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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萊塢電影、美國影集行銷全球，置入行銷手法也隨之席捲世界，為了因應

競爭現實，歐盟執委會已宣佈研擬有限度開放廣電業者置入性行銷。面對可能的

開放政策，英國廣電主管機關 Ofcom 最近公佈大型諮詢報告，結果顯示英國消

費者團體反彈聲浪甚大，支持開放與反對意見分歧，但新聞、時事、與兒童節目

不應做置入性行銷卻是正反雙方一致的共識。 

 007電影系列的《明日帝國》主角詹姆斯．龐德在電影中介紹 BMW新車與

Ericsson手機、湯姆克魯斯在《關鍵報告》走進 GAP服飾店、湯姆．漢克斯在

電影《浩劫餘生》中頭戴 FedEx的帽子，背景也明顯看到 FedEx快遞卡車，電

視影集《慾望城市》主角 Miranda 在書店聽著店員推銷某項塑身課程⋯⋯，置

入性行銷的手法早已隨著這些影視產品進入世界各地民眾的生活中。 

 

歐盟研議放寬置入行銷 英國準備因應 

 但相對於美國的開放政策，歐盟國家目前還是依法禁止電視節目置入性行

銷。根據歐盟「無疆界電視指令」（The 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

廣電業者並不被允許執行這類猶如「偷偷摸摸廣告」（Surreptitious advertising）

的置入性行銷。目前在歐盟國家，只有奧地利開放置入性行銷，其他國家都嚴格

遵循這項限制。 

 為了因應美國影視工業的強力跨國競爭，歐盟執委會在 2005 年 12 月中旬

宣佈，即將修訂「無疆界電視指令」，有條件放寬廣電業者經營置入性行銷，前

提是須在節目播出前先向觀眾說明，以及新聞、時事、兒童節目仍禁止置入性行

銷。這項草案將經過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討論通過後才正式施行，

估計需要一年半或兩年修訂，也就是最早到 2007 年中以後才會進一步確認，規

範是否鬆綁。 

在歐盟宣佈研議有條件開放之際，英國廣電主管機關 Ofcom 對此進行相關

調查與諮詢，2005 年 9月公佈「電視未來經費來源」（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Funding）的質化研究，之後再經過長期諮詢，在 2006 年 10月公佈「置入性行

銷」(Product Placement)諮詢結果。 

所謂置入性行銷 (product placement)，根據英國廣電主管機關 Ofcom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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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係指，廠商以金錢或其他有價值回饋方式，來交換產品或服務在節目中出現。

根據 Ofcom深度諮詢 67位各界代表之後，結果發現廣電業者除了 BBC表示擔

心置入性行銷會影響節目內容自主性之外，其他廣電業者普遍希望能有限制地開

放；消費者、與閱聽人團體則持反向態度。所以最後並沒有達成開放的共識，但

對於新聞、時事、兒童節目不做置行入行銷，各界卻看法相同。 

早在歐盟立法前，1955 年英國剛有商業電視體系之時，當時「電視法」

（Television Act）即載明節目與廣告必須分開的原則，到 2005 年 Ofcom公佈

的「廣電法規」（Broadcasting Code）亦強調節目與廣告必須區分，並須維持節

目製播自主權。但是，近年來因為多頻道競爭加劇、大量美國電影與影集進軍英

國廣電市場、個人影音記錄器 PVR (Personal Video Recorder) 科技興起、加上

消費者與家長團體要求立法禁止兒童節目播出垃圾食品廣告，使得仰賴傳統商業

廣告的經營模式在在面臨挑戰與壓力。付費的置入性行銷因而被預期是，未來商

業營運的另一項重要收益來源。 

 

