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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際網路改變了雜誌出版產業的經營型態，絕大多數的國外研究均發現，業者提供

線上閱讀的數位內容會降低其紙本銷售量。反觀國內這方面的文獻卻付之闕如，台灣的

雜誌出版業者也亟欲了解本土民眾對紙本雜誌和電子雜誌之閱讀需求選擇行為以利數位

出版之推動。本研究利用文化部 2012~2013 年「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資料 (文化部，

2017a，2017b)，探討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間之關係，以 Heckman

兩階段模型和工具變數估計法來校正樣本選擇性問題和處理估計內生性問題，以得到具

一致性與不偏的估計結果。研究發現，台灣在 2012~2013 年間，整體民眾網路瀏覽雜誌

時間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的關係主要呈現替代性質；其中，男性、教育程度低、年紀輕、

月收入低者，越會以網路瀏覽雜誌來替代紙本雜誌閱讀，兩者間的替代性愈強；而實證

結果則可做為雜誌出版社、數位行銷通路業者、廣告業者、及政府在資訊通信政策之決

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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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改變了各式產業的經營型態。在出版產業方面，

從 1990 年代中期起，業者開始經歷一番變革，例如：報紙和雜誌的業者，除了傳統紙本

出版外，也開始提供線上瀏覽的版本 (Deleersnyder et al., 2002; Filistrucchi, 2005; Kaiser, 

2006; Simon and Kadiyali, 2007)。發展之初，業者多採將紙版內容直接數位化並免費提供

給消費者線上閱讀。到了 2000 年代中期後，由於行動網路的普及和各式行動裝置的出現 

(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網路傳播更即時、更便利，人們逐漸習慣在數位載具閱讀，

報紙和雜誌業者的傳統紙本出版市場則快速萎縮 1。 

因此，眾多探討網際網路對出版產業影響的文獻，主要在於分析提供給消費者線上

閱讀的數位內容會如何影響其紙本出版品銷售量，絕大多數的研究發現均支持線上閱讀

的數位內容會降低其紙本銷售量 (e.g., Filistrucchi, 2005; Kaiser, 2006; Gentzkow, 2007; 

Simon and Kadiyali, 2007; George, 2008)，但也有少部分認為兩者並無關聯 (Deleersnyder 

et al., 2002)，或兩者之負向關係只見於某些特定族群和刊物類型 (Kaiser and Kongsted, 

2012)。若以雜誌出版產業來看，相較於歐、美等國家，台灣雜誌出版產業數位化的進程

                                                                                                                                                         
1 以台灣出版產業為例，文化部之「2013 年暨 2014 年臺灣出版產業調查報告」中的質化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受訪業者表示紙本出版品銷售量在過去三年下滑情形顯著 (文化

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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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相對緩慢。根據文化部歷次的臺灣出版產業調查報告顯示，截至 2013 年大約才有一

半的業者推出其數位版的雜誌，而其中近六成的業者，更是在 2012~2014 年間才開始發

行電子雜誌；也因此台灣在探討紙本雜誌和其數位內容兩者關係的文獻幾乎沒有。隨著

網路環境愈趨成熟和各式數位閱讀裝置出現，數位閱讀勢必愈來愈普及，雜誌出版業者

在推動數位出版過程時，也亟欲了解台灣民眾對紙本雜誌和電子雜誌的閱讀需求選擇行

為。不似國外文獻以出版業者的角度來檢驗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的關係，本研究是從個

人消費決策觀點來分析雜誌讀者的特質與其紙本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時間兩者之間的關

係，並探討其對雜誌出版產業相關業者的實務意涵和政府公共政策的意涵。 

究竟業者提供給消費者線上閱讀的數位內容是否會分食 (cannibalize) 其紙本出版

品？若報紙雜誌業者的紙本版和電子版內容高度重疊，由於讀者選擇線上閱讀不但具有

獲得即時資訊的優勢，更能運用強大的網路搜尋功能提升其閱讀效益；由此觀之，電子

版幾乎可謂是紙本版的完全替代。但業者提供的線上閱讀電子版和其紙本版也可能具有

互補的特性，Kaiser and Kongsted (2012) 指出三種讓兩者成為具有互補性質的作法。第

一，業者可在讀者於線上瀏覽時提供預覽紙本版的內容，以讓讀者知曉並進而購買紙本

讀物。第二，當讀者於線上瀏覽時，業者網站提供線上訂閱紙本出版品的服務。第三，

業者可在其網站提供相較紙本版內容具有互補性質的額外資訊與服務。觀察目前台灣的

雜誌出版市場，例如：國家地理互動式電子雜誌，其內容已和紙本雜誌不全然相同。許

多語言教學類雜誌如 KOREA 韓語學習誌、跟我學日語、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常春藤

生活英語雜誌、ABC 互動英語、Live 互動英語、ALL+互動英語、biz 互動英語、CNN 互

動英語等，更是強調其互動式的數位內容。而數位科技也不全然只運用於電子版雜誌，

許多紙版雜誌 (如 Esquire 雜誌與 InStyle 雜誌) 的內頁也都印有「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的互動式實境廣告。 

但消費者究竟選擇以紙本閱讀的方式或線上閱讀的模式，除了考量產品本身售價外 

(有些線上雜誌是免費提供)，還取決於讀者消費紙本版和電子版產品的交易成本。首先，

相較於紙本出版品，電子版的產品具有便利性、立即性、可攜性、傳輸速度快和可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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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存取等優點，因而可能導致比較低的交易成本。再者，交易成本也跟讀者的個人特質

有關，例如：閱讀電子版產品會讓有些人覺得閱讀困難、影響視力，這可能和讀者的年

齡有關；個人在操作數位閱讀載具的難易程度，也會影響其在兩種版本產品的選擇，這

可能和讀者的年齡與教育程度有關；上述數位閱讀須支出購買閱讀載具和傳輸費用，這

可能跟讀者的經濟狀況有關。 

在支持線上閱讀的數位內容會降低其紙本銷售量的文獻方面，Filistrucchi (2005) 利

用 1976~2001 年的義大利報紙產業的市場層級資料來估計消費者報紙需求選擇的 logit 模

型，以探討傳統報紙和其電子版究竟是替代品、互補品或是獨立的商品。研究結果發現，

業者提供可線上閱讀新聞內容的網站，對傳統報紙銷售量和利潤會有負面的影響。Kaiser 

(2006) 建構一個消費者雜誌需求選擇的 nested logit 模型，並以 1996~2004 年德國的雜誌

每季流通量、雜誌特徵、消費者特徵和雜誌網站出現的時刻等資料估計。研究結果顯示，

若雜誌業者同時也經營網站提供電子雜誌，整體而言，潛在消費者平均會流失 4.2%；但

流失程度效果大小跟消費族群的年紀和雜誌網站的存在時間長短有關。Simon and 

Kadiyali (2007) 使用 1996~2001 年的美國消費者雜誌資料，檢驗業者所提供的數位內容

如何影響其紙本雜誌的需求。研究結果支持數位內容的確會分食其紙本市場且完全沒有

任何互補的狀況；有提供雜誌網站的業者，其紙本流通量平均會下跌 3~4%，此效果與業

者所提供的網站內容有關，若網站內容包含了所有全部紙本的內容，則紙本流通量會下

跌大約 9%。Gentzkow (2007) 首先提出一個在准許新產品與舊產品間可以是替代品或互

補品下之需求選擇模型，以 2000~2003 年間美國華盛頓特區兩家競爭報紙的資料來估

計，藉以探討傳統報紙和其電子版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證明，兩者之間是替代品，但

電子版還不至於威脅到紙本版的生存；而電子新聞的出現所增加的社會福利超過其成

本。George (2008) 探討網際網路對傳統報紙的影響。作者利用郵政編碼為單位的報紙流

通量和市場層級的網際網路滲透率，發現個體具有較年輕、受過教育、住在都市等特質

者，較易於從傳統報紙被網際網路所吸引過去。 

另一方面，Kaiser and Kongsted (2012) 以德國 67 份自 1998~2009 年的雜誌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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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雜誌網站的點閱次數和其紙本雜誌總流通量之間的關係，特別又分成從對訂戶數和

零售量的影響來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在較弱的統計顯著水準下，網站流量增加 1%，雜

誌總流通量會下跌 0.15%。這個結果主要來自於網站流量對零售量具有統計顯著的負面

效果，但對訂閱量並沒有任何統計上顯著的關係。此外，這個負向關係主要是發生在以

男性和男性讀者群為主的雜誌和發行週期是小於一星期的雜誌。Deleersnyder et al. (2002) 

使用 1990~2001 年來自於英國和荷蘭的 85 份報業資料，證明業者提供可線上閱讀新聞內

容的網站對傳統報紙銷售量並沒有影響。 

另有一些文獻著重在探討個人特質如何影響其在數位內容和紙本印刷品閱讀之間的

選擇。Zhang and Kudva (2014) 利用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11 年針對

全美國所做的 2,986 份閱讀習慣調查資料，證實電子書由於方便取得，已在人們生活中樹

立地位，但還未有取代印刷本的情形，此乃因紙本書和電子書各有其獨特屬性，具有不

可替代之功能以滿足人們的閱讀需求。而預測電子書採用的指標，按其重要性依序是：

書籍閱讀數量、個人收入、感興趣主題閱讀的頻率、個人互聯網使用情形，再來才是如

種族/族群、因工作/學校而閱讀、年齡和教育。Seok and DaCosta (2017) 探討美國青少年

在數位內容和印刷文本閱讀之間的性別差異。研究結果顯示，性別是數位傾向 (digital 

propensity) 的重要預測指標：男性在資訊及通信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傾向較強且其數位傾向平均值顯著高於女性。在對數位閱讀的偏好上，

女性的閱讀主要是以娛樂和學習為目的，且是更具有選擇性地閱讀，而男性的閱讀則多

以廣泛、全面理解為目的。Wang et al. (2016) 分析行動數位裝置如何影響香港大學生的

雜誌閱讀習慣。研究結果顯示，香港的大學生在開始使用行動數位裝置後，閱讀了更多

類型的雜誌，且主要是使用平板電腦。 

相較於國外的研究，台灣在探討紙本出版品和其數位內容兩者關係此議題的文獻並

不多，特別在雜誌產業，更是幾乎沒有。根據歷次的臺灣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受訪

的雜誌出版業者已將雜誌出版品數位化的比例分別是 2005 年為 7.4%、2007 年為 24.0%、

2011 年為 38.1% 和 2013 年的 50.0%；其中，58.2% 的業者是在 2012~2014 年期間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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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行電子雜誌 (文化部，2006, 2008, 2012, 2015)。因此，相較於德、美國家大部分雜誌

