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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章之文獻探討分為整合行銷傳播（ IMC）與台灣唱片產業二個部份。

前三節依投入 -執行 -產出之概念分別敘述 IMC 之投入要素、執行過程與績

效產出，並於第四節綜合整理出 IMC 之概念性架構。第五節則說明唱片產

業的定義與台灣地區唱片產業之現況與特性，做為研究方法之依據。  

第一節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要素投入  

一、 整合行銷傳播（ IMC）的起源與發展  

近年來市場環境的遽變，科技日新月異，傳統行銷法則中耳熟能詳的

4P，如今已成為企業肩上的重擔了。企業不能單靠製造產品（Product）、

訂定價格（Price）、鋪貨通路（Place）與推廣促銷（Promotion）的模式

來營利。麥肯錫報告（McKinsey report）指出：「某些行銷策略的確急需

改革，方法之一便是要將行銷視為一個過程，而非僅是公司裡的一個部

門。」行銷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也指出：「真正的行銷，

應該是公司整體的努力，是一個從顧客觀點出發的全方位事業。」（摘自

《品牌至尊》，廖宜怡譯，1999）  

上述的行銷趨勢，正符合 IMC的精神。所以當 1993年西北大學Schultz

教授等人發表《整合行銷傳播》一書時，行銷界就掀起了一股 IMC 的風潮。

造成這股風潮的原因有很多，整理 Schultz（1993）、Duncan和 Caywood

（1996）、祝鳳岡（1996）等學者的說法，歸納如下：  

(一 ) 企業組織因素  

1． 組織來自董事會的財務壓力，迫使行銷經理縮減行銷預算，或將

預算投注在比廣告來的短程且成效較能預測的促銷活動上。  

2． 企業組織的行銷專業程度提高，不再相信廣告代理商所言，將電

視廣告視為接觸消費者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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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行銷傳播工具因素  

1． 大眾媒體的成本提高，而廣告訊息可信度與影響力卻持續下降。

廣告不再是唯一的寵兒。  

2． 媒體零碎化，閱聽大眾也隨之零碎化。特定媒體隨之興起，成為

廣告的強勁對手，提供客戶在解決傳播問題和製造市場機會上的

另類選擇。  

3． 資料庫成本下跌，配合市場區隔方法的精細化，行銷人員可以更

有效的接觸到目標對象，廣告不再是唯一選擇。  

4． 專業化的公關公司與直效行銷公司獲得競爭優勢，廣告代理商不

再一枝獨秀。  

(三 ) 市場環境因素  

1． 同質性產品增多，產品特色不易凸顯。  

2． 經濟停滯成長，全球競爭加劇，全球行銷成為趨勢，資源整合追

求最大效益為強化競爭之道。  

美國在 1991年完成二個企業實施 IMC 的調查研究，其一是由西北大

學與美國廣告代理商協會（4A）合力完成，調查對象為全美 94 家年平均

營業額在 96 億美元以上的企業組織。另一個研究由科羅拉多大學的

Duncan 與 Everett教授所完成。二研究顯示有 59%的企業主熟悉 IMC 的

概念，在告知定義後，有八成左右的受訪企業主表示肯定 IMC 的價值，認

為它可以提高行銷傳播的效果。（Duncan和 Caywood，1996）  

IMC 已被認為是行銷的趨勢潮流。從企業的角度來說，轉到 IMC 可以

看作是對外在環境變化─消費者變革與傳播通路變革─的一種調適。從消

費者的角度來說，資訊過多產生的焦慮與注意力的分散將導致消費者對產

品訊息無動於衷。因此，將訊息整合成一致的概念，經由不同工具管道傳

遞給有需要的消費者，幫助消費者做決策的制定，才是消費者所希望的。

而 IMC，正是以此為目標。  

因此，Schultz（1996）主張 IMC 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管企業組織

是否採行，消費者早已對訊息進行整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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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行銷傳播（ IMC）的定義  

IMC 的概念推廣至今，一直受到二極化的評價，有人認為使用多種的

傳播組合就是 IMC，也有人認為 IMC 即是運用單一的聲音。事實上， IMC

的真正概念比這些說法複雜多了（Duncan 和 Caywood，1996）。運用多

種傳播工具並不意味這些工具便能有效地「整合」在一起；盲目地統一不

同傳播工具的聲音也容易造成各種傳播工具的說服功能無法有效發揮。 

那到底什麼是 IMC？我們先來看看學者們對 IMC 的定義。  

美國廣告代理商協會（4A）是最早發表 IMC 定義的單位，他們在 1989

年初步發表的定義如下：  

整合行銷傳播（ IMC）是一種從事行銷傳播計劃的概念，確認一

份完整透徹的傳播計劃有其附加價值存在。這個計劃應評估不同的傳

播技能－例如廣告、直效行銷、促銷活動及公共關係－在策略思考中

所扮演的角色，並且透過天衣無縫的整合，提供清晰一致的訊息，發

揮最大的傳播效益。  

這個定義，強調 IMC 是一個「過程」。為了達到最大的傳播效果，必

須思考廣告之外傳播工具的策略角色，透過整合，傳遞一致且清晰的訊息。 

1993年，美國西北大學麥迪爾學院（Medill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Northwest University ）的 Schultz教授發表 IMC 的定義為：  

整合行銷傳播（ IMC）是將所有與產品或服務有關的訊息來源加

以管理的過程，使顧客及潛在消費者接觸統合的資訊，並且產生購買

的行為，維持消費者忠誠度。  

他們認為新一代的行銷傳播，應採取「由外而內（outside-in）」的觀

點，即應審視外部的消費者需求與動態，回視內部的企業行銷目標與產

品。以顧客的觀點整合所有的訊息，包括產品包裝、通路陳列、廣告訊息⋯

等，目的是引發消費者與潛在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並維持忠誠度。  

1993年，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 Duncan也提出

了對 IMC 的看法，他們認為：  

整合行銷傳播（ IMC）是組織策略運用所有的媒介與訊息，互相

調和一致，以影響其產品價值被知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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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定義以消費者知覺層面為出發點，重點在於組織要先了解消費者知

覺訊息的方式，運用一致性的訊息，達到組織的目的。  

1996 年，Duncan再度修正了 IMC 的定義：  

整合行銷傳播（ IMC）是策略性地控制或影響所有相關的訊息，

鼓勵企業組織與消費者及利害關係人3的雙向對話，藉以創造互惠的

關係。  

在這個定義中，不僅可以看出 Duncan認為 IMC 的目標應從知覺層面

拓展至關係層面，目標閱聽眾也從消費者拓展至利害關係人，並鼓勵企業

創造雙向對話的機會。學者 Thorson和 Moore（1996）認為，這個定義為

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hip）在 IMC 之中開啟了大門。  

1996 年，科羅拉多大學另一位學者 Gronstedt也指出：  

整合行銷傳播（ IMC）是運用所有的傳播工具，包括傳輸工具、

接收工具和互動工具等，加以整合之後，建立或維持組織與利害關係

人之間彼此互惠的關係。  

這個定義強調 IMC 應使用互動的傳播工具，而非單向的傳遞整合的訊

息；應與利害關係人保持對話，維持長期互惠的關係。  

利害關係人日益受到重視，1997年，西北大學 Schutlz也提出新的 IMC

定義：  

整合行銷傳播（ IMC）是透過企業所有傳播面向的整合管理，以

建立與顧客及重要利害關係人正面而持久的關係，也就是企業長期針

對消費者、顧客、潛在顧客及其它內外相關目標視聽眾，規劃、發展、

執行具協調的、可測量的、說服性的品牌傳播計畫之策略程序。  

Schultz將 IMC 的目標對象從消費者與潛在消費者擴大到重要利害關

係人。不僅如此，也將 IMC 的核心從戰術的層次提昇到策略層次，整合的

範圍也不只是傳播工具，而是企業所有傳播面向的整合。另外，行銷目標

也從購買行為延伸到關係的建立。  

                                                 
3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Duncan（1999）明確指出利害關係人包含了政府團體、媒體、

供應商、經銷商、投資人、內部員工⋯等。Gronstedt（1996a）則廣泛的指出利害關係人為「任

何足以影響（或被影響）企業目標達成的個人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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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西北大學與科羅拉多大學以行銷與公關的觀點，不停在 IMC 的領

域上對話，1997 年，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

Shimp以「一種寬廣的聲音」的觀點來審視 IMC 的本質，他的論點包容了

西北大學與科羅拉多大學不同的觀點，其定義為：  

整合行銷傳播（ IMC）是針對現有與潛在顧客的長期發展，施行

不同形式且具說服性的傳播活動過程，其目的是去影響或直接牽動目

標群的行為。IMC應該考量公司或品牌之所有可以接觸到目標群的資

源，進而採行所有與目標群相關之傳播工具，使商品或服務的訊息得

以傳送讓目標群接收。  

Shimp認為 IMC 的整合不應只侷限於傳播工具，而應考量公司或品牌

所有的資源，管理所有的品牌接觸點。而 IMC 的目標是直接影響行為但也

得考量顧客關係的長期發展。  

綜合以上與其它學者不同的觀點，將 IMC 的定義整理如下表 1-1，並

依其定義內容整理 IMC 的重點要素：  

表 1-1 整合行銷傳播（IMC）之定義整理 

提出者 IMC的定義 IMC的要素 

美國廣告代理商

協會 

（1989） 

IMC是一種從事行銷傳播計畫的概念，確認一份

完整透徹的傳播計劃有其附加價值存在。這個計

劃應評估不同的傳播技能－例如廣告、直效行

銷、促銷活動及公共關係－在策略思考中所扮演

的角色，並且透過天衣無縫的整合，提供清晰一

致的訊息，發揮最大的傳播效益。 

使用多種傳播技能 

策略性協調不同工具 

一致的訊息 

最大的傳播效益 

 

