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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收視率數據被用來作為，一、了解觀眾動向；二、產製新聞的參考依

據的情形下，電視新聞內容受收視率所主導控制，所呈現出來的是，新

聞的選擇與好壞是以收視率為判斷準則，這不僅扼殺了品質佳但收視不

好的電視新聞，也忽略了涉入感深，忠誠度高，對於節目有高度認同，

收視質佳的新聞，其可能帶來廣告效果上特殊的「廣告質」優勢，包括

「專注」、「記憶」、「喜愛」。 因此本文以實驗法檢測兩組不同的品

質，是否會連帶影響觀看廣告時的收視效果，實驗設計 2 個單因子，新

聞品質為自變項，廣告收視反應為依變項，檢測國內大學生在收視兩則

品質不同的新聞時，是否會影響其後廣告收視。由於建立收視質指標無



通則可循，本文在參照收視質相關文獻後，建構出三大指標，分別為電

視新聞認知面（cognitive）、情感面（affective）及行為面

（behavioral），依此判斷出新聞品質的差異後，再探究其對廣告認知與

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實驗人數共計有大學生 177 人，研究結果發現在收

看高品質軟性新聞者，會比收看低品質軟性新聞者，對廣告投注較多之

記憶上獲得支持。但在其他收視變項下，均不會對廣告收視反應造成影

響，也就是說新聞品質與新聞類型的差異對廣告收視並無絕大關係，研

究結果雖產生落差，但在後續人口變項的研究上卻發現，受試者本身對

新聞的評價及經驗，能影響到觀看電視廣告時的態度，整體來說，男

性、對電視新聞滿意者、經常收看電視新聞及喜歡硬性新聞者，對於廣

告收視的態度明顯較高。 本研究預期貢獻為開創收視質與廣告間相關研

究的新領域，為收視調查研究開啟新的範疇，並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理

論基礎與思考方向。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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