業者在 2000 年代中期前就已推出其電子版雜誌，台灣雜誌出版產業數位化的進程可說相

對緩慢。在民眾雜誌閱讀行為方面，文化部的「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曾在 2012~2013

年間針對民眾的雜誌閱讀方式和每種閱讀方式所花的時間進行調查，表 1 為我們引自該

調查資料計算而得的數據 2。表 1 呈現不管是紙本雜誌閱讀或網路瀏覽雜誌，2013 年平

均每週所花時間皆高於 2012 年之平均值，但標準差相對較大，顯示個體行為差異頗大；

民眾整體在紙本雜誌閱讀所花時間仍高於網路瀏覽雜誌的時間。 

造成此現象產生的原因很多，例如：隨著雜誌業者競爭愈來愈激烈，各類分眾化雜

誌興起，具有互動功能的電子雜誌讓閱讀更有趣，因此人們花在雜誌閱讀的時間可能增

加 3。愈趨成熟的網路環境和各式數位閱讀工具的出現，讓民眾選擇數位閱讀的交易成本

愈來愈低；換言之，數位閱讀的價格相較於紙本閱讀的價格愈來愈便宜，人們會以數位

閱讀來代替紙本閱讀。再細觀表 1，從 2012 年至 2013 年，紙本雜誌閱讀時間的成長幅度  

                                                                                                                                                         
2 紙本雜誌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雜誌時間之定義及其計算方式，請見第參節之資料處理

與變數定義小節。 
3 從歷年的文化部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所公布之資訊，我們可略窺台灣雜誌出

版產業的發展樣貌。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中所顯示之廠商家數和營業額，乃

根據中華民國標準行業分類整理自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之磁帶資料；其中，雜誌 (期刊) 

出版業之分類為 5812-11，而 5812-12 之數位雜誌 (期刊) 出版業始見於 2011 年第 9 次

修訂後。雜誌 (期刊) 廠商數在 2003 年時有 811 家，之後一路成長到 2014 年的 1,277

家，2015 年略降至 1,263 家；數位雜誌 (期刊) 廠商數在 2011 年時有 14 家，一路成長

到 2015 年的 24 家。以消費者物價指數計算而得的實質雜誌 (期刊) 營業額在 2008 年

時約為 170 億元，2012 年達到頂峰約有 178 億元，之後則一路衰退至 2015 年的 160 億

元；實質的數位雜誌 (期刊) 營業額在 2011 年時約為 1 億 2 千萬元，2014 年達到 1 億

8 千萬元，2015 年則下跌到 1 億 6 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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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雜誌之每週平均閱讀時間-按閱讀方式分 

年 紙本雜誌閱讀時間 網路瀏覽雜誌時間 總時間 

2012 170.19 (242.85) 119.36 (243.88) 289.55 (365.88) 
2013 221.05 (267.16) 135.50 (273.12) 356.55 (377.49) 

資料來源：文化部 2012~2013 年「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文化部，2017a，2017b) 

註：時間的單位為分鐘，括弧內為標準差。 

 
(30%) 甚至還高於網路瀏覽的方式 (13.5%)，乍看之下，我們不禁懷疑，難道紙本雜誌的

閱讀與電子雜誌的閱讀是互補品？由於雜誌 (包含紙本雜誌或電子雜誌) 閱讀與否是一

種自我選擇的過程，而讀者在紙本雜誌與電子雜誌間的選擇又會受其個人特質的影響，

故表 1 數據所示現象，可能只是這些尚未被測量到的消費者異質性和雜誌閱讀與否的自

我選擇性所造成。 

雖然資訊商品 (information goods) 的技術變化快速、樣貌多端，但決定消費者選擇

的經濟原則依然沒有改變。當我們欲探討此一新興閱讀方式 (電子雜誌) 與傳統閱讀方式 

(紙本雜誌) 之間的關係時，我們所著眼的仍是一般消費者面臨兩種商品選擇時的思考方

式。在新古典經濟學 (neoclassical economics) 理論的基礎下，在此我們考慮最簡單的選

擇模式，即理性的消費者會極大化其消費者剩餘。簡單的消費者剩餘可定義為商品願付

價格 (個人特質所決定) 減去付出的代價 (包含商品定價與交易成本等，而後者也受個人

特質所決定)，在比較購買兩種商品的消費者剩餘後，一旦購買某種商品有正的消費者剩

餘且此剩餘高過另一種商品時，消費者就會購買此種商品。以比較消費者剩餘的大小作

基礎，關於消費者的選擇行為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兩個概略性的推論： 

第一，電子雜誌幾項常被提及的特點，例如：售價低 (往往是免費取得)、可由遠端

存取的便利性和立即性，都代表其交易成本較低，消費者剩餘因此會增加，提高它被消

費者接受的機率 (相對於紙本雜誌而言)，隨著近年來手持裝置的日漸普及，這項優勢還

在逐漸擴大中。 

第二，電子雜誌也有一些相對的劣勢，Jabr (2013) 概觀一系列比較紙本閱讀和螢幕

閱讀優劣的文獻，發現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人類大腦偏好紙本閱讀的看法。例如：螢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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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會加重心智負擔、造成眼睛疲勞和頭痛等生理疲累，因此會鈍化理解力 (Wästlund et al., 

2005; Yan et al., 2008)；螢幕閱讀缺少紙本閱讀時特有的翻頁手感、聲音和方便註記 

(Gerlach and Buxmann, 2011)；螢幕閱讀不像紙本閱讀之有利心智地圖建構，故較不容易

理解和記憶 (Payne and Reader, 2006; Wolf, 2007)，上述種種都會降低消費者對電子雜誌

的願付價格。而需要學習數位閱讀載具的操作、額外的閱讀裝置購買和傳輸費用支出等，

則會增加電子雜誌的交易成本。這些特點都有助於增加紙本雜誌的消費者剩餘而削減電

子雜誌的消費者剩餘，進而降低電子雜誌被消費者接受的機率。 

上述兩點推論皆與讀者個人特質有關，故我們可依讀者的個人特質來推測其選擇傾

向。運用上述的推論，我們分析個人特質如何影響電子雜誌與紙本雜誌間的消費選擇，

並進一步推論電子與紙本雜誌間之需求替代性所可能受到的影響： 

性質 1. 讀者年齡越高兩者間的替代性越低 

因為年紀愈高相對越關注「影響視力」的程度 (Wästlund et al., 2005; Yan et al., 

2008)；又年紀越高，過去的閱讀習慣也越根深蒂固，更重視「翻頁手感」等紙本特質 

(Gerlach and Buxmann, 2011)；所以對電子雜誌的願付價格下降而對紙本雜誌的願付價格

上升。然而讀者年齡越高學習電子裝置操作上也愈感困難，所以這類讀者使用電子雜誌

的交易成本往往也比較高 4。綜合言之，年齡越高的讀者有越小的機率以電子雜誌取代紙

本雜誌。 

性質 2. 讀者教育程度越高兩者間的替代性越低 

雜誌相對報紙較具內容報導深度 (雜誌常以專刊議題系列報導)，而紙本雜誌的編排

形式和方便註記，比較有助深度閱讀與理解 (Payne and Reader, 2006; Wolf, 2007)，教育

程度愈高者通常較有深度閱讀的傾向，故教育程度越高之消費者對電子雜誌的願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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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而對紙本雜誌的願付價格越高；因此，教育程度越高的讀者有越小的機率以電子雜

誌取代紙本雜誌。然而教育程度越高，閱讀裝置的擁有率和操作熟稔度越高，也可能帶

來反向的影響 5。 

性質 3. 讀者收入越高兩者間的替代性越低 

收入越高者其價格彈性相對較低，因此對電子版本低售價的反應較不敏感。然而收

入越高，愈有能力購買閱讀裝置和負擔傳輸費用，也可能帶來反向的影響 6。 

性質 4. 男性讀者的兩者間替代性較高 

從台灣歷年的「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結果和上述提及的文獻 (Seok and DaCosta, 

2017)，均指出男性的數位賦能較高於女性，故男性讀者享有電子雜誌之便利性所降低的

交易成本相對較高，因此男性的替代性較高。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對雜誌出版產業造成巨大影響並帶來全新挑戰，但我們認為消

費者的選擇行為依然遵循著相同的理性原理，運用 2012~2013 年「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

資料以估計不同人口特徵之電子雜誌對紙本雜誌之閱讀時間彈性，正好可以檢驗這些經

濟原理對此問題的推論 (上述 4 個性質)。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之間究

竟是替代關係、互補關係、還是沒有關係；還有這兩者間的關係是如何隨著不同的人口

特徵而有不同的性質和效果大小。而探討民眾對紙本雜誌和電子雜誌的閱讀需求選擇行

為時，必須注意雜誌閱讀與否的自我選擇性問題和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

間兩者之間的內生性關係；故本研究採用 Heckman 兩階段校正模型和工具變數估計法來

                                                                                                                                                         
4 在實證估計時，會以工具變數試圖控制個人之電子裝置採用交易成本的影響。 
5 在實證估計時，會以工具變數試圖控制此部分的影響。 
6 在實證估計時，會以工具變數試圖控制此部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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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上述問題，以期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關係的估計，得到一

致性與不偏的結果。然而，在解讀本文估計結果時須注意，由於本文使用之紙本雜誌閱

讀時間和網路瀏覽雜誌時間乃屬於加總性質之資料，並未區分特定之紙本雜誌及其電子

版雜誌；而特定雜誌其紙本與電子版內容的異質性和訂價方式的不同，在討論消費者的

選擇行為時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部分是被本文所忽略，因而可能造成結果有所

誤差，此為運用本研究結論時必須小心面對之限制。 

底下，我們將先介紹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Heckman 兩階段校正模型和工具變數