James Foster 

（1990） 

透過適切的媒體，傳播適切的訊息給適切的對

象，引發期望的回應，運用多種傳播工具擴散公

司一致的聲音。 

使用多種傳播工具 

一致性的聲音 

刺激回應 

Relph Oliva

（1993） 

擁有一個包含顧客行為的資料庫，以雙向溝通的

適當形式，傳送個人化的訊息。  

資料庫的建立 

雙向溝通 

個人化的訊息 

美國西北大學 

Schultz等人 

（1993） 

IMC是將所有與產品或服務有關的訊息來源加以

管理的過程，使顧客及潛在消費者接觸統合的資

訊，並且產生購買的行為，並維持消費者忠誠度。 

管理所有訊息來源 

統合的訊息 

購買行為 

消費者忠誠度 

科羅拉多大學

Duncan 

（1993） 

組織策略運用所有的媒體與訊息，互相調和一

致，以影響其產品價值被知覺的方式。 

策略運用所有的媒體與訊息 

調和一致性訊息 

產品價值的知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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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羅拉多大學

Duncan修正 

（1996） 

IMC是策略地控制或影響所有相關的訊息，鼓勵

企業組織與消費者及利害關係人的雙向對話，藉

以創造互惠的關係。 

策略控制所有訊息 

包含利害關係人 

雙向對話 

建立互惠關係 

科羅拉多大學 

Gronstedt 

（1996a） 

IMC是運用所有的傳播工具，包括傳輸工具、接

收工具和互動工具等，加以整合之後，建立或是

維持組織與期利害關係人之間彼此互惠的關係。 

整合所有的傳播工具 

互動工具 

包含利害關係人 

建立互惠關係 

Andrew Crombie 

（1996） 

將產品傳播組合中的所有面向協調整合，以符合

消費者在與品牌接觸的各種階段下的不同需求。 

以消費者出發 

協調傳播組合 

西北大學 

Schultz修正 

（1997） 

IMC透過企業所有傳播面向的整合管理，以建立

與顧客及重要利害關係人正面而持久的關係，也

就是企業長期針對消費者、顧客、潛在顧客及其

它內外相關目標視聽眾，規劃、發展、執行具協

調的、可測量的、說服性的品牌傳播計畫之策略

程序。 

整合企業所有傳播面向 

由消費者出發 

包含利害關係人 

品牌傳播計劃 

整合性訊息 

建立長期正面持久的關係 

南卡羅萊納大學

Shimp 

（1997） 

IMC是針對現有顧客與潛在顧客的長期發展，施

行不同形式且具說服性的傳播活動過程，其目的

是去影響或直接牽動目標群的行為。IMC應該考

量公司或品牌之所有可以接觸到目標群的資源，

進而採行所有與目標群相關之傳播工具，使商品

或服務的訊息得以傳送讓目標群接收。 

由消費者出發 

整合公司與品牌資源 

考量所有傳播工具 

建立長期關係 

直接影響行為 

Griffith 

（1997） 

產品與企業的相關訊息、定位、形象皆必須以行

銷溝通的立場來協調。 

包含產品與企業的訊息 

一致性訊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企劃流程  

學界對於 IMC 的定義仍在開展之中，Duncan 和 Caywood（1996）

指出，目前對 IMC 的共識僅是：「 IMC 是一個概念，也是一個動態的流程。」

而各學派切入此概念的角度不同，也產生出不同的企劃流程，著重概念的

部份也不一致。敘述如下：  

(一 ) 西北大學之「整合行銷傳播企劃模式」  

Shultz、Tannenbaum 和 Lauterbom（1993）為 IMC 提出一個

從消費者與潛在消費者資料庫為起點，針對不同的消費者行為區隔做

接觸點管理的 IMC 企劃模式，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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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西北大學之整合行銷傳播（IMC）企劃模式 

資料來源：《整合行銷傳播》，吳怡國等譯（1994），滾石文化 

 

Schultz（1993）認為此模式說明了完整的 IMC 必須做到下列幾

項要素：  

1． 由外而內（Outside-in）的企劃流程：  

傳統行銷的重點在於如何銷售企業所製造、研發的產品或

服務，這種「由內而外」的規劃方式主要受限於財務導向的重

視，即傳播預算的分配取決於獲利來源。過份重視財務目標，

將使企業經營短視近利，忽略長期維繫顧客的基礎（Gonring，

1994）。  

由外而內（Out side-in）的行銷企劃模式，行銷人員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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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持對話，針對消費者需求找出其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並

正確地將相關訊息傳達給消費者。  

2． 強調資料庫行銷 4：  

Schultz（1993）表示，資料庫行銷是實施 IMC 與否的一

個重點。以資料庫行銷為整合觀點的學者視『資料庫行銷』是

實施整合行銷與否的一個分界點。  

IMC 真正的價值在於長期運用資料庫的企劃所發揮的效

果。行銷人員可以應用資料庫的分析來發展具成本效益的行銷

企劃。採取與顧客和潛在顧客直接且個別的溝通方式，同時追

蹤並評估促銷活動的效果，並期望建立品牌忠誠度。  

資料庫的內容至少應包括人口統計、心理統計及購買歷

史，如購買習性、產品使用及媒體使用的資訊。此外也要有消

費者相關的態度資訊如消費者的產品類別網路、消費者對他們

所使用產品的聯想等。  

3． 以消費行為做為區隔變數：  

透過資料庫的運用可看出 IMC 的另一個重點，即以消費者

及潛在消費者的行為資訊做為市場區隔的工具。行銷人員應持

續性地了解消費者行為，將消費者行為納入資料庫中做為整合

                                                 
4  Shaw & Stone（1990；引自曹偉玲，1999）對資料庫行銷的定義為：「資料庫行銷是對於行

銷溝通的一種互動式的處理方法，它使用一些可以直接接觸到特定客戶的傳播媒體，來延伸企業

對於目標客戶的接觸，刺激需求。並將顧客、潛在購買者的資料，以及曾使用過的所有相關溝通

與接觸，都以電子資料的方式儲存在資料庫中，以便能夠與目標顧客保持密切聯繫，有助於未來

的接觸。」 

Jackson和Wang（1994；引自曹偉玲，1999）認為，資料庫行銷是以現有及潛在顧客為基

礎、資訊密集、長期導向的行銷方法。透過資料庫行銷預期將可獲得下列利益： 

(1) 能將行銷資源集中在有偏好的目標顧客上。 

(2) 能建立與顧客間的長期關係。 

(3) 能針對不同的顧客提供不同的訊息。 

(4) 能針對不同的顧客以適當的通路提供產品。 

(5) 能夠增加對於顧客的了解。 

因此，資料庫行銷可使企業加強整合溝通的過程，展現最適切的傳播訊息，提供更好的銷售機

會，此種功能的達成，主要是經由發展出系統性整合的溝通訊息，媒體選擇方案及目標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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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企劃市場區隔的依據，再針對不同行為之消費者設計 IMC

計劃，傳遞個別性的訊息。Schultz（1993）強調：「我們相信

消費者行為資訊比起其它資料更能夠清楚地顯現一個人在未

來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4． 品牌接觸點管理：  

行銷人員應分析不同區隔消費者的品牌接觸點，並針對不

同的品牌接觸行為發展個別的傳播策略。接觸點管理包含了媒

體訊息曝露、產品通路曝露、個人銷售與服務接觸、產品包裝

認知⋯等所有產品牌訊息的認知管理。  

5． 行銷策略與傳播策略結合  

行銷策略的範圍涉及選擇目標顧客、市場區隔、產品規劃

等問題。根據目標區隔中客戶的需要和慾望，公司設定出完整

的行銷組合方案。而傳播策略必須與行銷策略發展一致性的目

標，確實達到行銷策略所要的效果。  

6． 行銷人員應參與整個過程：  

行銷人員應在一開始就參與策劃，而非在產品開發，通路

與價格都已決定後再參與。將行銷的位階提升至策略面，參與

產品策略、價格策略與通路策略的制定，將有助於推廣策略的

一致性發展，避免造成企業組織策略的不一致。  

7． 整合所有的傳播工具：  

過去的行銷傳播工具都以廣告為主，並非是策略性考量的

結論。至於廣告代理商提供廣告以外的服務也並非出於策略性

考量，而是拉攏客戶，維持營業額的工具。但在 IMC 的概念下，

所有可行的傳播工具都必須列入策略的考量，針對不同的目標

對象以及傳播目標，通盤性的分配資源在個別傳播工具，以獲

得最大的傳播效益。  

8． 訊息的一致性  

Schultz（1996）主張 IMC 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管企業

組織是否採行，消費者早已對訊息進行整合了。將企業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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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面向平等的納入策略性的考量，包含四大品牌訊息5，如產

