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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媒體代理商介於廣告主與媒體之間，扮演著兩者之間的「中間商」角色，

但隨著媒體採購市場環境劇烈變化、媒體產業自由化，以及國際媒體代理商、國

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日益趨異化，現今媒體代理商已不單只是扮演廣告主與媒

體之間的溝通橋樑，其必須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因此，本研究以此為主軸，探

討媒體代理商該如何調整經營策略、強化自己與媒體業者談判的空間與議價的能

力、為廣告主創造廣告行銷的價值，以及提升自身產業地位。 

  研究者檢閱過去相關文獻，多半集中於媒體代理商的個案分析、台灣媒體代

理商的產業演變及發展與分期討論、比較不同廣告代理商的發展策略等議題。因

此本研究以台灣媒體代理商為研究對象，又考量到研究興趣與文獻資料之取得

性，本研究選擇主要以台灣本土中小型的媒體代理商為分析對象，將中間商理

論、雙邊市場理論、資源基礎理論、競合策略理論融入企業經營，試圖深入探討

媒體代理商產業的經營與策略的動態發展，期盼在企業管理與經營等領域之理論

觀點運用下，了解媒體代理商在環境變動下如何應用自身的資源基礎，各種環境

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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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media agencies play a “middleman” role between advertisers and the 

media.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media agency market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media agencies and domestic media agencies, Taiwan media 

agencies have not only played a bridge between advertisers and the media today, it 

must redefine its role. Therefore, this study wants to explore how to adjust business 

strategy of media agencies, and strengthen the bargaining power with media industry. 

The past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media 

agency industry and to compar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other issue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aiwan small size media agencie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intermediation theory,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co-operative theory to the business model,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and the strategy of media age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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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九零年代以前台灣媒體業受到嚴格管制，長期以來“三台兩報”(台中華視

及中國時報聯合報)幾乎囊括所有廣告媒體預算，而電視頻道廣告時間與報紙廣

告的版面有限，市場呈現嚴重的供不應求，媒體擁有絕對的議價優勢。但自 1993

年有線電視法通過後，電視頻道數量暴增，2000年前後網路也快速崛起，逐漸

取代平面報章雜誌的地位，根據尼爾森統計，報紙媒體閱讀率由 1991 年的 76.3%

下降至 2011年的 40.6%，雜誌媒體閱讀率也呈萎縮狀態，降至 30.5%，而網路媒

體使用接觸率則至 2011年 10年間大幅成長至 52.7%，已成為台灣的第三大媒

體，至於電視媒體部分，雖然也呈小幅下降趨勢，但每年的接觸率都仍維持在

90%以上。 

  台灣媒體代理商介於廣告主與媒體之間，扮演著兩者之間的「中間商」1角

色，自從政府放鬆媒體管制以後，媒體環境複雜以及曝光載具增加，代理商媒體

人員的地位逐漸受到重視。媒體代理商主要業務包括媒體企劃及媒體購買，它們

初期多是由外商廣告公司獨立出來，以承接母公司業務為主，其後國際及國內媒

體代理商相繼成立，在母公司要求業績成長及自行拓展業務之必要性下，媒體代

理商開始主動出擊向廣告主爭取業務。隨著消費者行為改變，廣告曝光管道愈來

愈多元，市場競爭愈來愈激烈，原本提供的標準化服務項目已不能滿足廣告主的

需求，各家媒體代理商極力尋求差異化，並且想辦法提供多樣化的服務，滿足廣

告主極大化曝光效果或是多樣化宣傳的期望。 

  然而，伴隨著媒體採購市場環境的劇烈變化、媒體產業的自由化，以及國際

                                                      
1
本研究所討論的「中間商」概念為，乃參考學者 Butler and Steinfield(1995)所提出，在交易

過程中扮演協調者，並消除上游製造商及終端消費者之間的利益衝突的單位，包括批發商、零

售商等都屬於中間商。相關「中間商」的文獻說明，可參閱本文第二章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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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代理商、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日益趨異化，媒體代理商功能擴大，角色

轉變，成為重要與值得研究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綜合以上所述，台灣媒體代理商在媒體市場商業競爭、開放的現況下，快速

變化並面臨轉變。媒體業者有時為了爭取廣告預算或是推銷專案，跳過代理商直

接向能夠拍版定案的廣告主提案，廣告主也樂於與媒體業者直接建立關係，致使

媒體代理商存在的價值遭到質疑，並且「去中間化」2的言論四起，同時媒體代

理商「中間商」的角色扮演亦逐漸式微。 

  面對困境，媒體代理商必須如何調整經營策略，強化自己與媒體業者談判的

空間與議價的能力，為廣告主創造廣告行銷的價值，為自己公司提升產業地位，

是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研究者檢閱過去相關文獻，多半集中於媒體代理商的個

案分析、台灣媒體代理商的產業演變及發展與分期討論、比較不同廣告代理商的

發展策略等議題。因此本研究以台灣媒體代理商為研究對象，將雙邊市場理論融

入企業經營，試圖深入探討媒體代理商產業的經營與策略的動態發展。本研究欲

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探討台灣媒體代理商「中間商」的特性，以及「去中間化」、

「再中間化」的過程，並以跨學科、產業與領域的角度出發，乃期盼在企業管理、

經營與傳播媒體等領域之理論觀點運用下，了解媒體代理商在環境變動下如何應

用自身的資源基礎，因應去中間化帶來的衝擊。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以上確認本研究的研究動機過程，研究者發現台灣國內媒體代理商種類繁

                                                      
2
本研究所探討論的「去中間化」 (Disintermediation)概念，乃參考學者 Porter and 

Millar(1985)、 Malone, Yates and Benjamin(1987)、 Bakos(1991)、 Rockart and Scott 

Morton(1993)、Benjamin and Wigand(1995)、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1995)等觀點，

強調資訊科技的進步大幅降低搜尋成本，中間商存在的必要性降低，透過中間商進行交易甚至會

增加產品成本，傳統中間商會被擁有先進資訊技術的新中間商給排擠掉。以此概念分析國內媒體

代理商目前所面臨的困境，詳細關於「去中間化」的討論，可參閱本研究第二章文獻觀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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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並且媒體代理商經營的策略方式更有不一。媒體代理商出現初期，仍依循過

去在廣告代理商的營運模式，提供各式各樣的「菜單」供廣告主參考，並依廣告

主需求，替其挑選合宜的菜單。但隨著市場競爭愈來愈激烈，媒體代理商的服務

項目與內容衍生。其中，由於台灣國內外媒體代理商之營運模式差異甚大，考量

研究興趣與文獻取得性，本研究選擇主要以台灣本土中小型的媒體代理商為分析

對象3。 

    故本論文將探討重點放在國內的媒體代理商，並以台灣本土的中小媒體代理

公司為分析對象。同時，依據動腦雜誌於 2013 年之統計資料，這類媒體代理商

發稿量排名較領先的依序是：宏將廣告、彥星傳播、博崍媒體、二零零八傳媒行

銷、德立媒體、康瑞行銷、喜思媒體。本研究則將這些台灣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

商視為分析案例，其中更以個案公司作為個案研究之主軸。當中，這些媒體代理

商除上述討論中提及「中間商」與 「去中間化」的角色特性為何是本研究討論

的議題之外，這些媒體代理商如何以其自己的「資源基礎」4而醞釀與競爭代理

商、利益關係者產生的「競合策略」5。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勾勒描述如下： 

一、 在台灣中小型媒體代理商，以個案公司為案例，探討其作為媒體與廣告主

的中間商/角色，它具備哪些產業特色？伴隨媒體產業的快速變化，如何演

變至「去中間化」角色？而「去中間化」的方法為何？ 

二、 台灣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中的個案公司之資源基礎為何？它如何以自己

的資源基礎進而衍生與其市場競爭者、其他利益者的競爭及合作關係？ 

                                                      
3
 本研究以「台灣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為研究對象，其中所謂的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界

定，乃強調產業是本土企業；非跨國集團；公司規模人數 20-40 人之內；每年發稿量有計算至

《動腦雜誌》的排名內。然而，這些媒體代理商的客戶則不限是否跨國/本土產品客戶。於本研

究中針對此類型的媒體代理商統稱為「台灣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茲以此說明界定標準。 
4
本研究探討國內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資源基礎」，乃引用學者 Penrose(1959)的討論，其

主張一個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必須同時考慮外在環境及內部資源能力，在外在環境部分會受到資

金、人才、投資機會、專利權、競爭對手及高進入門檻等因素影響，至於企業內部影響企業發

展的因素則包括生產、技術及管理等能力，企業的發展策略與企業內外誘因及資源息息相關。 
5
本研究將援引「競合理論」探討台灣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彼此產業之間的競爭關係。所謂的

「競合理論」源自於賽局理論(Game Theory)，其為創造價值(合作)與爭取價值(競爭)的理論，

即運用互補的概念使產品及服務的價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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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尤其個案公司作為中間商/角色，或是產業競爭

狀況，它採取何種策略因應與經營方式導向？ 

四、 藉由以上研究問題過程的對話與省思，提出對台灣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

生態/產業之研究建議與思考方向。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根據前三節之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與目的，鎖定分析重點，再根據媒

體代理商之特性，針對中間商理論、雙邊市場理論、資源基礎理論、競合策略相

關國內外文獻進行分析與探討，再從這些理論中挑選出適合運用在國內媒體代理

商的理論建構出研究架構，並利用文獻分析法來進行分析，再於第六章給予結論

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探討 

結論與建議 

國內媒體代理商產業狀況 

利用文獻內容進行分析 

 

個案分析 

國內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產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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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如前述，本研究以台灣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為研究對象，試圖探討台灣此

類型媒體代理商的「中間商」角色、內外「資源基礎」、產業「競合關係」。因此，

相關文獻的援引與討論將說明如下。 

第一節 中間商 

一、 中間商存在之重要性 

  中間商係在交易過程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消除上游製造商及終端消費者之

間的利益衝突(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包括批發商、零售商等都屬於

中間商。製造商跟消費者之間常會因為一些因素導致交易無法順利進行，此時就

需要中間商的存在，舉例來說，藝人身邊通常會有經紀人的存在，若沒有經紀人

的存在，藝人就必須親自與廠商議價，議價過程可能會有損藝人的形象(大牌的

藝人為了幾萬或幾十萬而與廠商爭論不休等)，因此經紀人就是雙方之間的潤滑

劑，白臉由藝人扮演，黑臉則交由經紀人。 

  Stern and El-Ansary (1992)、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 及 Kotler 

(1995)均認為中間商的存在對製造者及消費者有一定程度的好處，上游製造商之

所以願意讓中間商賺取利潤，是基於比較利益原則6。Kotler (1995)認為中間商擁

有的優勢是完善的通路，發展一個完整的通路，廠商必須投入大量成本來佈建綿

密的通路網，發展前期必須忍受低利潤或虧損的局面，待通路網佈建較完善後，

才能夠透過經濟規模壓低成本，利潤才能夠明顯提升，對於一個專業的製造商來

說，投入通路市場所支付的成本小於支付中間商的費用，因此會願意讓中間商分

一杯羹。 

                                                      
6
 比較利益原則係由經濟學家 David Ricardo 提出，指藉由比較機會成本的高低，決定生產何種

商品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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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Stern and El-Ansary (1992)認為中間商的存在理由包括 1.改善交易過程的

效率 2.減少雙方的搜尋成本 3. 能提供例行性交易的管理等；以求職管道為例，

過去公司徵才的管道為報紙，勞方看到資訊後，透過郵寄或掛號寄送履歷及自傳

至公司的人資，人資收件後再交由主管審核，整個過程缺乏效率，也提升了摩擦

性失業，不過，自出現人力銀行等中間商後，徵才求職過程的效率大幅改善，減

少雙方搜尋成本。此外，中間商能利用現有資源，客觀對市場做評析，並提供客

戶所需之資訊。 

  至於 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則認為中間商提供給消費者或製造者

的服務或好處包括以下幾項： 

(1) 提供給消費者之服務 

A. 需求評估及商品配對 

因為資訊不對稱，消費者有時難以判斷哪種商品最符合所需，因此需要中間

商來做需求評估，並提供產品配對系統。例如一個不了解消費性電子產品市

場的家庭主婦想要買一台螢幕大、操作易上手的智慧型手機，可能就要透過

小孩幫忙或者專業中間商來配對其對手機的喜好。 

B. 顧客風險管理 

同樣由於資訊不對稱，消費者可能買到不適合的產品。因此，消費者常在交

易過程中面臨許多風險，包括消費者的需求無法確定、無法完整描述產品特

性等，此時中間商可以給予退貨期限或產品保固等方式來降低消費者將自己

置身於風險中的可能性。 

C. 產品配送 

中間商通常會有一套完整的物流系統，能透過地利之便解決消費者取貨的問

題，例如 7-11 門市遍布全台，有利於推廣到店取貨的服務，不僅可讓消費者

在住家附近取貨，也可避免掛號信取件的繁雜手續，消費者會願意支付多一

些費用來換取此種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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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搜尋及評估 

商店的形式眾多，這些商店通常對進貨的商品已經替消費者進行初步的篩

選，例如銷售狀況較差的產品通常就不會進貨，節省消費者的搜尋成本。 

(2) 提供給生產者之服務 

A. 產品資訊傳遞 

產品資訊傳遞通常會透過零售商、電子報等管道，但中間商通常握有這些資

訊，製造商可將產品交給中間商，藉由中間商自有的管道來傳遞產品資訊給

潛在消費者知道。 

B. 購買影響 

中間商能夠直接接觸到消費者，可以透過一些方式來影響消費者購買的決

策，幫助製造商減少囤積存貨的問題，例如消費者欲購買熱銷的 A 手機，但

店面人員可以藉由大力推銷銷售狀況較差的 B 手機來動搖消費者之決策，廣

告文宣之設計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C. 提供消費者資訊 

中間商擁有完整物流系統，且可直接接觸消費者，獲得消費者的相關資訊，

能幫助製造商進行市場調查及研究。 

D. 生產者風險管理 

在交易過程中，製造商也會面臨風險管理的問題，例如客戶賒帳產生的呆帳

費用、偷竊等問題，此時製造商可將所有權及風險移轉給中間商(例如代銷、

包銷服務等)，而中間商常常接觸此種移轉風險的問題，因此會對此種風險特

別費心留意，並發展出一套適用的風險管理系統。 

二、 去中間化(Disintermediation)之形成 

  隨著網際網路快速發展，不論製造商或消費者都逐漸開始擁有網路技術能

力，不須全部仰賴中間商當協調溝通者，中間商的存在受到質疑，尤其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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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後的爭論更加劇烈，Porter and Millar (1985)、Malone, Yates and Benjamin 

(1987)、Bakos (1991)、Rockart and Morton (1993)、Benjamin and Wigand (1995)、 

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等均認為資訊科技的進步大幅降低搜尋成本，

中間商存在的必要性降低，透過中間商進行交易甚至會增加產品成本，傳統中間

商會被擁有先進資訊技術的新中間商給排擠掉。 

  其中，Benjamin and Wigand (1995)及 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認

為，自 1993 年美國柯林頓總統提出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計畫後，中間商市場受到不小影響；Benjamin and Wigand (1995)

主張中間商的功能被 NII 取代掉，各國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均大力推行 NII 計

畫。NII 計畫係國家利用資訊與通信科技，促進經濟發展，實際推行方針包括 1.