估計法；繼之陳述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資料處理和變數定義；再來是實證結果的

分析，最後是結論與建議。 

貳、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之間的關

係，然而，只有參與雜誌閱讀者，我們才能觀察到其閱讀行為。而雜誌閱讀與否是一種

自我選擇的過程，若忽略雜誌閱讀的選擇性，而僅選取有閱讀雜誌者的樣本進行估計，

可能造成因樣本選擇性而產生估計誤差。為解決此一問題，本文採用 Heckman (1979) 之

兩階段模型來校正樣本選擇性的問題。 

此外，雜誌閱讀的方式，個人可以選擇以紙本閱讀的形式、或是網路瀏覽的模式、

或是同時以兩種方式來閱讀雜誌。另外，個人還面對在不同閱讀方式下之時間配置問題。

亦即，本模型假設個人在追求雜誌閱讀效用極大化下，決定個人最適之閱讀方式和每一

種方式所花費之時間。因此，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是同時決定的，故

在估計兩者關係時，會產生網路瀏覽時間變數的內生性問題，將造成其估計值可能存在

所謂內生性偏誤 (endogeneity bias)。為解決此一問題，本文採一般文獻建議使用之工具

變數估計法來處理內生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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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文同時考慮樣本選擇性與變數內生性的問題，分別採用 Heckman 兩階段校正模

型和工具變數估計法來修正，以期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關係的

估計，得到一致性與不偏的結果。 

一、雜誌閱讀與否的 Probit 選擇模型 

第一階段，個體 i 面臨是否閱讀雜誌的選擇。假設個體 i 閱讀雜誌所帶來的效用，

可用下面第 (1) 式表示： 

 
 *

i i iz w γ µ′= +  (1) 

 
(1) 式中的 *

iz 為一個無法直接被觀察到的特徵變數 (latent variable)， iw 為影響個體 i 

是否閱讀雜誌的解釋變數向量， γ 為對應於 iw 的參數向量， iµ 為誤差項且假設其分配為

2~ (0, )i N µµ σ 。 

然而，我們實際觀察到的是個體 i 的選項 iz ，其中， iz 和 *
iz 兩變數之間的關係如下： 

 

 
*

*

1, 0
0, 0

i
i

i

z
z

z
 >= 

≤

如果

如果
 (2) 

 
1iz = 代表個體 i 有閱讀雜誌， 0iz = 則沒有。亦即，樣本中是屬於只有紙本雜誌閱

讀、只有網路瀏覽雜誌、既有紙本雜誌閱讀亦有網路瀏覽雜誌等者定義為 1iz = ；而沒有

以任何方式閱讀雜誌者則是 0iz = 。因此，當 1iz = 時，個體 i 之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

路瀏覽雜誌時間才能被觀察到。其中，個體 i 閱讀雜誌的機率為： 

 

 *Pr( 1) Pr( 0) Pr( 0)i i i iz z w γ µ′= = > = + > Pr( ) ( )i i iw w

µ µ µ

µ γ γ
σ σ σ

′ ′−
= > = 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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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式中之 ( )Φ ⋅ 代表標準常態分配的累積分配函數。 

二、紙本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時間關係之迴歸方程式 

 

 
*

*

, 0
, 0
i i i

i
i

x z
y

z
β ∈′ + >= 

− ≤

如果

如果
 (4) 

 
第二階段，只有參與雜誌閱讀者，我們才能觀察到其閱讀行為。(4) 式表示紙本雜誌

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關係之方程式。其中， iy 為個體 i 每週於紙本雜誌閱

讀所花費之時間； ix 包括了個體 i 每週於網路瀏覽雜誌所投入之時間和影響其兩者時間

配置之解釋變數向量； β 為對應於 ix 的參數向量； i∈ 為誤差項且假設其分配為

2~ (0, )i N∈ σ∈ ，並與 iµ 具有 ( )i icorr µ ,∈ ρ= 之關係。 

Heckman 兩階段選擇模型，第一階段先以 probit 模型估計雜誌閱讀的機率，並由估

計結果計算其 inverse Mill’s ratio，再將其視為一控制變數帶入第二階段紙本閱讀時間與

網路瀏覽時間兩者關係估計之迴歸方程式。因此，第 (4) 式的條件期望值可表示為： 

 
 *[ | ] [ | 0]i i i iE y y E y z= >可被觀察到 [ | ]i i iE y wµ γ′= > −  

 [ | ]i j i i ix E wβ ∈ µ γ′ ′= + > − ( )i j ix λ µβ β λ α′= +  (5) 

 
其中， /iwµ µα γ σ′= − ， ( )i µλ α 為每個觀察值所對應的 inverse Mill’s ratio，其值為

( ) ( / ) / ( / )i i iw wµ µ µλ α φ γ σ γ σ′ ′= Φ ， ( )φ ⋅ 代表標準常態分配的機率密度函數。 

針對式 (5) 之估計，本文參考 Wooldridge (2002) ，採用工具變數估計法來處理網路

瀏覽時間變數的內生性問題 7。 

                                                                                                                                                         
7 Wooldridge (2002) 之第 17.4.2 節，Sample selection model with endogenous explan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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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策略 

針對第一階段雜誌閱讀與否的 probit 模型估計，影響閱讀與否選擇的個人因素包括

性別、教育程度、年齡和個人月收入；此外，也控制樣本之居住地和受訪年。另外，為

獲得具一致性之參數估計值，Heckman 兩階段校正模型估計所要求之認定 (identification) 

條件為：需要找到至少一個工具變數，此工具變數須滿足會影響一個人雜誌閱讀與否的

選擇，但又與個人的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的配置決策無關。在「文化

參與及消費調查」中有問及受訪者：「您過去一年內閱讀了多少本課外書籍 (不含雜誌、

上課用書、教科書、考試用書，含電子書，一本書至少需讀一半以上才算)？」我們以此

題目之受訪者回應資料定義一變數謂之「是否閱讀課外書籍」，以做為第一階段雜誌閱

讀與否 probit 模型估計的工具變數。我們的基本想法是，相較於沒有閱讀課外書籍者，

有閱讀課外書籍習慣者會閱讀雜誌的可能性愈高，但其在紙本雜誌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

雜誌時間的配置，關連性上相對可能比較小。欲檢驗模型估計是否具有樣本選擇性偏誤

問題，可透過檢定第 (5) 式中之 λβ 的估計值在統計上是否顯著異於 0。 

在估計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關係之迴歸方程式中，解釋變數

包括了具有內生性質的網路瀏覽雜誌時間，還有性別、教育程度、年齡、個人月收入等

外生變數。此外，我們也考量到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之間的關係，

可能會隨著不同的人口特徵而具有不同的性質或效果大小，故我們增加了每個人口特徵

變項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的交乘項於模型的估計變數中；由於網路瀏覽雜誌時間為內生

變數，故這些交乘項亦屬於內生變數 8。最後，我們也同樣控制樣本之居住地和受訪年。 

                                                                                                                                                         

variables, 567-570。 
8 由於本文之人口特徵變項均為虛擬變數型式，因此有 12 個交乘項，再加上網路瀏覽雜

誌時間變項，故總計有 13 個內生變數，詳細內容介紹請見第叁節之資料處理與變數定

義小節。 



 應用經濟論叢， 105 期，民國 108 年 6 月  −189−  

(15) 
 

採用工具變數估計法，有效適切的 (valid) 工具變數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1) 工具

變數相關性 (relevance)，即所選擇的工具變數必須與內生變數 (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和該

變數與人口特徵變項之交乘項) 有關，亦即能解釋愈大比例網路瀏覽雜誌時間變數的變

動愈好； (2) 工具變數外生性 (exogeneity)，即所選擇的工具變數必須與紙本閱讀時間與

網路瀏覽時間關係之迴歸方程式中的誤差項之間無相關，且為了能檢測所選取之工具變

數是否滿足外生性條件，工具變數之個數要多於內生變數的個數以便能進行過度認定限

制檢定 (overidentifying restrictions test)。在工具變數相關性檢定方面，Bound et al. (1995) 

提出以第一階段內生變數對所有工具變數和外生變數迴歸估計結果所計算之偏判定係數 

(partial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partial R2) 大小來檢測工具變數對內生變數的解釋能

力；Staiger and Stock (1997) 建議以第一階段迴歸模型估計之所有工具變數係數是否聯合

顯著異於 0 的 F 檢定統計量大於 10 為一般通則。但上述兩種方法並不能有效檢測多於一

個內生變數下的情況，Baum (2006) 和 Baum et al. (2007) 介紹了 Shea (1997) 考慮工具變

數間相互關聯的 Shea partial R2、以 Cragg and Donald (1993) 建構的 F 統計量和 Kleibergen 

and Paap (2006) 建構的 rk-F 統計量來進行虛無假設為模型具有弱工具變數問題之檢定

9、以 Anderson and Rubin (1949) 所提出之檢定主要方程式中所有內生變數估計係數是否

聯合顯著異於 0 的方法來推論是否具有弱工具變數問題 (weak-instrument-robust inference) 

和 Stock and Wright (2000) 具有相似概念的 S 統計量檢定。在工具變數外生性檢定方面，

當進行過度認定限制檢定時，若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即表示所選取之工具變數與紙本閱

讀時間與網路瀏覽時間關係迴歸方程式中的誤差項之間無相關性，符合工具變數外生性

之要求。其中，若模型估計採用的是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9 Cragg and Donald (1993) 假設誤差項分配為 i.i.d.，Kleibergen and Paap (2006) 則准許誤

差項之變異數存在有異質穩健 (heteroskedasticity-robust)，自我相關穩健 (autocorrelation- 

robust)，集群穩健 (cluster-robust) 等情況；惟 Stock and Yogo (2005) 以 Cragg and 

Donald (1993) 建構之判定模型是否具有弱工具變數問題之臨界值 (critical value) 只提

供最多 3 個內生變數和 30 個工具變數組合之值。 



−190−  紙本或電子？雜誌讀者個人特質的影響 

(16) 
 

則以 Sargan (1958) 提出的 Sargan 統計量檢定，若採用的是一般化動差法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估計，則以 Hansen (1982) 提出的 Hansen J 統計量檢定。 

針對本文之工具變數選取，樣本是否擁有可透過無線或行動上網的設備，如智慧型

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將會是適切的工具變數選項之一。但由於

「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並未問及此方面之資訊，我們只能就既有問卷問題中去尋求適

當的工具變數。在「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問卷中會調查民眾在過去一年內各式文化參

