻的時間與金錢，來衡量受訪者的宗教

參與程度。同時，配合其收視行為而將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分類如下圖：

 

圖 5.1 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類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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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的生活型態分為「好奇夏娃叛逆型」、「忙

碌財主渴慕型」、「馬利亞順服型」、「尼哥底母求知型」，各型態特性分述如下： 

1. 「好奇夏娃叛逆型」－編號 02、04 

  此類觀眾的特徵在於對信仰的依賴程度不高，信仰與日常生活並未結合，生

活中許多行為並沒有遵循其所信奉的信仰教義之原則與標準。在宗教行為上，不

熱衷於參加主日崇拜、教會活動、特會等，沒有固定的靈修生活，亦無固定奉獻，

對於其信仰充滿好奇與疑問。 

此外，其個性自主性較強，對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喜歡接受多元的資

訊，對於其他宗教的資訊以及商業電視內容接受度較高。 

沒有固定收看特定好消息節目的習慣，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約 1-2 天，每次

收看約一小時。大部分是碰巧轉到有興趣就看或者是完全沒興趣只是因為家人在

看因此跟著一起看。對節目內容的批判性較高也相對不易被滿足。深究其收視的

主要動機在於「資訊尋求」，希望獲得更多知識是由於對信仰的參與度不深，有

許多教義還不清楚因此充滿好奇。 

此類觀眾收視企圖性相對較低，並未被特定節目所吸引，同時，不會遵照電

視節目主持的指示一同翻閱聖經或祈禱，渉入度不高往往以冷靜客觀的心態在評

價節目內容，同時對節目內容會提出質疑而非全盤接受。整體而言對好消息頻道

不甚滿意。 

在聖經的「創世紀」中記載，神創造「亞當」跟「夏娃」並讓其同住在「伊

甸園」中，園中所有果實他們都能吃，唯獨分別善惡樹上的果子不可吃。然而好

奇又叛逆的「夏娃」受了蛇的誘惑便吃了那顆禁果。因此本研究將宗教參與度低；

對信仰充滿好奇與質疑；對好消息頻道收視頻率較低的類型命名為「好奇夏娃叛

逆型」。 

2. 「忙碌財主渴慕型」－編號 01、0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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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觀眾多屬於單身粉領族，有固定的工作時段。對信仰相當熱絡，然而受

限於工作忙碌，因此儘管對信仰很渴慕，但是礙於時間不足因此對信仰參與度中

等。在宗教行為上，盡可能的固定參加主日崇拜、教會活動、特會等，同時也參

加教會的裝備課程，有固定的靈修生活但是時間不多，有固定奉獻。 

此外其個性較為溫和對不同觀點的接受度高，對於兩性以及愛情的議題特別

感興趣。然而對於其他宗教的資訊較為排斥，對商業電視內容有批評但是仍可接

受。 

沒有固定收看好消息特定節目的習慣，每週收看好消息頻道約 2-3 天，每次

收看約 1-2 小時，由於下班時間較晚因此收看時段多為夜間（21:00~24:00）。同

時，因為家中其他成員並非基督徒，因此往往獨自一人收看，偶而企圖邀請家人

一同收看作為傳福音的方式。喜歡收看的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類」節目、「音

樂敬拜類」節目、「故事見證類」節目。其主要收視動機在於「資訊尋求」以及

「心靈安定」，希望藉由收看好消息頻道提升其靈命，更重要的是將好消息頻道

視為心靈導師的角色，期待在生活行為以及心靈思想上獲得指導與啟發。特別是

感到無助時，會收看好消息頻道以期待獲得指導。 

此類觀眾收視時相當專心，會遵照電視節目主持的指示一同翻閱聖經或祈

禱，甚至做筆記。同時渉入度高，收看時對於節目中的內容可以感同身受，往往

以渴慕順服的心態在收看，因此對節目的內容多半全盤接受，並且在生活中實

踐。整體而言對好消息頻道相當滿意。 

在聖經的「福音書」中記載，有一位少年財主，也是一個官吏。他不但致力

現今的經營，也關心將來的靈魂。他知道金錢雖如泉水湧出，卻是喝了又渴，永

遠不能滿足他心靈的需要。他懂得錢財能買一切，卻買不了永生，錢財能保他享

福一輩子，卻保不了他不下地獄，於是他未雨綢繆，細心尋找。因此本研究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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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工作非常忙碌卻仍然對信仰渴慕，宗教參與程度中等；對好消息頻道的收視頻