品包裝、通路陳列與傳播工具等。分析不同工具之間的優缺

點，策略性的協調不同面向的訊息，整合發出一致性的訊息。 

9． 建立知覺價值  

知覺價值是指人們心理上所認定的品牌利益。真正可將產

品差異化的是存在於顧客心中的知覺價值，而非其它可在短期

內被模仿的產品屬性。因此 IMC 應該要整合一致性的訊息，強

化消費者認定的價值，維持品牌的獨特性地位。  

10． 長期關係建立  

IMC 是一種與顧客長期性、互動性、個人化且具附加價值

的接觸，以界定、維持和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Schultz

（1993）認為這是真正的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

能夠使消費者與廠商達到雙贏的境界。  

11． 循環互動的本質  

Schultz（1993）認為「 IMC 真正的價值在於其本身的循

環本質。」企業可透過保證卡、直接信函等工具，與消費者建

立積極雙向的溝通模式，而非被動的等待消費者的回饋。企業

也可依消費者的反應充實或更新消費者資料庫的內容，藉以不

斷調整傳播計畫，如此的循環才可以使雙方達到雙贏的境界。 

(二 ) 科羅拉多大學之「十大整合行銷策略」  

Duncan和 Moriarty（1997）認為企業因產品種類和基本運作上

有所不同，應用 IMC 的情形也會有所差異，因此不可能有一個整合

行銷方程式或模式可以套用在每一個企業身上。他們綜觀 IMC，歸納

出十大整合行銷策略，稱之為「品牌關係駕馭法則」，如圖 2-2所示。 

十大品牌駕馭法又可分為三大面向，包括企業重心、內部組織與

企劃過程，藉由加強與利害關係人之品牌關係，以建立「品牌權益6」

為目標。而品牌權益是存在於與利害關係人相互作用的「價值範疇」

中。「價值範疇」指出利害關係人包含了：政府官員、媒體、供應商、

                                                 
5 參見本論文頁 78。 
6 品牌權益（Brand Equity），又譯為「品牌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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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投資人、內部員工等互動的網路。不論企業與利害關係人是

否有直接關係，這些互動對品牌關係和品牌權益的影響卻是極為深遠

的。因此，十大品牌駕馭法可以幫助公司或品牌有效率的建立更強的

顧客關係，並進一步的加強品牌權益。  

1． 企業重心  

(1) 強調關係的經營  

爭取潛在消費者的花費日益增加，將金錢投資在現在顧

客身上，才是聰明的作法。對現有的顧客了解愈多，則愈能

獲得顧客的信賴，彼此關係也就愈緊密。  

 

 

 

 

 

 

 

 

 

 

 

 

圖 2-2 品牌駕馭法（十大 IMC法則） 

資料來源：《品牌至尊》，廖宜怡譯（1999），麥格羅．希爾，頁 42 

 

(2) 重視利害關係人  

以往的行銷策略並沒有將利害關係人列入目標對象做

有效的溝通，大部份只在公共關係領域中當作是最末端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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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代理商 

企劃過程 

．自主性計劃 
．積極互動的對話 

．推展企業使命 

．維持策略地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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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工具之一。然而，在 IMC 的規劃中，企業要與各相關利

害關係人有效溝通，才能排除可以影響行銷活動的阻力。例

如：行動電話系統業者除了爭取消費者之外，也必須面對主

管電信法規的政府單位、反對住家附近設置基地台的抗爭民

眾、掌握強大銷售力的連鎖便利商店等。  

因此， IMC 要成功，必須確認每個利害關係人所伴演

的角色，及按照重要性順序給予適當的重視，如此資源的運

用才能更有效率。  

2． 內部組織  

(1) 跨功能的計劃  

成立跨部門的 IMC 小組，提供部門間溝通的管道，也

負責監督各種關係的發展，化解整合的在組織內的衝突。尤

其是業務、行銷與客服部門，必須進行頻繁且迅速的互動，

才能確保顧客服務的一致性。  

(2) 核心能力的培養  

在過去，了解品牌或公司的遠景與使命，是品牌經理的

要求；了解公司表現能力，是業務經理的要求；了解各項傳

播工具的優劣，是行銷經理的要求。為了達到跨功能的整合

計劃， IMC 人員必須培養跨功能的核心能力。  

因此，要落實 IMC，負責傳播企劃的人，應明瞭產品

和服務的競爭利益，對個別傳播工具的優缺點應非常清楚，

且可協調個別行銷傳播工具的使用。  

(3) 善用資料庫行銷  

資訊是整合的命脈。企業必須搜集、管理並追蹤現在顧

客及其利害關係人的資料，行銷人員可以針對消費者做個人

化的有效溝通，業務人員可以針對帶動購買潮流的領先者進

行個人式的推銷，而客服人員則能提供客製化的服務。總而

言之，開發顧客資料，妥善管理顧客資料，並策略性的應用

顧客資料是維繫顧客緊密持久關係與擬定行銷計畫與傳播

策略的依據。  



IMC在唱片產業之應用研究----以兩唱片公司為例 

 
19 

(4) 與整合行銷代理商建立夥伴關係  

長久以來，廣告代理商只討論產品的推廣事宜。其實代

理商有機會扮演管理顧問的角色，與行政總裁坐下來會談，

幫助他解決問題，一起建立品牌權益。廣告不再只是廣告，

策略企劃將是 IMC 的服務項目之一。  

3． 企劃過程  

(1) 零基溝通企劃（Zero-Based Program）  

IMC 規劃是一複雜的策略過程，除了找出市場挑戰及

機會所在之外，必須了解企業內部的優勢與弱勢，確認利害

關係人的重要性。而每一分企劃與預算的基礎並非立足於去

年的結論，而是重新以顧客需求為起點的自主性企劃。  

(2) 積極互動的對話  

交互使用大眾媒體和顧客資料庫。使用大眾媒體激勵消

費者自我選擇並激發對品牌的興趣；另一方面使用顧客資料

庫進行一對一的互動行銷。大眾媒體是用以接觸潛在顧客，

一對一傳播則用以維繫與老顧客間的關係，媒體工具之間功

能互補，建立積極而有意義之互動關係。  

(3) 使命行銷（Mission Marketing）  

由於產品間的實質相異處愈來愈少，因此良好的公司形

象成為重要的競爭優勢。企業應該主動積極去建立形象，而

非消極的事後防範。具有使命與願景（Vision）的公司，越

能得到消費者的信賴。因此， IMC 的企業層次是要和顧客

及企業利害關係人雙向溝通，傳達企業的社會責任理念，以

建立強而有力的公共關係。  

因此，經營使命是企業努力的方向。當消費者明瞭企業

的經營使命但接受到的傳播訊息卻是背道而行時，將產生認

知失調的狀態。當消費者無法解決此予盾，可能轉由使用他

牌產品以降低其不安全感，造成企業的損失。因此，規劃傳

播功能的目標和使用時機時，應將企業經營使命納入考量。 

(4) 策略地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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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一致的品牌訊息會造成混淆，但並不代表每一個

品牌訊息都應從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Duncan和 Moriarty

（1997）表示，所謂「策略地一致性」就是要將四大品牌

訊息7策略性地整合，依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和顧客群加以區

分，以確保品牌訊息朝向相同的目標邁進。  

(三 ) 科羅拉多大學之「利害關係人互動模式」  

科羅拉多大學另一位學者 Gronstedt（1996a）也提出利害關係

人的整合傳播互動模式，如圖 2-3。他認為整合行銷傳播是運用所有

的傳播工具，包括傳遞工具、接收工具和互動工具，加以整合之後，

建立並維持組織與利害關係人之間彼此互惠的關係。  

Gronstedt（1996a）認為公眾和市場並不是截然區隔開的。圖

2-3 上方的圓圈包含了市場和公眾二部份，總稱利害關係人。在整合

行銷的觀念裡，任何組織都必須和各種個人或團體產生連結。所謂的

企業利害關係人是指「任何足以影響（或受到影響）企業目標達成的

個人或組織。」而企業的成功與否與消費者是否支持有最直接的關

係。因此顧客是在利害關係人的最中心地帶。這個圓圈的圖形也反映

了整合的理念，企業可以透過外部各種利害關係人與消費者建立關

係；而消費者也會將訊息傳播到外圍的利害關係人團體。  

Gronstedt（1996a）舉出在工具的選擇上整合接收、互動和傳送

三種工具，將促進主動、互動以及平等的參與持續的傳播過程。而傳

播內容的整合要素有下列三項：  

(1) 訊息與形象一致：所有傳送之訊息必須與企業形象調和。  

(2) 共同的創意元素：不同對象的傳播內容必須有共同的創意元素，

避免利害關係人的身份重疊造成訊息混淆。  

(3) 時間的協調性：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訊息傳達也必須妥善協調時間

順序問題，確保利害關係人都是從可靠來源得知訊息。  

 

 

                                                 
7 參見本論文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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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組織與利害關係人之整合傳播模式 

資料來源：《整合行銷傳播》，吳宜蓁譯（1999），五南，頁 310 

 

(四 ) 祝鳳岡（1996）之整合行銷傳播（ IMC）體系  

本體系的特色是以「投入–產出」的系統觀點建立 IMC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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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整合行銷傳播（IMC）體系 

資料來源：《傳播研究簡訊》，祝鳳岡（1996），第六期，頁 7 

 