網路普及化 2.縮短城鄉差距 3.電腦教學等。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製造商可以直

接與消費者聯繫，中間商無須再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對製造商來說，節省了支付

給中間商的費用，成本降低，同時對消費者也可以較低廉的價格買到商品。所以，

NII 計劃的推行會帶來以下四項影響：1.中間商的存在受到威脅 2.利潤減少且會

進行重分配 3.消費者有更多便宜的商品可供挑選 4.中間商或一些受到 NII 威脅

的廠商可能會從中阻撓。 

  不過，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則認為 NII 的出現使中間商市場會

有四種可能的變化，未必全然都是威脅，立場與其他五篇文獻有些許差異。 

 

 

 

 

 

圖 2-2 中間商、製造商及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圖 2-2 為中間商、製造商及消費者之間的關係，T1、T2、T3 分別為雙方在

製造商 消費者 

中間商 

T1 

T2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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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I 計畫前的交易成本，而在表 1 中，T1’、T2’、T3’則為雙方在 NII 計畫後的交

易成本。這邊的交易成本包括外顯成本及機會成本，亦即金錢可以或無法衡量的

成本都包含在內。而在 NII 計畫推行前，中間商能夠存在係因為 T1 >T2 + T3，

若在 NII 計畫推行後，T1’>T2’+T3，此時中間商就仍然會留在市場內；但若

T1’<T2’+T3’，此時中間商面臨被取代掉的威脅。反之若 T1 <T2 + T3 且

T1’<T2’+T3’，此時根本不會出現中間商，但若 T1 <T2 + T3 且 T1’＞T2’+T3’，

即 NII 推行後反而會出現新型的中間商(Cybermediaries)。 

 

表 1-1 NII計畫推行前後之比較 

  NII 計畫推行前 

  T1 <T2 + T3 T1 >T2 + T3 

NII 計畫推行後 T1’<T2’+T3’ NII 支持直接市場 中間商面對威脅 

T1’>T2’+T3’ 虛擬中間商 NII 支持中間商市場 

資料來源：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 

  儘管去中間商化掀起不小的波瀾，但主張中間商不會就此消失的論點也很

多，有的主張電子化市場中，仍有中間商存在的必要性(Bailey and Bakos, 1997)，

陳聖凱(1999)也認為中間商並不會就此消失，原因包括以下六點： 

1. 風險管理：交易雙方未必完全信賴對方，此時需要中間商的存在來減少曝險

程度。例如對一個期貨市場來說，期貨商就負責擔任風險控管及承擔風險的

角色。 

2. 搜尋：中間商握有完善的通路網，能透過通路網來協助消費者搜尋相關資訊，

而廠商則能夠自行去找尋有興趣的消費者。例如人力銀行提供網路平台，能

讓勞資雙方都能夠找尋自己想要的合作對象。 

3. 配對：中間商通常會對交易雙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這是交易雙方所欠缺

的(這也是信任感不足的原因之一)，因此中間商能夠為彼此找到合適的交易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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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進：中間商的存在能增進交易的效率，能迅速讓彼此資訊流通，進而減少

交易過程所需耗費的時間。 

5. 團體抗拒：交易型態的轉變會迫使傳統中間商聯合抵制廠商實行電子交易，

廠商會被迫接受傳統中間商的存在。 

6. 新型態中間商出現：網際網路市場出現確實會使一些傳統中間商受到威脅，

但也會出現因應潮流而產生的新型中間商。例如報紙及人力銀行均為勞資雙

方的中間商，但網際網路出現後，人力銀行便逐漸取代掉報紙的必要性。 

三、 再中間化 (Reintermediation) 

  出現去中間化言論的同時，再中間化的議題也被炒熱，根據 Chircu and 

Kauffman (1998)之解釋，再中間化係指一個被去中間化的中間商能夠重新回到買

賣雙方的交易過程中；Negroponte (1997)則認為再中間化是傳統中間商為了對抗

去中間化的一種現象。 

  網路興起產生的去中間化確實能解決製造商及消費者之間的一些問題；對製

造商來說，企業確實能夠以低廉的成本架構網站，並提供下單系統供消費者自行

挑選商品並下單，但若規模逐漸擴大，現有的公司資源可能不敷使用，例如在網

路上接到大量急單，但沒有完善的物流系統，導致出貨遞延，反而損及公司形象，

同時增加物流成本。而在消費者部分，消費者可以在網路上搜尋琳瑯滿目的商

品，此時可能會面臨資訊焦慮，而消費者可能為了想要買到最便宜的商品，反而

耗費大量時間，亦即增加了經濟成本。由於新的問題產生，此時中間商的必要性

又逐漸顯現出來，若被去中間化的中間商能順利轉型成功，提供具附加價值的服

務，則其又能夠重回買賣雙方的交易過程之中。 

  在去中間化部分分析過 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在 NII 計畫前後，

中間商可能的變化(如出現 Cybermediaries)，亦即利用兩期模型來進行分析，不

過 1998 年 Chircu and Kauffman 將兩期模型進一步改成一個動態模型，主張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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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Intermediation)→去中間化(Disintermediation)→再中間化(Reintermediatin)這個

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循環，即 IDR 循環。 

  在「中間化」階段，擁有資訊能力的中間商加入市場，能提供消費者不同於

傳統中間商的服務，甚至可以節省交易成本進而促成交易，但因為網路較不普

及，傳統中間商的地位尚未遭受強大的危害；而隨著科技技術之進步，新型中間

商愈形茁壯，市場結構產生變化，傳統中間商若無法因應潮流找到自己的競爭優

勢，將會面臨被去中間化的情形，此即為「去中間化」階段；不過，若傳統中間

商調整自身結構，學習新型中間商吸收資訊，將新舊資源結合，提供顧客更完善

的服務，此時就進入到「再中間化」階段。Chircu and Kauffman (1998)有對再中

間化現象作近一步解釋；1.資訊系統易模仿，且進入門檻低。只要傳統中間商調

整速度快，成立資訊部門招攬擁有專業技術之員工，新型中間商的優勢便不再獨

一無二；2.傳統中間商擁有長久累積下來的經驗，包括產業的了解程度、長期合

作的顧客群等，均為新中間商所沒有的優勢 3.新中間商握有資訊技術能力，但

欠缺客戶基礎，初期必須投入龐大成本來拓展客戶群；而傳統中間商客戶基礎穩

固，資訊技術的引進使其更能在市場上站穩腳步，進而達到規模經濟之效應。 

  Chircu and Kauffman (1998)對於再中間化的論點也受到 Kotler (2011)支持。

Kotler (2011)認為 Yahoo、Amazon、eBay 等網路公司的出現加速去中間化的過

程，但同時也促使再中間化的產生，被去中間化的廠商也透過再中間化的過程回

到整個交易過程，轉變成虛實兼備(Bricks and Clicks)的角色，例如增加網路下單

系統，消費者可上網搜尋產品並下單，接著選擇離自己最近的店面來取貨，7-11

及全家的到店取貨即為此種模式的運用，這些轉型後的中間商有時會因為擁有大

量資源，(包括原本的這些客戶群)反而成功建立起品牌形象，成為強而有力的競

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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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雙邊市場 

一、 雙邊市場的概念 

  如前所述，中間商是交易雙方重要的橋樑，缺乏中間商，交易將無法順利進

行，前文也分析了中間商存在的必要性、去中間化及再中間化的一些論點。在「製

造商－中間商－客戶」這個交易過程中，製造商把業務交給中間商處理是相信中

間商能提高銷售數量，而客戶願意向中間商購買則是因為製造商品牌、服務等因

素；若中間商對其中一方的誘因降低，可能會間接影響另一方的交易意願，此時

中間商的地位就岌岌可危，如何從中維持平衡扮演好協助者的角色，此即為雙邊

市場理論中，欲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 

  根據 Rysman (2009)之定義，雙邊市場需具備兩個要素：1.有兩組客戶透過

平台進行交易 2.其中一方客戶的決定通常會透過網路外部性來影響另一方的收

益；而 Rochet and Torole (2003)認為雙邊市場係指，當一個交易平台(即中間商)

向雙方索取的價格不變時，任一方收取的價格改變，會影響雙方對這個平台的需

求及參與規模，進而影響到總交易量；Armstrong (2006)則是從網路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y)來對雙邊市場下定義，即交易雙方必須透過平台進行交易，

其中一方的收益維繫於另一方參與者的數量。 

二、 平台商的特色 

  原本在中間商的部分是探討「製造商－中間商－消費者」的這個關係，在雙

邊市場中，中間商通常是扮演平台的角色，左右兩邊的顧客往往有很多個，例如

露天網路拍賣即為一種平台，露天提供網路交易系統，讓許多賣方可以在平台上

刊登銷售商品之資訊，買方則是透過搜尋平台的方式來比價挑選自己中意的商

品，只要交易成功，露天就可從買方或賣方收取一些費用，作為平台的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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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買賣雙方何以會選擇在露天這個拍賣系統交易，則是因為平台商提供的

服務良好、使用介面友善、交易過程令人安心等，此外，對買方來說，平台能否

提供足夠的資訊也是其中一樣誘因，如果在露天刊登銷售資訊的賣方甚少，買方

可能會找不到中意的商品(物美價廉等)，不願意在此平台進行交易；若買方離開

這個平台，賣方也會因為無法即時將存貨變現，跟著離開這個市場。所以在雙邊

市場中，兩邊的消費者對彼此來說都相當重要。(Armstrong, 2006; 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 

  表 2-1 為 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文中列舉的一些雙邊市場

的實例，這個表將雙邊市場的產業分成兩類，第一類為擁有專屬平台(Proprietary 

Platforms)的產業，根據 Eisenmann (2007)之定義，專屬平台係指，技術掌握在單

一廠商手上，而平台的提供者也僅有一家，eBay、Windows、Playstation 等均為

專屬平台商，但若技術係由共同廠商一起研發，但彼此提供功能不同，但能與平

台相容的版本來彼此競爭，此即為共享平台(Shared Platforms)，例如在 DVD 產

業中，任何一張 DVD 都可在 Sony、Toshiba 等 DVD 播放機撥放， Wi-Fi、Visa

等也都屬於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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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雙邊市場實例 

Networked Market Side 1 Side 2 Platform Providers 

Rival Providers of Proprietary Platforms 

PC operating systems Consumers Application developers Windows, Macintosh 

Online recruitment Job seekers Employers Monster, CareerBuilder 

Miami Yellow Pages Consumers Advertisers BellSouth, Verizon 

Web search Searchers Advertisers Google, Yahoo 

HMOs Patients Doctors Kaiser, Wellpoint 

Video games Players Developers PlayStation, Xbox 

Minneapolis shopping malls Shoppers Retailers Mall of America, Southdale Center 

Rival Providers of Shared Platforms 

Linux application servers Enterprises Application developers IBM, Hewlett-Packard, Dell 

Wi-Fi equipment Laptop users Access points Linksys, Cisco, Dell 

DVD Consumers Studios Sony, Toshiba, Samsung 

Phoenix Realtors Association Home buyers Home sellers 100+ real estate brokerage firms 

Gasoline-powered engines Auto owners Fueling stations GM, Toyota, Exxon, Shell 

Universal Product Code 
Product 

suppliers 
Retailers NCR, Symbol Technologies 

資料來源：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 

 

陳德釗(2011)參考表 2-1，改從台灣的角度出發，將代表性的平台提供者修

改成台灣較為熟知的廠商(見表 2-2)，例如在線上徵才的部分，台灣較常使用的

平台為 104 及 1111 人力銀行；網路瀏覽器除了老牌的 Internet Explorer，Google

推出的 Chrome 也頗受年輕族群歡迎，使用者可以設計 Chrome 主題及介面，並

可綁定 Gmail 帳號，此舉可使顧客忠誠度提高；至於網拍則包括露天、eBay、

Yaho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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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雙邊市場實例(台灣版) 

產業類別 一邊 另一邊 代表性的平台提供者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消費者 應用軟體開發商 Windows, iOS 

線上徵才 求職者 雇主 104, 1111, Yes123 

網路搜尋 搜尋服務的使用者 廣告主 Google, Yahoo 

電腦遊戲 遊戲玩家 遊戲開發商 Kinect, Wii, PlayStation 

信用卡 持卡人 往來店家 AE, Visa, Master 

網路瀏覽器 網路使用者 網站 Firefox, Chrome, IE 

線上拍賣 賣方 買方 露天, eBay, Yahoo 

資料來源：陳德釗(2011) 

三、 網絡外部性的重要性 

  前面提過，形成雙邊市場的主因包括中間商提供的服務、一方客戶群的多寡

會影響另一方的交易意願，而這種效應則稱之為網絡外部性。Rochet and Torole 

(2003)主張，擁有網絡外部性的市場多為雙邊市場，這些平台商通常會採取交叉

補貼(Cross-Subsidize)的方式來補貼雙方使用者，因此，平台的交易量及利潤決

定於 1.交易的總價金  2.雙邊使用者支付金額的比率；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認為網絡外部性係指雙邊族群互相吸引的一種效應；Armstrong 

(2006)認為之所以會存在網絡外部性的情形，是因為其中一邊能否得到好處，端

視平台商能否誘使另一邊的成員加入，例如夜店要經營成功，就必須要能同時吸

引男女雙方，若舞池中僅有男生則男生也很快會離開夜店另尋樂子，所以夜店為

了要能讓業績蒸蒸日上，通常會讓女生免費入場，但男生依舊要支付入場費用

(Rysman, 2009)。 

四、 中間商如何定價 

  雙邊市場要能順利發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為平台商與雙邊客戶該如何維持

一個較為平衡的關係。如前所述，平台商可以藉由提供服務及資訊來鞏固產業地

位，避免被去中間化，而根據前面 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的模型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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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間化是否發生端視交易成本的高低，對雙邊客戶來說，平台商提供的服務及

資訊即為其所獲得的經濟收入，其支付給平台商的費用即為經濟成本，只要經濟

收入大於經濟成本(即產生經濟利潤)，平台商就不會被去中間化。 

  若繼續以夜店做例子，夜店通常要讓女生免費入場，才能夠吸引男生進場消

費，其中，女生即為補貼方(Subsidy Side)，男生則為支付方(Money Side)，對女

生來說，走在路上可能就常被男生搭訕，去不去夜店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故夜

店必須提供誘因來吸引女生入場，此時女生的經濟收入為免費入場及喝酒喝到

飽，經濟成本為交通費及時間成本，當然，女生願意入場一定是因為存在經濟利

潤；而對男生來說，要在路上獲得女生青睞非易事，故其欲認識女生可能要透過

多重管道，夜店即為其一，男生的經濟收入為認識女生及發展新戀情之期待，經

濟成本為入場費及請女生喝酒的開銷。站在夜店經營者的立場，其提供了一個不

可取代性的平台，同時也希望能永續經營，故夜店通常會將女生的入場費轉嫁到

男生身上，但若收取費用太高，可能會使男生卻步，造成反效果(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 

  由於雙邊市場中存有許多較難量化的收入及成本，故定價策略為中間商能否

存續的一大考驗，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認為中間商定價策略

須考慮以下六個因素： 

1. 同時吸引雙邊使用者的能力 

一個平台要能順利形成必須仰賴是否能吸引到雙方族群，若平台對一方

吸引力不足，也會減少另一方的使用程度，但若能增加雙方使用該平台

的動機，中間商的議價能力會跟著提高，此即為中間商的價值；只要能

產生交互的網路效應，吸引夠多的補貼方，此時支付方會願意支付更多

錢。例如，人力銀行若無法誘使勞工登錄履歷或將之當作找尋工作的首

選，企業也不會願意花錢刊登徵才資訊，反之若能吸引大量勞工使用該

平台，企業也會願意花較高額的費用來招募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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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雙方的價格敏感度 