率中等的類型命名為「忙碌財主渴慕型」。 

3. 「馬利亞順服型」－編號 08、10、11、12 

此類觀眾多屬於上了年紀的菜籃族，多半為家庭主婦或是退休養老中，時間

相當彈性。因此投入大量時間在宗教信仰上為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每週固定參

加主日崇拜、教會活動、特會等，同時也參加教會的詩班或是其他服事，有固定

的靈修生活每日約為兩小時，常常禱告，有固定奉獻。 

此外，其個性溫暖慈祥，充滿喜樂，完全委身於主，對於戲劇類型的節目特

別感興趣。對於其他宗教的資訊相當排斥，對商業電視內容有批評但是仍可接

受，多半收看連續劇或是電影以及新聞，對綜藝節目完全不感興趣。 

有固定收看好消息特定節目的習慣，每天固定收看好消息頻道，每次收看約

2-3 小時，由於健康因素的考量，收看時段多為夜間九點以前。因為白天多半一

人在家，因此往往獨自一人收看。喜歡收看的節目類型為「知識造就類」節目、

「音樂敬拜類」節目、「故事見證類」節目、「健康生活類」節目。其主要動機在

於「資訊尋求」以及「心靈安定」，希望藉由收看好消息頻道提升其靈命。 

此類觀眾收視時相當專心，會遵照電視節目主持的指示一同翻閱聖經或祈

禱。同時渉入度高，收看時對於節目中的內容可以感同身受，甚至比節目中的人

物更加投入，對節目的內容幾乎全盤接受，並且在生活中實踐。然而整體而言對

好消息頻道的滿意度並未與其收視頻率成正比，主要在於好消息頻道重播率太高

無法滿足高頻率收視者的需求以及節目資訊不明確所造成。 

  在聖經中的記載有許多位名叫「馬利亞」的女性，包含：穌基督的母親馬利

亞、抹大拉馬利亞等。其共同特色皆為對神順服又溫和慈祥的女性。因此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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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參與度高，對神極為順服；對好消息頻道的收視頻率極高的類型命名為

「馬利亞順服型」。 

4. 「尼哥底母求知型」－編號 05、09 

此類觀眾多屬於本身為老闆或者工作時間較為彈性的中年男性。投入大量時

間在宗教信仰，為中、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每週固定參加主日崇拜、教會活動、

特會等，同時也參加教會的裝備課程或是其他服事，有固定的靈修生活每日約為

一小時，常常禱告，有固定奉獻。 

此外，其個性理智嚴謹，完全委身於主，對於談話性以及新聞性節目特別感

興趣。對於其他宗教的資訊相當排斥，對商業電視內容除了新聞性節目外接受度

不高。 

有固定收看好消息特定節目的習慣，每次收看約 2-3 小時，由於工作的關係

因此收看時間多為夜間（21:00~24:00）。往往獨自一人收看。喜歡收看的節目類

型為「知識造就節目」、「音樂敬拜類」節目、「故事見證類」節目、「健康生活

類」節目。其主要動機在於「心靈安定」，希望藉由收看好消息頻道提升其靈命，

同時收看好消息頻道使其有更接近神的感受。 

此類觀眾收視時相當專心，很清楚選擇自己要看的節目，收視時會遵照電視

節目主持的指示一同翻閱聖經或祈禱。但是以一種理性客觀的態度收看，對節目

內容有自己的想法並非全盤接受，對於其所認同的教導會在生活中實踐。然而由

於好消息道缺乏針對男性設計的節目，同時對好消息頻道有許多期待，因此整體

而言認為好消息頻道有進步的空間。 

  在聖經的「約翰福音」中記載，「尼哥底母」他是一個做事嚴謹、理智、有

強烈求知欲的人，對事物有自己敏銳的判斷力。但是他卻能虛心向「耶穌」請教，

並且順服相信。因此本研究將上述類型命名為「尼哥底母求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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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收看好消息頻道之基督徒的收視行為、收視動機、收視滿足