在投入部份包括整合行銷傳播之要素、資料庫行銷、關係行銷。

整合行銷傳播之轉化過程亦包括機能性過程、作用象限與反應機制。

產出部份則包括提昇組織績效。本研究文獻探討便以此體系為基礎，

將整合行銷傳播分為投入要素、執行過程與績效產出三部份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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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銷策略與傳播策略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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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庫行銷  

5． 關係行銷  

6． 形象導向  

7． 行為導向  

8． 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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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升組織效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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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要素  

經由上述的文獻探討，發現學界對於 IMC 的定義不同，企劃流程也有

所差異，但是對於 IMC 的概念大致可歸納出一些共通的要素。  

(一 ) 南卡羅萊納大學的 Shimp（2000）提出 IMC 在理論及實際操作上的

五大特點：  

1． 從顧客與潛在消費者出發：企業執行 IMC 應避免由內而外的觀

點，要以由外而內的行銷方式，注重顧客或潛在消費者對於傳播

訊息的回饋，並以適當的傳播形式再加以反應。  

2． 考慮所有的傳播接觸形式：藉由媒介、品牌價值或企業本身的資

源，IMC 需考慮所有可能接觸到顧客或潛在消費者的傳播管道。 

3． 建立關係：成功的行銷傳播必須讓企業品牌及消費者之間產生連

結，而 IMC 便是建立長久品牌關係的關鍵要素。  

4． 影響行為：IMC 的目標是為了影響消費者行為並促成其反應，而

不僅只於影響其品牌認知或增強其態度而已。  

5． 達成綜效（Synergy）：綜效就是透過個別努力相互強化的效果，

大於各自為政，也就是總體大於個別之和。IMC 追根究底就是追

求綜效，即傳播元素間相互聯結，以一致的聲音表達出公司品牌

形象並促使銷費者產生正面反應。  

關於綜效，祝鳳岡（1996）也指出，綜效之產生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數學之綜效，也就是總體和大於個別之算術總合。第二為互補

生產之綜效，功能自主可相互為用、相輔相成。  

Duncan（1993）認為有時功能自主性可以相互為用，相輔相成，

亦即策略性的整合效果將大於廣告、促銷、行銷公關、包裝等個別的

規劃及執行結果，此即綜效。同時可避免這些個別規劃執行的行銷工

具彼此競爭預算或傳遞互相衝突的訊息。  

總之，IMC 希望消費者在接觸到與產品有關的一切訊息時，能對

公司或產品有一致的形象而公司對行銷工具的整合亦可避免資源的

重複使用以達最大的溝通效果。特別的是 IMC 會對每一個個體施以

適當的溝通工具，充分利用每一分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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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Yarbrough（1996a）認為 IMC 實施的關鍵要素為：  

1． 組織之承諾與願景：任何 IMC 計劃都必須符合組織最高的承諾

與遠景。依此規劃行銷資源的配置，否則公司投置心力去實行

IMC，將只是導致自身的矛盾與失敗。  

2． 資料庫的使用：IMC 著重於分析資料庫以獲取消費者資訊，並藉

此規劃整合行銷計劃。  

3． 影響銷售：成功的 IMC 計劃必須了解行銷和銷售之間交互影響

的關係，以整合行銷達成銷售，以銷售行為資訊規劃整合行銷。 

4． 專業人材的需求：為了提昇公司整合性行銷的專業服務層次，以

協助制訂願景、計劃執行，以及其後的績效評估，可考慮聘請專

業經理人負責 IMC 之執行與策劃。  

5． 績效評估：企業應設定績效評估系統，在 IMC 執行前，思考整

合性行銷傳播計劃的要素。在 IMC 執行後，再以此要素評估計

劃運作成效。  

(三 ) 蔡美瑛、陳蕙芬（1998）認為雖然學界對業界還未發展出一個達到

共識的 IMC 定義，但大致可歸納出共通之處。  

1． 口徑一致的（行銷傳播內容）：緊密結合所有行銷傳播工具以維

持並傳達清楚、單一、共享的盾象、定位、主題、訊息等。  

2． 使用所有的接觸工具（行銷戰術）：使用所有可能傳遞企業或品

牌訊息的可能管道。  

3． 消費者導向（行銷過程）： IMC 以消費者需求為基礎，採取

outside-in的方式，促發購買行為；各項行銷傳播工具的傳用，

必須考慮目標消費者對溝通管道是否能接受，而不是從行銷者的

觀點設計。  

4． 達到綜效（行銷效果）：各項傳播工具口徑一致以達綜合的效果。 

5． 影響行為（行銷短期目標）：不只要讓消費者知曉品牌或對品牌

產生好的態度，並希望激發消費者的行為。  

6． 建立關係（行銷長期目標）：透過關係的維持和持續的聯結，使

消費者能重覆購買產品，產生品牌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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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投入要素綜合整理  

本研究整理上述學者有關 IMC 之定義、流程、特性與概念，以祝鳳岡

（1996）提出之「投入–產出」的整合體系8為基礎，將 IMC 之要素依投

入、執行過程與效果產出，分為五大面向：組織架構面、人員知識面、企

劃流程面、執行整合面與綜效評估面，其中 IMC 之投入要素包含了組織架

構、人員知識與企劃流程三個構面，整理如下表 2-2。  

表 2-2 整合行銷傳播（IMC）之投入要素總整理 

面向 構面 要素 說明 

內部協調整合 建立跨功能的協調整合 水平部門間的協調整合 組 織

架 構

面 

外部協調整合 與外部組織成為合夥關係 與行銷傳播代理商成為合夥關係 

對消費者的了解程度 專業整合人才 培養核心能力 

對行銷傳播工具的了解程度 

人 員

知 識

面 資料庫行銷 強調資料庫行銷 以資料庫做為輔助企劃工具 

零基企劃 自主性的行銷溝通企劃基礎 捨棄過去的經驗，由消費者出發重

新擬定行銷計劃 

以消費行為做為區隔變數 以消費者為中心 

品牌接觸點管理 

由外而內的企劃

流程 

重視利害關係人 考量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使命行銷 以企業使命為目標 

企 劃

流 程

面 

策略一致性 

提升行銷傳播至策略層次 行銷人員參與整個企劃過程 

協調性 協調使用所有的傳播面向 協調不同工具的優缺點 

一致性 整合所有訊息的一致性 策略性的統合訊息一致性 

互補性 傳播交互作用 大眾與小眾媒體之交互使用 

執 行

整 合

面 

互動性 循環互動的本質 鼓勵積極有意義的互動對話 

使命行銷 傳達企業願景與使命 知覺導向 

以品牌權益為目標 衡量「價值範疇」之品牌權益 

消費者忠誠度 

建立長期互惠的關係 

個人化服務 

關係導向 強調關係行銷 

顧客滿意度 

影響購買行為 如銷售量、市場占有率 

綜 效

評 估

面 

行為導向 

刺激消費反應 如顧客回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 參見本論文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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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執行過程  

雖然 IMC 在概念上十分清楚，其價值也獲得各界肯定，但在執行上卻

頗為困難。許多重要的研究中也表示真正實踐 IMC 的公司太少了（Duncan

和 Moriarty，1997）。大部份企業主都希望建立整合溝通和關係之道，但

仍然有許多公司無法整合，廣告代理商也無法幫助 IMC 的落實。  

到底 IMC 在執行上出了什麼問題？為了確實回答 IMC 在執行上的困

難之處，首先必須將 IMC 分成二部份來說明。  

一、 計劃整合與執行整合  

美國西北大學 Petrison和 Wang（1996）指出，IMC 是由二個截然不

同的觀念所組成的，一個是「計劃整合」，另一個是「執行整合」。企業可

能很輕易的採行一個觀念，但要同時採用二者，就困難得多。例如將傳播

訊息整合一致（有執行整合），但各項傳播工具仍然獨立運作（無計劃整

合）。這二者各有優缺點與執行上的障礙。  

「計畫整合」是指「想法（Thinking）」上的整合。因為傳統的廣告、

公關都是獨立運作，削弱行銷的功效。計畫整合就是要把所有與產品有關

的行銷活動加以整合，從策略計畫開始協調一致，擴大行銷效率與效能。

因此，計劃整合也是整合行銷傳播的投入部份。  

而在整合要素的投入上，仍有許多障礙有待克服，包括企業組織架

構、組織型態、代理商或企業溝通部門之間的補償作用、員工抗拒整合，

都是可能的障礙（Duncan和 Moriarty，1997）。  

「執行整合」是指溝通訊息的一致，所以又叫「訊息的整合」。因為

消費者難以區分什麼訊息是從廣告來的，什麼訊息又是從公關或是包裝來

的，因此很容易受到不同來源的訊息混淆。執行整合就是利用相同的調

性、主題、特徵，以及其它相關的傳播特性，在不同傳播工具上傳達一致

的訊息，達到整合的目的。  

雖然表面上維持一個整合的形象，有助於公司在今日混亂的市場環境

中脫穎而出，同時也可讓消費者對特定的產品有深一層的了解。但面對多

變的市場與消費者，百分之百一致的整合形象，有可能與某些行銷趨勢相

違背，甚至表示公司無法對不同對象做不同的訴求。因此，大部份公司需

要依據個別情況來決定整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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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節將這二種觀點分開敘述。  