價格敏感度係指價格每增加一單位，對使用量的影響程度，亦即經濟學

當中需求彈性的概念。若一方價格敏感程度高，中間商只能收取較低使

用費，否則使用者會選擇其他的替代品，減少中間商存在的價值，反之

若價格敏感程度低，則收取較高費用也不會對使用量產生太大的衝擊。 

3. 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敏感度 

消費者若對產品品質敏感程度高，代表會對產品較為挑剔，與產品品質

較優良的廠商合作，消費者才會願意買單；反之若敏感程度低，則可增

加合作對象，如淘寶網上的產品參差不齊，但因為其以價格為賣點，消

費者願意犧牲部份品質來換取品質差一些的商品。 

4. 產出成本 

有時候中間商為了順利吸引雙方使用者，會提供贈品或打廣告等來吸引

使用者，不過必須要謹慎考量付出的成本何時會回收，文中提到過去曾

有公司過量提供贈品而倒閉的情況。 

5. 單邊網路效應 

中間商有時不僅與一個廠商合作，此時必須考慮這些廠商間是否會產生

排斥效果，例如一邊是電信業者，另一邊是消費者，若中間商與中華電

信合作，很可能會引起遠傳電信或台灣大哥大的反彈，若要留住客戶則

可能必須降價，此即為單邊網路效應。 

6. 雙方使用者的品牌價值 

若中間商與品牌形象良好的廠商合作，則消費者通常會提升對平台的好

感度。例如中間商均與信用優良的消費者合作，中間商可以此當作賣點

吸引擔憂倒帳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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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贏者全拿現象 

  前面進行了垂直供應鏈的分析，接下來是進行水平面的分析，即同業間的競

爭問題。雙邊市場因為有網絡外部性，因此會有大者恆大的情形，基本上，只要

廠商能與使用者維持良好關係、品牌形象良好、資金充裕，打贏價格戰的機率會

跟著提升，只要能在競爭中存活下來或成為業界數一數二的龍頭中間商，此時就

可享有高額利潤。但有時候中間商會因為一些因素，而不會積極與同業競爭，例

如，中間商費盡心思逼走競爭對手，但卻使得產業發展受到侷限，此時逼走對手

反而自取滅亡；或中間商與同業大打價格戰，造成的衝擊反而比消極競爭來得

大，此時中間商也會允許大家共享利潤，此種情況可以 Sweezy 寡占模型來進行

分析。Sweezy 模型主張，廠商多以非價格競爭之方式來取得產業優勢地位，就

算爆發價格戰也不會持續太久，因為大家都清楚知道打價格戰只會造成兩敗俱傷

(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 

  所以中間商存在之要件(不可取代性及定價策略)必須同時考慮垂直的供需

及水平的競爭結構，才能夠使其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第三節 資源基礎理論 

  雙邊市場主要探討交易雙方會彼此牽制，繼而影響到中間商的決策，而

Eisenmann,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06)認為中間商必須要面對三大挑戰，1.如

何定價 2.贏者全拿的問題 3.外在環境的衝擊；但若將議題聚焦在公司本身，亦

即暫時不考慮外在環境對公司的影響，只單純探討公司本身的競爭優勢，此即為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View)的概念。 

一、 資源基礎理論之發展 

  Penrose (1959)為較早利用經濟模型提出資源基礎概念的文獻，其主張一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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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競爭力的企業必須同時考慮外在環境及內部資源能力，在外在環境部分會受到

資金、人才、投資機會、專利權、競爭對手及高進入門檻等因素影響，至於企業

內部影響企業發展的因素則包括生產、技術及管理等能力，企業的發展策略與企

業內外誘因及資源息息相關。接著 Wernerfelt (1984)將 Penrose (1959)概念做延

伸，正式提出「資源基礎觀點」一詞，不同於以往從產品端的角度來分析企業，

而是從資源端的角度來分析公司資源管理，Wernerfelt (1984)認為資源和產品為

一體兩面，就如同經濟學理論中的產品市場及要素市場一樣；產品的完成通常需

要透過資源來輔助，所以公司必須要在市場發展出最具優勢的資源，創造資源地

位門檻(Resource Position Barriers)，使其形成長期且持久性的超額報酬，Lado, 

Boyd,and Wright (1992)同樣也支持此論點，並將資源定義分成以下幾部分，包括

1.管理能力與策略發展 2.資源能力 3.轉換能力 4.產出能力，均由公司內部進行

分析，其中，轉換能力包括創新及組織文化，企業只要能擁有以上四種能力，就

能夠維持持久性的競爭優勢。 

  Barney (1986)則是從廠商理論的角度對 Wernerfelt 的論點做更進一步的分

析，主張廠商必須要在資源上占相對優勢，促使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形成，以利其

發展策略、建立持久性的競爭優勢，此外，其同意 Wernerfelt 認為企業文化亦為

重要資源之論點，只要企業文化具有價值、具有稀少性、不易模仿等特性，就能

維持競爭優勢。 

  雖然在這 30 年間，企業形成持久性競爭優勢之觀點陸續被提出，但直到 1991

年 Grant 匯整分析資源基礎觀點的相關文獻後，才正式定義「資源基礎理論」一

詞，理論體系也發展的愈加完善，將資源具體化的文獻也隨之陸續發表，如 Peteraf 

(1993)一文認為企業競爭優勢的資源必須符合下述條件：1.異質性 2.不完全移動

性 3.事前阻止競爭 4.事後阻止競爭。至於近代資源基礎理論，則以 Collis and 

Montgomery (2008)作代表，其認為企業是由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能力構成的

一個集合體，沒有一家公司會與其他公司擁有相同的經驗、資產、技術及組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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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只要公司擁有最適合的資源，就成為成功的代名詞。 

  綜上所述，資源基礎理論之發展是由 Penrose (1959)起頭，之後的學者開始

接棒將資源基礎理論的概念具體化、探討公司資源與競爭優勢的關聯性，並篩選

出關鍵資源有哪些，面對不同的資源能採取何種競爭策略，不過，目前學術界對

於資源的內涵尚未有統一的分類方式，見解亦有所不同，故接下來會針對過去文

獻對於公司資源及能力的各種觀點來進行歸納分析。 

二、 核心資源與能力 

  由於公司的策略會隨著資源能力的不同而不同，Grant (2001) 認為資源基礎

觀點將重點放在檢視公司內部情形，內部資源及競爭能力會決定經營策略的方

向，故 Grant (2001) 將資源基礎理論應用至策略分析，資源與策略之關係則利用

圖 2-3 呈現；整個過程分成五大步驟：1.將公司資源做分類，並與同業做比較，

判斷身處優勢或劣勢地位 2.分析公司能力，並決定能力該如何與資源做搭配，

3.結合資源及能力，利用「是否維持競爭優勢」及「是否妥善運用資源」兩個因

素來評估公司獲利潛力，4.考慮外在機會，決定策略，5.創造新資源來鞏固產業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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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rant (2001) 

圖 2-3 探索公司資源之過程 

 

  在過去的文獻中，有些文獻認為資源與能力屬於同一種，直接對其進行分類

及分析，亦有將資源基礎理論分成資源及能力兩個部份來進行更細項的分類及討

論，前者如 Chatterjee and Wernerfelt (1991)、Lado, Boyd,and Wright (1992)，後者

包括 Penrose (1959)、Grant (1991)、吳思華(2000)、Collis and Montgomery (2008)。 

  Chatterjee and Wernerfelt (1991)認為資源可分成有形資源、無形資源、財務

資源三類，其中，財務資源係指內部及外部資金，做為購買其他生產資源的籌碼，

而 Grant(2005)則是將財務資源分類為有形資源，強調資源應分成有形資源、無

4. 考慮外在機會，選擇一個最

能善用公司資源和能力的策

略 

3.評估公司資源及能力的獲利潛

力，報酬來自於： 

a)競爭優勢的持續性 

b)是否妥善運用資源 

2. 鑑別公司的能力：尋找每項

能力所需用到的資源，並分析每

項能力的複雜度。  

1. 鑑別及分類公司的資源；與

競爭者相較，評估優勢和弱勢。

確認機會以更妥善的運用資源。 

5. 確認資源鴻溝與發展資源基礎。除

了巧妙地運用現有的資源，也要積

極地創造新資源，以鞏固企業的優

勢地位。 

資源 

能力 

相對

優勢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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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源及人力資源三種，Collis and Montgomery (2008)想法與 Chatterjee and 

Wernerfelt (1991)僅差在第三個分類，其認為公司的能力較為重要。Barney (1986)

也是將資源分成三類，但是根據對於組織策略之貢獻來進行劃分，包括有形資本

資源、人力資本資源、組織資本資源，其中，組織資本資源係指組織的系統、程

序及組織對內或對外的非正式關係；吳思華(2000)則將資源分成資產與能力兩

項，前者係指企業擁有或可控制的資產，分為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兩類，而後者

則是指企業分配及管理資源的能力，分成個人及組織能力兩類，詳細分類項目見

表 2-3。 

 

表 2-3 資源之分類 

資產 

有形資產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金融資產 現金、有價證券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著作權、已登記註

冊的設計)、執照、契約/正式網路、資料庫等 

能力 

個人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 

管理能力 

人際網路 

組織能力 

業務運作能力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語學習 

資料來源：吳思華(2000) 

  雖然對於資源的定義及分類各有分歧，但真正影響企業能否維持持續性的競

爭優勢則必須要對資源的特性來進一步分析。Barney (1986)認為公司資源須具備

異質性、不可移動性、稀少性、不可模仿性等，Grant (1991)認為須具備持久性、

非透明性、不可轉移性、不可複製性，Hamel and Prahalad (1994)則根據資源基礎

理論，認為擁有稀少、高價值、難以模仿的資源，以及運用資源的能力為決定企

業競爭優勢的關鍵。Collis and Montgomery (2008)則認為資源應有難以複製、淘

汰速度慢、難以取代、優於競爭對手、員工或上下游廠商並不能決定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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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員工或上下游廠商並不能決定公司價值」係指當重要員工離職不會對公司

造成太大影響，或是上游供應商出事，仍有替代廠商可供出貨，避免出貨商品供

不應求等。 

  綜上所述，資源基礎理論係探討企業內部價值對公司策略的影響，分析企業

擁有哪些資源，並將之進行分類，接著再逐項分析資源的特性是否有符合過去文

獻所提過的必備特性。若符合項目愈多，代表公司愈有競爭力，再搭配個人及組

織能力來將資源做有效運用，創造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反之若資源符合特性項目

較少，代表公司必須進行檢討，思考如何取得或培養這些資源，或是利用個人或

組織能力來彌補資源的不足。 

第四節 競合策略 

一、 競合策略之意涵 

  前面我們討論過中間商訂價之相關要件及其擁有的內部資源能否創造競爭

優勢，接著就是要進行中間商與同業之間的互動分析。依據經濟學的廠商理論，

同業之間的競爭會依據市場的不同而不同，而普遍的通則就是要彼此互相競爭，

不論是價格戰，或是以量制價等，都是以極大化公司經濟利潤為目標，但若只是

一味的彼此競爭，很有可能產生雙輸的局面，例如所有廠商大打價格戰，產生不

必要的資源浪費，此時得利的僅有消費者，此時彼此若進行一定程度的協調合

作，利潤反而會提升許多，此即為競合策略之意涵，例如競合企業可以透過溝通

協調來穩定產品價格及品質狀況，也可依據比較利益原則來進行適當的分工互

補，促成規模經濟之效益，間接使得產業整體成本降低，局面反而由雙輸轉變成

雙贏。 

  競合理論源自於賽局理論 (Game Theory)，其為創造價值(合作)與爭取價值

(競爭)的理論，即運用互補的概念使產品及服務的價值提升。1993 年網際網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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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Novell 的創辦人 Ray Noorda 認為廠商之間的互動不單僅有競爭或合作，遂提

出競合(Co-opetition)一詞，接著 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也撰寫

「Co-opetition」一書，使學術界開始正視這個理論。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主張，廠商之間會同時存在競爭與合作之關係，若僅有單純競爭則可能讓

產業成為一片紅海，但若僅有合作關係，則產業地位很可能會被同業給取代，面

對此種情況，廠商唯有選擇適度的合作才能夠保有利潤並維持產業競爭優勢，

Lado, Boyd, and Hanlon (1997)也認同此觀點。 

  Bengtsson and Kock (2000)則是將競合關係建立在一個團體活動中，例如策

略聯盟，同時在其它活動中競爭，而產生的關係，並將其分成三種不同的競合關

係：合作為主的關係、平等關係與競爭與主的關係。 

二、 競合策略之模式 

(1) PARTS 

  PARTS 模式係由 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所提出，也是由賽局理論

衍生而得的概念，其中 P 為參與者(Players)，A 為附加價值(Added Values)，R 為

規則(Rules)，T 為策略(Tactics)，S 為範圍(Scope)，說明如下： 

A. 參與者(Players) 

要形成一個賽局必須要有參與者，參與者包括自己及對手等廠商，廠商的退出或

進入均會使公司調整策略。在競合策略中，相關的參與者包括自己本身、上游供

應商、下游客戶、競爭對手及輔助者，不同參與者的改變均會對公司策略產生重

大影響，例如客戶數量增加會使公司議價能力提升，公司增加供應商則使供貨來

源穩定，達到風險分散的效果，引入互補者則可利用綑綁銷售來創造雙贏，使競

爭者退出則可提升市占率，維持產業競爭優勢地位。 

B. 附加價值(Added Values) 

附加價值意旨每個參與者都會替賽局帶來價值，若參與者無法為整個賽局帶來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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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甚至使價值下降，此時該參與者就會被淘汰在外，如前面去中間化的論點，

只要中間商的存在反而使交易成本提升，則市場機制會自動把中間商排除在外。 

C. 規則(Rules) 

賽局中若缺乏規則，參與者會根據以利潤極大化的目標來決定策略，但這些策略

有可能會損及其他參與者的權益，甚至破壞市場均衡，為了讓賽局能順利進行下

去，這些參與者就必須依據契約合同、法律、市場規則等來決定相關策略。例如

債權人可能會在契約上規定債務人的負債比率不得超過 60%，藉此來保護自身權

益不會遭受侵害。 

D. 策略(Tactics) 

一個參與者的決定往往會影響其他參與者的利益分配，因此參與者必須審慎思考

該如何採取有益的策略，或是扭曲其他參與者的認知，使其採取對自身有益的決

策，相關策略包括： 

a. 排除迷霧(Lifting the Fog) 

減少不確定性，建立可信度。例如公司可以提供商品保證、提供免費試用、

報酬多寡決定於績效表現等方式來降低資訊不對稱，傳遞公司對產品有強

烈信心之訊號。 

b. 維持迷霧(Preserving the Fog) 

為了隱藏自身劣勢，對於相關資訊必須保持低調，或是採取追隨群眾之方

式來減少負面印象。舉例來說，公司面對一個計劃，必須決定接受還是拒

絕，而執行該計劃可能會面臨成功或失敗兩種情形，若公司選擇拒絕計

劃，但其他公司選擇執行計劃且面臨失敗，儘管公司的決定是正確的，但

市場通常不會給予過多的肯定；反之若其他公司執行計劃且成功，此時公

司會落人口實，對公司的聲譽衝擊大，故為了維持聲譽，應盡量隱藏在人

群之中，隨波逐流。 

c. 製造迷霧(Stirring the F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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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被對手解讀策略，進而執行對公司不利的策略，公司必須扭曲對

手的認知，將事情複雜化來降低被看穿的機率，例如百貨公司周年慶的廣

告傳單總是拖到最後一刻才釋出，且排版格式相當複雜，對手會難以解讀

公司周年慶主攻的市場為何，就無法對症下藥。 

E. 範圍(Scope) 

任何一個賽局都會與其他賽局產生關聯性，許多的小賽局會形成更大的賽

局，有時在分析策略時，必須同時考量其他賽局對之產生的影響。 

(2) 價值網 (Value Net) 