程度與其生活型態，在此節中將針對研究發現與結論對好消息衛星電視台以及一

般宗教電視台提供建議。 

(一) 針對好消息衛星電視台經營各類型觀眾之實務建議 

  好消息衛星電視台最主要經費來源為觀眾捐款，而在本研究中發現觀眾的捐

款意願取決於來從節目中所獲得的滿足程度，因此將針對本研究所歸納整理收看

好消息頻道的基督徒類型進行節目內容及行銷傳播的建議。 

1. 「好奇夏娃叛逆型」 

  此類觀眾多半對基督教教義不甚了解存有好奇，對信仰的依賴程度不高，信

仰與日常生活並未結合。同時對於基督教教會政策、方向或是牧師的帶領多有質

疑跟批評。針對此類型的觀眾可設計具爭議性的題材，例如，「達文西密碼」對

基督教的衝擊、「哈利波特」被指為充滿撒旦教意涵等，經由專家對該議題辯論、

舉證，吸引其目光，激發其思考。同時，針對此類型觀眾其節目宣教部分不宜過

於強勢，同時應著重「證據」而非「奇蹟」。儘管此類觀眾目前對好消息頻道的

收視頻率不高，但意味者其有無限潛力成為主要收視群。 

2. 「忙碌財主渴慕型」 

此類觀眾多屬於單身粉領族，因此針對此類型建議在節目內容可著重「兩性

關係及婚姻」等軟性議題。再者，此類型觀眾將好消息頻道視為心靈導師，因此

在節目內容呈現方面可以專家講述以及真人實例分享為主。同時此類觀眾收視時

相當專心，渉入度高，因此應加強節目的互動性，例如：翻閱聖經、重點複習、

洽談專線等機制，並且建議在好消息月刊中加入配合節目內容的講義。在節目時

段方面，由於此類型觀眾多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同時常常加班因此建議在夜間

（21:00~24:00）播出。 

最後此類觀眾比較其他類型有意願購買好消息頻道之相關產品與未信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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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作為傳福音的素材。因此建議可多推出「兩性關係及婚姻」議題的相關產

品，同時降低此產品中超自然神蹟的部分，而著重在專家指導方面。 

3. 「馬利亞順服型」 

此類觀眾多屬於上年紀的菜籃族，多半為家庭主婦或是退休養老中，投入大

量時間在宗教信仰，為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幾乎每天均收看好消息頻道，為好

消息頻道的主要收視群。由於受訪者表示除了好消息頻道外，多半收視一般商業

台的連續劇。因此建議好消息針對此類觀眾製播戲劇類節目，特別是連續劇。在

節目時段上建議安排在夜間九點以前。同時此類觀眾普遍年紀較長，耳不聰、目

不明，在字幕的清晰度以及播出語言的要求比一般觀眾嚴格。因此建議節目製作

上可以增加字幕的大小，同時提供雙語（國、台）選擇。同時盡量放慢節目內容

中無論是講道或是人物訪談的說話速度。 

4. 「尼哥底母求知型」 

此類觀眾多屬於本身為老闆或者工作時間較為彈性的中年男性。投入大量時

間在宗教信仰，為中、高度宗教信仰參與者。此類觀眾個性理智嚴謹，對於談話

性以及新聞性節目特別感興趣。因此建議好消息頻道可以製作與時是結合的談話

性節目，從基督教觀點析論當前社會重要之政治、經濟及社會議題。同時，增加

與基督教有關之新聞，特別是國際新聞。同時，針對此類型觀眾製作與「工作職

場、生涯發展」有關之議題，例如：工作壓力、中年失業等，男性不易與他人開

口尋求協助之議題。最後，此類觀眾相較其他類型觀眾常瀏覽好消息頻道之網

站，因此建議針對此類型觀眾的訊息可以透過網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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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類型宗教電視閱聽人特徵及傳播建議 
 好奇夏娃叛逆型 忙碌財主渴慕型 馬利亞順服型 尼哥底母求知型 