二、 計劃整合之障礙  

為了達到「計劃整合」，企業組織需要多方面的配合，積極投入整合

行銷傳播之相關要素。但是 Prensky、McDarrty與 Lucas（1996）認為，

過去環境變化步調緩慢，企業可以逐步回應這些改變。現在因為環境變化

太快，企業的組織結構來不及跟著環境變化做調適。  

因此，即使 IMC 的需求已經很明顯，許多企業仍受到現有組織結構的

限制，無法真正執行 IMC。Duncan和 Caywood（1996）也認為若企業沒

有徹底改變它的體制和優先順序， IMC 將發揮不了作用。  

有關計劃整合的障礙，整理學者文獻說明敘述如下：  

(一 ) 計劃整合的內部組織障礙  

1． Schultz（1993）認為企業內部實施 IMC 的可能障礙包括：  

(1) 員工自認為已整合。  

(2) 各部門的本位主義，對專業與專才的執著。  

(3) 員工擔心改變後權力喪失。  

(4) 水平分權使得部門溝通困難。  

(5) 公司的歷史、傳統和成功經驗很難克服。  

2． Gonring（1994）認為阻礙整合之因素包括：  

(1) 員工害怕改變。  

(2) 缺乏水平溝通。縱向的組織架構組礙了橫向的溝通。  

(3) 各部門本位主義。  

(4) 內而外的溝通規劃。導致大部份企業傳播預算的編列是依

據往年行銷預算的比例編定，而不是針對實際的需要。  

(5) 短期目標與 IMC 違背。過份重視財務目標，將使企業經營

短視近利，忽略長期維繫顧客的基礎。  

(6) 缺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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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媒體細分化，缺乏跨媒體的管理能力。  

3． Duncan和 Moriarty（1997）舉出 IMC 會遭受的障礙如下：  

(1) 個人及部門之間的自我意識與權力鬥爭。  

(2) 薪資獎勵辦法助長自我意識與權力鬥爭。  

(3) 沒有對員工進行以客為尊的教育。  

(4) 缺乏追蹤與儲存顧客及利害關係人資料的資料庫。  

(5) 公司內部欠缺溝通，以致無法促進跨功能企劃的進行。  

(6) 負責行銷的核心主管，普遍缺乏行銷傳播的專業知識。  

(7) 部門不了解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與多變性。  

(8) 行銷目標與行銷傳播目標相互衝突。  

(9) 過度依賴大眾傳播媒體，對小眾媒體的運用策略認識不清。 

(10) 只為加強部功能作修正或改變，而沒有考慮公司建立與維

護顧客關係的整體利益。  

4． Pettegrew（2000）也從組織的結構、功能與文化的觀點提出 IMC

的執行障礙：  

(1) 組織內部專業部門彼此競爭，無法合作。  

(2) 組織分權使得不同單位的行銷功能無法整合。  

(3) 欠缺中心控制的組織文化無法執行 IMC。  

(4) 企業領導人對整合與傳播認知上的狹隘。  

(5) 企業領導人缺乏領導與整合的能力。  

5． Percy（2000）指出推行 IMC 的潛在障礙如下：  

(1) 決策制定架構：  

□ 縱向組織架構阻礙橫向功能性合作。  

□ 行銷傳播部門往往位於行銷組織中較低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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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專業人員各行其是。  

□ 組織中的行銷傳播訊息未被充份了解。  

□ 財務考量重於消費者考量。  

□ 僵硬的組織文化。  

(2) 對整合行銷的認知：  

□ 對 IMC 的內容缺乏共識。  

□ 其它行銷傳播專業人員並不了解 IMC。  

□ 對於由誰負責主導進行 IMC 感到恐懼。  

(3) 報償  

□ 缺乏對預算的控制權，使專業人員擔憂將會失勢。  

□ 個人報酬與特定的行銷傳播型態密切相關。  

(4) 行銷趨勢  

□ 自認早已使用 IMC。  

□ 組織內、廣告代理商及供應商均缺乏大力資源。  

□ 認為採行利基行銷及小眾行銷時，無需應用 IMC。  

(二 ) 計劃整合的外部組織障礙  

而在企業與外部組織整合的部份，經研究發現，客戶認為由廣告

公司負責整合會比其它傳播機能的公司更合適（Petrison和 Wang，

1996）。因此，廣告代理商也開始積極正視 IMC 的價值。除了提供客

戶廣告以外的服務，如公關、直效行銷；代理商之間也不斷合併，以

謀取最大的整合效益。業者採取聯合服務（Service Congregate）的

方式，對客戶提供「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的服務。  

然而遺撼的是，廣告公司最初對 IMC 投下心力，主要是為了本

身的利益，防止客戶轉而投效其它的行銷工具，以致於對 IMC 的效

用，一直無法真正釐清（Duncan和 Caywood，1996）。  

廣告公司對內無法公允、客觀的分配資源，對外沒有合理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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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根據 Schultz（1993）的分析，廣告公司無法成功執行 IMC 的

原因大約有下列四種看法：  

1． 本位主義：公司內部無法克服企業文化，廣告創意人員喜歡做廣

告。不同傳播功能專家都視自己是傳播組合中最重要的一環。在

協調整合上不能捨棄本位主義共同為客戶求取最大傳播利益。 

2． 報酬問題：佣金制度有重整的必要，大眾媒體報酬比其它媒體來

的高。傳播代理商的主管人員都是根據廣告費總額及收入來決定

報酬多寡，因此願意犧牲自己利益而鼓勵廣告主提高其他傳播工

具份量的人很少。  

3． 動機不明：廣告公司藉 IMC 之名銷售其它服務，並非為客戶著

想。廣告公司最初對 IMC 投下的心力，主要是為了本身（而非

客戶）的利益，以致於對 IMC的效用，一直無法真正釐清（Duncan

和 Caywood，1996）。  

4． 廣告主不信任將所有的傳播活動委託一個外部公司來掌握。

Gronstedt（1996b）歸納出五種企業與傳播代理商的分工合作

形式，沒有一種是最佳的，只有符合企業結構和文化才是最好的。 

Duncan和 Moriarty（1997）也提醒廣告公司，必須成為客戶整

合活動的主要企劃與協調者，整合策略的發想與企劃應予以收費，採

用零基媒體預算，強調關係建立而不是交易，除了消費者以外也要考

量其它相關族群，並與其它專業服務公司維繫持續關係。  

(三 ) 計劃整合障礙之綜合整理  

祝鳳岡（1996）綜觀 IMC 內外執行的障礙後認為，在 IMC 認知

與企劃上，傳播界、廣告界及廣告主面臨了下面五個瓶頸：  

1． 認知不清：對 IMC 之意義與概念之認知不清楚。  

2． 整合不足：在「概念整合」、「過程整合」、「組織整合」以及「傳

播工具整合」方面做的不夠充分。  

3． 本位主義作祟：由於對 IMC 的了解混淆不清，加上各自為政的

思考模式，造成執行面上本位主義作祟，影響綜效。  

4． 建料庫建立不足：IMC 成功之基礎，在於擁有一個完整之行銷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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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資料庫建立不充份將影響 IMC 之績效。  

5． 專業人材缺乏： IMC 人才缺乏，造成推廣 IMC 之瓶頸。  

本論文整理上述學者們的見解，將計劃整合之障礙依組織架構

面、人員知識面、企劃流程面三大面向，歸納如下表 2-3：  

表2-3 計劃整合之障礙總整理 

面向 計劃整合的障礙 說明 

水平分權使溝通困難 

縱向組織阻礙橫向的功能性合作 

部門間的本位主義造成權力鬥爭 

專業人員各行其是 

組織訊息未被充份了解 

行銷傳播部門位階過低 

內部組織協調整合程度不足 

缺乏中心的組織文化 

代理商本位主義 

代理商動機不良 

代理商報酬問題 

組織架構面 

外部組織協調整合程度不足 

廣告主對代理商的不信任 

對消費者與利害關係人不了解與不重視 

對行銷傳播工具不了解，過度依賴大眾媒體 

整合專業人才不足 

領導人整合能力不足 

員工自認為已整合 

員工害怕整合後的權力喪失 

員工擔心整合後的報酬問題 

對整合內容缺乏共識 

公司認為採利基行銷無須整合 

IMC的認知不清 

欠缺高階主管的了解與支持 

資料內容不足 

人員知識面 

資料庫不足 

缺乏部門間共享機制 

非自主性的企劃基礎 基於傳統的成功經驗 

財務考量重於消費者考量 由內而外的企劃流程 

不了解消費者與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性 

沒有設立或是忽略使命行銷 

企劃流程面 

行銷與傳播目標不一致 

追求短期財務目標忽略長期品牌利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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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越計劃整合的障礙  