置入行銷 不是搶救營收萬靈丹 

但是從 Ofcom 的擴大諮詢中，英國廣電業者認為，過去許多觀念都陷入迷

思，其實置入性行銷並不是解救營收的萬靈丹，即使開放也不象徵節目製播完整

自主性 (editorial integrity) 自此終結。廣電業者多半認為，他們能在不影響節目

完整與自主性之下，確保資訊透明並且秉持不過度呈現的概念（the concept of 

undue prominence），因此建議採用「品牌呈現」（brand presence）而非「品

牌促銷」（brand promotion）的模式。如此操作之下，置入性行銷預期將提供「適

度的」(modest)收益來源，增加營收模式的多元性。 

根據《衛報》報導，2004 年美國電視產業置入性行銷市場高達 35億美元（約

1150億台幣），但是，Ofcom諮詢結果發現，英國電視業者估計置入性行銷的收

益約 2500 至 3500 萬英鎊（約 15 至 21 億台幣），也就是說，即便開放也會有

限度執行，避免步上其他國家過度開放的後塵。 

究竟哪些節目形態適合採用置入性行銷？新聞、時事、兒童節目不宜置入性

行銷幾乎是無異議達成共識，但時事節目是否擴及到紀錄片，卻仍有疑義。

Discovery頻道代表就認為，一些屬於消費生活形態的紀錄片不應受限制；而所

謂「兒童節目」是否包括晚上九點之前仍有為數眾多兒童觀看的一般節目？消費

者與閱聽人團體就主張禁止範圍應該擴及，這些部份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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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入行銷須資訊透明 BBC內規趨嚴 

BBC站在公共電視的立場，雖然認同在戲劇、肥皂劇、情境喜劇中的置入性

行銷的確有吸引力，但是在諮詢中仍提醒置入性行銷會給節目內容帶來潛在的壓

力。事實上，就在Ofcom研議開放政策的同時，BBC在 2006 年 10 月下旬宣佈

更嚴謹的處理流程，要求無論自、委製節目都將透過一套電腦管理系統，統一處

理節目外部道具商借的相關流程。舉例來說，如果節目因劇情需要出現咖啡，節

目單位需要登入這套系統，再由BBC洽妥之合作廠商提供，而廠商須按照標準定

價付出至少 1 英鎊的費用，條件包括同意其國際銷售版權。但根據BBC「節目

製播準則」這些道具出現都必須符合劇情內容需要1。 

這項流程控管一方面導因於，2005 年BBC被平面媒體2揭露，某獨立製片人

過當要求廠商回饋，BBC因此啟動調查，全面了解自、委製節目處理product 

placement的現況，結果發現有些節目的商品出現確實超出內容需要。另一方

面，Ofcom因應歐盟政策研議開放，也促使BBC要建立更制度化的作業流程。

BBC內部人士認為，此時此刻BBC有必要建立更清楚的規則，不要讓人認為在

商業電視台讓產品曝光要付費，而卻可以免費上BBC節目。BBC電視部經理Jana 

Bennett也指出，觀眾期待現代戲劇與娛樂節目能夠寫實呈現，但是重要的是，

程序一定要透明，以維繫觀眾對BBC的信任。 

 

置入行銷即使合法化 也須清楚揭示 

 對觀眾而言，未告知的置入性行銷，猶如「偷偷摸摸的廣告」損及誠信，這

也是英國消費者團體與閱聽人組織反對的部份原因。因此，Ofcom 研議開放的

諮詢過程中，特別詢問資訊透明的揭露方式：應該在節目播出前、還是播出之後。

目前歐盟執委會草擬的開放版本是在節目播出之前，但英國廣電業者與廣告業者

期望是在節目播完的 credit字幕中揭露，以免一開頭就趕走觀眾。然而即使資訊

以適當方式向閱聽人揭露，還是有社會團體徹底反對任何形式的開放。這樣看

來，未來修法過程還有當大的拉鋸戰。 

 根據Ofcom稍早所作的「電視未來經費來源」（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1 Product placement在BBC editorial guidelines之Editorial Integrity & Independence章節中詳予規
範，除了指明置入性行銷目前在歐盟仍不合法之外，也同時指出戲劇或娛樂節目若因劇情需要，