特徵  有主見、自主性

較強 

 單身粉領族 

 有固定的工作

時段 

 電視台產品的

主要銷售群 

 上年紀的菜籃

族 

 個性溫暖慈

祥，充滿喜樂 

 本身為老闆或

者工作時間較

為彈性的中年

男性 

 個性理智嚴謹 

收視行為  每週收看 1-2 天 

 每次收看約 1

小時 

 主動性不高 

 無購買電視台

相關產品 

 每週收看 2-3 天

 每次收看約 1-2

小時 

 收看時段

21:00~24:00 

 主動性高 

 少數捐款給宗

教電視台 

 有購買電視台

相關產品 

 每天收看約 2-3

小時 

 收看時段夜間

九點以前 

 固定收看特定

節目 

 主動性高 

 固定捐款給宗

教電視 

 無購買電視台

相關產品 

 每天收看約 2-3

小時 

 收看時段

06:00~09:00；

21:00~24:00 

 主動性高 

 固定捐款給宗

教電視台 

 無購買電視台

相關產品 

節目類型  知識造就 

 故事見證 

 音樂敬拜 

 故事見證 

 知識造就 

 音樂敬拜 

 故事見證 

 健康生活 

 知識造就 

 音樂敬拜 

 故事見證 

 健康生活 

 新聞時事 

收視動機  資訊尋求  資訊尋求 

 心靈安定 

 資訊尋求 

 心靈安定 

 資訊尋求 

 心靈安定 

宗教參與度  低  中  高  高 

建議策略  設計具爭議性

的題材 

 應著重「證據」

而非「奇蹟」 

 

 著重兩性關係

及婚姻的議題 

 專家講述、實例

分享 

 加強節目的互

動性 

 提供節目內容

的講義 

 製播戲劇類節

目增加字幕的

大小 

 提供雙語（國、

台）選擇 

 降低節目內容

速度 

 製作與時事結

合的新聞及談

話性節目 

 從基督教觀點

析論當前議題 

 男性專屬議題 

 透過網站宣傳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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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整體非營利及宗教電視台經營的實務建議 

1. 以宗教觀點為主軸多元發展建立其差異化 

  宗教電視台將電視媒體的傳播功能與宗教組織的社會功能，成功有效地結合

在一起，建立一個非商業機制的媒體發聲管道。在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宗教信仰」

本身就是吸引觀眾收視的核心，然而如果節目內容充斥了過量的宗教訊息，將使

得觀眾無法長期收看。因此建議以宗教觀點為主軸，發展多元形式的節目，同時

能與現實生活有所結合，而非背離時事，不食人間煙火。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對於喜歡看商業電視的需求為影片及

連續劇，因此若是宗教電視台能增加與該宗教有關之影片或者是連續劇將提升其

對觀眾的吸引力。建議可參考一般商業電視台的節目形式，以宗教觀點切入在同

時段節目中，使觀眾有另一個選擇。 

  同時建議宗教電視台的節目形式可以更為多元。儘管受訪者多表示最常收看

的是「知識造就」等講道節目，深究其原因並非不喜歡看其他類型，而是宗教電

視台除了講道節目能以「真理」吸引人外，其他類型節目製作不若商業電視吸引

人，因此若宗教電視台能建立其以「宗教真理」建立其差異化，並將此真理注入

在多元節目形式中將更具吸引力。 

2. 提升節目活潑性增加與觀眾的互動 

  宗教電視台之觀眾在收視上有很高的主動性，對於節目中的教導以及指示有

極高的順從跟實踐。因此本研究建議在宗教節目製作上增加與觀眾互動的機制，

例如：共同查閱經書、祈禱、電話 Call in、協談專線等。此外，在音樂性、談話

性節目內容上提高其活潑性及娛樂性。儘管大部分觀眾收看宗教電視的動機並非

為了想獲得「休閒娛樂」的滿足，但是節目太過嚴肅將使得觀眾無法長期收看，

因此建議宗教電視台可製作出有別於商業電視節目的低俗笑料，製作寓教於樂的

節目。 

3. 打造招牌帶狀節目 

  本研究發現有收看習慣的觀眾多半是因為鎖定特定節目而固定收看，目前宗

教電視台中除了大愛台以其戲劇為號招建立了良好的口碑外，其他宗教電視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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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令人耳熟能詳的經典節目。因此建議宗教或非營利電視台可集中資源製作一個

