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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Ⅰ 華研國際音樂（HIM）受訪者資料】  

姓名：施人誠 

職稱：華研唱片企劃統籌 

入行時間： 12年 

進入華研服務時間：2001年 7月 16日至今 

相關經驗：福茂、EMI、點將、滾石、華研、個體戶 

企劃、製作企劃、A & R、歌詞、企劃主管 

企劃作品： 

巫啟賢–太傻（80萬張）成名作 

蔡琴–點亮霓虹燈 

張清芳–無人熟識（台語） 

伍思凱、蘇慧倫、周華健、戴佩妮、劉虹嬅、Ruby、高慧君 

面訪時間：2004 年 6 月 10 日晚上 10 點  

面訪地點：西門町  

 

 

 

 

 

 

 



附 錄 

 
172 

 

 

 

【附錄Ⅱ  華研國際音樂（HIM）訪談大綱】  

一、 華研國際音樂簡介  

1． 華研國際唱片公司簡介與沿革。  

2． 華研 2003 年的營運狀況：主要歌手、發片量、營業額⋯等。 

3． 華研的企業願景與使命為何？  

4． 華研的海內外佈局為何？是否有前進大陸的計劃？  

5． 華研與台灣超軟集團之關係為何？  

二、 華研的組織架構  

6． 華研組織架構為何？  

7． 華研的各部門主要工作內容為何？  

8． 華研各部門間如何協調溝通？  

9． 華研各部門之間意見不同時如何解決？  

10． 華研在工作上是否有獎懲制度，如獎金或升遷？  

11． 華研製作、企劃與宣傳預算如何制定？媒體購買如何制定？ 

12． 目前唱片公司的角色比較類似統籌，委外製作的部份很多。

華研如何與外部的合作人員或公司協調溝通。  

(1) 上游供應商：如製作公司、導演、攝影師、造型師等  

(2) 下游通路商、零售商：如中盤商與零售通路等。  

(3) 其它子公司：母公司台灣超軟與星馬分公司的關係。  

(4) 代理商：廣告代理商、媒體代理商或是其它區域發行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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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華研的人員知識面  

先解釋 IMC 的定義，再請受訪者回答下列問題。  

1． 請問您認為 IMC 對華研會有幫助嗎？  

2． 華研目前是否認知到有 IMC 的需求？  

3． 請問您認為華研的員工是否能全力配合 IMC 的方式？  

4． 請問您認為華研在 IMC 的執行上是否會有困難？  

5． 華研是否有設立資料庫做為行銷策略輔助工具？內容如何？由

誰管理？應用的層次為何？  

6． 華研如何掌握消費者快速變化的口味？  

7． 華研如何應用新興媒體與科技？  

四、 華研的企劃流程面  

1． 華研的唱片企劃流程為何？  

2． 華研每張唱片企劃之前，是否有執行 SWOT 分析或其它內部外

市場環境分析，幫助製作、企劃與宣傳方向的擬定。  

3． 華研如何區隔市場？使用的變數為何？  

4． 華研唱片是否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點？  

5． 華研是否確認利害關係人與其重要性？  

6． 華研是否有將所有可能的訊息接觸點納入管理？  

7． 企劃與宣傳人員是否參與唱片製作的過程？  

五、 華研的執行整合面  

以【S.H.E】第一張專輯《女生宿舍》為例。  

1． 請描述【S.H.E】出道與華研接觸的過程。  

2． 當初發行這張專輯時的利基點為何？目標群為何？競爭對手為

何？（SWOT分析、市場分析、消費者分析、競爭者分析）  

3． 藝人定位為何？專輯定位為何？（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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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視覺說明，包括：CD 實體包裝、MTV、平面宣傳物。  

5． 專輯製作人為何？如何選取？考量為何？  

6． 主打歌如何決定？  

7． 預算如何制定？宣傳預算多少？  

8． 發行前是否有做產品測試？  

9． 通路選擇上是否有別於傳統之作法？是否有做通路促銷？  

10． 訂價策略為何？  

11． 整個宣傳期維持多久？共做了幾波？每一波的主要訴求為

何？  

12． 是否有修正行銷策略？  

13． 在宣傳期間，廣告與宣傳在五大媒體上如何配合？由何單位

策略與執行？  

14． 工具的選擇上是否有全盤性的策略考量？是否有與歌迷互動

的回饋機制？  

15． 是否有接洽專案或是其它特殊宣傳方式？  

六、 華研的績效評估面  

1． 第一張專輯總共約賣了多了張？  

2． 除了銷售量，對於藝人的成功，是否有其它的衡量指標？例如：

知名度。詢問度。歌友會大小。或是其它指標，讓華研能夠隨時

注意藝人品牌權益。  

3． 【S.H.E】在第一張專輯之後的專案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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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Ⅲ  環球國際唱片（Universal）受訪者資料】  