如何跨越這些執行上的障礙，是 IMC 目前的問題。根據上述計劃整合

障礙的架構，整理學者提出克服整合障礙的做法，說明敘述如下：  

(一 ) 組織架構面  

1． 成立跨功能的小組彌補內部組織協調程度不足  

Duncan和 Moriarty（1997）認為大部份的公司在運作 IMC

時遇到最大的挑戰之一，乃是組織結構的問題，而這時最需要

要，就是一個跨功能的品牌權益小組。跨功能管理的主要目

標，是減少因部門分化和專業化造成的分隔或眼界的狹隘。跨

功能小組有四項基本責任：   

(1) 監督公司品牌權益：藉由觀察顧客的品牌接觸點，跨功能

小組能得知企劃的方向，並分配執行的任務給公司的單位。 

(2) 進行跨部門的企劃：部門共同參與品牌的企劃過程，不僅

可使各部門間達成共識，並且避免專業之間的孤立與競爭。 

(3) 重新預算編列：跨部門品牌小組必須控制各部門的預算編

列比例，假設其中一個部門需要更多的預算協助，就表示

其它部門也可能有影響。當然，保衛預算的心理是整合行

銷的一大障礙。以零基企劃的方式，可以避免跨功能小組

觸發衝突的危險。  

(4) 化解阻礙整合的衝突情形：不同責任的部門聚集在一起，

衝突當然無可避免。跨功能小組有助於分散公司內部因誤

解或不關心所引起的衝突，同時也能幫助每個部門對自己

在公司內的角色有更實際的認識。  

至於該由誰來領導跨功能小組的運作，Duncan和 Moriarty

（1997）認為，只要被指定的人能以顧客為出發點，了解顧客

的看法，了解公司的使命，並且得側到最高執行長的支持，並

且能直接與其溝通，就是適合的人選。  

2． 與外部組織成為合夥關係  

21 世紀全面性服務代理商將會是整合傳播代理商（ 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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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的服務代表新的意義，不僅包括了廣告以外的行銷傳播

工具的運用，同時還包括了管理與傳達訊息給所有利害關係人

的產品、服務及未經設計的訊息，以及發展可建立與維護長期

品牌關係的雙向訊息策略。  

問題是沒有一個客戶願意把策略企劃的工作交給公司以

外的代理商來負責。另一方面，也極少的客戶有能力了解所有

新媒體及消費市場所帶來的改變和機會（Duncan和 Moriarty，

1997）。  

因此，以工作夥伴哲學為基礎的 IMC 代理商模式，是最理

想的工作方式（Duncan 和 Moriarty，1997）。代理商獲得客

戶信任消除了行銷傳播利益計算的侷限性，也就排除了權力鬥

爭的頭號障礙。不過前提是客戶必須願意付費來取得這項新的

思考及溝通領導能力。  

(二 ) 人員知識面  

1． 培養具核心能力之整合人才  

廣告時代（Advertising Age）做過一項調查，發現 61%的

行銷主管與 55%的廣告代理商同意，IMC 最大的障礙在於缺乏

具有宏觀的行銷人才（Fawcett，1993）。Moriarty（1994）認

為實施 IMC 的障礙之一為管理者的能力不足，而 IMC 的核心

能力包含二部份，即了解顧客行為與具備跨傳播工具的知識。 

(1) 了解顧客行為： IMC 核心能力首要也是最主要的部份，就

是了解顧客行為。這聽起來很理所當然，但行銷主管常常

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的行銷傳播工具與計劃上，反而忽略

了他們所要銷售的對象。  

(2) 具備跨傳播工具的知識：每一個行銷傳播領域本身都已發

展出一套可以單獨推動傳播活動的獨特專業性。 IMC 的主

管必須對各行銷傳播功能的主要優缺點有所了解。  

具備核心能力的領導者可以在組織內產生聚合力，加強部

門間的控制權，也能積極推動跨功能組織來進行管理。在組合

行銷工具時，能更具創意與遠景，並能真正了解消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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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階主管（Top-level management）的積極參與推動 IMC 

許多學者認為公司在執行 IMC 有困難的主要問題是員工

的抗拒，而抗拒的主要原因是對 IMC 並不了解（Schultz，

1993；Prensky和 Wang，1996；Duncan和 Moriarty，1997；

Percy，2000）。祝鳳岡（1996）也提出對 IMC 的認知不清是

學業界在 IMC 推廣上的五大瓶頸之一。  

Duncan 和 Moriarty（1997）指出，成功整合的組織擁有

一個共通的元素，即擁有一個相信整合並積極推動內部整合的

管理者。Yarbrough（1996）則認為任何一個 IMC 活動，都要

有高階管理者強而有力的承諾。Pettegrew（2000）也認為高

階主管的支持是推動整合最主要的障礙，卻甚少有研究提及。

因此，Schultz（1993）認為克服行銷傳播障礙要從高階管理

者由上往下推展，且把傳播視為一個實際而有效的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高階管理者的參與程度是推行 IMC 的保証，教

育員工學習正確的 IMC 觀念，降低員工的不安全感。因此，本

論文將高階管理者的參與程度列入 IMC 的執行要素之一。  

3． 建立完善的資料庫推動資料庫行銷  

(1) IMC 資料庫的完善內容  

當行銷不是公司優先考量的項目時，大部份資料庫的建

立是用來輔助會計與生產。然後，在 IMC 的概念下，行銷

是具有企業的策略意涵，因此 IMC 資料庫除了人口統計、

心理統計的顧客資料之外，還必須包含交易互動行為的資

料，讓企業可以追蹤顧客，與顧客互動，發展有意義的個人

式對話。  

(2) IMC 資料庫的跨部門管理  

IMC 資料庫應該具備跨部門使用與更新的機制，將各

部門與顧客的互動資料集合管理。相反的， IMC 資料庫的

管理將會使用顧客資料的不同部門之間權力鬥爭的溫床，加

上顧客資料庫的建立通常所費不貲。因此，在建立之前，使

用者必須對它的使用範圍與管理做通盤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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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MC 資料庫的策略性應用  

擁有完善的顧客資料與策略性運用這些資料，完全是二

回事。大部份的公司只利用他們的資料庫來建立郵寄名單。

完善的資料庫除了可以開發潛顧客之外，也能讓與顧客有所

接觸的員工發展更具個人化的服務，並且將資源集中在目標

顧客群上，留住有利顧客。面對越來越多的品牌競爭，想要

繼續保有競爭力，以顧客為主的資料庫行銷。搜集資訊，運

用資料來發展關係策略，設計雙向溝通管道與個人化訊息。 

(三 ) 企劃流程面  

1． 發展自主性的零基溝通企劃  

IMC 企劃的開展，應以當時的市場情勢分析做為工具運用

的標準。Duncan和 Moriarty（1997）提出以 SWOT分析法來

整理資料做出結論。SWOT 是指企業內部所具有的優勢

（Strength）、劣勢（Weakness）與面臨外部市場的機會

（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四點。企業應明白清楚自身

所處的位置，據此制定自主性的企劃，而不是根據過往的成功

經驗或是財務壓力來制定。  

除了以 SWOT 分析內外環境之外，Duncan 和 Moriarty

（1997）也認為公司每個部門必須分析了解它所負責的消費者

與利害關係人對公司的看法與關係，據此來排定不同顧客的重

要性，以便分配資源發展不同的品牌接觸管理策略。  

2． 由外而內（outside-in）的企劃流程  

除了透過零基溝通計劃客觀分析公司所處的內外環境，找

出公司與產品的利基點外，IMC 的行銷企劃必須重視並了解消

費者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以消費者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為出發點，管理所有可能的

品牌接觸點，運用所有傳送與互動的媒體工具，創造積極有意

義的互動關係。互動的目的在於溝通與學習，使消費者產生信

賴，並取得顧客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資料，做為下次行銷企劃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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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銷與傳播目標策略地一致性  

Duncan 和 Moriarty（1997）提出了金字塔型的一致性多

層次結構，如圖 2-5。完整的 IMC 計劃，必須確保不同層次策

略的一致。一致性的標準會隨著每個顧客群和利害關係人而有

所改變。公司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愈多的一對一溝通，一致性的

標準就愈個別化。當基礎的層面沒有達成共識時，上層的一致

性就無法執行。而各階段的一致性越高，品牌在顧客心中就愈

鮮明愈容易辨視，而將愈值得信賴。  

 

 

 

 

 

 

 

圖 2-5 策略一致性之金字塔階層 

資料來源：《品牌至尊》，廖宜怡譯（1999），台北：麥格羅．希爾 

 

以上跨越 IMC 障礙的做法並非獨立而是互相影響的。比如說為了能持

續觀察重要的顧客品牌接觸點，公司應該要求各個管理單位必須取得顧客

完整資料並建立檔案，也提供部門分享與溝通的機制。同時，這些單位的

員工必須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與得到公司充份的授權，發自內心的與顧客

建立長期性的關係，營造積極的組織文化，才能達到整合行銷傳播的目的。 

計劃整合是 IMC 的基礎，基礎穩固與完整投入才是 IMC 的成功保証。 

雖然計劃整合的概念很容易，在企業之中卻常常被忽略，因而導致障

礙重重。Duncan 和 Moriarty（1997）便指出，大部份的公司都過於著重

內部成本支出的減縮和營運效率的加強，卻忘了不管是他們的一舉一動或

無所行動，對顧客、員工、利害關係人、媒體及潛在顧客而言，都具有某

種程度的意義。只要認清並正視這些溝通面的重要性，同時努力去經營它

們，便是企業進行整合過程的精髓所在。  

行銷傳播 

品牌定位 

品牌識別 

產品功能與服務品質 

以客為尊的行銷哲學 

企業核心價值觀／企業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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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整合的衝突趨勢  