代表性的帶狀節目，建立觀眾收視習慣以拉抬其他節目的收視率。 

4. 宗教節目分級制 

  本研究發現，不同宗教信仰參與度的觀眾對於節目內容的要求有所不同，對

於高宗教信仰參與者而言習以為常的超自然、神蹟的節目內容，對低宗教信仰參

與者將無法接受。同時，宗教電視台擔負「宣教」使命，希望透過電視節目吸引

更多人成為信徒，信徒也希望可以透過介紹非信徒收看宗教電視節目而帶領其成

為信徒，但是並非所有宗教節目都適合非信徒收看。因此本研究建議宗教電視台

可將其節目的宗教性作分級，使觀眾可依其宗教信仰參與度選擇適合自己的節目

收看，也可以以此為依據介紹朋友收看。 

5. 建立會員制強化使命感 

  宗教電視台不若一般商業電視以營利為目的，宗教電視台有其使命與理想

性，因此在經營上必須重視其使命感。使命是其定位、節目呈現的起源與依據，

並且將這份使命感傳達給觀眾，使得觀眾認為看電視不僅僅是看電視，而是肩負

了「宣教」、「靈命提升」等使命，加強觀眾的向心力。因此應建立類似會員制

的方式，鼓勵會員收看電視節目並推動與會員間的互動。商業電視台因無募款行

為，因此無法獲得捐款人基本資料，而宗教電視台則透過基金會募款，可獲得捐

款者的詳細資料，因此可定期寄發月刊或通訊以介紹節目內容以及為社會所付出

之努力，加強與會員間之關係。此外由於宗教電視觀眾收看電視節目的互動性較

高，因此建議在定期寄發的月刊加入特定講道節目的講義，提升觀眾的參與感。 

6. 與其他宗教及公益團體結合 

  宗教電視台可與其他宗教及公益團體建立合作互惠機制，儘管宗教電視台本

身為傳播媒體，然而不可諱言宗教團體對信徒有直接的影響，有直接的人際宣傳

及說服。因此，建議宗教電視台可將其節目資訊或月刊等宣傳品，透過宗教團體

發放，同時也藉助宗教團體對信徒資料的掌握，擴大其會員名單以提升收視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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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 

7. 定期進行觀眾收調查，建立回饋機制 

在研究者蒐集資料時發現，宗教電視台鮮少對其觀眾進行收視調查，相關收

視資料付之闕如。推測是由於經費考量以及宗教電視台未若商業電視台以收視率

為導向的製作方式。宗教電視台對觀眾的了解僅透過少數觀眾主動電話反應，以

及相關宗教團體的回饋意見。因此，對於觀眾的反應難以確切掌握，缺乏與觀眾

互動回饋將使其節目內容與訴求觀眾產生偏差卻缺乏修正，因此建議宗教電視台

定期進行量化及質化的收視調查，將有助其提升收視率。 

第四節  研究貢獻 

(一) 提供未來發展宗教電視台閱聽人研究量表之參考 

以往以「使用與滿足」理論為研究架構之閱聽人研究，特別是宗教性節目的

閱聽人研究多採取量化問卷方式來進行，然而國內目前研究對於宗教性節目的閱

聽人的了解極為不足，無論是量化或是質化的研究均非常缺乏。本研究為一初探

性研究，藉由半結構深度訪談法來蒐集並探索宗教電視節目之閱聽人之收視動

機、行為與滿足，了解其內在的思維與感受，獲取大量細節性資料。可供未來發

展量化研究之問卷作為參考。 

(二) 系統整理宗教電視台閱聽人之生活型態 

  本研究首次從宗教電視閱聽人之特徵、收視行為、收視動機、節目類型喜好、

宗教參與度等五點為要素，並以宗教信仰參與度及收視頻率為構面，將宗教電視

閱聽人歸納整理為四種不同類型，可作為未來相關研究的參考。同時也提供宗教

電視台針對此四種類型之閱聽人的經營策略。對於宗教及非營利電視台之經營有

實質貢獻與助益，可作為未來迎接數位電視多頻道時代，宗教及非營利電視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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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其差異化與區隔市場的依據。 