與情形，例如會詢問受訪者是否從事這些活動：以網路或下載影片看電影、以網路或下

載節目看電視、網路瀏覽新聞、透過網路或下載現代戲劇/傳統戲曲/舞蹈來欣賞、透過網

路或下載方式欣賞流行音樂、透過網路或下載方式欣賞古典/傳統音樂、透過網路數位觀

賞展覽/展示/博物館 10。我們的基本想法是，若個體會從事上述這些活動，則反映了該受

訪者可能擁有可以上網的設備和對操作這些設備具有某種程度的熟稔度，此與其在網路

瀏覽雜誌所花時間會有所關聯；再者，若個體在其平日所處之環境是屬於相對能夠容易

取得網際網路連線、甚至良好的連線品質 (如透過固網寬頻，3G、Wi-Fi 等無線或行動上

網)，該個體會以透過網路方式來從事上述這些活動的機率也就愈高；同理，其會以網路

瀏覽雜誌的機率也愈高，而在該項所花之時間也可能愈多，此即為個體所處之外在環境

對其行為產生的影響，是一種外生性影響的概念。因此，是否有參與上述這些活動，即

成為我們可從中考量的候選工具變數 (共 7 個)；而將這些工具變數與外生變數相乘形成

的交乘項因此也可列入此候選工具變數群之中 (共 7 × 12 = 84 個)11。採用工具變數估計

                                                                                                                                                         
10 現代戲劇指舞台劇、音樂劇、歌舞劇、話劇、兒童戲劇及偶戲等；傳統戲曲指歌仔戲、

京劇、崑曲及偶戲等；舞蹈指原住民舞蹈、現代舞、芭蕾舞及民族舞蹈等。 
11 誠然，會透過網路方式來從事這些活動亦與個人之偏好或習慣有關。因此，究竟是個

人偏好或習慣所造成的選擇行為展現、還是外在環境影響其行為選擇的呈現、或是兩

者兼而有之，此正是我們需要統計上之工具變數檢定方法來檢測其適切性。本研究由

於受限於使用次級資料之限制，工具變數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較無法充分合理解釋，

因此多仰賴檢定工具決定符合篩選條件的工具變數。針對類似本文議題之研究，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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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除了有效的工具變數必須滿足相關性及外生性兩個基本假設，還面臨如何在眾多候

選工具變數中尋找合適工具變數組合的問題。Breusch et al. (1999) 指出當模型為過度認

定設定時，冗餘的工具變數並不會改善大樣本估計之有效性 (large-sample efficiency of 

the estimation)，並提出判定工具變數是否為冗餘的充分且必要條件。Baum et al. (2007) 以

Breusch et al. (1999) 及 Hall and Peixe (2003) 闡述的條件原則提出一個虛無假設是工具

變數為冗餘的檢定方法。因此，本文首先將候選工具變數群中之所有工具變數帶入模型

估計，再依相關性檢定、外生性檢定、冗餘工具變數檢定，捨棄不符合條件之工具變數，

找出最佳工具變數組合 12。最後，再以 Durbin-Wu-Hausmen 檢定來檢測網路瀏覽雜誌時

間和其與人口特徵變項的交乘項是否的確具有內生變數性質，該檢定之虛無假設為變數

無潛在內生性。 

工具變數估計法除了可採用 2SLS 估計，由於模型為過度認定限制設定，遂可建立一

個由工具變數外生性假設所形成的樣本動差條件式 (sample moment conditions) 和最適

加權矩陣 (optimal weighting matrix) 所構成的二次式 GMM 目標函數，以極小化此目標

函數求解模型之參數估計值，亦即，採用所謂的兩階段可行有效性一般化動差法估計 

(two-step feasible efficient GMM estimator)。 

                                                                                                                                                         

的工具變數除了內文已陳述的個體是否擁有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或桌

上型電腦等設備外，另外，就是有關個體居住處之交通方便性、雜誌販售地點多寡、

公共閱讀的普及性和資訊基礎建設狀況等這方面的資訊，因為這些都是會影響個體從

事紙本雜誌閱讀和網路瀏覽雜誌的交易成本，且是外生影響的性質，符合工具變數的

條件要求。 
12 由於樣本居住地所處縣市某種程度符合註釋 12 所述之工具變數選擇的條件，所以本文

也曾嘗試將居住地做為工具變數而非模型之控制變數，但經檢定發現居住地屬於冗餘

工具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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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 

一、資料來源 

台灣自 2005 年起為瞭解民眾文化參與及消費概況，針對大眾傳播、視覺藝術、表演

藝術、文藝民俗節慶等活動和文化藝術機構與設施，每年以 15 歲以上民眾為對象進行「文

化參與及消費調查」。文化部於 2016 年始開放該調查之資料原始檔，目前公開的部分為

2010~2015 年的資料。「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每年調查的問題有些許差異，2012~2013

年曾針對雜誌閱讀的方式和每種閱讀方式所花的時間進行調查，因而促成本文紙本雜誌

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關係之探討。 

該調查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調查對象以中華民國國民為母體，採用簡單隨機抽樣

法，以縣市別為分層變數，取得調查樣本數後，再以比例配置方式計算各縣市分層所需

樣本數。釋出資料之樣本數為 2012 年有 2,065 筆，2013 年有 4,147 筆。 

二、資料處理與變數定義 

經過刪除受訪者針對本研究主題所欲使用之各項變數資料回答不清楚、拒答、或回

答之值不合理者之樣本後，最後得到有效樣本總數為 6,174 筆。茲將本文所採用之變數和

其定義及基本統計量，整理於表 2，並解釋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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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數之敘述統計量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紙本閱讀時間 (分鐘) 118.14 221.59 1 2,400 
網路瀏覽時間 (分鐘) 75.80 210.07 1 2,400 
ln(紙本閱讀時間) 2.48 2.61 0 

0 
7.78 

ln(網路瀏覽時間) 1.37 2.33 7.78 

變數名稱 樣本數 百分比   變數名稱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居住地縣市別   

  男 2,967 48.06    台北市 590 9.56 
  女 3,207 51.94    新北市 856 13.86 

教育程度      桃園市 431 6.98 

  小學以下/國 (初) 中 1,123 18.19    台中市 584 9.46 
  高中 (職) 1,954 31.65    台南市 409 6.62 
  專科/大學/研究所 3,097 50.16    高雄市 603 9.77 

年齡      基隆市 151 2.45 

  15~29 歲 1,309 21.20    新竹市 161 2.61 
  30~39 歲 1,098 17.78    嘉義市 151 2.45 
  40~49 歲 1,173 19.00    宜蘭縣 166 2.69 
  50~59 歲 1,243 20.13    新竹縣 166 2.69 
  60 歲以上 1,351 21.88    苗栗縣 156 2.53 

個人月收入      彰化縣 284 4.60 

  沒有收入/不知道/拒答 1,684 27.28    南投縣 155 2.51 
  1~20,000 元 1,185 19.19    雲林縣 153 2.48 
  20,001~30,000 元   913 14.79    嘉義縣 165 2.67 
  30,001~40,000 元   838 13.57    屏東縣 189 3.06 
  40,001~60,000 元   927 15.01    台東縣 149 2.41 
  60,001 元以上   627 10.16    花蓮縣 155 2.51 

年      澎湖縣 170 2.75 
  2012 2,056 33.30    金門縣 151 2.45 
  2013 4,118 66.70    連江縣 17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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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數之敘述統計量（續） 

變數名稱 樣本數 百分比   變數名稱 樣本數 百分比 

閱讀雜誌    網路看電視     

  是 3,565 57.74    是 2,192 35.50 
  否 2,609 42.26    否 3,982 64.50 

閱讀課外書籍    網路看電影    

  是 3,869 62.67    是 2,503 40.54 
  否 2,305 37.33    否 3,671 59.46 

網路瀏覽新聞    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   

  是 3,696 59.86    是 1,391 22.53 
  否 2,478 40.14    否 4,783 77.47 

樣本總數      6,174 
 
 

在「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問卷中會詢問受訪者：「請問您去年內平均每週花多少

時間閱讀「雜誌」(實體雜誌，不含於網路上瀏覽雜誌網站)？」，故我們藉由樣本對此題

之回應來定義其紙本雜誌閱讀時間。另外，該調查亦會詢問受訪者：「請問您去年內平

均每週花多少時間於網路瀏覽雜誌報導？」，故我們藉由樣本對此題之回應來定義其網

路瀏覽雜誌時間。其中，這兩題之時間均以「小時/週」為單位。首先，我們將受訪樣本

回答每週閱讀時數超過 70 小時者予以刪除，再將其轉換成以「分鐘/週」為單位，並以 1

值取代 0 值，之後再取自然對數，即我們所使用的變數是 ln(紙本閱讀時間) 和 ln(網路

瀏覽時間)。在資料處理過程中，遇到共計有 413 個樣本回答雜誌閱讀時間為「不知道」，

此占總樣本的 6.69%，將其剔除會失掉不少資訊。因此，我們將回答「不知道」者的閱

讀時間，以下面計算方式所得之值予以填入。 

我們按照問卷之性別 (2 類)、教育程度 (5 類) 和年齡 (11 類) 的原始分類形成 110

種組合。針對每一種組合，以其中有回答閱讀時間者之樣本平均值，做為該組中回答不

知道者的閱讀時間值。表 2 顯示，ln(紙本閱讀時間) 和 ln(網路瀏覽時間) 的平均值分別

為 2.48 分鐘和 1.37 分鐘，標準差則分別為 2.61 分鐘和 2.3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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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樣本人口特徵變數方面，均以虛擬變數方式呈現。在性別方面，男性為 1，女性為

0，各占比例 48.06% 和 51.94%。 

問卷中有關教育程度的分類有五項，我們合併最低層級的兩類和最高層級的兩類，

形成小學以下/國 (初) 中、高中 (職) 和專科/大學/研究所等三類，並以專科/大學/研究所

為控制組，各類別所占比例分別為 18.19%、31.65% 和 50.16%。 

在年齡方面，問卷中將其分成十一類，即從 15 歲起，每 5 歲構成一個類別。Prensky 

(2001) 首度提出數位原生代 (digital natives) 和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 的概念；

