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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MTV 頻道為一以流行音樂性質為基礎的跨國青少年頻道，亦屬類型頻道，

目標閱聽眾為 15 到 24 歲的青少年，該頻道在台灣電視頻譜上已有十七年

的歷史。根據 Ami-PAX 2004 年的調查，MTV 是亞洲太平洋區首選音樂頻

道，也是全亞洲最受歡迎及最多年輕觀眾收看的音樂頻道，該頻道對於台

灣青少年文化的影響，以及在台十七年間的頻道經營策略演變等，都值得

國內類型頻道參考。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MTV 頻道自 1991 年至

2008 年頻道經營策略演變過程為何？ 二、MTV 頻道自 1991 年至 2008 年頻

道節目策略演變過程及其因素為何？ 三、MTV 頻道自 1991 年至 2008 年頻

道經營策略與節目策略演變與台灣青少年文化之間的關係為何？ 研究結果

發現 MTV 頻道在台十七年間可分為三個時期：1991 年到 1994 年的「衛視

經銷時期」、1994 年五月到 2006 年的「轉型蛻變時期」以及 2007 年以後

迄今的「同中求異，異中求變」時期。從「轉型蛻變時期」開始，MTV 實

施一連串在地化策略，從頻道經營面向、節目產製編排，以及相關廣告行

銷活動等都有本土化的影子。2007 年後的 MTV 則是多元發展，兼顧青少

年中各次文化的需求。 台灣青少年文化與 MTV 頻道的關係也隨著這三時

期有不同的演變。「衛視經銷時期」的 MTV 仍相當歐美化，對台灣青少

年文化的影響在於其引進音樂錄影帶，間接為台灣青少年的街舞文化播

種，促使台灣青少年文化自 90 年代起有不同於以往的風貌，可謂台灣街舞

文化的「啟蒙者」；「轉型蛻變時期」的 MTV 之於台灣青少年文化是從

日韓潮流發燒時的「被動回應青少年需求」到推動「新台客論述」的推

手，直至 2007 年後，MTV 頻道承接過往十多年的台灣青少年文化演變，

呈現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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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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