  延續前面 PARTS 之概念，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將參與者進一步

分成企業本身及其他四種參與者(競爭者、互補者、客戶及供應商)，合計共五類，

這五種參與者構成的關聯圖即稱為價值網，此觀念可與 Porter (1979)的五力分析

相呼應，文章中的五力包括產業競爭力、潛在進入者、顧客、供應商、替代品，

其中的關係如同圖 2-4 及圖 2-5。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指出，一場成功的

賽局會同時存在合作與競爭兩個狀況，企業可藉由競合策略在賽局中掌握優勢。

企業面對不同參與者須擁有不同的競合策略，繼而創造整個系統的價值及極大化

企業利潤。競爭與合作的關係可能發生在組織、部門、各種團體之中，這點在

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及 Tsai (2002)當中均有提到。 

 

 

 

 

 

資料來源：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 

圖 2-4 五種參與者之關係 

 

 

競爭者 

供應商 

客戶 

企業本身 互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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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orter (1979) 

圖 2-5 五力分析 

 

(3) 其他策略 

Shad (1999)探討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將關係分為合作及敵對兩種型

態，前者主要依據行為及談判理論，著重在產品設計及技術的層面，透過

JIT(Just in Time)等合作管理方式來穩固買賣關係，也增加外包業務給供應商

的機會，但此舉如同兩面刃，雙方之間關係更穩固，但同時也提升供應商的

權力，埋下潛藏的風險；後者的情況剛好相反，主要是依據交易成本理論來

讓交易成本極小化，企業必須透過分散供應來源等方式來降低單一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此概念與 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提出 PARTS 中，引進

供應商的概念相近。 

三、 形成競合策略之要件及潛在問題 

  在競合策略中，企業與競爭對手彼此必須透過資源互享、技術互補等資源交

流來促使效益極大化，創造雙贏的局面，但同時也可能威脅到產業地位，企業必

供應商 

替代品 

顧客 

潛在進入者 

產業競爭力 

 

現存廠商的威脅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替代品、服務的威脅 

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 

購買者的 

議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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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衡量哪些資源可以共享給對手而不會損及自身競爭優勢，哪些資源必須歸類為

企業機密。Hamel, Doz and Prahalad (1989)認為，為了避免無意間將企業機密透

露給對手知悉，企業必須降低營運的透明面，例如要求員工簽署保密條款、設置

嚴密的資訊安全系統等。 

  除了避免資訊外流危及產業地位，Das and Teng (2000)及 Luo (2005)均認為

必須制定一套體系來維持產業平衡，才不致於讓競合關係瓦解，此觀點亦與經濟

學的 Cartel 相近，企業合作體系的穩定性往往不如單一企業，尤其面對劇烈的環

境變化及組織成員的文化認知差距過大的情況。不過，Das and Teng (2000)主要

是進行策略聯盟的分析，由行為(合作或競爭)、結構(穩固或不穩定)、存續期間(短

期或長期)來進行分析；當面臨短期競爭且彼此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此時連策

略聯盟都不算是，彼此關係僅透過契約來維持，契約到期後即告解散，互不相干；

若彼此維持長期穩定的合作或競爭關係，此即為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之概念，

其餘形式可參照表 2-4。 

 

表 2-4 策略聯盟之行為與期間之關係 

 短期 長期 

 不穩定 穩定 不穩定 穩定 

競爭 Arm’s-length Contracts 

Joint R&D 

Joint marketing 

Licensing 

Joint production 

JVs 

Minority equity alliances 

合作 

Funded research 

Shared distribution 

Product bunding 

Joint bidding 

Joint R&D 

Joint marketing 

Dealership 

Franchising 

Licensing 

Joint production 

Long-term sourcing 

JVs 

Minority equity alliances 

資料來源：Das and Teng (2000) 

 

  至於 Luo (2005)則是針對組織間的競合關係進行分析，其認為組織間若能發

展一種體系來維持部門間競爭與合作，才能夠使效益極大化認為，對於公司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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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說，子公司間的競合策略必須要有以下四種系統才算完備： 

A. 網內系統(Intranet System)： 

無論是競爭還是合作關係，網內系統之建立可促進資訊傳遞及增加資訊透

明度，站在合作的立場，網內系統能使資訊可在各地區的子公司間進行交

流互換，降低傳輸成本；若子公司彼此擦槍走火，則領導人可透過網內系

統來從中協調，避免營運效率降低。 

B. 概括系統(Encapsulation System) 

企業必須建立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可使資訊能順利解讀及儲存，並轉換成

可以共享的形式，降低處理資訊的時間成本。 

C. 誘因系統(Incentive System) 

對於促成子公司間的合作來說，分享資訊若能與獎金等獎勵制度綁在一

起，則能鼓勵子公司主動進行資訊交流，也可利用誘因制度來增加子公司

間的競爭關係，加速擴大企業規模。 

D. 協調系統(Coordination System) 

為了促進子公司間的緊密程度，領導人可建立協調系統，不僅能使子公司

間的合作過程更順遂，也更能使彼此意識到對方存在，進而自主性的產生

競爭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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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以個案分析及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由於媒體代理商各家業者差異

甚大，又基於商業機密，通常不願意透露太多資訊，故本文其中方法乃利用台灣

媒體代理商協會(MAA)、尼爾森、動腦、主計處、過去發表之國內論文、文獻資

料等來進行全面性的分析及探討，相關研究方法運用程序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除了主要與次要競爭者，本研究個案公司於媒體代理商產業中主要與其它相

關公司的競合關係，可簡要以圖 3-1 表示。廣告主、媒體代理商、媒體三者之間

屬於產業的垂直關係，廣告主投放預算給媒體代理商，媒體代理商再與媒體洽

談，同時競爭者也進行同樣之模式，但雙方基於雙贏的考量，有時候也會進行合

作，如掛稿服務等。此外，媒體代理商為了取得產業優勢地位，也會與研調機構

合作，藉此取得消費者研究及媒體研究等資料，但彼此之間並無競爭關係。 

 

 

 

 

 

 

 

 

 

 

 

 

圖 3-1 架構圖 

 

  所謂的利害關係人，依據 Freeman (1984)的內容，認為利害關係人是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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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中會影響組織目標，或被組織影響的團體或個人，因此，企業的管理者若要

能永續發展，必須要制定一個能符合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策略。在媒體代理產業架

構圖中利害關係人是指如尼爾森媒體研究、潤利艾克曼等，其與媒體代理商並無

競爭關係，彼此是採取合作方式獲得雙贏。 

第二節 個案分析 

  本研究以個案分析為研究方法，並考量研究問題的類型、實際研究程序可操

控程度而選擇個案分析法進行討論。個案研究法(Case Analysis Method)是以經驗

為主的調查法，這種調查法以深入研究目前社會現象及真實生活，經常使用在現

象跟社會脈絡不易區分的情況。個案研究法屬於一種質化的研究方法，主要擁有

描述性、探索性、解釋性等特質，其中，描述性個案研究係指處理誰(Who)、何

處(Where)的問題；探索性個案研究是處理是什麼(What)形式的問題；解釋性個

案研究式處理如何(How)、為什麼(Why)的問題。Yin (1994)將這些特質具體化，

提出以下幾個面向：第一，個案研究是在真實的背景下，研究討論當時的現象；

第二，個案分析乃倚賴多重證據來源作為討論；第三，個案分析有益於事先發展

的理論命題，以引導資料的蒐集和分析。 

  Eisenhardt (1989)主張個案研究重視研究單一背景下的動態狀態，也就是僅

鎖定一個主體來進行一段較長時間的分析，特別適用於新研究主題的領域。

Eisenhardt 認為進行個案研究法有以下八個步驟： 

1. 定義研究問題。進行個案分析研究之前，要先釐清探討的主題跟感興趣

的研究問題。 

2. 選擇個案。確定問題方向後，必須針對問題本身篩選適合的個案，若欲

進行多重個案的分析比較，則需找尋具有可比性的個案，才能夠嚴謹且

不失真的探討問題核心。 

3. 蒐集資料。選定個案公司後，可透過網路資訊或面談來獲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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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透過資料庫來蒐集相關欲分析資料。 

4. 進入研究領域。根據蒐集到的資料及相關數據來著手進行研究主題之探

討。 

5. 分析單一個案資料。首先根據資料進行單一個案的分析研究，包括 SWOT

分析等。 

6. 找尋跨個案的模式。完成單一個案研究後就開始進行個案之間的比較，

藉此探討公司間的差異。 

7. 形成假設。根據推論而得出的一些論點來撰寫成假設。 

8. 文獻回顧。回顧過去相關主題的期刊論文著作，進行深入分析。 

 

而劉璁翰(2002)認為個案研究法具有以下幾項重要性質： 

1. 在自然環境中從事的現象的研究 

2. 分析單位分為單一個案或多個案 

3. 對每個個案都進行深入分析 

4. 使用多種不同的蒐集資料方式 

5. 個案研究法適用於欲探討問題仍屬於探索性階段，尚未有前人研究可循

的情況下，甚至包括假設、命題的提出等 

6. 個案研究是研究當前現象，藉此解決當前問題 

7. 無變數操弄、實驗設計或控制 

8. 個案研究較適合研究「Why」、「How」的問題，可以做為未來相關研究

的基礎 

9. 研究結論的可信度及結論之好壞與研究者的整合能力有很大的關係 

10. 改變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方法可以發展新假說 

11. 個案研究法不預設變數、自變數及依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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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研究法的目標在於了解研究單位，針對探討的核心進行深入研究分析，

藉此來解釋現象，或描述探索足以影響變遷或成長等因素之相互關係，在研究中

有許多研究者所關心的變數，所以需要依賴不同來源的證據。基本上，研究重點

應放在研究對象所具有的代表性而非唯一性因素。 

  個案研究設計之形式有單一個案(整體)、單一個案(嵌入)、多種個案(整體)、

多種個案(嵌入)這四種，個案所指的不限於探討「人」，也可以是組織、一個計

劃、一個社區、一個事件等。而由於個案研究強調深入分析，因此蒐集資料範圍

廣泛，包括歷史文件資料、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人工製品等。

本文基於資料的取得性及探討的主題，選定單一個案的整體內容，並結合訪談、

直接觀察、文件資料來探討此個案公司的中間商角色扮演、資源基礎與市場競合

關係。 

第三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又稱為非接觸性科學，主要是根據某一研究主題，透過蒐集市場

資訊、各界之分析報告、產業分析報告等文獻資料，來全面且正確地進行主題之

探索，再將蒐集而得的資料進行分析歸納，再從中找尋出問題之解答。 

一、 文獻分析法之過程 

文獻分析法主要的過程如下： 

1. 提出課題或假設 

根據前述參考文獻及產業之輪廓，找尋值得探討之議題，再聚焦至單個或數

個問題上來限縮探索範圍。如本文主要是分析媒體代理商在資訊爆炸時代能

否重新找尋自己之定位、是否會被去中間化、轉型成新型中間商的營運模式

為何等。 

2.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首先要建立研究目標，將主題或假設的內容設計成具體、可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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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重複的文獻研究活動，它能解決專門問題，且也具有一定之意涵。由於

本文是將重點放在媒體代理商的新型定位，本文探討之主題可以進行延伸及

追蹤分析，未來從事此方面之研究者，亦得以本文內容為主進行後續分析。 

3. 蒐集文獻 

基於本文探討重點放在國內媒體代理商，故蒐集研究資料的管道包括國內期

刊論文、網路資源、台灣媒體代理商協會(MAA)、尼爾森等，而蒐集研究資

料之方式主要有兩種，即利用現有資源繼續蒐集資料，以及根據期刊論文作

者文章及書後所列之參考文獻目錄去蒐集資料。 

4. 整理文獻 

文獻之整理包括閱讀、紀錄、分門別類處理等重點，在閱讀部分，則可依據

計畫性原則、批判性原則、順序性原則及同時性原則來閱讀之；至於閱讀方

式則包括瀏覽、粗略讀過、精讀三種，本篇論文以採用文獻分析法為主，且

資訊蒐集較不容易，故採取精讀之方式以探求事實之真相。 

5. 進行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指在全面蒐集有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經過歸納整理及分析後，對

一定期間內某個主題的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的敘述和評論。而文獻綜述之呈現

方式有綜合性及專題性兩種，綜合性的綜述是針對某學科或專業，而專題性

則是針對某個研究問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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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分析 

  本研究以台灣本土中小型的媒體代理商產業為切入面向，此章的討論將先由

台灣媒體代理商產業的發展為開端，藉以勾勒出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發展脈

絡。 

第一節 媒體代理商產業：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出現 

  整體來說，近三十年來廣告媒體代理產業之發展經歷過以下四個重要時期，

對產業發展帶來很重大的影響，包括國際集團進入期及解嚴期(1984~1993 年)、

媒體代理商獨立期(1993~2000 年)、媒體代理商整併期(2000~2006 年)、人才外流

與網路媒體興盛期(2006~2009 年)、多元媒體載具挑戰期(2009~2014 年)，以下將

分別說明各時期的狀況。 

 

1. 國際集團進入期及解嚴期(1984~1993 年) 

1984 年政府開放外商投資服務業後，包括李奧貝納、奧美、BBDO、智

威湯遜等，全球著名的廣告代理商紛紛進駐台灣，市佔率也由 8%快速成

長至 50~60%以上，而前十大廣告代理商也幾乎全為國際集團代理商。

國外代理商挾著資源及技術進入台灣廣告媒體市場，大量引進國外的經

營思維及量化資料的概念，改變國內廣告代理商過去的操作模式，包括

收視率的引進、媒體企劃的引進等。不少外商也與國內廣告代理商採取

技術合作之方式來佈局台灣廣告媒體代理市場。外商進駐讓台灣廣告媒

體代理業拓展了國際觀，1987 年台灣解嚴，隔年報禁解除，同時政府放

寬對廣告媒體代理業的管制。 

雖然這段期間開放外商進駐，也接連解嚴及解除報禁，但台灣電視媒體

業仍受到嚴格管制，電視頻道呈現台視、中視、華視三強寡占整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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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廣告主主要曝光管道均仰賴電視頻道及平面報章雜誌，但主要

的管道仍以電視頻道為主，而電視頻道廣告時間有限，市場呈現嚴重供

不應求，媒體擁有絕對的議價優勢，夾在媒體業者及廣告主中間的媒體

採購人員(Media Buyer)其與媒體業者的關係成為最重要。 

2. 媒體代理商獨立期(1993~2000 年) 