Prensky 認為在 1980 年代後出生者，即所謂的數位原生代，因其成長過程中即伴隨著電

玩、網路、電視，故其思考方式與工具使用方式都和 1980 年代前出生的所謂數位移民者

截然不同。我們依據此概念，將 15~29 歲合併成一組 (數位原生代)，接下來依序是 30~39

歲、40~49 歲、50~59 歲和 60 歲以上，總共分成五個類別，以 60 歲以上為控制組，各類

別所占比例分別為 21.20%、17.78%、19.00%、20.13% 和 21.88%。 

個人月收入方面，問卷中將其分成十類，從沒有收入、10,000 元以下、10,001~20,000

元，依此類推，直至 70,001~80,000，最後一組則為 80,001 元以上。我們將其整併成六類，

分別為沒有收入、1~20,000 元、20,001~30,000 元、30,001~40,000 元、40,001~60,000 元

和 60,001 元以上，以 40,001~60,000 元為控制組；另外，共計有 428 位受訪者「不知道/

拒答」有關個人月收入資訊，占總樣本比例 6.93%，我們將其併入沒有收入類組；每一

類別所占之比例依序為 27.28%、19.19%、14.79%、13.57%、15.01%和 10.16%13。 

樣本居住地縣市別亦為一虛擬變數，以台北市為控制組，每個縣市的樣本分配比例，

詳見表 2。再者，本研究使用 2012~2013 年之資料，定義一時間的虛擬變數，2013 年為

1，2012 年為 0，各占比例 66.7% 和 33.3%。在雜誌閱讀與否的 Probit 選擇模型，假設閱

讀雜誌為一虛擬變數，有閱讀雜誌者為 1，沒有閱讀雜誌者為 0，各占比例 57.74% 和

42.26%。 

                                                                                                                                                         
13 本文原先將「不知道/拒答」者設為獨立一組，經過模型估計後，根據參數估計值之大

小及其統計顯著性，遂將其併入「沒有收入」者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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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變數方面，作為 Heckman 兩階段校正模型估計所要求的認定條件之工具變

數，閱讀課外書籍，為一虛擬變數，有閱讀課外書籍者為 1，沒有閱讀課外書籍者為 0，

各占比例 62.67% 和 37.33%。此外，為解決估計紙本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時間關係之內

生性問題所選擇的工具變數包括： (1) 網路瀏覽新聞，為一虛擬變數，有網路瀏覽者為

1，沒有網路瀏覽者為 0，各占比例 59.86% 和 40.14%； (2) 網路或下載節目看電視 (在

表 2 簡稱為網路看電視) ，為一虛擬變數，有網路看電視者為 1，沒有網路看電視者為 0，

各占比例 35.50% 和 64.50%； (3) 網路或下載影片看電影 (在表 2 簡稱為網路看電影) ，

為一虛擬變數，有網路看電影者為 1，沒有網路看電影者為 0，各占比例 40.54% 和 59.46%； 

(4) 透過網路或下載現代戲劇/傳統戲曲/舞蹈來欣賞 (在表 2 簡稱為網路看戲劇戲曲舞

蹈) ，為一虛擬變數，有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者為 1，沒有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者為 0，

各占比例 22.53% 和 77.47%14。 

肆、實證結果 

為了探討不同人口特徵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間之關係是否

具有不同性質或效果大小，本研究以女性、教育程度為專科/大學/研究所、年齡 60 歲以

上、個人月收入為 40,001~60,000 元和居住在台北市者為控制組，因此共有 13 個內生變

數：ln(網路瀏覽時間)、男性× ln(網路瀏覽時間)、小學以下/國(初)中× ln(網路瀏覽時間)、

高中（職）× ln(網路瀏覽時間)、15~29 歲× ln(網路瀏覽時間)、30~39 歲× ln(網路瀏覽時

間)、40~49 歲× ln(網路瀏覽時間)、50~59 歲× ln(網路瀏覽時間)、沒有收入/不知道/拒答× 

ln(網路瀏覽時間)、1~20,000 元× ln(網路瀏覽時間)、20,001~30,000 元× ln(網路瀏覽時間)、

                                                                                                                                                         
14 在第貳節之實證策略小節中總共提到 7 種透過網路或下載方式所參與的文化活動，在

模型估計時依相關性檢定、外生性檢定和冗餘工具變數檢定後，只有這 4 種選入採用

的工具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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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1~40,000 元× ln(網路瀏覽時間)、60,001 元以上× ln(網路瀏覽時間)。其次，從候選

工具變數群中依照實證策略小節所介紹之檢定方法找出最佳工具變數組合，因此被選入

的工具變數有：網路瀏覽新聞、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和這兩變數分別與所有外生變數相

乘的交乘項；網路看電視、網路看電影和這兩變數分別與性別和年齡兩外生變數相乘的

交乘項，共計有 38 個工具變數 15。底下就雜誌閱讀與否和雜誌之紙本閱讀時間與網路瀏

覽時間之關係這兩部分，分析其實證估計結果，並於第參節探討其結果應用。 

一、雜誌閱讀與否的分析 

當 Heckman 兩階段校正模型結合工具變數估計法，依照 Wooldridge (2002)，在執行

第一階段雜誌閱讀與否的 Probit 模型估計時，解釋變數部分亦包含了上述的 38 個工具變

                                                                                                                                                         
15 網路瀏覽新聞、網路瀏覽新聞×男性、網路瀏覽新聞×小學以下/國 (初) 中、網路瀏覽

新聞×高中 (職)、網路瀏覽新聞×15~29 歲、網路瀏覽新聞×30~39 歲、網路瀏覽新聞

×40~49 歲、網路瀏覽新聞×50~59 歲、網路瀏覽新聞×沒有收入/不知道/拒答、網路瀏覽

新聞× 1~20,000 元、網路瀏覽新聞×20,001~30,000 元、網路瀏覽新聞×30,001~40,000 元、

網路瀏覽新聞×60,001 元以上；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男性、網

路看戲劇戲曲舞蹈×小學以下/國 (初) 中、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高中 (職)、網路看戲

劇戲曲舞蹈×15~29 歲、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30~39 歲、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40~49

歲、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50~59 歲、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沒有收入/不知道/拒答、網

路看戲劇戲曲舞蹈×1~20,000 元、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20,001~30,000 元、網路看戲劇

戲曲舞蹈×30,001~40,000 元、網路看戲劇戲曲舞蹈×60,001 元以上；網路看電視、網路

看電視×男性、網路看電視×15~29 歲、網路看電視×30~39 歲、網路看電視×40~49 歲、

網路看電視×50~59 歲；網路看電影、網路看電影×男性、網路看電影×15~29 歲、網路

看電影×30~39 歲、網路看電影×40~49 歲、網路看電影×50~5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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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表 3 呈現台灣民眾雜誌閱讀與否的估計結果 16。 

表 3  雜誌閱讀與否之 Probit 模型估計 

變數 參數估計值 Z 值 邊際機率 
男性 −0.1823*** −2.94 −0.0710*** 
小學以下/國 (初) 中 −0.6496*** −7.55 −0.2547*** 
高中 (職) −0.1501** −2.06 −0.0588** 
15~29 歲 −0.4645*** −0.56 −0.1830*** 
30~39 歲 −0.2721** −1.45 −0.1073** 
40~49 歲 −0.0545 −0.56 −0.0213 
50~59 歲 0.0401 0.53 0.0156 
沒有收入/不知道/拒答 −0.2078** −2.02 −0.0815** 
1~20,000 元 −0.2234** −2.07 −0.0879** 
20,001~30,000 元 −0.2760** −2.39 −0.1090** 
30,001~40,000 元 −0.1661 −1.36 −0.0654 
60,001 元以上 0.0128 0.10 0.0050 

新北市 0.0492 0.65 0.0191 
桃園市 0.0240 0.27 0.0094 
台中市 0.0578 0.70 0.0224 
台南市 0.0353 0.39 0.0137 
高雄市 0.0741 0.90 0.0287 
基隆市 0.0444 0.34 0.0172 
新竹市 −0.0426 −0.34 −0.0167 
嘉義市 0.2246* 1.78 0.0848* 
宜蘭縣 −0.0040 −0.03 −0.0016 
新竹縣 −0.1425 −1.17 −0.0561 
苗栗縣 0.1293 1.03 0.0495 
彰化縣 −0.0191 −0.19 −0.0075 

                                                                                                                                                         
16 表 3 省略 38 個工具變數之係數；一方面估計結果重點是欲瞭解人口特徵變項與雜誌閱

讀與否的關係，另一方面，這些工具變數在解釋雜誌閱讀與否的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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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雜誌閱讀與否之 Probit 模型估計（續） 

變數 參數估計值 Z 值 邊際機率 
南投縣 −0.1592 −1.23 −0.0628 
雲林縣 −0.0543 −0.45 −0.0213 
嘉義縣 −0.0945 −0.75 −0.0371 
屏東縣 0.0202 0.17 0.0079 
台東縣 0.1182 0.94 0.0454 
花蓮縣 −0.0833 −0.65 −0.0327 
澎湖縣 −0.0947 −0.77 −0.0372 
金門縣 −0.1624 −1.39 −0.0641 
連江縣 −0.2054* −1.66 −0.0812* 
閱讀課外書籍 0.8707*** 21.69 0.3348*** 
2013 年 0.05443 1.42 0.0212 
截距項 −0.2174 −1.62  

Log pseudolikelihood 值 −3,314.2511 
Pseudo R2 0.2119 
樣本數 6,174 

註：1. 控制組為女性、專科/大學/研究所之教育程度、年齡為 60 歲以上、個人月收入為

40,001~60,000 元、居住地為台北市、2012 年。 

    2. *、**、*** 分別表示在 10%、5%、1% 的顯著水準下估計值顯著異於零。 
 

男性估計係數為負值，並在 1% 的顯著水準之下具有統計顯著性；表示男性閱讀雜

誌的機率比女性低，大約低了 7.1%。 

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學以下/國 (初) 中和高中 (職) 的估計係數皆為負值，且分別在

1% 和 5% 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此外，係數估計值呈現隨著教育程度愈低，

負值之絕對值有愈大的現象，此意謂著教育程度愈低者，閱讀雜誌的機率愈低。估計結

果顯示，相較於專科/大學/研究所者，小學以下/國 (初) 中和高中 (職) 者，閱讀雜誌的

機率，分別大約低了 25.47% 和 5.88%。 

相較於控制組 60 歲以上者，15~29 歲和 30~39 歲這兩組的估計係數皆為負值，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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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 1% 和 5% 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又係數估計值呈現隨著年齡愈低，負值