(三) 針對宗教及非營利電視台經營提出具體方向與建議 

本研究除了對所提出之四種類型宗教電視台觀眾逐一說明並提出相關經營

建議外，更對不同宗教之宗教電視台提出通則化的具體建議。 

  儘管本研究是以宗教電視台為研究案例，然而宗教電視台之非營利性質以及

強烈的信念與使命感，與其它非營利電視台有許多共通處，因此本研究之建議亦

可提供給非營利電視台作為參考。 

(四) 提供宗教團體以新傳播科技宣教的參考 

  宗教傳播已跳脫以往人際傳播宣教的方式，隨著科技的發達進步，衛星電

視、網際網路的相繼出現，宗教也與新興傳播科技相結合，並試圖找出最適宜的

傳播方式滿足信徒的需求。本研究針對收看宗教電視節目之信徒進行析並具體分

類，儘管是針對宗教電視台經營該類型之觀眾之提出之建議，然而也可以成為宗

教團體利用各式新傳播科技宣教的參考。 

 

(五) 拋磚引玉希望更多研究者投入國內宗教傳播的研究 

國內對於宗教傳播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隨著宗教性傳媒的發展，相信對這

方面研究的需求必然增加。本研究由多種角度剖析宗教電視節目人，將其動機、

收視行為以及滿足之現況與影響因素加以分析與探討，並且進行生活型態之歸

類。對於尚未理論化的宗教電視節目人，進行初探性的研究以為後續研究之參

考，期許本研究可拋磚引玉吸引更多研究者投入國內宗教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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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方向建議 

(一) 研究限制 

1. 文獻蒐集、資料分析不易 

  本研究包含歷史悠久的使用與滿足、快速興起的生活型態以及萌芽初期的宗

教傳播三部分，儘管前兩者已分別累積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然而以三者合併探

討相關研究實則相當稀少。再加上國內直接針對宗教閱聽人的研究並不多，國外

文獻又有文化上的差異被非完全適用，或者在研究面向上不同而造成相互印證的

困難。此為本研究試圖解釋研究所得資料時，比較困難之處。 

2. 研究方法設計與執行上的限制 

  在受訪者部分，本研究以收視頻率作為受訪者選取的標準，並以滾雪球的方

式尋找合適的受訪者。因此並不具可推論的代表性，所幸質化研究方法的重點本

不在推論，而是深入了解研究對象的觀點，以獲得的結果豐富原有的理論內涵（胡

幼慧，1996）。此外，本研究採深度訪談法，因此在訪談時是以受訪者回憶的方

式蒐集資料，礙於人力、物力的限制未能如其他質化取向的閱聽人研究，長期觀

察或者親身觀察，因此對於受訪者收視當下的動機與所獲得的滿足或有疏漏。 

3. 研究面向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從閱聽人的角度，對宗教電視台在其節目規劃、電視台經營提

供建議，但卻無法從宗教電視台的角度了解實際經營運的情形，包括經費募集、

內容規劃、人力資源的限制等。因此提出的建議，恐失於片面，而未能考慮到現

實環境上的限制。 

(二) 後續研究方向之建議 

1. 多元研究對象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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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研究限於研究者的時間及人力，僅能以收看宗教電視之台北市信徒為

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無法進行廣泛的推論。因此建議未來研究可對全國不同地區

之觀眾進行調查。同時，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亦發現有非信徒收看宗教電視節

目，因此建議後續研究亦可進行信徒與非信徒在收看相同宗教電視節目之使用與

滿足比較。此外，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單一宗教電視頻道之閱聽人，未來研究亦可

進行不同宗教或是相同宗教但是不同教派的比較。 

2. 採雞尾酒式的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方法中有以三角檢測法來促進研究的有效性，建議後續研究可以採

焦點團體、內容分析、田野調查等多種質化方法或多來源方式研究。以獲得更多

面向、多元、深入的資料。此外，本研究僅採用深度訪談的質化研究，若後續研

究能輔以量化的問卷調查，除了深度之外，還能兼及廣度，相信其研究結果的將

可更具推論性。 

3. 探討宗教傳播媒體對宣教及其他宗教團體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及宗教電視台本身都對於利用宗教傳播媒體進行「宣教」

抱有相當大的期待。若未來研究針對宗教傳播媒體的宣教效果進行研究肯定會對

實務上有極大貢獻。同時宗教傳播媒體與其他宗教團體之間的競合關係也是值得

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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