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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卻不甚在意孩子觀看哪些節目，
尤其是卡通，幾乎毫無限制。四、當
家人共視，因頻道選擇有所衝突時，
最後拿到遙控器的往往是家中的「強
者」—男主人（親子或夫妻爭執時）、
排行較前的兄或姐（子女間有爭執
時）。

一、中文摘要
電視雖然也是台灣現代家庭的一
個重要休閒媒介，但以家庭為研究對
象、或是探討媒介使用與家庭休閒的
資料累積相當有限。本研究嘗試以方
誌學—即長期性的參與式觀察及深度
訪談等方法，探討現代家庭於多頻道
的電視情境下，家庭電視使用的經驗
及家庭的電視文化為何。如看電視此
一休閒與其他家庭休閒活動的替代或
選擇如何進行？處多元傳播環境下，
新電視（即電視之廣義定義）如何連
結家庭成員的家庭生活？如何建構家
庭成員—包括親子之間、及兄弟姊妹
之間，彼此往來、互動的動態式（ongoing）的人際關係？
研究初步發現，一、就空間配置
而言，電視機盤據受訪戶客廳最佳位
置，自然成為凝聚人氣的最佳場所，
是個促進家人互動的最佳環境。二、
雖然都會家庭各式新穎家電豐富，如
電腦、錄影機，但這些均是較個人化
的休閒媒介，看電視依舊是全家人一
起休閒時的最愛。三、家中孩子的學
業表現，左右家人電視使用消長，這
是東方家庭如台灣特有的現象，再
者，父母只管制孩子看電視時間長

關鍵詞﹕電視與家庭、電視與休閒、媒介
的社會性使用、有線電視、大眾
傳播的質化研究
Abstr act
The qualitative study explores how the
Taiwanese families experience cable TV
viewing in a rich media environment. The
study focuses on 1. the role of TV viewing in
the cable family leisure life and
2.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In terms of space, the TV set always
locates at the center of living room in the
most of families, it has the best situation to
enforce family members’ interactions in the
front of TV screen.
2. TV viewing is still a dominant
familiar leisure activity in the modern
families although most of households are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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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以往的傳播效果研究、或媒介對個
體族群影響的研究獨領風騷。

rich media environment.
3. The school’s performance of children
decides whether family members are allowed
to view television, or how frequently they
may watch. Chinese parents usually care
more how long the children watch TV,
instead of caring what programms the
children watch.
4. When conflicts of favorite channel are
happened, the last winner is always the
‘strong person’ of the family— which are
always parents or husband (vs. children or
wife), elder brother or sister (vs. younger
siblings).

有關電視之研究，不但探究的領
域擴大，研究方法也朝多元邁進。除
了以實證方法檢驗家庭電視使用之效
果外，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是引用其
他社會學科領域使用的質化研究法，
以記錄下量化研究所無法呈現的閱聽
人的感覺、情緒、思想等等。
電視雖然也是台灣現代家庭的一個重
要休閒媒介，但以家庭為研究對象、或是
探討媒介使用與家庭休閒的資料累積相當
有限。本研究嘗試以方誌學—即長期性的
參與式觀察及深度訪談等方法，探討現代
家庭於多頻道的電視情境下，家庭電視使
用的經驗及家庭的電視文化為何。探究的
面向包括：

Keywor ds: TV & family, TV & leisure,
media's social use, cable TV,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二、緣由與目的

一、看電視此一休閒與其他家庭休閒
活動的替代或選擇如何進行？

自從民國五十一年台視開播，三
十多年來，電視機一直是台灣絕大多
數家庭中的座上貴賓。看電視不但成
了最方便的家庭休閒活動，甚至成為
每個人家庭生活的一部份。

二、處多元傳播環境下，新電視（即
電視之廣義定義）如何聯結家庭成員的家
庭生活？
三、電視使用如何建構家庭成員—包
括親子之間、及兄弟姊妹之間，彼此往來、
互動的動態式（on-going）的人際關係？