之絕對值愈大，此意謂著年紀愈輕，閱讀雜誌的機率愈低，其閱讀雜誌的機率相較於 60

歲以上者，大約分別低了 18.3% 和 10.73%。再者，40~49 歲組的估計係數為負值，但不

具統計顯著性；50~59 歲組的估計係數為正值，也不具統計顯著性；這表示年齡在 40 歲

以上者，亦即大約於 1970 年代初期前出生的人，其閱讀雜誌的機率沒有統計顯著性上的

差異。 

就個人月收入來看，相較於控制組 40,001~60,000 元者，月收入低於 30,000 元之組

別，其估計係數均為負值，並在 5% 的顯著水準下，皆具有統計顯著性，閱讀雜誌的機

率大約低 8.15%~10.9%。其次，月收入在 30,001~40,000 元這組的係數估計值為負值，但

不具統計顯著性；月收入在 60,000 元以上這組的係數估計值為正值，但也不具統計顯著

性；表示閱讀雜誌的機率在個人月收入高於 30,000 元者間並沒有統計顯著性上的差異。 

控制樣本居住地縣市別的虛擬變數之參數估計值，除嘉義市和連江縣外，皆不具有

統計顯著性，代表相較於台北市，除嘉義市和連江縣外的其他縣市民眾在是否閱讀雜誌

的決策上是沒有差異的；而嘉義市民眾閱讀雜誌的機率則比台北市高 8.48%，連江縣民

眾閱讀雜誌的機率則比台北市低 8.12%。 

為處理模型估計之樣本選擇性偏誤問題所使用的工具變數，閱讀課外書籍，其估計

係數值為 0.8707，且在 1% 的顯著水準之下具有統計顯著性，意謂著有閱讀課外書籍者

會閱讀雜誌的機率比沒有閱讀課外書籍者高 33.48%。最後，2013 年為時間的虛擬變數，

其係數估計值為正值，但不具統計顯著性，表示民眾是否閱讀雜誌的決策在這兩年間是

沒有差異的。 

綜合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男性、教育程度愈低、年紀愈輕、月收入愈低者，

雜誌閱讀機率愈低，是屬於相對比較不會閱讀雜誌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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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本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時間關係之分析 

針對第 (5) 式之估計，本文呈現三種不同方式的估計結果。首先，以 2SLS 估計誤

差項分配為 i.i.d. 假設下的情況。然而，當誤差項並非服從 i.i.d. 分配，所得之估計結果

雖仍具有一致性，但未必具有效率性。因此，在 GMM 估計上，我們分別在兩種不同誤

差項分配的假設下進行以獲致更具效率之參數估計 17。一為准許誤差項之變異數存在未

知形式的異質性，以具有異質穩健  (heteroskedasticity-robust) 的 GMM 估計之  (以

GMM-H_robust 表示)。另一為假設誤差項分配具有集群內相關 (within-cluster correlation) 

特性，以集群穩健 (cluster-robust) 的 GMM 估計之 (以 GMM-C_robust 表示)；其中，集

群的分類乃按照本文定義之變數性別 (2 類)、教育程度 (3 類)、年齡 (5 類) 和個人月收

入 (6 類) 以形成組合，而實際則總共形成 160 個集群；亦即，我們假設在同一性別、教

育程度、年齡、個人月收入下之樣本，其誤差項之變異數彼此間具有相關。 

表 4顯示第一階段 13個內生變數個別對所有工具變數和外生變數迴歸估計之工具變

數相關性檢定結果。Shea partial R2值介於 0.1239 和 0.2314 之間。不管哪一種估計方法，

每一個內生變數對所有工具變數和外生變數迴歸估計之所有工具變數係數均為 0 的 F 檢

定，其 P-value 均小於 0.0001，即在 0.01% 的水準之下都還是顯著，拒絕虛無假設。再

觀察其 F 統計量，若以 Staiger and Stock (1997) 針對模型中只有一個內生變數情況下所

建議的 F 檢定統計量大於 10 的通則來看，在 13 個內生變數的情況下，2SLS 估計有 3 個

值低於 10，GMM-H_robust 估計只有 3 個值高於 10，而 GMM-C_robust 估計則皆高於 10

除了一個值是 9.17 例外。再以是否具有弱工具變數問題推論的檢定來看，不管哪一種估

計方法之 Anderson-Rubin statistic 和 Stock-Wright S statistic，其 P-value 均小於 0.0001，

即在 0.01% 的顯著水準之下皆顯著異於 0，拒絕模型具有弱工具變數問題的虛無假設 18。 

                                                                                                                                                         
17 採用 Pagan/Hall 檢定檢測誤差項是否為 i.i.d. 分配，檢定結果為拒絕虛無假設，誤差項

存在異質變異。 
18 此方法之詳細內容，請參閱 Baum et al. (2007) 之 7.4 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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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所選用的 38 個工具變數對解釋網路瀏覽雜誌時間變動具有一定程度

的能力，大致沒有弱工具變數的問題。  

究竟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間的關係是如何隨著不同的人口特

徵而有不同的性質或效果大小？由於紙本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時間皆為取自然對數後之

值，因此， ln∂ (紙本閱讀時間)/ ln∂ (網路瀏覽時間)，此一衡量網路瀏覽時間對紙本閱讀

時間的影響效果，乃為一彈性的概念，即網路瀏覽時間變動 1%，紙本閱讀時間會變動的

百分比即是參數估計值所代表的意義，在此我們稱之為「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

表 5 呈現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關係之估計結果，底下本文探討的

重心將在於 ln(網路瀏覽時間) 變數和各人口特徵變項與 ln(網路瀏覽時間) 交乘項之估計

結果的分析。 

首先，觀察比較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等三種估計方式結果，表

5 顯示：具有統計顯著性之變數個數和顯著水準度，大致呈現 GMM-C_robust 估計高於

GMM-H_robust 估計，而 GMM-H_robust 估計又高於 2SLS 估計的情況。此正反映前面所

述當誤差項非 i.i.d. 分配，參數估計值將不具效率；在適當的誤差項分配假設下，可以

提高參數估計之效率性。 

根據本文模型設定，ln(網路瀏覽時間) 的估計係數所代表的意義是控制組：一位代

表性的 60 歲以上、具有專科/大學/研究所學歷、個人月收入在 40,001~60,000 元的女性，

其「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19。2SLS 和 GMM-H_robust 的估計係數相近，但 2SLS

的估計結果不具統計顯著性，而 GMM-H_robust 的估計係數為 −0.2232，在 5% 的顯著

水準之下具有統計顯著性，此意謂著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增加 1%，紙本雜誌閱讀時間會下

降 0.2232%，代表兩者具有替代性質。GMM-C_robust 的估計係數為 −0.1672，在 10% 的

顯著水準之下具有統計顯著性，代表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增加 1%，紙本雜誌閱讀時間會下

降 0.1672%。 

                                                                                                                                                         
19 由於無 ln(網路瀏覽時間) 和居住地的交乘項，故此估計值代表任何居住地之樣本，非

專指台北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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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雜誌之紙本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時間關係之估計 

變    數 
2SLS GMM-H_robust GMM-C_robust 

參數估計值 Z值 參數估計值 Z值 參數估計值 Z值 

ln(網路瀏覽時間)  −0.2101 −1.60 −0.2232** −2.05 −0.1672* −1.87 

男性×ln(網路瀏覽時間) −0.1148* −1.74 −0.1191** −2.01 −0.1000** −2.30 

小學以下/國 (初) 中×ln(網路瀏覽時間) −0.3869*** −2.73 −0.3509** −2.39 −0.3284** −2.48 

高中 (職)×ln(網路瀏覽時間) −0.0739 −0.97 −0.0356 −0.54 −0.0892* −1.81 

15~29歲×ln(網路瀏覽時間) −0.2369* −1.82 −0.2368* −1.79 −0.2589*** −2.77 

30-39歲×ln(網路瀏覽時間) −0.1582 −1.21 −0.1737 −1.48 −0.1909** −2.00 

40~49歲×ln(網路瀏覽時間) −0.2270* −1.87 −0.2224** −2.13 −0.2289*** −2.77 

50~59歲×ln(網路瀏覽時間) −0.0862 −0.89 −0.1020 −1.27 −0.1221* −1.71 

沒有收入/不知道/拒答×ln(網路瀏覽時間) −0.0983 
 

−0.91 
 
−0.1035 

 
−1.21 

 
−0.1217 

 
−1.52 

 
1~20,000元×ln(網路瀏覽時間) −0.2500** −2.01 −0.2392** −2.16 −0.3023*** −3.37 

20,001~30,000元×ln(網路瀏覽時間) −0.2105* −1.74 −0.2499** −2.29 −0.2537*** −2.95 

30,001~40,000元×ln(網路瀏覽時間) −0.0334 −0.27 −0.0505 −0.54 −0.1018 −1.38 

60,001元以上×ln(網路瀏覽時間) 0.0553 0.47 0.0578 0.64 0.0116 0.16 

男性 0.2834 1.64 0.2754** 1.99 0.2199* 1.83 

小學以下/國 (初) 中 −0.1101 −0.43 −0.2040 −0.97 −0.1471 −0.80 
高中 (職) 0.0040 0.02 −0.0974 −0.67 0.0672 0.55 

15~29歲 0.5453 1.58 0.5404 1.54 0.6365** 2.56 

30~39歲 0.2154 0.61 0.2488 0.82 0.2792 1.10 

40~49歲 0.2736 1.02 0.2476 1.18 0.2464 1.43 

50~59歲 0.1291 0.66 0.1687 1.27 0.1438 1.08 

沒有收入/不知道/拒答 0.1609 0.57 0.1708 0.87 0.2614 1.21 

1~20,000元 0.4009 1.28 0.3545 1.47 0.4890** 2.15 

20,001~30,000元 0.4880 1.48 0.5716** 2.12 0.6127** 2.58 

30,001~40,000元 0.0322 0.10 0.0753 0.33 0.1534 0.69 

60,001元以上 −0.1794 −0.56 −0.1806 −0.82 −0.055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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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雜誌之紙本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時間關係之估計（續） 