執行整合又稱為訊息整合，雖然訊息整合的概念非常簡單，大部份的

企業也認可一致性所帶來的訊息強化效果。但目前有部份行銷趨勢與執行

整合產生衝突，會造成企業在訊息整合上有所顧忌，為了滿足不同顧客的

需求，不得不在訊息整合的層次上有所妥協。說明如下：  

(一 ) Petrison和 Wang（1996）認為下列行銷趨勢與執行整合衝突：  

1． 小眾行銷（Micro-marketing）：不同區域不同環境的消費者有不

同需求，對產品認識也不同，不太可能用同一種訊息去賣產品。 

2． 資料庫與關係行銷（Database or Relationship Marketing）：資

料庫行銷的優點是基於不同的消費者需求設計不同的訊息。  

3． 利基行銷（Niche Marketing）：今日的消費者非常個性化，產品

也隨之多樣化，以不同的方式對不同的消費者作促銷。  

4．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同國家區域語言文化的消費者，不

可能以同樣的訊息溝通。  

5． 分權（Decentralization）：為了加速市場反應與鎖定消費者，行

銷責任轉移到各區域或部門經理人身上，造成訊息一致性降低。 

6． 改變形象（ Image Changing）：隨著品牌的成長，有些公司會希

望塑造新的形象或改變策略方向。  

7． 行為圖像（Behavior Mapping）：不同的購買決策階段要使用不

同的訊息設計。  

8． 公司多角化經營（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企業為了維持成

長，在同一品牌下生產不同的產品，造成訊息難以整合。  

(二 ) Duncan和 Moriarty（1997）同樣也提出維持訊息一致性的困難點，

他認為這些困難點將使企業在訊息整合上必須多所考量。  

1． 公司有多個不同的訊息接收者或利害關係人，每一個訊息接收者

或利害關係人有不同的訊息需求，必須依其不同需求傳送訊息。 

2． 交集重疊的利害關係人將收到多種不同的品牌訊息，產生混淆。 

3． 公司擁有共有品牌或多重品牌的情形日增，使得品牌訊息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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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收品牌訊息的接觸點繁多。  

5． 訊息來源範圍複雜廣大，有些來自公司外部，整合難度增加。 

6． 不同來源的訊息影響力不盡相同，而最不受控制的訊息通常擁有

最大的影響力。  

7． 行銷傳播功能的高度專業化，使行銷傳播預算和訊息的設計難以

控管。  

8． 各個部門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的人數明顯增加。  

 

五、 執行整合的層級（Level）  

基於上述可能的趨勢，公司不可能、也不必要使所有的訊息百分之百

相像。Petrison和 Wang（1996）指出，儘管訊息的整合有其優點，但全

盤的整合通常曠日費時，訊息也失去彈性，公司無法快速反應競爭的壓

力，以不同的訊息對不同的顧客作訴求。而堅持為整合而整合的結果，通

常會使行銷人員無法將每一種傳播工具的效用發揮到極致。  

Duncan 和 Moriarty（1997）也指出，雖然不一致的品牌訊息會造成

混淆，但並不代表每一個品牌訊息都應從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  

(一 ) 整合層級的考量因素：  

Petrison和 Wang（1996）指出，整合不應該是一個全有或全無

（All-or-nothing）的命題。大部份的公司需要依據個別的情況來決定

整合的程度，並從以下幾個問題切入思考：  

1． 顧客需求的分化程度：針對消費者不同的需求，單一訊息是無法

同時兼顧的，因此分化程度越高，越無法整合。  

2． 產品線的延伸程度：多樣化產品造成訊息的多樣化，以符合不同

消費者的需求。產品越多樣化，越無法整合。  

3． 顧客對產品的涉入程度：涉入度越高，消費者期待的是更為複雜

的資訊，整合的難度也越高。  

4． 顧客對產品的認知程度：新產品或消費者不太注意的產品，或是

傳播預算有限的產品，最好跨所有工具傳達一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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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購買過程的複雜程度：對於複雜的購買程序，在決策的時間週期

中依序注入不同訊息所產生的效果較大，但整合難度也就高了。 

6． 個別傳播工具的掌握程度：每一種工具都有其最適用之處，強調

齊頭式的平等，只會喪失個別優勢。但也必須考量對傳播工具的

了解，做最大利益的安排。越多樣的媒體，整合程度可能就低。 

(二 ) 執行整合的七層級模式  

Duncan和 Caywood（1996）提出了 IMC 的七層級（Level）模

式，如圖 2-6。  

 

 

 

 

 

 

 

 

 

 

 

 

 

 

圖2-6 整合行銷傳播（IMC）之七層級模式 

資料來源：《整合行銷傳播》，吳宜蓁等譯（1999），五南，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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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管理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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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覺整合：  

IMC 的首要階段是企業必須認知到外在環境變化，促使企

業必須採用不同的傳播策略與戰術，保持和消費者或利害關係

人的互動。市場改變的壓力愈大， IMC 的需求便會愈高。  

2． 形象整合：  

企業在這個階段會認知到傳達一致的企業形象與感覺的

重要性。講求「視覺形象」與「口語傳播」的質感。有人可能

會批評此階段的整合太過於浮面，但我們認為這個一致性在各

傳播代理商或是通路之間的合作程度上，卻是相當重要的。  

3． 功能整合：  

在此階段企業會策略性分析所有傳播工具的優劣勢。不

過，這些傳播工具在企業心目中，只是次要的執行角色，彼此

獨立無關的，而並非如 IMC 將傳播工具放在策略管理的層次。 

在功能整合階段，運用多種不同的傳播工具，但傳播預算

仍然固定。如此一來，會減少代理商為客戶整合策略的誘因，

企業主的動機也不大，導致整合的效果被削弱。  

4． 協調整合：  

IMC 進展到這個階段，所有的傳播工具被平等的列入策略

性考量。企業主導整個 IMC 計劃，進行各個傳播工具間的協調

工作。每一種專業都可能主導整個計劃，端賴行銷目標而定。 

這個階段行銷的目標將鎖定在刺激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以

消費者的回應做為計劃成效的指標。這個階段的另一個特色就

是資料庫的形成。各種傳播工具所獲取的資料都可用於建構和

更新資料庫。  

5． 以消費者為主的整合：  

IMC 的初始目標在於使用最精簡的資源來管理行銷傳播，

期使效果達到最大。在這個前提下，企業會運用最強而有力且

對企業最有效的媒介，來接觸最主要的目標消費者。隨著整合

程度的提昇，消費者的範圍也要重新界定，此時消費者與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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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也列入 IMC 的思考架構中。  

在此階段中，資料庫中應記錄消費者與潛在消費者的行動

資料。例如他們對行銷傳播的回應情況，藉以提升消費滿意度

與刺激重複購買率，並隨時更新資料庫，預測下一步可能的消

費行為，幫助未來行銷計劃的建立。  

6． 以利害關係人為主的整合：  

除了顧客之外，公眾和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經營的成敗亦

會造成影響。在此階段，企業不再以獲利為唯一考量，而將利

害關係人列入 IMC 的企劃中，如員工、社區、政府、媒體、供

應商等等。公共關係在此階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若企業已進展到這個階段，表示對市場的思考已然成熟，

應納入更廣博的理念，並且落實企業對社會的責任。  

7． 關係管理的整合：  

此階段為整體關係管理流程的整合，包括公司內在與外在

關係的管理。對內改善企業內所有功能間的相互配合，提升目

標品質，對外也可建立企業間的策略聯盟整合傳播方案，擴大

結盟的效果。  

在此階段中，整合的專家站在決策管理階層的位置，和企

業所有管理功能的人員進行直接接觸。當組織內外的溝通關係

呈現良好的邏輯架構時，就表示溝通管理系統已趨於整合。  

Duncan和 Cay wood（1996）表示，此架構呈同心圓狀，表示

每一階段都以上一階段為基礎，但不認為任何一階段優於另一階段。

從「知覺」階段開始，一直到較廣泛的整合。不同的企業必須根據其

市場、管理，以及外在環境等因素，選擇最合適的整合階段，並依據

實施層級決定評估整合績效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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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績效產出  

IMC 發展至今，評價也二極化，有許多學者認定 IMC 能達到偕同作用

與團隊工作，幫助廣告活動的企畫與執行，因而提高產值與表現（Shultz、

Tannenbaum 和 Lauterborn，1993）。但也有學者批評 IMC 的效果並未被

衡量過，因此認定 IMC 只是個管理的潮流罷了（Cornelissen 和 Lock，

2000）。  

事實上，許多行銷活動的效果是無法被衡量的，比如說口語傳播效果

的影響便難以測量。因此，Schultz（2000）便回應說，若能找出科學方

法測量 IMC 的影響，他們非常樂意協助。由此可知，對於衡量 IMC 的效

果，目前在業界仍無定論，也間接造成 IMC 發展的限制。  

祝鳳岡（1996）曾提出 IMC 之主要機制–「綜效」之產生有二種形

式：（ 1）數學式之綜效：總和大於個別之算術總和。（ 2）互補性之綜效

（Counterproductive）：相互為用、相輔相成。Duncan和 Moriarty（1997）

則認為，評估企業執行 IMC 的程度與效果可從二方面著手：輸出管制與過

程管制。以下便以此為依據整理近年來對 IMC 績效評估的方法。  

一、 輸出管制：  

輸出管制是指整個 IMC 活動外在效果的評估，也就是所謂的「綜效」。

一般行銷常用的效果測量技術，通常是針對個別媒體工具而定，如媒體收

視率、發行量、廣告回憶度等等，這是因為過去的行銷活動只是個別的執

行角色，且不同的傳播工具通常由不同的代理商負責，因此，個別工具效

果的量測有助於了解那一部份是比較有效的。  

但是在 IMC 的概念下，所有的行銷傳播活動都被要求整合。因此，對

於「綜效」的衡量便不能以個別傳播工具的效果為對象，應該以總體整合

的效果為主，如品牌知名度、偏好度、購買意願及購買行為等。不同的企

業應該依據企業的特性與傳播目標發展出不同的績效評估方式。以下介紹

學者發展出來評估 IMC 綜效的方法：  

(一 ) 投資報酬率（Return Of Investment，ROI）  

Schultz（1994）提出行銷人員應該收集四大步驟的資訊以測量

IMC 活動的 ROI。  

1． 確認主要顧客群：先決定測量的主要顧客群，並以資料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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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顧客價值：針對顧客的購買週期評估其邊際效應價值。  