而出現商品的相關注意原則，包括審慎考量內容需要、不長時間呈現品牌等。 
2《星期天時報》經由化身採訪揭露，BBC某獨立製片節目製作人以接受旅遊住宿招待，來換取

商品在節目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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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ing）調查，經過全國各地 6場工作坊的訪談3，讓參與者對未來可能開拓的

商業收益來源發表意見，這些可能方式包括：增加傳統廣告時間（由現行每小時

7分鐘內增加到 9分鐘）、背景置入（background placement：與節目內容相關

且不明顯）、顯著置入（noticeable product placement：不見得與內容相關且顯

著可辨）、劇本置入（script product placement：在寫劇本時即加入置入概念）、

廣告商製作節目、頻道贊助等方式。 

 結果發現，假如置入之商品能增加劇情的寫實性、與劇情相關且不明顯，也

就是所謂「背景置入」是最被受訪者接受的可能方式，但前提是此類商業交易資

訊應清楚向觀眾說明；此外，廣告商提供頻道贊助也是較被接受的方式 (認同度

調查結果詳如下圖)。 

英國民眾對置入性行銷的認同度調查 

資料來源：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Funding，Ofcom（Sept. 2005） 

當問到哪些節目類型適合做置入行銷？新聞、時事、宗教、兒童、教育節目

被認為最不適合；電影、體育、戲劇則是較適合「背景置入」的節目類型。若以

年齡別區分，對於「背景置入」年輕人比老年人接受度高，但如果問到增加傳統

廣告時段，則反過來是年輕人接受度較低。 

                                                 
3 這項調查總共在Manchester、Edinburgh、London、Belfast、Birmingham、Cardiff六地舉辦
workshop，每場歷時 4小時，每場約 13至 15人，合計 87人次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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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所有受訪者均關切對於兒童的潛在影響，例如擔心兒童暴露在更多商品

廣告中並「不健康」、會增加兒童對父母的糾纏壓力（pester power）等等，而

且不僅是有孩子的人才關心此議題。因此，應該如何保護兒童，也將成為未來英

國修法的重要考量。 

 

置入行銷如何管 法令灰色地帶待釐清 

 又被稱為品牌整合（brand integration）的置入性行銷手法，其實不只美國

影視業普遍採用，隨著韓劇所帶動的「韓流」風行亞洲，連帶使得韓國商品也隨

著戲劇置入而行銷各地。有英國廣電業者形容，禁止置入性行銷的法令限制，猶

如拿類比時代的法令來管理數位時代產業發展。而近年歐盟研議修法與英國

Ofcom的因應動作，均可看出「有條件開放」似乎是可能的趨勢。 

 其實，我國無論「廣播電視法」與「有線電視法」均載明廣告應與節目明顯

分開4，新聞局於民國九十年公佈之「節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認定原則」也詳

列 16條原則，如廠商負責人應邀在節目中出現，其訪談內容有推廣宣傳意味；

節目中為促銷宣傳目的，提及商品、風景區、遊樂區等名稱者等等。然而，「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各種形式之置入性行銷仍普遍在戲劇、綜藝節目、甚至新

聞中出現。 

▲置入性行銷已經成為

普遍的行銷手法，卻缺乏

符合現況的法令規範。 

（翻拍自電視新聞報導） 

 

 

 

 

                                                 

4
「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 電臺所播送之廣告，應與節目明顯分開；「有線電視法」第 42 條 節

目應維持完整性，並與廣告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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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英國面對置入性行銷的修法經驗來看，要避免置入性行銷太過氾濫，除了

靠業者自律，也需要訂定更明確合乎時宜的法令依據，例如是否應該規範新聞、

時事、兒童節目不宜置入行銷，相關資訊如何更公開透明地對公眾說明等諸多考

量，一方面回應數位時代整合行銷的趨勢，同時更要兼顧閱聽人的收視權益。否

則，閱聽人只能在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下，總是只能默默地「被出賣」而不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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