變    數 
2SLS GMM-H_robust GMM-C_robust 

參數估計值 Z 值 參數估計值 Z 值 參數估計值 Z 值 

新北市 −0.3423*** −2.60 −0.3256** −2.53 −0.3501*** −3.50 

桃園市 −0.0657 −0.41 −0.0519 −0.33 −0.1561 −1.13 

台中市 −0.1833 −1.25 −0.1855 −1.28 −0.1793 −1.52 

台南市 −0.2352 −1.45 −0.2267 −1.40 −0.2691** −2.17 

高雄市 −0.1992 −1.38 −0.1970 −1.40 −0.1235 −1.11 

基隆市 −0.8937*** −3.89 −0.8724*** −4.18 −0.9043*** −5.25 

新竹市 0.0651 0.29 0.0433 0.18 0.0892 0.41 

嘉義市 −0.5964*** −2.72 −0.5786*** −2.70 −0.5867*** −3.12 

宜蘭縣 −0.3438 −1.52 −0.3347 −1.42 −0.3678* −1.73 

新竹縣 −0.3467 −1.48 −0.3384 −1.47 −0.2740 −1.42 

苗栗縣 −0.2947 −1.26 −0.2757 −1.12 −0.4714** −2.04 

彰化縣 −0.3374* −1.79 −0.2924 −1.44 −0.2865* −1.84 

南投縣 −0.0786 −0.31 −0.0829 −0.32 −0.0674 −0.33 

雲林縣 0.1628 0.65 0.1690 0.60 0.1223 0.53 

嘉義縣 −0.0237 −0.10 0.0094 0.04 −0.0900 −0.38 

屏東縣 −0.3142 −1.43 −0.2840 −1.33 −0.2599 −1.58 

台東縣 −0.4399* −1.85 −0.4067** −2.01 −0.4487*** −2.77 

花蓮縣 −0.1450 −0.59 −0.1475 −0.58 −0.1494 −0.73 

澎湖縣 −0.2315 −0.99 −0.2100 −0.97 −0.3338* −1.70 

金門縣 −0.4050* −1.78 −0.3797* −1.66 −0.3573* −1.67 

連江縣 0.0444 0.18 0.0614 0.26 −0.0726 −0.38 

2013年 0.3332*** 4.64 0.3269*** 4.59 0.3164*** 4.81 

截距項 5.7345*** 21.78 5.7854*** 22.34 5.6306*** 24.19 

inverse mill's ratio (lambda) −1.2362*** −9.07 −1.2276*** −9.10 −1.2081***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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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雜誌之紙本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時間關係之估計（續） 

變    數 
2SLS GMM-H_robust GMM-C_robust 

參數估計值 Z 值 參數估計值 Z 值 參數估計值 Z 值 

過度認定限制檢定 2
25χ = 24.135 2

25χ =  22.502  2
25χ = 22.207 

  P-value 0.5116  0.6066  0.6238  

Durbin-Wu-Hausmen 檢定 2
13χ = 50.740 2

13χ = 65.651 2
13χ = 26.447 

  P-value 0.0000  0.0000  0.0148   

樣本數     3,565 

註：1.控制組為女性、專科/大學/研究所之教育程度、年齡為 60 歲以上、個人月收入為

40,001~60,000 元、居住地為台北市、2012 年。 

    2. *、**、*** 分別表示在 10%、5%、1% 的顯著水準下估計值顯著異於零。 

 
在「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的性別差異上，男性×ln(網路瀏覽時間) 的估計

係數按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的順序分別為 −0.1148、−0.1191、−0.1，

且各在 10%、5%、5% 的顯著水準下，三者皆具有統計顯著性。此意謂著男性相較於女

性，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的替代性更強，替代性高了 0.1148%、

0.1191%、0.1%，此與我們之前認為台灣男性的數位賦能較女性高，故兩者替代性更強的

推測一致。此結果也呼應 Kaiser and Kongsted (2012) 和 Seok and DaCosta (2017) 的發

現，前者證明雜誌網站流量對紙本雜誌零售量的負向關係主要是發生在以男性和男性讀

者群為主的雜誌，後者提出美國青少年男性在資訊通信科技的傾向較強且其數位傾向平

均值顯著高於女性。 

在教育程度方面，不管哪一種估計方式，小學以下/國 (初) 中和 ln(網路瀏覽時間)

的交乘項的估計係數皆具有統計顯著性，其估計值 (顯著水準) 按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順序分別是：−0.3869 (1%)、−0.3509 (5%)、−0.3284 (5%)；而高中 (職)

和 ln(網路瀏覽時間) 的交乘項的估計係數只有在 GMM-C_robust 估計才具有統計顯著

性，其估計值 (顯著水準) 為 −0.0892 (10%)。此意謂著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對紙本雜誌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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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時間的替代性會隨著教育程度愈低，其替代性愈強；亦即替代彈性相較於專科/大學/

研究所者，小學以下/國 (初) 學歷者會高 0.3869% 至 0.3284% 間，高中 (職) 學歷者會

高 0.0892% 至 0.0356% 間。由於紙本閱讀較螢幕閱讀更容易理解與記憶 (Payne and 

Reader, 2006; Wolf, 2007)，Liu (2005) 亦發現螢幕閱讀者主要花較多時間在瀏覽、關鍵字

搜尋和跳讀而較少在深度或專注閱讀，專科/大學/研究所學歷者相較於小學以下/國 (初) 

者，通常更具有深度閱讀的傾向，紙本雜誌的編排形式和方便註記也比較有助深度閱讀，

故越不會以網路瀏覽雜誌的方式來代替紙本雜誌的閱讀。綜言之，教育程度越高，以網

路瀏覽雜誌代替紙本雜誌閱讀的機率愈低。 

在年齡方面，相較於控制組 60 歲以上者，15~29 歲之數位原生代網路瀏覽雜誌時間

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的替代性最強且具有統計顯著性，其估計值 (顯著水準) 按 2SLS、

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順序分別是：−0.2369 (10%)、−0.2368 (5%)、−0.2589 

(1%)，即數位原生代會以網路瀏覽雜誌替代紙本雜誌閱讀的機率較 60 歲以上族群高

0.2368% 至 0.2589% 間。30~39 歲組只有在 GMM-C_robust 估計才具有統計顯著性，其

估計值 (顯著水準) 為 −0.1909 (5%)，而 2SLS 和 GMM-H_robust 的估計值則分別為 

−0.1582 和 −0.1737。40~49 歲組之估計值 (顯著水準) 按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順序分別是：−0.2270 (10%)、−0.2224 (5%)、−0.2289 (1%)。50~59 歲組只

有在 GMM-C_robust 估計才具有統計顯著性，其估計值 (顯著水準) 為 −0.1221 (10%)，

而 2SLS 和 GMM-H_robust 的估計值則分別為 −0.0862 和 −0.1020。整體而言，估計結果

呈現年齡越高，網路瀏覽雜誌和紙本雜誌閱讀兩者間的替代性越低。隨著年紀越大，或

許閱讀習慣根深蒂固，重視翻頁手感等紙本特質，正如 Gerlach and Buxmann (2011) 指出

螢幕閱讀會產生所謂的「觸覺失調」 (haptic dissonance) 而讓人拒絕使用；另一方面，螢

幕閱讀會造成眼睛疲勞和頭痛等生理疲累 (Yan et al. 2008)，而年紀愈高者相對越關注螢

幕閱讀對「影響視力」的程度；是故兩者間的替代性越低。 

就個人月收入來看，觀察各類別和 ln(網路瀏覽時間) 的交乘項的估計係數，只有

1~20,000 元組和 20,001~30,000 元組的係數估計值相較於控制組 40,001~60,000 元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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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在哪一種估計方法下皆具有統計顯著性，且大致呈現 1~20,000 元組的網路瀏覽雜誌時

間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的替代性強於 20,001~30,000 元組；其中，1~20,000 元組之估計值 

(顯著水準) 按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順序分別是：−0.25% (5%)、

−0.2392% (5%)、−0.3023% (1%)，而 20,001~30,000 元組之估計值 (顯著水準) 按 2SLS、

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順序分別是：−0.2105% (10%)、−0.2499% (5%)、

−0.2537% (1%)。亦即，在有收入的人當中，相較於個人月收入超過三萬元以上者，個人

月收入愈少，網路瀏覽雜誌代替紙本雜誌閱讀的效果愈強。此結果顯示在有收入的情況

下，個人月收入低於三萬元者，價格彈性相對較大，因此對售價低 (往往是免費取得) 的

電子雜誌需求愈大。 

表 5 中之 inverse Mill’s ratio 的估計值按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的

順序分別為 −1.2362、−1.2276、−1.2081，且各在 1% 的顯著水準下具有統計顯著性，代

表若僅選取有閱讀雜誌者的樣本進行估計而忽略雜誌閱讀的選擇性，將會產生估計誤差。 

最後，我們還需要檢驗所採用的工具變數是否滿足外生性條件。觀察表 5 之過度認

定限制檢定的 2
25χ 統計量，按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順序分別是 24.135、

22.502、22.207，其對應的 P-value 分別是 0.5116、0.6066、0.6238，故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表示所選取之工具變數與紙本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時間關係迴歸方程式中的誤差項之間

無相關性，符合工具變數外生性之要求。此外，為檢測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和其與人口特

徵變項的交乘項是否的確具有內生變數性質，乃至於必須以工具變數估計法取代最小平

方估計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以得到具一致性且不偏誤之估計值，我們採用

Durbin-Wu-Hausmen 檢定。檢定之 2
13χ 統計量，按 2SLS、GMM-H_robust 和 GMM-C_robust

順序分別是 50.740、65.651、26.447，其對應的 P-value 分別是 0.0000、0.0000、0.0148，

即在 0.01%、0.01%、2% 的水準之下都還是顯著，拒絕變數無潛在內生性之虛無假設，

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和其與人口特徵變項的交乘項的確具有內生性。 

接下來，我們再進一步分析台灣民眾在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

間關係的一些特色。以 GMM-C_robust 的估計結果為例，研究發現，網路瀏覽雜誌和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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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雜誌閱讀兩者間的替代彈性最高者是：年紀為 15~29 歲、具有小學/國 (初) 中學歷且

個人月收入在 1~20,000 元的男性，其值為 −1.1568 (−0.1672 − 0.2589 − 0.3284 − 0.3023 − 

0.1)，代表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增加 1%，紙本雜誌閱讀時間會下降 1.1568%，屬於有彈性；

而網路瀏覽雜誌和紙本雜誌閱讀兩者間的替代彈性最低者是：年紀為 60 歲以上、具有專

科/大學/研究所學歷且個人月收入在 40,001 元以上的女性，其值為 −0.1672%，代表網路

瀏覽雜誌時間增加 1%，紙本雜誌閱讀時間會下降 0.1672%，屬於沒有彈性 20。 

綜合紙本雜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關係之估計結果來看，此關係會隨

著不同的人口特徵而有不同的效果大小，但不論採用哪一種估計方法，ln(網路瀏覽時間)

變項和其與各人口特徵變項之交乘項之估計係數不管如何組合，所計算之「紙本閱讀-網

路瀏覽時間彈性」之值永遠為負值，代表在 2012~2013 年間，整體而言，台灣民眾網路

瀏覽雜誌時間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的關係呈現的是替代性質，「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