但是傳統定義下的「看電視」，
到九十年代末期，似已到了重新定義
的時候。隨著錄影機、直播衛星和有
線電視的快速滲入家庭，加上蓄勢待
發的家庭電腦將在下一世紀可能取代
今天的電視功能，這些由電視衍生出
來的新興視覺媒體，已大大改變了家
庭裡的媒介生態，「看電視」不論就
其定義或文化內涵而言，均和以往三
十年來的認知有所不同。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觀察訪問以大台北區家庭戶
為對象，觀察訪問前後進行兩年多，得有
效訪戶 15 戶。這些受訪家庭戶裡，必須
i 有線電視訂戶至少一年以上
i 受訪家庭必須至少有父或母一人
或祖父母任一人，及未滿十八歲子
女至少一名
i 受訪者是對家人及子女作息相當
熟悉的父、母親或祖父、母任一人
i 雖然台灣多機家庭極為普遍，但本
研究觀察情境只以家人共同活動
的客廳為主

家庭，向來是大眾傳播媒介使用
的重鎮，也是人際溝通的一個重要社
交場所。歐美學者從八十年代起，逐
漸認可家庭是瞭解電子媒介，尤其是
電視觀賞行為的一個重要研究面向。
於是，以家庭為研究對象、探究家庭
的電視使用（或消費）行為的研究，
紛紛崛起，為傳播研究再添風貌，不

本研究以深度、半開放式訪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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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參與式觀察兩方式來蒐集資
料。為力求完整的資料蒐集，每家受
訪戶觀察時間以一週典型的家庭作息
為準，前兩三天約是雙方適應期。訪
員每天先是觀察家人從下午五、六點
學童放學回家起，到晚上九、十點就
寢止一家人的作息、並以錄音機錄下
家人看電視的對白、動作等等，七天
觀察結束後，先以觀察記錄為參考，
由訪員對最熟悉家人活動的家長進行
至少兩小時訪問，之後，再由研究主
持人就訪員遺漏、或訪問不夠深入
的，再親自訪問一到兩小時，同時也
藉機觀察受訪戶客廳的空間配置，以
與訪員的觀察記錄互補。

麼有份量的全家一起休閒的活動。

二、
電視依舊是都會家庭最
重要的休閒。雖然都會家庭現各式新
科技家電豐富，如錄影機、家用電
腦、數位音響等，但是這些是比較個
人化的休閒媒介，只有電視是最適合
全家人一起享用的媒介，尤其是週一
到週五的日子裡，家人下班、放學回
到家後，打開電視機，讓電視聲音作
伴、或是坐在沙發上，讓卡通、影集、
連續劇幫忙脫離白天忙碌、緊張、考
試的情境，電視又成了家人最親切的
朋友。再者，看電視也是家人一天
中，唯一聚在一起的時段。晚上家人
一起看電視，依舊是國人非假日時最
普及的「全民休閒」。

這些龐雜浩繁的原始資料，先轉
騰成文字稿，由四位研究助理及主持
人共同擬出文本分析用的類目，然後
每戶訪問及觀察記錄均經五人一起分
類及 coding, 最後以電腦套裝程式將
資料分門別類組織成可讀的紀傳式描
述（narrative description）
。這些由實地
工作現場和後續分析中所浮現出的發
現、暸解和洞察，就是本研究質化分
析的果實。

當然，週末假日時，這種高度依
賴電視休閒的情形會有所改變，但是
閤家式休閒仍以靜態為多，如外出訪
友、上館子、逛書店等。或許是受都
會區外在生活品質的影響，都會家庭
的休閒其實不夠多樣。
三、
學童的學業表現，左右
家人電視使用的消長。本研究在進行
期間，不少受訪戶觀察進行到一半不
得不放棄，原因均是功課退步、成績
太爛，父母從此不准小孩看電視。從
訪問中研究人員亦發現，多數受訪父
母對孩子看電視時間長短及時段，均
有其「家規」，家規頗有彈性，變動
細則是依功課成績、明天是否上課、
或是否在準備升學考試等因素而
定，而且每個孩子的電視家規也都是
依其學業表現而由父母「量身訂
做」。