自 1993 年 8 月通過有線電視法及同年 12 月通過有線電視播送系統暫行

管理辦法後，大量有線電視台開台，頻道數量暴增。但當時廣告主對於

頻道的認知只停留在三台(台視、中視、華視)及兩大報(聯合報、中國時

報)，對有線電視台的信任度不足。有線電視台為了拓展業務而與媒體代

理商進行商談，釋出優惠訊息，除了廣告量較大且長期配合的方式有機

會得到特惠價格外，又提供級距式的媒體佣金回饋，致使代理商積極向

廣告主提案將媒體預算投放於有線電視台，同時也向大型廣告主推廣媒

體集中購買(Central Media Buying)7的好處。 

這段時期廣告代理商利用媒體集中購買方式來節省媒體採購成本，而為

了更有效率地使用累積發稿量的優勢，1995年 WPP集團8旗下兩家廣告代

理商智威湯遜(JWT)及奧美廣告(Ogilvy & Mather)將各自之媒體部獨立

出來，共同成立首家獨立媒體代理商(Media Independent)－傳立媒體公

司(Tranli, 1997 年全球跟進更名為 MindShare)，無獨有偶，1999年日

本電通廣告將其與在台投資的台灣電通、國華、電通康信之媒體部門獨

立，成立貝立德媒體公司，歐洲第一大媒體公司 Carat 也進軍台灣，與

國內老牌廣告公司聯廣合作，成立凱絡媒體服務公司，Omnicom 集團之

上通與伊登的媒體部也獨立出來成立 OMD。 

外商組織的大動盪影響了整個廣告媒體代理產業結構，成立獨立媒體公

                                                      
7
 將媒體採購量集中於一家，提高談判籌碼，獲取更多利益。 

8
 WPP集團(Wire and Plastic Products)為全球最大的傳播公司，其下有逾 60家子公司，包括

奧美廣告、智威湯遜、群邑媒體集團等知名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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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概念逐漸普及，亦有業界高階管理人員自行成立本土媒體代理商，

截至 2000 年止，台灣國內外媒體代理商家數已成立近 20 家，國內媒體

代理商則有聚濤，宏將、澄豐，彥星媒體、博崍媒體等。 

媒體代理商獨立初期，多仍依循過去在廣告代理商內的營運模式，業務

來源甚或客戶經營亦多倚賴同集團的廣告公司。但在環境競爭與自力更

生的情況下，媒體代理商逐漸擺脫過去的營運模式並發展多角化服務，

其與廣告代理商的角色部分重疊，彼此之間也從過去的合作關係轉變為

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闕秋萍(2005)更認為未來媒體代理商會更有競爭

力，原本媒體代理商為廣告代理商的下游，未來可能會變成廣告代理商

的上游企業。 

3. 媒體代理商整併期(2000~2006 年) 

在媒體代理商陸續成立後，外商為了能使媒體採購量效益極大化，創造

更多的效益，除了積極爭取廣告客戶外，也開始併購國內媒體代理商，

甚至是將旗下的公司結合再成立一家新公司，如 WPP 有以下幾個大動

作，其在 2000 及 2001 年買下澄豐國際媒體與經緯媒體，並於 2002 年結

合這兩家公司成立澄豐經緯媒體公司(MaximizeMedia+)，接著與傳立媒

體整合，成立專業媒體投資管理公司－群邑(GroupM)，群邑是 WPP 集團

下所有媒體投資管理事業的全球母公司，整合了財務、IT 技術、行政、

媒體談判，而 WPP 為了持續成長及擴展市占率，又於 2004 年買下國內

媒體代理商媒體庫，並由原媒體庫的董事長出任群邑集團台灣區總裁。 

法國最大的廣告媒體集團 Publicis分別於 2003及 2006年收購實力傳播

及星傳媒體後，更於2006年 5月將實力及星傳合併成立博睿傳播(VivaKi 

Exchange)，但實力及星傳仍獨立負責開發和服務各自的客戶，只有整合

媒體條件談判部分交由博睿傳播，成為中國最大的媒體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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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重要媒體代理商與廣告代理商併購一覽表 

集團併購案 

合併年度 併購雙方 合併後公司名稱 

1987 WPP 收購智威湯遜與公關公司偉達 智威湯遜 / 偉達公關 

1989 WPP 收購國泰建業成立奧美 奧美 

2000 WPP 收購揚雅 揚雅 

2000 聯廣廣告與法商 Carat 媒體 凱絡媒體 

2000 WPP 併購澄豐國際媒體 澄豐 

2001 WPP 併購經緯 澄豐經緯 

2002 BBDO 併購黃禾 BBDO 黃禾 

2004 WPP 併購媒體庫 媒體庫 

2005 WPP 收購精信廣告 競立 

2007/5 百帝與我是大衛 我是大衛 

2007/7 台灣電通與電通國華合併 電通國華 

2010 安吉斯收購澳洲傳播媒體 Mitchell 安吉斯 

2012 台灣電通與安吉斯集團 台灣電通安吉斯集團 

獨立媒體部之合併過程 

合併年度 併購雙方 合併後公司名稱 

1995 WPP 集團之智威湯遜與奧美的媒體部 MindShare 媒體 

1999 Omnicom 集團之上通與伊登的媒體部 OMD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人才外流與網路媒體興盛期(2006~2009 年) 

(1) 中國崛起及國內經濟不景氣 

這段時期台灣廣告媒體代理產業處於內外交迫之情形，首先中國崛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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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廣告主將發展重心轉移至中國大陸，包括 P&G、聯合利華、Motorola

等大型廣告主均降低投放在台灣的預算，P&G 更在 2005~2006 年把策略

中心移至廣州，成立黃埔技術中心。由於中國廣告媒體代理市場成長快

速，故當地藉由高於台灣的薪資及提供交通住宿津貼及子女教育費等公

司福利，來吸引台灣的中高階技術及管理人才，使台灣廣告及媒體人才

外流嚴重，再加上台灣接連受到美國次貸危機及全球金融海嘯之衝擊，

企業投放的廣告預算也普遍縮水，整體廣告預算減少，整個產業均受到

嚴峻的挑戰。在媒體代理商與廣告代理商因專業分工已經各自獨立之情

況下，廣告主通常會進行兩次比稿動作，使競爭更激烈。失去曾經擁有

媒體部門貢獻的利潤以及廣告拍片及製作大量萎縮下，廣告代理商受創

情形較媒體代理商嚴重許多，多家進行整併，包括 2007 年百帝和我是大

衛正式合併、電通康信併入電通國華等，台灣廣告界高階及策略人才之

流失，反而使得為應付客戶需求而增加服務功能的媒體代理商得以異軍

突起，在整個廣告媒體代理產業扮演的角色更形重要。 

(2) 網路媒體逆勢成長 

隨著網路媒體之興起，消費者行為改變使得廣告管道產生大幅度的改

變，對無線電視的關注度降低，電視媒體投資多集中在有線市場上，但

整體電視媒體市場也在萎縮中，而報章雜誌也受到網路媒體帶來的替代

效果，閱讀實體書報之消費者逐漸轉移至網路新聞資訊，廣告業務也受

到衝擊，儘管 2003~2009 年間市場總廣告量不斷減少(見圖 4-1)，但網

路媒體仍逆勢成長，迫使廣告或媒體代理商調整結構以因應之。不過，

2010 年後景氣回溫帶動廣告量增加，而 2012~2013 年的廣告量則持平。

此外，網路媒體不像傳統媒體般單純，廣告管道多元，包括關鍵字廣告、

點閱率、買 email 名單等，網頁設計等相關技術人員逐漸受到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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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004~2013 年五大媒體總廣告量(單位：百萬元) 

資料來源：凱絡週報 

 

5. 多元媒體載具時期(2009~至今) 

(1) 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問世 

2008 年金融海嘯發生後，2009 年全球經濟狀況逐漸落底回穩，新型消費

性電子產品不斷推出，包括因應景氣衰退而推出萬元以下小筆電，智慧

型手機也隨著觸控螢幕取代掉鍵盤而變得愈來愈普及，接著平板電腦的

推出，加強大眾對手持裝置的依賴性，同時也降低對傳統媒體接觸。根

據尼爾森統計，報紙媒體閱讀率大幅下降至 2011 年的 40.6%，雜誌媒體

市場也呈萎縮狀態，降至 30.5%，而網路媒體市場則大幅成長至 2011 年

的 52.7%，現已成為台灣的第三大媒體。 

過去廣告主行銷之管道單一化，媒體代理商僅須考慮空間性及時間性即

可擬定媒體企劃，所謂的空間性係指目標族群所在的場所，如家中客廳、

電影院、KTV 等，至於時間性則是平日、假日、暑假、早晨、晚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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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交集即可進行媒體企劃(凌慶榮，2012)，但在網路興起後，尤其在

2009 年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滲透率不斷提升下，媒體企劃考慮的層面

已不再如此單純，消費性電子產品不斷在改變社會大眾接收資訊的管

道，消費者的行為模式愈來愈難捉摸，且消費者接觸到的媒體管道非常

多元，透過單一媒體進行宣傳未必能誘使消費者做出廣告主想要的決

策，WPP 集團旗下的傳立媒體表示，每天都可以看到新世代的消費者接

受多元傳播而影響消費決策，認為若要因應今日媒體全新世代的變動，

必須積極洞察消費者媒體使用行為之能力，才能提供客戶更即時且具符

合效益的媒體解決方案。 

由於消費者行為之型態已非同日而語，目前已有很多消費者使用的媒體

載具已轉移至數位平台上，尤其是年輕族群的偏好多放在電腦、智慧型

手機及平板電腦上，想看的節目、連續劇、電影、新聞都可以輕鬆在網

路上觀看到，對電視的依賴程度大幅下降，故廣告主多會保留部分預算

投放於數位媒體。根據尼爾森調查資料顯示，智慧型手機的滲透率不斷

提升，閱讀新聞之比率也跟著上升，此外，根據 DMA 之調查，影音廣

告及行動廣告量也在 2012 年以後竄出且快速成長(見圖 4-2 及圖 4-3)，用

手機看新聞的比重已由 30.8%成長至 42.2%，而行動廣告跟關鍵字廣告

比重也在 2013 年超越社群口碑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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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使用智慧型手機人數即用智慧型手機閱讀新聞的成長趨勢 

註 1. 12~65 歲有智慧型手機的民眾 

資料來源：尼爾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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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2009~2013 年台灣網路廣告量統計 

資料來源：台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DMA) 

(2) 消費者行為之轉變 

有鑑於數位媒體愈形重要，媒體代理商開始致力於進行消費者行為之研

究，研發適合的分析工具來針對巨量資料(Big Data)
9進行數據分析，並探

                                                      
9
 Big Data又稱為巨量資料、海量資料、大數據，亦指涉及的資料量規模過於龐大，無法透過

人工來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資訊。(Wiki) 

單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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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數據背後之涵義，藉以合理且準確地預測消費者行為，再投其喜好生

產製造消費者願意掏腰包購買之商品。 

隨著技術之進步，且各式各樣社群網站不斷成立，會員資料、感興趣之

議題均可藉由 Big Data 擷取處理歸納之，對廣告主來說，這些數據分析

能夠少走些冤枉路，選擇最佳的媒體宣傳管道。原則上，廣告主必須先

鎖定目標族群，媒體代理商再利用 Big Data 進行媒體企劃，替其找尋目

標族群聚集的社群網站，最後交由媒體購買人員進行後續購買議價動作。 

基本上，媒體代理商進行之研究概分為媒體研究及消費者研究，媒體研

究係購買市調公司資料，如尼爾森的資料庫等，目前不論本土或外商均

有進行媒體研究；至於消費者研究則係利用媒體代理商公司本身之專屬

分析系統(消費者行為、投資報酬率、品牌態度等)來分析消費者行為，

由於此種系統須耗費龐大成本，對非國際集團的媒體代理商來說均為一

龐大負擔，故多僅有國際媒體代理商擁有這些分析系統，如傳立媒體、

凱絡媒體、貝立德等(林妏璘，2005)。 

 

 

 

 

 

 

 

 

 

 

  綜上所述，可以圖 4-4來概述整個廣告媒體代理產業發展情形，廣告代理商

2014年 2009年 2006年 2000年 1993年 1984年 

媒體掮客時

期，代理商

概念形成 

廣告代理業

興起，電視媒

體快速成長 

 

外商進駐且

出現獨立媒

體代理商 

外商併購國

內媒體代理

商 

人才外流嚴

重且廣告主

預算減少 

多元媒體載

具應用興盛 

圖 4-4 廣告媒體市場之演進過程 



 

 
 

44 

成立初期有業務、創意發想、製管、媒體、市場調查等部門，廣告主只需與廣告

代理商溝通後，廣告代理商會替其從頭到尾進行規劃，直到媒體購買執行及結案

後，再向廣告主收取費用。現今的媒體代理商在過去只為綜合代理商(又稱為廣

告代理商)的部門之一，主要負責媒體企劃(Media Planning)及媒體購買(Media 

Buying)，在媒體企劃方面，消費者分析、媒體組合建議及媒體策略擬定均為主

要負責範疇；在媒體購買方面，媒體專案洽談與採購談判執行為其主要任務，不

論是媒體企劃還是媒體購買，業務範圍相當明確。隨著媒體集中購買概念興起，

媒體部從廣告代理商獨立出來成為專業媒體代理商，獨立初期仍是直接承接原集

團廣告公司客戶的媒體業務，但為了滿足自立門戶後的營運目標，對於直接經營

的廣告主(業界稱為“直客”)，開始嘗試提供一次購足的服務(One Stop 

Shopping)，整合行銷概念油然而生。由此可知，整個廣告代理市場在不斷進行

併購與分割業務的情形下，擁有客戶行銷中最多預算及掌握媒體關係與管道雙重

資源的媒體代理商，逐漸培養了原本廣告代理商客戶經營主導角色的能力。 

  雖然廣告媒體代理市場未來有媒體代理商領頭之機會，但除國際的大型媒體

代理商外，國內媒體代理商都屬中小型企業，資金有限，短時間內難以進行廣告

媒體代理市場之垂直整合。對廣告主來說，媒體代理商與廣告代理商之差異不

大，具備高度可替代性，媒體代理商在尚未取得資源以前，就算獲得廣告主青睞，

仍須將創意發想等業務外包給廣告代理商，雙方處於一種微妙的競爭與合作關

係，媒體代理商要如何繼續維持這種平衡關係，或是該如何不讓廣告代理商奪回

原本失去的市場，為媒體代理商必須面臨之考驗。 

    另外，依據吳思華(2000)之論點推測，國際媒體代理商的企業知名度高，配

合的客戶多以國際型的大客戶為主，成為吸引廣告主的金字招牌。由於國際媒體

代理商擁有的資金及資源充裕，具有較大的優勢因應客戶整合行銷需求；而國內

媒體代理商資金及知名度雖不如國際媒體代理商，但其擁有在市場上佔一席之地

的條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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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媒體代理商經營者及員工，部分曾在國際媒體代理商擔任要職，故企業

員工的經歷豐富，人脈亦不遜色。 

2. 組織規模小而靈活，營運有彈性，不須墨守成規或完全由國外總部控管，面

對環境變化隨時調整的能力強。 

  國內媒體代理商雖缺乏國際品牌的加持，有時須以彈性或多樣服務來滿足廣

告主的需求。但國際媒體代理商，雖家大業大，但限制及規範亦多，在業務發展

或客戶爭取上有時會受到限制。 

第二節 媒體代理商之產業鏈分析 

  將整個廣告媒體代理產業發展時期攤開來看，媒體代理商的營運模式在通過

有線電視法前後有極大差異，根據龔瑩儀(1995)及凌慶榮(2012)文章內容提及的

產業價值鏈，最大的差異在於 1995 年媒體代理商重視的是媒體關係，也就是當

時因為是賣方市場，媒體掌握議價權，故媒體代理商須仰賴與媒體關係之培養，

只要媒體關係愈好，愈容易獲得較佳的播映機會。但到了 2012 年，環境變化及

媒體不如以前強勢，媒體代理商的媒體關係已不是得到好條件的唯一要素，反而

是要靠嚴謹的媒體談判，市場資料收集分析是協助談判的重點，讓媒體代理商可

拿到更高的媒體佣金。凌慶榮(2012)是以偉視捷(Vizeum)為例作出的產業價值

鏈，偉視捷隸屬於台灣第一大媒體代理商的安吉斯集團(Aegis Media)，雖然每家

媒體代理商均有其差異性，但在價值活動上仍可以表 4-3 概括說明之，尤其從客

戶相關產業知識一直到媒體談判能力這八個階段，均為媒體代理商普遍具備的基

本服務，但從服務到傳播顧問服務則是企業提供的附加服務，此部分則因企業而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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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台灣廣告代理產業價值鏈(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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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偉視捷公司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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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媒體代理商之競合分析 