彈性」大約介在 −0.16% 到 −1.16% 之間。此結果也某種程度呼應了國外大部分文獻認

為業者提供線上閱讀的數位內容會降低其紙本出版品銷售量的結論 (e.g., Filistrucchi, 

2005; Kaiser, 2006; Gentzkow, 2007; George, 2008; Kaiser and Kongsted, 2012)。 

我們結合第一階段雜誌閱讀與否的 Probit 模型估計和第二階段紙本雜誌閱讀和網路

瀏覽雜誌兩者時間關係估計的結果來看，有以下幾點發現。第一，雖然教育程度愈低者，

其閱讀雜誌的機率愈低，但一旦有閱讀雜誌，教育程度愈低者以網路瀏覽雜誌替代紙本

雜誌閱讀的效果愈強。第二，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個人月收入變項，月收入高於 30,000

元者之雜誌閱讀機率顯著高於收入低於 30,000 元者，但一旦有閱讀雜誌，月收入愈低者

之網路瀏覽雜誌對紙本雜誌閱讀的替代性愈強 (在有收入的人當中)。第三，男性閱讀雜

誌的機率雖比女性低，但一旦有閱讀雜誌，男性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對紙本雜誌閱讀時間

的替代性更強。第四，年紀愈大，閱讀雜誌的機率愈高，但年紀大於 60 歲的族群，卻是

                                                                                                                                                         
20 由於 60,001 元以上 × ln(網路瀏覽時間) 之參數估計值只有 0.0116 且不具統計性，故將

其與控制組 40,001~60,000 元組合併視之，以代表本文控制組之替代彈性的 ln(網路瀏覽

時間) 變項估計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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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會以網路瀏覽的方式閱讀雜誌。 

三、結果應用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提供許多資訊可做為雜誌出版產業相關業者制定決策時的參

考。首先，將表 5 中 ln(網路瀏覽時間) 變項和其與各人口特徵變項之交乘項等之估計係

數搭配組合，即可得到不同人口特徵者之「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例如，以

GMM-C_robust 的估計結果來看，從 15~59 歲之小學/國 (初) 中學歷且個人月收入在

1~20,000 元的男性，其「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均屬於有彈性，特別是 15~29 歲 

(彈性為 −1.1568) 和 40~49 歲 (彈性為 −1.1268) ；另外還有年紀為 15~29 歲之 小學/國 

(初) 中學歷且個人月收入在 20,001~30,000 元的男性 (彈性為 −1.1082) ，此三者乃屬「紙

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最大之三類族群。因此，雜誌出版業者在規劃數位版雜誌時，

可考慮這些族群偏好興趣的題材內容；而廣告業者即可將此類族群需求之商品和服務的

廣告投放於此題材內容的電子雜誌版面。類似的概念也可應用在相對不會以網路瀏覽方

式閱讀雜誌的族群，以規劃紙本雜誌之題材內容和廣告投放位置的參考依據。而數位行

銷通路業者 (電子出版品流通平台) 則可以參考本文的研究結果來選擇合作的雜誌出版

社和上架的電子雜誌刊物，並將其做適度的資訊分版以差別取價。雖然本文的結論比較

屬於概略性質，但仍有許多應用上的參考價值，惟業者在使用本文結論時亦須留心此限

制。 

伍、結論與建議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改變了各式產業的經營型態，出版產業從 1990

年代中期起即開始經歷一番變革。諸多文獻主要探討提供給消費者線上閱讀的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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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何影響其紙本出版品銷售量，絕大多數的研究發現均支持線上閱讀的數位內容會降

低其紙本銷售量。反觀台灣雜誌出版產業數位化的進程可謂相對緩慢，截至 2013 年，大

約才有一半的業者推出其數位版的雜誌，而其中近六成的業者，更是在 2012~2014 年期

間才開始發行電子雜誌，而台灣目前在探討紙本雜誌和其數位內容兩者關係的文獻幾乎

沒有。 

因此，本研究利用文化部 2012~2013 年「文化參與及消費調查」資料，探討紙本雜

誌閱讀時間與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兩者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此關係是如何隨著不同的人口

特徵而有不同的性質和效果。由於雜誌閱讀與否是一種自我選擇的過程，且在估計兩者

關係時會產生網路瀏覽時間變數的內生性問題，故本研究採用 Heckman 兩階段模型和工

具變數估計法來校正樣本選擇性的問題和處理估計內生性問題，以得到一致性與不偏的

結果。由於本文使用之紙本雜誌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雜誌時間乃屬於加總性質之資料，

此意謂著我們的研究方法忽略特定雜誌其紙本與電子版內容的異質性和訂價方式的不同

對消費者選擇行為的影響，故本文的結論可視為較概略性質的結論，此為運用本研究結

論時必須小心面對之限制。 

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在 2012~2013 年間，整體民眾網路瀏覽雜誌時間對紙本雜誌閱

讀時間的關係主要呈現的是替代性質，「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大約介在 −0.16% 

到 −1.16% 之間。其次，男性、教育程度低、年紀輕、月收入少等是屬於雜誌閱讀機率

相對較低的族群；一般而言，比較不會閱讀雜誌的族群，相對也比較不會花錢買雜誌；

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此族群又是相對會以網路瀏覽雜誌的方式來替代紙本雜誌閱讀，

兩者間的替代效果更強。影響雜誌出版產業產值的因素眾多，在 2012~2013 年間的台灣，

雜誌出版業者擔憂的提供給消費者線上閱讀的數位內容會分食其紙本出版品的狀況可能

未如想像中之嚴重。再者，了解雜誌讀者的特質與其紙本閱讀時間和網路瀏覽時間兩者

之間的關係，對於雜誌出版產業相關業者的實務意涵包括：此資訊可做為雜誌出版社在

規劃數位版雜誌時之決策參考，例如：刊物是否要電子化、挑選適合數位化的題材內容、

開發新的電子雜誌市場或藉此抵禦潛在競爭者的競爭決策。數位行銷通路業者則可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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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來選擇合作的雜誌出版社和上架的電子雜誌刊物，優化其資源配置，並將電子雜誌

做適度的資訊分版以差別取價，對潛在消費者做更精準之行銷。對廣告業者而言，則可

依據此資訊，更精準挑選適宜之廣告標的物，根據其目標消費群來選擇適當之處投放廣

告。 

當政府計劃基礎設施投入和賦稅調整時，需要了解涉及的對象如何受影響，本文的

研究結果可做為擬定相關政策工具之參考。台灣歷年的「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結果

顯示，所得和教育程度是影響民眾資訊近用機會的重要因素之一，亦即所得愈低或教育

程度愈低者，有使用電腦及網路經驗和使用無線或行動上網經驗的機率愈低。在本研究

中，我們發現影響雜誌閱讀與否的重要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其影響的方向與影

響民眾資訊近用機會的方向一致。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在有閱讀雜誌者中，教育

程度愈低或月收入愈低者，以網路瀏覽雜誌替代紙本雜誌閱讀的效果愈強。上網設備和

傳輸費用支出對所得較低的族群而言相對負擔較大，其對雜誌閱讀的需求價格彈性比所

得高者大，一旦他們可以上網，他們會傾向閱讀售價相對低 (往往是免費取得) 的電子雜

誌來代替紙本雜誌。對教育程度愈低的族群而言，要能學會使用上網設備和悠遊於網際

網路間，比教育程度高者相對不易，另一方面，他們要進入閱讀的世界也相對困難以致

閱讀雜誌的機率也比教育程度高者低；由於他們相對比較沒有深入閱讀的傾向，一旦他

們可以上網，他們會偏向以廣泛理解為目的的網路瀏覽方式來閱讀雜誌。上述月收入和

教育程度等變項對網路瀏覽雜誌與紙本雜誌閱讀兩者關係之研究發現，正彰顯出政府之

全民公平數位機會推動的重要性 21。綜合上面論述，在假設開卷有益、雜誌閱讀對個人

多多益善的情況下，且雜誌閱讀對整體社會具有正向外部性，政府部門對雜誌出版業者

在推動數位出版過程時，可以給予適當的獎勵措施和更多技術方面的協助。 

有別於國外的文獻是以出版業者的角度來檢驗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的關係，亦即以

                                                                                                                                                         
21 根據 2005 年聯合國在突尼西亞召開的「全球資訊社會高峰會」中提及數位機會，意指

人民均能獲得具普遍性、公平性及可負擔的價格之資訊近用權力 (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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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有無提供雜誌網站或網站流量來檢驗對其紙本出版品流通量的影響；本研究是從消

費者的角度來探討紙本雜誌和電子雜誌的閱讀需求選擇行為，亦即給定台灣 2012~2013

年當時的環境條件，個人在追求雜誌閱讀效用極大化目標下決定個人之最適閱讀方式和

每一種方式所花之時間。因此，本研究得以觀察個人在不同閱讀方式所花費的時間量上

之關係，並估算不同人口特徵之「紙本閱讀-網路瀏覽時間彈性」；而從個人消費決策行

為來分析，我們的研究發現也突顯政府落實全民公平數位機會的重要性，這是眾多國外

文獻討論內容中沒有觸及的面向。 

由於性別、教育程度、年齡、收入等變數均可能與消費者的雜誌閱讀類型相關，而

這方面的資訊也是雜誌出版業者亟欲獲知，但受限於資料庫之故，以致本文無法進一步

檢視。此外，現今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普及，除了雜誌出版業者自行開發閱讀 APP，

又有所謂的內容涵蓋各種雜誌書籍類型的匯集器 (aggregator)，這類型 APP 應用程式的

閱讀產品設計方式和其收費制度如何影響紙本出版品流通量，這部份議題也需要後續研

究進一步檢視；其中，當我們討論消費者面對特定雜誌的選擇行為時，應將其紙本版和

數位版之內容異質性與訂價方式的不同納入討論。雖然資訊商品的技術變化快速、樣貌

多端，而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距今已四、五年，但誠如文中所述，決定消費者選擇的經

濟原則依然沒有改變，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對欲在此領域範疇進一

步著墨深究者，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收件日期為民國 106 年 7 月 25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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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has changed the way magazine publishers doing business,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have found that a magazine’s companion website reduces its print circulation; 

however, little has been done in examining Taiwan’s market.  Taiwanese magazine publishers 

are thus eager to explore how people make choices between digital magazines and printed 

magazin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publication of digital magazine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ted magazine reading time and the web browsing 

magazine time using data from 2012~2013 “Culture Participation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where Heckman two-stage model is employed to correct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is imposed to solve endogeneity arising 

from estimation such that consistent and unbiased estimates resul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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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browsing magazine time is mainly a substitute to the printed magazine reading time.  A 

person, who is male, less-educated, younger, low-monthly income, is more likely to replace 

printed magazine reading with web browsing magazin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magazine publishers, digital publishing distribution platforms, and advertisers in 

their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as well as for the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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