初步分析，本研究有幾項有趣發
現：
一、
就空間配置而言，電視
機盤據受訪戶客廳最佳位置，自然成
為凝聚人氣的最佳場所，自然形成一
個促進家人互動的最佳環境。本研究
發現，絕大多數受訪戶都是把家中最
好的一台電視，放在家內最好的位
置—通常是客廳正中央讓全家人方
便使用，其他傢具以電視機為準點，
依序擺設在其四周，如沙發、音響、
錄影機等。客廳是讓全家人自由進出
的定點式公共場所，先天上具備了凝
聚人氣的優勢。此種空間配置顯示，
客廳裡的各種活動是以電視為主體
而配置的，可見得「看電視」是個多

再者，台灣父母只在意孩子看電
視時間多寡是否和其學業表現相排
斥，卻不大管制學童看電視的節目內
容是否對孩子有不良影響，頂多依電
3

視分級標誌，提醒孩子不可以看限制
級。這是台灣家庭特有的電視文化。
西方父母是不太管制孩子看電視時
間的，尤其不太以成績做為管制的唯
一憑據。

作資料分析的缺失，結果發現
第一、想深入觀察都會家庭生活
作息，其實困難重重，一是都市人防
備他人之心較重，志願受訪家庭難
尋；二是家庭介於公私領域模糊地
帶，訪員常有到底要對這個家庭深入
到何種程度的尺度拿捏的疑惑？

四、
家人共視，有時會因喜
好節目有別而起衝突、爭議。解決之
道，最和平的是，有一人到父母臥室
裡看第二架電視，較激烈的是採強權
式的，誰先搶到遙控器就聽誰的，還
有第三種方式就是，當親子對節目選
看發生衝突時，多半父母有如下相似
的對話：「現在是新聞時間，該讓我
看啦，你已經看那麼久了（指孩子從
放學回來後就一直在看卡通）！」 不
論哪種解決頻道爭執方法，留在客廳
看電視的總是家中的「最強者」。
五、

第二、是稱職訪員難尋。七個典
型的家庭作息觀察日，往往需好幾週
才能完成觀察，寒、暑假不得進行觀
察，還有察言觀色的觀察能力需要長
時間邊做邊討論、邊改進的訓練，曠
日廢時，難度也高。
第三、訪員性別也值得探究。由
於觀察場域是在家裡，一般認定這是
女主人的地盤，所以女性訪員似乎較
易得到對方應允及合作，例如有一戶
受訪家庭，全家人最常活動場所是在
父母子女共居的臥室，若是男性訪
員，不但不可能在觀察第一天就得到
女主人首肯，進到臥室觀察，可能在
剛開始接洽觀察受訪時，就被敏感的
女主人拒絕了。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試採參與式觀察及深度訪
問研究方法，企圖對處於多頻道電視
環境下的現代都會家庭，為其家庭電
視文化作一較問卷調查法所得更精
緻、細膩的描述及詮釋。上述發現均
是以外國研究文獻為基礎，分析在台
灣家庭中發展出的特殊電視文化的描
述，可以說是相當本土化的發現。但
是，這只是一個初探性研究，這些發
現背後，或許還可以依人口學變項作
更精細的分類比較，如家庭發展類型
（如小學學童、國中子女、高中子女
家庭電視使用差異），家庭社經地位
（高、中、低家庭電視使用差異），
性別（如母親、父親、兄弟、姊妹電
視使用是否有異？）等。

質化研究法有趣的是將電視使用過
程放在家庭休閒 家庭人際互動的脈絡
中，前後進行兩年有餘，研究一邊進行，
一邊就看著受訪家庭媒介使用、休閒活動
有所改變，例如添購了電腦，父親和兒子
看電視時間減少，以前夫親只顧忙自己的
事，現在因找到父子同好，互動、話題均
增加不少。研究情境隨時在動（ongoing），這也是量化調查較難遭遇或掌握
的，卻正是質化研究的特色之一。

再者研究方法亦值得進一步探
究。本研究企圖採較精緻深入的觀察
及訪問，以別於以往進行最多四天、
或只由研究生進行訪問、再由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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