  媒體代理商之競合關係可分成 1.媒體代理商與相關代理商(本研究以廣告代

理商為代表)  2.媒體代理商與媒體代理商，以下將運用 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1996)提出的 PARTS 來進行廣告代理商及媒體代理商之競合策略模式分

析。 

一、 PARTS 

A. 參與者(Players) 

在廣告媒體代理市場中的參與者包括廣告主、媒體、廣告代理商、媒體代

理商、系統整合廠商、市調機構等，其中系統整合廠商及市調機構均列為

輔助者，不在主要的討論範圍內。在產業發展初期，產業維持一種穩定的

均衡關係，但自從外商公司將媒體部獨立出來後，產業結構產生大地震，

這些參與者的公司策略也必須跟著做調整。 

對廣告主來說，選擇的服務廠商變多，透過媒體代理商直接進行媒體企劃

及購買可能較為方便，因此公司策略開始轉向媒體代理商靠攏。 

對媒體來說，媒體代理商獨立出來後，利用媒體集中購買累積媒體發稿量

以獲得更多的媒體佣金，使媒體的利潤也受到或大或小的衝擊。 

對廣告代理商來說，其面對的衝擊最大，因此必須面對市場被瓜分且競爭

對手增加之情形，過去公司策略可能會將手中握有的媒體購買業務外包給

媒體代理商，但如今多了一層新的考量，業務外包之前可能必須要謹慎思

考，或是可能要進行更換配合的媒體代理商等動作。 

自媒體代理商出現之後，廣告代理商開始參與品牌的行銷服務，或將數位

行銷、活動行銷、通路行銷服務收回來自己做，有的則拒絕比稿，精心選

擇與自己理念相符的客戶，或隨客戶進軍全球，而廣告代理商為了吸引客

戶，甚至採用業績目標達成的分紅收費機制，與客戶利益共享。(動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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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期) 

對媒體代理商來說，業務已不僅是被動等廣告代理商轉包業務，而是必須

採取積極的態度與廣告主接洽，為了服務廣告主，創意發想、製作、公關

等業務也必須要想辦法外包或是自己承作，也是一種新的轉變。 

B. 附加價值(Added Values) 

廣告主若是與媒體直接進行接洽所耗費的成本較低，亦即媒體代理商在廣

告媒體代理市場存在並沒有帶來附加價值的話，則廣告主可能跳過媒體代

理商，把媒體代理商排除在廣告媒體代理市場之外。 

C. 規則(Rules) 

廣告媒體代理市場中若缺乏規則，媒體代理商、廣告代理商會根據以利潤

極大化的目標來決定策略，例如廣告代理商為了奪回失去的產業地位，選

擇與媒體代理商打價格戰，或是媒體業為了招攬業務，也給予諸多折扣搶

市佔，此時其他媒體或媒體代理商的權益會受到嚴重衝擊，進而破壞市場

均衡，故為了讓賽局能順利進行下去，媒體代理商、廣告代理商、媒體等

參與者就必須依據契約合同、法律、市場規則等來決定相關策略。 

D. 策略(Tactics) 

媒體代理商的決定往往會影響廣告代理商或媒體的利益分配，因此媒體代

理商必須審慎思考該如何採取有益的策略，或是扭曲其他參與者的認知，

使其採取對自身有益的決策，相關策略包括： 

a. 排除迷霧(Lifting the Fog) 

減少不確定性，建立可信度。例如媒體代理商為了與廣告代理商競爭，

讓廣告主能對媒體代理商更為信任，例如媒體代理商可以提供消費者

研究服務，讓廣告主可以明確知道這筆廣告預算能創造多大的效益，

進而更願意將業務交由媒體代理商，或是能提供整合行銷服務使消費

者能一次購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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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維持迷霧(Preserving the Fog) 

為了隱藏自身劣勢，對於相關資訊必須保持低調，或是採取追隨群眾

之方式來減少負面印象。目前媒體代理商或廣告代理商多不願意揭露

自身公司資訊，包括營業額、毛利率等，若媒體代理商毛利率很高，

可能會使廣告主採取殺價的動作，使業績表現下降，反之若媒體代理

商毛利率很低，甚至營業不順，廣告主則會擔心媒體代理商是否能將

業務做好。又如前面文獻回顧所提的例子，媒體代理商普遍面臨是否

要進行整合行銷之方式來吸引廣告主，就算媒體代理商認為執行此策

略並不會對公司帶來益處，不去做整合行銷的業務，反而會損及廣告

主之信任，尤其若其他公司進行整合行銷且成功建立出口碑，則對不

進行整合行銷的媒體代理商來說，公司形象勢必受損，故此時媒體代

理商的最佳策略應是隱藏在人群之中，隨波逐流。 

c. 製造迷霧(Stirring the Fog) 

為了避免被廣告代理商解讀策略，進而執行對媒體代理商不利的策

略，此時必須扭曲對手的認知，將事情複雜化來降低被看穿的機率，

例如收取佣金資訊、公司策略等。 

E. 範圍(Scope) 

廣告媒體代理市場的參與者之決策及行為除了會互相影響外，也會與其他

市場的參與者產生互動及關聯性，例如廣告媒體代理市場發展健全後，會

對廣告主所屬的產業帶來影響，例如廣告策略得宜，使用該產品的消費者

變多，促進該產業的發展。 

 

自廣告代理商獨立出來成立的媒體代理商，初期以承接廣告代理商之業務為

主，彼此呈現業務互補之情形，媒體代理商仍居於產業鏈之末端，但後來主打小

而美的國內媒體代理商紛紛成立，媒體代理商除了被動承接廣告代理商的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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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主動跟廣告主接洽，又廣告主之預算大部份都放在媒體購買的部分，廣告

主也將重心轉向媒體代理商，廣告代理商與媒體代理商呈現競合之關係。，闕秋

萍(2005)認為媒體部的獨立，使得主導廣告流程的角色逐漸由廣告代理商轉向媒

體代理商，兩者之競合關係則由一開始以合作為主的關係，隨著媒體代理商與廣

告主之間建立一定程度之信賴後，媒體代理商開始與廣告代理商同台比稿，競爭

成份加重，因而轉變為平等關係。 

  如圖 4-5 所示，初期廣告代理商從廣告主接下業務，再將業務分門別類，屬

於媒體部負責的媒體企劃、媒體購買之部分就直接分給媒體部，若有需要製作

TVC、廣告製作等則交由製作部，有需要舉辦記者會或說明會等，則交由公關部

負責，每個部門之間之業務相當單純，廣告主跟媒體的窗口都僅有廣告代理商一

位。但媒體部獨立出來後則形成圖 4-6 之模式，廣告主可同時接觸到廣告代理商

及媒體代理商，對廣告主來說，兩者皆為提供廣告行銷服務之對象，而由於 2004

年到 2009 年之間的廣告業務量呈現下滑趨勢，所以廣告代理商面對業務量降低

及競爭對手增加的情況，確實使得利潤跟業務發展性受到不小的衝擊。 

 

 

 

 

 

 

圖 4-5 過去廣告代理商與媒體代理商(媒體部)之關係 

 

 

 

 

圖 4-6 現在廣告代理商與媒體代理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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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媒體部獨立出去的廣告代理商深感失去重要武器，而一般媒體公司行銷

策略能力較弱，雖然業界曾經思考過是否將媒體功能回歸，但是不論在人員配置

的不易安排，已掌握龐大的媒體資源利益，及產業專業分工的趨勢，媒體代理商

不願意走回頭路。反之，若依據產業競爭優勢，媒體代理商未來可能會併購廣告

代理商，或是利用挖角方式來強化創意發想業務，使廣告代理商成為產業下游(闕

秋萍，2005)，但其實廣告代理商對自身有一定程度之期許，未必會妥協成為被

併對象或遵循媒體代理商建立之體制，故目前雙方關係仍維持平等的競合關係。 

  依據經濟學的廠商理論，同業之間的競爭關係會隨著市場之變化而有所不

同，但若一味顧著競爭大打價格戰，則可能會造成雙輸的局面，例如媒體代理商

搶奪廣告代理商的市場地位，而去壓低承攬費用，或是過度提供不符經濟效益之

服務，媒體代理商確實可以藉此提高市佔率，而廣告代理商也可能為了鞏固市場

採取同樣策略，帶領產業走向惡性循環之局面。為了規避此種情形之形成，業務

競爭的雙方必須要有所妥協，可利用比較利益原則進行適當的互補合作，使產品

及服務的價值提升。 

第四節 媒體代理商之價值網 (Value Net) 分析 

  而在價值網分析部分，則延續前述 PARTS 之概念，將參與者進一步分成媒

體代理商及競爭者(如廣告代理商及其他媒體代理商)、互補者(整合系統廠商、尼

爾森、動腦等)、客戶(廣告主)及供應商(媒體)，合計共五類，這五種參與者構成

的關聯圖即稱為價值網。一場成功的賽局會同時存在合作與競爭兩個情形，媒體

代理商可藉由競合策略在賽局中掌握優勢。企業面對不同參與者須擁有不同的競

合策略，繼而創造整個系統的價值及極大化企業利潤。 

 

 

 

 

廣告代理商 

廣告主 

媒體代理商 市調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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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改自 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 1996 

圖 4-7 媒體代理業與其他參與者之關係 

 

  在競合策略中，媒體代理商與廣告代理商彼此必須透過資源互享、技術互補

等資源交流來促使效益極大化，創造雙贏的局面，但同時也可能威脅到產業地

位，媒體代理商必須衡量哪些資源可以與對手共享而不會損及自身競爭優勢，哪

些資源必須歸類為企業機密，Hamel, Doz and Prahalad (1989)認為，為了避免無

意間將企業機密透露給對手知悉，企業必須降低營運的透明面，例如要求員工簽

署保密條款、設置嚴密的資訊安全系統等。 

  除了避免資訊外流危及媒體代理商之產業地位，Das and Teng (2000)及 Luo 

(2005)均認為必須制定一套體系來維持產業平衡，才不致於讓競合關係瓦解，依

據 Das and Teng (2000)對策略聯盟組成的看法，媒體代理商與廣告代理商之間的

關係比較像是長期穩定的競合關係，則雙方可以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之方式來

維持競合關係，雙方可結合各自有限資源，共同佈建行銷管道、共同服務客戶、

共同開拓海外市場等，減少衝突之情形。 

   

第五節 媒體代理商之整合行銷 

  媒體代理商服務範圍擴張後，有時會與廣告代理商同時參加比稿，在買方市

場的優勢下，比稿制度有時會落入削價競爭。以下比稿內容之分析主要係參考動

腦 445 及 454 期之內容來進行分析整理。 

  國際媒體公司主管表示，比稿只比兩項，「降價」和「超值」，誰能給客戶更

多服務和更低的價格，就有機會爭取到新客戶。本土廣告公司高層表示，有些較

有議價能力的廣告主會不斷進行比稿，比稿第一輪、第二輪，甚至到第三輪或第

四輪，迫使代理商陸續退出，由最後留下來的代理商勝出，但廣告主會要求最後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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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代理商必須將比稿過程中的所有創意做出來。雖然大多數代理商都會對廣告

主的要求進行妥協，但也有一些代理商認為應該要勇於跟廣告主溝通，也有代理

商會自行設定底限，像某國內廣告公司設定比稿不超過第二輪，或服務費用(AC)

過低的業務也不接。 

  在廣告主取得相當的優勢及數位行銷興盛的情況下，媒體代理商紛紛進行整

合行銷以及加強進行消費者研究，在國內媒體代理商部分，宏將廣告起步最早，

更在 2012 年成立宏將多利安經紀公司，踏入娛樂產業；彥星傳播則進行內部組

織調整，整合彥星傳播、喬商廣告、耐德科技、智得傳播興業、觸動數位行銷、

潮網社群行銷等集團內之成員，為客戶提供多元服務。 

  在國外媒體代理商部分，凱絡建立「消費者溝通研究」資料庫；媒體庫發展

第四代「Netvigator」企劃工具，提供客戶超越媒體購買的整合行銷管理服務；

貝立德的「新媒體研究室」則以研究新媒體工具及發展品牌娛樂行銷為主；星傳

則在 2013 年 5 月 2 日舉辦「妍‧大中華女性生活研究」，透過進到女性家中做田

野調查蒐集資料的方法，了解女性真實的生活面向，幫助品牌建立有意義的品牌

體驗；安吉斯於 2013 年設立集團數位長一職；台灣電通設立數位整合部，包含

數位媒體及數位營運人員，提供客戶數位策略建議；艾比傑於 2012 年進行許多

手機上的行動廣告及應用。 

  綜觀整個媒體代理市場的整合行銷，由圖 4-8 可知，整合行銷方式已有出現

改變的跡象，雖然電視的使用比率仍佔市場的 67.1%，但 2012 年電視運用比率

已移轉至手機上，未來電視使用比率應會持續移轉到行動媒體上。 

  雖然國內外的媒體代理商均積極進行整合行銷，調整營運方針，但由於國外

媒體代理商擁有國外母公司龐大的資源奧援，使其在台灣市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圖 4-9 顯示國內的市場有近 77%是在國外媒體代理商手上，因此國內媒體代

理商要在整合行銷領域站穩腳步，必須要利用自身的特色來獲取廣告主之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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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012年台灣媒體代理商媒體運用狀況 

資料來源：動腦，445 期 

 

圖 4-9 各媒體代理集團在台灣的市占率 

資料來源：動腦，44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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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個案 A公司簡介 

2005 年底 A 公司成立 

A 公司經營者原在國際傳播集團媒體公司工作，2000~2006 年間產業界掀起外商

併購浪潮，任職公司在整併其他媒體代理商後，全球母公司對台經營策略調整，

在部分高層離職的情況下，A 公司經營者於 2005 年底離職創立 A 公司。 

2006~2009 年從生存到發展 

  產業界此階段面臨人才外流、廣告主預算減少、全球金融海嘯三大挑戰 

，人才外流讓媒體代理商的客戶服務及作業人員產生青黃不接現象；而行銷預算

減縮則使廣告主對於廣告媒體投資更加謹慎，提案期間及修改次數均較前增加許

多，擁有資深人員高度投入的作業服務方式讓 A 公司有機會生存及獲得客戶的

青睞；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重挫台灣各產業，2008 年九月 A 公司被大客戶倒帳

之後，A 公司對客戶承接趨於極度保守，一度停止對外拓展業務，轉向學習財務

健全”鐵票”的政府單位標案。也因此，A 公司媒體人員磨練到多重規範現制下的

媒體採購能力。 

2009~2014 年多方嘗試累積未來  

  面對客戶求新求變需求及消費者行為改變，這段期間 A 公司擴展服務項目，

包括電視廣告製作、公關記者會等，在服務客戶的同時，也測試此項目是要用自

行發展的方式或外包，較有利於公司發展；為應對層出不窮的多元行銷工具，及

培養未來人才，2011 年 A 公司啟動培養新鮮人計畫，新世代新頭腦才能夠應對

新媒體時代，為未來的時代及早準備。 

 

以下將 A 公司面對外界環境變化，所演進發展之三階段。(參考圖 5-1) 



 

 
 

56 

 

 

 

 

 

 

 

 

 

 

 

 

 

 