姓名：黃宜蔚  

職稱：環球國際音樂台灣分公司企劃部協理  

入行時間：  13 年  

進入環球時間：二年 8 個月  

企劃作品：  

滾石–陳昇、陳淑樺、羅大佑、黃品源  

魔岩：中國大系列  

環球：Energy、許慧欣、潘瑋柏、張學友  

面訪時間：2003 年 6 月 13 日（五）下午 3 點  

     2004 年 6 月 4 日（五）下午 3 點  

面訪地點：環球國際唱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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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Ⅳ  環球國際唱片（Universal）訪談大綱】  

一、 環球國際唱片  

1． 台灣環球國際唱片的介紹。  

2． 環球 2003 年國語唱片的營運狀況為何？  

3． 環球的企業願景與使命為何？  

4． 環球與母公司之合作模式為何？  

5． 環球與上華唱片之關係為何？  

二、 環球的組織架構  

1． 環球組織架構為何？  

2． 環球的各部門主要工作內容為何？  

3． 環球各部門間如何協調溝通？  

4． 環球各部門之間意見不同時如何解決？  

5． 環球在工作上是否有獎懲制度，如獎金或升遷？  

6． 環球在製作、企劃與宣傳預算如何制定？媒體購買如何制定？ 

7． 目前唱片公司的角色比較類似統籌，委外製作的部份很多。環球

如何與外部的合作人員或公司協調溝通。  

(1) 上游供應商：製作人、導演、攝影師、造型師等。  

(2) 下游通路商：如中盤商、零售店等  

(3) 其它子公司：其它地區之環球公司與上華唱片。  

(4) 行銷傳播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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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球的人員知識面  

先解釋 IMC 的定義，再請受訪者回答下列問題。  

1． 請問您認為 IMC 對環球會有幫助嗎？  

2． 環球目前是否認知到有 IMC 的需求？  

3． 請問您認為環球的員工是否能全力配合 IMC 的方式？  

4． 請問您認為環球在 IMC 的執行上是否會有困難？  

5． 環球是否有設立資料庫做為行銷策略輔助工具？內容如何？由

誰管理？應用的層次為何？  

6． 環球如何掌握消費者快速變化的口味？  

7． 環球如何應用新興媒體與科技？  

四、 環球的企劃流程面  

1． 環球的唱片企劃流程為何？  

2． 環球每張唱片企劃之前，是否有執行 SWOT 分析或其它內部外

市場環境分析，幫助製作、企劃與宣傳方向的擬定。  

3． 環球如何區隔市場？使用的變數為何？  

4． 環球唱片是否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點？  

5． 環球是否了解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  

6． 環球是否有將所有可能的訊息接觸點納入管理？  

7． 環球的企劃與宣傳人員是否參與唱片製作的過程？  

五、 環球的執行整合面  

以【ENERGY】第一張專輯《Come On》為例。  

1． 請描述【ENERGY】出道與環球接觸的過程。  

2． 當初發行這張專輯的利基點為何？目標群為何？競爭對手為

何？（SWOT分析、市場分析、消費者分析、競爭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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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人風格定位為何？專輯風格定位為何？（A&R）  

4． 視覺說明。CD 實體包裝、MTV、平面宣傳物。  

5． 製作人為何？如何選取？考量為何？  

6． 主打歌如何制定？  

7． 預算如何制定？宣傳預算多少？  

8． 是否有做產品測試？  

9． 通路選擇上是否有別於傳統之作法？是否有做通路促銷？  

10． 訂價策略為何？  

11． 整個宣傳期維持多久？共做了幾波？每一波的主要訴求為

何？  

12． 是否有修正行銷策略？  

13． 在宣傳期間，廣告與宣傳在五大媒體上如何配合？由何單位

策略與執行？  

14． 工具的選擇上是否有全盤性的策略考量？是否有與歌迷互動

的回饋機制？  

15． 是否有接洽專案或是其它特殊宣傳方式？  

六、 環球的績效評估面  

1． 第一張專輯總共約賣了多了張？  

2． 除了銷售量，對於藝人的成功，是否有其它的衡量指標？  

3． 【ENERGY】在第一張專輯之後的專案有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