  A 公司不像國際集團媒體代理商，擁有母集團的資金奧援，全球客戶合約保

障及技術支持，且知名度及公司規模亦不如這些國際媒體代理商，儘管如此，其 

在營運面的彈性較大，面對新的市場變化較能夠隨時調整因應之；而在人才挑選

上，則依現階段市場狀況及公司策略需求，除穩定的中高階員工外，並於 2011

年開啟新鮮人培養計畫。此外，A 公司特長的媒體工具電腦化可搭配對市場的了

解深度，同時自行發展適合台灣媒體環境的作業系統，擺脫外商媒體代理商國外

套裝轉體的水土不服，不僅能簡省人力，更實質協助日常作業所需。 

第二節 個案公司的客戶服務 

  A 公司的客戶來源多經由客戶比稿，舊有客戶轉介或政府標案而得，目前客

戶包括食品產業、醫療保養產業、遊戲產業、政府單位等。近幾年媒體代理商業

務競爭激烈大打價格戰，承攬量大的媒體代理商具有經濟規模效應，可提供較低

2014年 2009年 2005年 

外商併購潮 

A公司經營者見外商

投資重心轉移故自行

創業。 

人才外流 

國際媒體代理商缺乏中堅客服及作業好手。 

廣告主預算減少 

重視客制化之中小型媒體代理商有機會生存成長。 

金融海嘯引發倒帳事件 

A公司態度轉趨保守，開始學習承接政府標案。 

擴展服務項目 

因應客戶求新求變及消費者

行為，嘗試新服務項目。 

培訓新鮮人計畫 

強化人才庫，藉由新世代的想

法來因應新媒體時代。 

圖 5-1 A公司之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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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雖然 A 公司提供的價格具有競爭力，但仍不及大型媒體代理商的成本優

勢，這點阻礙了 A 公司的業務拓展。但 A 公司重視策略與創意執行的方式，還

是在比稿中獲得重視品質的廣告主青睞，例如 A 公司 2014 某次比稿擊敗兩家大

型公司，勝出是因 A 公司不是只建議工作簡單卻不到位的媒體運用方式，提供

了不同於其他媒體代理商卻真正為客戶解決問題的建議案。並在後續作業中，發

揮專業及協調能力，協助客戶溝通及整合公司內各單位意見，並展現作業彈性及

小公司特色 : 資深作業人員投入作業的高效率服務。 

第三節 A 公司的組織結構 

  A 公司在員工組成上，擁有高比例的業界資深人員，效力於客戶服務、媒體

關係、執行規劃及突發狀況處理等處理上，皆具有豐富的專業、實務的經驗。除

一手培養的新鮮人外，其餘員工均有國際前幾大廣告媒體代理商工作經驗。 

  除基本的財務行政部門外，A 公司不同於一般的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以

功能作部門分工，反而以客戶服務為基底(見表 5-1)，結合公司發展策略做部門

組織分工，包括廣告媒體小組、行銷工具小組、國際事務小組、政府標案小組這

四個小組別，其中，廣告媒體小組主要是負責長期客戶的關係經營及了解客戶市場需

求，而國際事務小組則是為海外事業進行布局，包括參加 TheNetworkOne 的研討會或進

行業務交流等。 

 

 

 

 

 

 

 

表 5-1 個案公司部門組織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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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職務內容 

廣告媒體小組 負責長期客戶的關係經營、溝通與了解客戶市場需求 

行銷工具小組 收集並評估新行銷工具使用 

國際事務小組 負責 TheNetworkOne 及國外相關單位聯繫 

政府標案小組 負責政府常態、非常態的標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個案公司的網絡外部資源 

  A 公司經營者來自業界國際大型媒體集團，深知外商與本土公司差異中的重

要關鍵點 “國際網絡及知識分享”，因此，除積極的教育訓練外，於 2012 年加入

世界最大的獨立代理商網絡「thenetworkone」10。透過 thenetworkone 全球平台資

源，適時引進更多國外新的行銷新知與工具，藉由國際性的行銷知識作為訓練員

工之素材，以期讓台灣的行銷廣告媒體服務水準與國際接軌。除此之外，A 公司

為了發展國際化與擁有媒體之媒體代理商的目標，於 2013 年與日本企業合資成

立數位網路公司，企圖吸取上下游整合，國外合作等技術與經驗。 

第五節 綜合分析 

  綜合以上個案探討，於本節次的內容中將先以台灣媒體代理商產業為探討，

再將重點放置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尤以 A 公司為主，進行綜合分析。 

一、 台灣媒體代理商綜合分析 

（一） 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中間商角色扮演 

◎媒體代理商為雙邊市場提供之服務分析 

                                                      
10
 Thenetworkone之成員分布在 106個國家中，成員之間可以藉由 thenetworkone互通有無，包

括分享資訊、交換業務往來等，thenetworkone 規模愈大，愈能吸引新成員加入，故

thenetworkone 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之中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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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代理商為廣告主與媒體業之中間商，依據 Sarkar, Butler and Steinfield 

(1995)、陳聖凱(1999)及動腦雜誌之分析，中間商的存在是因為能為雙邊市場都

帶來好處，故以下針對媒體代理商對廣告主及媒體提供之服務進行分析及說明。 

  在表 5-2~表 5-4 中，媒體代理商分別可提供廣告主及媒體各四種服務，對廣

告主來說，需求評估、風險管理、搜尋及評估、整合行銷這四項要件是其尋找媒

體代理商的要件，而對媒體來說，資訊傳遞、搜尋、購買影響、風險管理則為主

要要件。基本上，雙方都有風險管理及搜尋的需求，由於媒體代理產業具有高度

資訊不對稱的特性，風險管理變得相當重要，也難以輕易透過自身擁有的管道來

搜尋適合的交易合作對象。此外，媒體代理商的存在也能加速交易過程及進行適

當的配對，節省雙方時間，提升作業效率。 

 

表 5-2 媒體代理商提供給廣告主之服務 

需求評估 

廣告媒體代理產業一直以來都有嚴重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業界

具有一些潛規則，廣告主有時難以判斷自己產品的定位，以及

該採用何種媒體來進行有效的廣告曝光，故需要媒體代理商及

廣告代理商來進行評估。 

風險管理 

媒體代理商之存在，除了替廣告主找尋適合的媒體，亦會替廣

告主進行監看的動作，媒體代理商可透過自行付費取得的監看

系統，如潤利或尼爾森等，監督媒體是否有確實執行策略，讓

廣告順利播映。 

搜尋及評估 

媒體形式眾多，包括傳統五大媒體，以及行動媒體、網路媒體

等，廣告主未必全然了解，尤其現在打廣告大多會透過多種媒

體，並非僅聚焦在單一媒體上，媒體代理商可利用其對於廣告

媒體代理產業的了解，可提供多種菜單組合或具創意性的媒體

操作，並為其解說為何會進行此種安排，讓廣告主能從中挑選

最適合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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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 

買方市場使媒體代理商積極加強整合行銷這項附加服務，包括

提供豐富資源、服務品質優良、溝通態度良好等，一次購足的

服務能使廣告主節省許多勞心勞力的成本。 

 

表 5-3 媒體代理商提供給媒體之服務 

資訊傳遞 

廣告主未必對所有媒體的功能及傳播方式有所了解，故需透過

媒體代理商為其說明，對於一個知名度較低或較新穎的媒體管

道，則須仰賴媒體代理商為其散播資訊。 

搜尋 

媒體多以單純廣告業務管道搜尋潛在廣告主，但媒體代理則可

對廣告主提供多元專業服務 (例如: 可透過消費者研究或目標

對象媒體接觸行為等分析)，並可為客戶量身建議媒體投放等運

用方法，成功後就可為媒體帶來客源，使媒體可以專注進行本

業之發展。 

購買影響 

相較於媒體的意見，媒體代理商的意見對廣告主來說相對客

觀，媒體代理商會提供多樣菜單供廣告主挑選，但其可在面談

過程左右廣告主挑選菜單之想法，因此媒體代理商若與某家媒

體關係良好，就有可能獲取較多的下單量。 

風險管理 

若缺乏媒體代理商，則廣告主與媒體在面談後決定播映時段跟

預算後，媒體會待播映後再回頭跟廣告主收費，此時媒體就必

須面對廣告主的信用風險。故媒體代理商的存在確實會讓媒體

面對的風險下降，媒體默許掛稿服務之產生也是為了要控管信

用風險。 

 

表 5-4 媒體代理商同時提供給雙方之服務 

促進 

媒體代理商的存在能增進廣告主與媒體之交易效率，媒體代理商常

接觸對廣告媒體代理產業不了解的企業，較知道該如何為其有效率



 

 
 

61 

的說明整個概念，能迅速讓彼此資訊流通，進而減少交易過程所需

耗費的時間。 

配對 

媒體代理商商通常會對廣告主及媒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這是雙

方所欠缺的，尤其廣告媒體代理產業的這種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更嚴

重，因此媒體代理商能夠為彼此找到合適的交易對象。 

  因此，媒體代理商介於客戶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可藉由圖 5-2 及圖 5-3 簡要說

明之。由於媒體代理商之市場區隔較為明顯，大型國內外廣告主傾向向國際媒體

代理商投放預算，像 P&G、統一等大型企業考量到知名度及全球資源， 常優先

考慮國際媒體代理商，而國內一般廣告主及新興廣告主往往基於預算及服務多樣

化之考量，會考慮選擇國際或國內媒體代理商。隨著市場競爭愈發劇烈，國內外

媒體代理商均向外尋求新發展，國際媒體代理商將目標客群擴大至一般廣告主，

侵蝕國內媒體代理商之生存空間，國內媒體代理商也轉而開發大型國內廣告主市

場，市場版圖出現大幅度的改變。 

 

 

 

 

 

 

 

 

 

 

 

 



 

 
 

62 

      客戶 (選擇)                         媒體代理商 (爭取)    

 

 

 

 

 

 

 

               圖 5-2媒體代理商與客戶的關係 

            表示廣告主的選擇        表示代理商業務爭取 

 

 

  媒體代理商自廣告主承接業務後，根據媒體種類，替其分析評估合宜的廣告

曝光管道，並與媒體進行談判與執行，最後再運用尼爾森監看系統及收視收聽等

方式來監督媒體是否有按預定之檔次進行播映，保障客戶之權益。此外，媒體代

理商亦扮演廣告主與媒體之間的溝通橋樑，包括替客戶爭取權益，或廣告主有新

產品問世，可透過媒體代理商安排媒體，進行出機採訪及新聞播出等。 

 

 

 

大型國際廣告

主（如：P&G、

FORD） 

大型國內廣告

主（如：統一、

中華電信） 

 

國際中大型 

媒體代理商 

 

一般國內 

廣告主 

 

國內新興 

廣告主 

 

國內大型 

媒體代理商 

 

國內中小型 

媒體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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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媒體代理商與媒體之關係 

 

◎媒體代理商之比較分析 

  表 5-5 將媒體代理商分成國際媒體代理商、國內大型、中小型媒體代理商三

類，各取一家公司作為代表，針對客戶結構、部門分工、媒體合作關係、資源基

礎等方面進行分析比較。 

在客戶結構部分，M 集團主要以大型國內外廣告主為主，D 傳媒則偏重國內中

大型產業，至於個案Ａ公司，則將焦點放在國內中小型的客戶；在專業分工部分，

媒體代理商均有基本的媒體購買談判及媒體企劃功能，媒體研究在中小型代理商

多是企畫部門的工作，但國際或國內大型代理商成立媒體研究部門，其並發展數

位媒體、媒體行銷、藝人經紀等多方向部門或功能；在媒體合作關係部分，三種

媒體代理商均與多種媒體維持合作關係，但 A 公司則相對多著力在電視與網路

媒體；在中間商角色的部分，顯見規模愈大的中間商較不易有被去中間化之可能

性；在資源基礎部分，相較於國內媒體代理商，國際媒體代理商多角化的經營較

為成熟。 

 

推案 

調配 

省人力 

溝通 

客戶管理 

監督執行 

談判議價 

分析評估 
 

國際中大型媒體代理商 

國內大型媒體代理商 

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 

網路 

戶外媒體 

電視頻道 

平面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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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台灣媒體代理商內外環境之比較分析 

媒體代理商類型/

分析比較項目 

國際中大型媒體代理商 國內大型媒體代理商 

國內中、小型 

媒體代理商 

公司代表  M 集團 D 傳媒 A 公司 

客戶結構 

1. 以全球簽約的外商

公司為基礎 

2. 國內本土傳統大型

產業 

國內本土大型產業與中

型產業 
國內中小型產業 

專業部門分工 

媒體購買、媒體企劃、媒 

體研究、媒體投資管理、

媒體公關、網路互動等 

媒體購買、媒體企劃、

媒體研究、數位網路等 

廣告媒體、國際技術與

政府標案等 

媒體合作關係 多元媒體合作關係 多元媒體合作關係 
多元媒體合作關係 

(著重電視與網路媒體) 

中間商角色 

雖不易被取代，但亦常被

客戶及媒體要求貢獻度 

已有市場地位，但亦常

被客戶及媒體要求貢獻

度 

存在危機 

資源基礎 

多角化經營 

擴大服務項目 
發展多角化經營策略 

試圖發展多角化經營策

略並尋求資源合作 

 

  表 5-6 進一步將這三類媒體代理商進行優劣勢之比較分析，國際媒體代理商

與國內大型媒體代理商之市場策略較為一致，均重視增加媒體發稿量及與中小型

媒體代理商之策略合作，包括掛稿服務及資源交換等；在優勢部分，國際媒體代

理商之優勢在於資源、跨國人才、知名度、穩定的客戶基本盤，而國內大型媒體

代理商之優勢則在於在地化深耕經營，並同時具有國際媒體代理商及國內中小型

媒體代理商之特色，A 公司則是以媒體本業加上客製化服務為主，能針對不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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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提供多元服務；在劣勢部分，國際媒體代理商作業彈性不足，並追求年度業績

成長極力爭取客戶而採取削價競爭，而國內媒體代理商普遍缺乏國際觀，差異化

不大的情況下經營較艱辛。 

表 5-6 台灣媒體代理商優劣勢比較分析 

媒體代理商類型

/分析比較項目 

國際大、中型媒體代理商 國內大型媒體代理商 

國內中、小型 

媒體代理商 

市場競爭策略 

1. 以媒體發稿量作為資

源以提供廣告主較具

競爭性的媒體價格 

2. 尋找中小型企業型媒

體代理商合作進行掛

稿與資源交換 

1. 以媒體發稿量作為

資源以提供較具優

勢的媒體價格 

2. 積極尋找小型媒體

代理商進行策略合

作 

3. 提供客戶附加價值

及服務以與國際媒

體代理商區隔 

每一家的經營方式，市

場定位及客戶策略均不

同 

優勢 

1. 跨國、集團式的資源

豐富與市場壟斷 

2. 跨國客戶的國際視野 

3. 跨國背景人才的匯集 

4. 競爭力的媒體談判價

格 

5. 跨國大型客戶的服務

經驗與品牌知名度 

1. 大型本土客戶的在

地深根經營 

2. 獨特且綜合的市場

定位 

1. 針對不同客戶進行

客製化的服務 

 

劣勢 

1. 企業制度健全，但營

運彈性較不足，難以

1. 缺乏國際資源與經

營理念 

1. 缺乏國際資源的視

野與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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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製化服務 

2. 過於重視價格競爭 

3. 本地的經營會受到母

公司全球策略的影響  

2. 本土式的客戶結構

無法提升員工的國

際觀 

3. 面對國際集團壟斷

的媒體代理商產業

市場，不易突破. 

2. 本土式的客戶結構

無法提升員工的國

際觀與能力 

3. 因各自有不同的經

營模式與客戶策

略，不容易擴大 

 

二、 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競合關係 

（一）主要競爭及次要競爭者 

12. 主要競爭者 

    在類別定義上，個案公司的主要競爭者是本土中小型的媒體代理商，包括宏

將廣告、彥星、博崍媒體、喜思媒體、二零零八傳媒行銷、德立媒體。這些本土

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具有許多共同點。因此，針對個案公司的主要競爭者狀況說明

如表 5-7： 

表 5-7 A公司主要競爭者 

公司名稱 成立年度 相同點 差異點 

D 傳媒 1998 1. 缺乏母公司奧援 

2. 較缺資金及技術 

3. 營運操作富彈性 

4. 高層人員深耕市場

久 

5. 各有不同的經營方

式及客戶結構 

6. 具備整合行銷能力 

屬於國內大型媒體代理商，

經營領域廣泛 

G 傳播 1975 

北中南各有據點，亦在上海

及北京有合作夥伴，房地產

廣告為主力 

B 媒體 2002 本土廣告公司的媒體夥伴 

C 媒體整合 2004 

長期服務一大客戶，整合行

銷服務多樣化 

B 傳媒 2008 本土廣告公司的媒體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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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曾為第一大國際媒體

代理商董事長 

T 傳媒行銷 2008 

由國際媒體集團台灣區總裁

獨資創立，對外常稱為國際

集團的第四家媒體代理商 

P 媒體行銷 2010 主力為服務遊戲產業 

 

2. 次要競爭者 

  因近年經濟不景氣，各廣告主刪減廣告預算，加之以中國崛起後，各大外商

廣告主預算重心轉移，影響國際媒體代理商承攬額。但在每年必要的業績成長目

標壓力下，各家國際媒體公司則致力尋找新客戶及爭取比稿機會，尤其是排名前

幾名大型的媒體公司，積極的參與政府機構標案，也會參加兩三百萬波段小案的

比稿。所以，A 公司的次要競爭者，則為在媒體代理商產業中，屬於跨國外商、

集團式的媒體代理商。 

（二）競合關係之掛稿服務 

  如前所述，媒體代理商利用集中媒體發稿量來向媒體業者獲取媒體佣金。發

展初期是把廣告代理商之媒體部獨立出來，成立一家媒體代理商來跟媒體進行議

價。但在媒體代理商家數不斷增加的同時，市場廣告量規模未見明顯成長，在供

過於求之情況下，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發稿量較難獲得媒體給予之媒體佣金，而

大型媒體代理商也因業務量成長需求需要更多發稿量，因此對中小型媒體代理商

提供媒體發稿的掛稿服務，集結其他媒體代理商之發稿量，向媒體進行議價，獲

取之優惠則由雙方共同分享。 

  媒體代理商對廣告主之收費方式多採事後收取制，先以自有資金撥款給媒體

進行媒體購買，結案後才向廣告主收費，雙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風險；在掛稿

部分，即承攬該廣告主業務的媒體代理商與廣告主敲定預算，並且自行與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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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好購買條件後，單純將其發稿”量”，名義上掛給其他的媒體代理商，由被掛稿

的媒體代理商集結手中所有年度發稿量，以自家公司的名義對媒體做媒體佣金的

談判。被掛稿的媒體代理商僅提供發稿量掛稿的財務服務，無法接觸任何與廣告

主的作業，亦不清楚掛稿公司與媒體間談判的價格與執行條件。 

  在掛稿服務中，雙方媒體代理商均從中獲得好處，而媒體的利潤則受到擠

壓，但媒體默許掛稿服務吞噬其利潤之主要原因降低收款風險，曾有媒體代理商

因其客戶有狀況未付款，媒體代理商收不到錢而拖欠媒體款項，使媒體產生重大

損失。而提供掛稿服務的多為國際媒體代理商，信用較國內媒體代理商甚至一些

客戶都來得高，媒體可藉由犧牲部分利潤來降低信用風險，使營運更為穩定，故

掛稿服務能達到一種三贏之局面。 

  競合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維持既競爭且合作的微妙平衡關係，以 A 公司

與被掛稿的國際媒體代理商為例，對他來說，A 公司是他的客戶，讓他可以從媒

體手中拿到更高的媒體佣金，但因僅提供掛稿的服務，若廣告主進行公開比稿，

雙方均獲邀，則此時 A 公司與被掛稿之媒體代理商就是競爭者，雙方依據自身

的條件跟能力各自爭取之，圖 5-4 即為電視媒體掛稿服務之案例。 

  依據 Das and Teng (2000)對策略聯盟組成的看法，在掛稿服務方面，媒體代

理商之間的關係比較像是長期穩定的競合關係，三方均能從中得到好處，任何一

方破壞均無法從中得到更大的效益，此即為賽局中 Nash 均衡11之概念，故雙方

可以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之方式來維持競合關係。 

 

 

 

 

 

                                                      
11
 Nash 均衡是指賽局中，每個參與者的策略都達到最適反應，任何參與者變更策略均不會替自

己帶來更多好處，故不會去破壞這個均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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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掛稿服務 

 

 

 

 

 

 

 

 

 

 

 

 

 

 

 

 

 

 

 

 

大型媒體代理商 

中小型媒體代理商 

媒體 

提供年度量購回饋獎金 

提供累積量購回饋獎金 

整合媒體廣告量取

得更高回饋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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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媒體代理商產業為分析主題，將重點放置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

商，並輔以一個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為個案，進而探討與分析，針對研究的發

現茲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產業面臨的瓶頸 

  本研究探討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在產業市場中的中間商角色，發現整體來

說，目前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在發展上所遇到的瓶頸，包括： 

1、 中間商價值不凸顯 

如先前分析，媒體代理商競爭激烈，在整體廣告量持平市場並未擴大，又沒

有明顯的差異化下，各媒體代理商常以削價競爭以爭取客戶。客戶認為如果

代理商只剩下價格的區別，所以習於到處比價; 而媒體端亦認為只會殺價的

代理商會損及其權益，更確認要直接接觸客戶; 而許多客戶也因媒體代理商

可換，跟媒體卻可建立長久關係為由而樂於接觸。如此惡性循環，國內中小

型代理商十分為難。 

2. 客戶量不穩定，影響與媒體的互動 

雙邊市場中一方的數量會影響另一方的交易意願，雖說各家中小型媒體代理

商人員的關係良好，並不致影響媒體的條件，但畢竟無法長期穩定的向國際

媒體公司一樣的給予媒體量的承諾，在平日作業互動的頻次或推案上，還是

會有差別。 

3. 資源不足，配備難以全面化 

媒體代理商是資金集中的產業，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在資金，工具發展，國際

訓練技術等部分均不如國際媒體代理商完整。以尼爾森調查資料為例，從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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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須用的電視收視率調查，目標對象群媒體接觸行為，五大廣告量統計等，

因價格不菲且分項收費，並不是每家公司均負擔的起的。個案 A 公司在成立

時即向尼爾森購買各項調查系統，並陸續購買 EICP 等各項行為分析調查資

料，在一般中小型公司中比較少見，企圖創造資源地位門檻。 

4. 傳統媒體背景的作業人員，行銷知識不足  

廣告主的產業多元，在建議何為最適的宣傳管道及宣傳方式前，必須要有解

讀客戶產品的行銷基本能力，但各家國內中小型媒體公司因主要業務依然在

媒體專業上，因此人員的聘用及訓練依舊多在媒體相關的技術提升上，這樣

的能力將無法滿足前述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客戶。 

第二節 管理意涵 

  針對以上研究過程省思，對於國內中小型媒體產業的市場發展，研究者提出

幾項建議作為思考，詳細探討如下。 

一、 財務控管與客戶徵信 

 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均為自行創業，不同於國際媒體代理商是由專業經理

人經營，因此各家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經營方式受老闆風格影響甚鉅。大多

數的老闆均是此產業資深技術人員出身，技術強人脈廣但是缺乏財務知識，研究

者首要要對此產業的經營者提出財務及經營上的建議 : 

1. 加強財務控管能力 

廣告媒體代理產業普遍採取事後向廣告主收款之方式來承接業務，廣告

主與媒體代理商談妥條件及預算金額後，即在各媒體中執行露出，經常

在尚未收到廣告主的款項時候，即就需先支付媒體款項予媒體業者。因

此只要廣告主事後不認帳，媒體代理商就也莫可奈何的必須扛責任，自

行吸收損失。只要經濟景氣尚好，事後收付款都不會產生太大的信用危

機，但只要發生如同金融海嘯般的大事件，廣告主可能自身難保，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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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也跟著受害。因此，產業中偶爾聽到財務吃緊的風聲甚或曾有被

客戶倒帳而無法經營的案例。 

2. 信用徵信，慎選客戶 

有鑑於產業之特性，公司就算是對廣告主擁有極大的信任，財務風險依

然存在，因此平常在承接業務前，建議務必要做客戶的信用徵信，已做

自身保障。謹慎挑選承接客戶，不要為了業績而把自身暴露於風險之中。 

3. 注重客戶結構 

國內中小型客戶數量不多，業務量往往過於集中在少數大客戶手上，只

要大客戶有財務狀況，通常都會跟著受到影響，此外，大客戶占營業比

重過高，會使公司對客戶的談判能力降低，故為減輕大客戶對企業帶來

之衝擊，必須要多方拓展業務，降低單一大客戶投放預算比重較為安全。 

二、 盤點資源與提升能力 

 雙邊市場理論特性，增加一方(客戶數量)就可以影響另一方(媒體)。國內中小

型媒體代理商經營或接觸的客戶，其使用代理商的方式及預算投資不多的關係，

作業習慣通常都很機動，服務需求也不只是在媒體建議及談判上，而需多元的廣

告行銷服務，因此，增加功能是客戶服務的要素。不同於家大業大的國際媒體代

理商可以多角化經營，資源有限是國內中小型代理商的限制，在此不建議盲目擴

展服務項目，但是，中小型代理商應揮靈活的營運特性，滿足客戶多樣化的需求，

卻並非樣樣都自己做。可先篩選出自身的關鍵資源有哪些，再以自身能力與資源

搭配，相符又有未來性的服務項目或模式可以自行發展，但若在能力或資金等考

慮下，亦可先以外包方式維繫合作廠商(利害關係人或競合者)之關係，同時也學

習發展能力。除了培養 one stop-shop 的優點，也阻絕競爭者可滲透的管道。 

 與大多數產業相同，廣告主也存有大公司大品牌的迷思，大公司系統制度健

全，相對會比較制式，資源人力豐沛，但落實到單一客戶配置則非盡如理想。電

影征服情海(Jerry Maguire) 中，大公司炙手可熱的運動經紀人男主角(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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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ise飾演)，手中明星如雲，但他對公司提出：“提昇服務品質，重質非量，

重視客戶而非賺錢”之建言被開除，之後，對唯一簽下經紀約的二線球員真誠照

顧，建立了前公司與客戶間沒有的信賴。以上雖為電影情節，但國內中小型媒體

代理商客戶數量不多，反而有條件如電影中男主角專心一意的經營他的客戶，提

供“快速，貼身”的服務，深耕客戶關係。 

知名或大型客戶的服務經驗，可以增加其他客戶對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

信任，進而委託。雖如前所述，大型客戶慣於使用國際媒體代理商，但國內中小

型媒體代理商可以想辦法突破，避開大型客戶簽約的主要媒體範圍(一般是在電

視等傳統媒體或加網路廣告等)，進攻新興的行銷管道，而這些耗時費力又做工

繁雜的建議執行案，通常大型媒體代理商也無意承接，正好可給國內中小型媒體

代理商接近大型客戶機會，獲得指標性客戶在生意上的加持。 

  面對國際媒體代理商強勢的競爭，引進國外專業技術、行銷知識或分析工

具，有助於提供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競爭力，並且也能強化內部員工的國際

視野與國外專業技術學習。雖然媒體界不像電子或工具機有國際展覽會，但是可

以投稿參加國際間媒體策略或創意等的比賽，如可獲獎則無異於是對自身最好的

廣告。 

三、 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聯盟 

  大型的國際媒體代理商公司有資源豐富，客戶取得較為容易的優勢，前幾年

WPP集團經過併購目前有三家媒體代理商，並已整合媒體量於集團內群邑公司進

行媒體談判。2012年日本電通併購歐洲凱絡媒體，若加上原旗下的貝立德媒體，

目前台灣媒體均嚴陣以待兩家公司的媒體量整合會造成的影響。國內媒體代理商

要注意雙邊市場水平面競爭中，網路外部性下大者恆大的“贏者全拿”現象。針

對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所面臨的市場競爭，研究者提出本土中小型媒體代理商

的合作，組合成一個「本土媒體代理聯盟」，資源整合，以面對市場考驗 

如同彰化水頭業者組成 AQUA聯盟，各家公司可以各自接單，也可以透過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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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接單。另廣告業界亦有創集團整合獨立代理商的先例，創集團整合各類型廣

告，創意，公關，數位等本土代理商，各家公司依然獨立運作，但在客戶經營上

可以互相合作，在共同資源上也可共享。 

  雖然各家媒體代理商的同質性很高，但相信有空間可以共同努力尋找資源共

享、技術互補、又不損及自身競爭優勢的交流來極大彼此效益，如:合作各家可

得最大利益的媒體量集中談判，或是結合各家專長的教育訓練，以及比稿支援或

衝突性客戶的處理等。 

四、 政府政策適當介入市場機制 

  對於台灣媒體代理商產業幾乎被跨國集團佔據的現況，建議政府適當提出外

資/跨國集團經營的相關規定，例如：投資限額、經營形式與規範，在專業服務

考量之虞，仍須考量市場商業經濟利潤的平衡與市場機制的規範，而非無條件開

放與倚賴跨國集團的資源與技術。 

  此外，因為國際媒體代理商併購風盛，建議政府應注意是否有聯合壟斷以影

響市場操作或價格的情形。如此，在政府適當的管制市場中，國內本土中小型媒

體代理商才能在公平的產業生態中，提供專業服務。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台灣媒體代理商的研究不多，針對本土創立的中小型媒體代理商更是甚少提

及，如何讓本土創立的媒體代理商茁壯，期許未來有興趣者繼續研究。 

 

代理商的未來角色與期許 

  除嫻熟於使用廣告代理商或媒體代理商的客戶外，許多廣告主並無法清楚區

分這兩者的差異，而在媒體代理商擴張服務項目向上擠壓廣告代理商的功能下，

更是重疊而令廣告主混淆。 

  針對媒體，媒體代理商一向是“以量相待”，認為有量量大，媒體就要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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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予取予求，但近年來常有因為媒體量無預警的上升，媒體毫不手軟的退媒體代

理商所下的預算，讓媒體代理商臨時捧著預算找不到買家，達不到執行目標就是

影響到廣告成效。 

  不論對廣告主或是媒體，代理商都是要對兩邊都有利益才有存在價值的“中

間商”，如以此點出發，應可探討企圖提供多元服務的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

與一般廣告公司的市場區隔，也可研究不同類型客戶，選擇媒體代理商及換媒體

代理商的考量點。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客戶資源不豐富，對媒體不至於氣燄高

張， 可找出媒體需要媒體代理商的協助或是合作模式 。 

 

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的永續經營關鍵要素 

  如前所述，這類型的媒體代理商業者，不論是創立原因、競爭優勢、擁有資

源、經營風格都不甚相同，面對外在環境的反應及變化亦有差異。經過以上研究

分析，此類型代理商現階段應面臨生意模式的抉擇。在做到去中間商化，了解雙

邊市場下所有關係後，國內中小型媒體代理商要怎樣能夠整裝邁入下一個十年二

十年，會是這些公司，以及市場上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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