3． 追蹤訊息的傳遞：了解品牌與顧客的接觸點為何。  

4． 顧客的回應程度：以可測量的行為做基準，統計回應程度。當然，

銷售數字是最直接的方式。  

Schultz（1994）認為 ROI測量 IMC 只是概念性的架構，實際的

測量方法與步驟仍有待不同產業去制定。  

(二 ) 「總曝露量」  

1989年廣告研究基金會（Advertising Research Foundation）

之 ARF 模式指出媒體工具曝露越大，廣告曝露就越多，廣告知覺效

果也越大，廣告傳播效果與銷售反應等就越大。因此，Katz 和

Lendrevie（1996）便以此為基礎，假設整合行銷方案的「總曝露量」

越大，整合行銷方案的綜效應該就越大。  

目前測量行銷活動的媒體曝露有下列三種途徑：  

(1) 局部途徑（The partial approach）：以預算大部份使用的傳

播工具為主要評估對象，用於其它工具的部份則以功能有

限或是評估困難為由，甚少去衡量其效果。  

(2) 整體途徑（The global approach）：這是將目前用來評估廣

告活動的方法，完全移到非廣告的工具上。如 GRPs、CPM、

Reach、Frequency之類的指標。雖然不同工具衡量出來的

結果有共同的基礎，卻不切實際。  

(3) 個別途徑（The specific approach）：以每種工具目前最適

合的技術來進行測量，但結果卻無法加總。在傳播工具超

過六百種以上的今天，要以同樣的基礎計算衡量的總合是

有困難的。  

三種途徑各有各的優缺點。因此，Katz 建議以「總曝露量」做

為衡量各別傳播工具績效的共同基礎，並將之區分為三類：媒體暴露

（Media Exposure）、產品印象（Product Impression）、個人接觸

（Personal Contact）。最後再加總計算「總曝露量」，藉此做為整合

活動的效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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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體暴露：媒體上所接觸到所有關於品牌的訊息。包括廣告與公

關新聞或是報紙折價卷促銷。  

2． 產品印象：目標對象直接接觸到產品本身所產生的印象。包括在

店裡、家中、街道上都可能發生。  

3． 個人接觸：個人許多決策都是根據與別人的對話而定的。如醫生

對止痛葯的意見、朋友對品牌的看法⋯等。  

雖然 Katz的「總曝露量」對 IMC 的效果衡量提供了一條探索性

的途徑，但目前閱聽眾本質上有所不同，因此閱聽量可以計算，但閱

聽「質」的問題尚未解決，把不同型態的曝露加總之前，應該考量曝

露的權數問題，才能更接近事實。  

(三 ) 「關係矩陣」  

Duncan 和 Moriarty（1997）提出「關係矩陣」，認為可以加強

解釋銷售狀況及市場占有優勢，同時提供一個可以進行更精確的預測

基礎。其認為企業運用的最成功的五大矩陣為：顧客收益性、終身顧

客價值五分法、購買次數指數、推薦指數及顧客占有率。一旦這些矩

陣呈現負成長的現象，企業必須找出其中的原因，才能幫助公司扭轉

劣勢。  

1． 顧客收益性：計算出單一顧客的收益性，平均收益性也可算出。

一旦數字下滑，則表示有問題發生。  

2． 終身顧客價值五分法：比計算顧客收益性更精確的一個方法，是

依照終生顧客價值，將顧客分成五個均等的團體，並計算出每個

團體的終生顧客價值以追? 其平均收益性。  

3． 購買次數指數：人們購買的次數越頻繁，則將來購買的可能性就

越大。追蹤三十天內顧客的平均購買次數。  

4． 推薦指數：追蹤顧客或利害關係人向他人推薦品牌所得到的生意

百分比。較適合於高價位或服務性商品。  

5． 顧客占有率：絕大部份的顧客會購買多種品牌，這個現象在包裝

產品上尤其明顯。因此，領導品牌的目標應該是增加這些顧客在

這項產品種類上的購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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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品牌權益（Brand Equity）」  

Duncan和 Moriarty（1997）提出十大整合行銷法則9，認為整合

行銷傳播應該與顧客建立良好的品牌關係，加強企業與產品的「品牌

權益」為目標。Keller（1996）也認為行銷傳播的角色是建立品牌記

憶，一且把各種強烈、有利與獨特的聯想與品牌結合，藉此促成品牌

權益。因此，行銷人員必須在消費者的記憶裡，建立品牌知名度與正

面的品牌形象，由此產生一些知識結構可以影響消費者反應，並形成

不同類型的品牌權益。  

良好的品牌權益代表顧客在不同的購買決策階段，能將品牌與需

求聯想在一起，完成購買。因此，不同訊息元素、不同媒體、不同傳

播組合之間必須策略性的整合在一起，傳遞能完成購買的品牌權益。 

(五 ) 購買決策指標  

Percy（2000）認為企業應透過五項指標來了解目前品牌在消費

者購買決策中所處的位置，並評估 IMC 活動後達成的總體效果。  

1． 品類需求：指目標對象對於自己需要何種產品或是服務以滿足自

我需求的認知。  

2． 品牌知名度：指目標對象辨認產品或服務的能力。包含認知性知

名度與回憶性知名度。  

3． 品牌態度：指目標對象對產品或服務的整體評價。  

4． 品牌購買意願：指目標對象願意購買或使用產品或服務的程度。 

5． 促成購買：指目標對象對足以影響其購買或使用產品或服務之因

素的了解程度。  

二、 過程管制：  

過程管制則是用來評做公司內部進行整合行銷的成效，包括整合計劃

的運作、功能執行等等。品質管理專家認為，過程是造成生產力強弱的關

鍵，只要過程合乎標準，績效目標將能有效達到。影響輸出的因素很多，

行銷只是其中一環。Duncan和 Moriarty（1997）認為研究 IMC 應將重點

置於過程管制上。  

                                                 
9 參見本論文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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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Moriarty（1994）認為 IMC 是否達成綜效可透過三個部份加以檢視： 

1． 一致性（Consistency）：人們自然會整合訊息。企業必須提供一

致的訊息給顧客。狹義的一致性是指一種聲音。廣義的一致性是

指針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給予不同的訊息，但這些訊息必須是協調

一致的。  

2． 互動性（ Interactivity）：與利害關係人互動得到資料回饋，藉以

建立與更新資料庫。  

3． 使命行銷（Mission Marketing）：企業的經營使命不僅為長期規

劃的基礎，亦為發展溝通訊息的參考，以經營使命為基礎所發展

的行銷傳播，必能使顧客更了解企業所提供的附加價值。  

(二 ) Haykto（1996）在印第安納州中學的閱讀個案分析中，整理出三項

成功整合行銷方案的基本原則：協調性、一致性與互補性。  

1． 協調性（Coordination）：這項原則包含二個構成要素，才能

（Talent）的協調與想法（ Ideas）的協調。  

(1) 才能的協調：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組成的專案小組必須全

心投入並與其它成員保持合作。  

(2) 想法的協調：捨棄先入為主的觀念，從零開始規劃 IMC。 

2． 一致性（Consistency）：這項原則具備二個構成要素：傳播工具

內部一致性與傳播工具外部的一致性。  

(1) 傳播工具內部一致性：以類似的元素表現整體的主題。  

(2) 傳播工具外部一致性：不同工具間的訊息必須保持一致。 

3． 互補性（Complementarity）：每一種工具及其所包涵的每個組成

成分，都必須互補和強化。互補原則確保每一個組成成份都能互

相依賴及延伸，以便傳遞預期的訊息。  

(三 ) Pickton和 Hartley（1998）提出 IMC 的過程管制模式，認為衡量整

合行銷傳播應包含九個構面，且這九個構面沒有階層上的關係，分

述如下：  

1． 促銷組合的整合：包括促銷組合及媒體的整合。  



IMC在唱片產業之應用研究----以兩唱片公司為例 

 
47 

2． 促銷組合和行銷組合的整合：促銷組合是行銷組合的一部份，促

銷組合和行銷組合的目標應為一致。  

3． 訊息、主題的整合：所有溝通工具所傳達的訊息、主題需整合一

致。  

4． 內部組織的整合：整合組織內影響傳播溝通的相關部門、個人和

活動。包括企業目標、資源的提供、預算的制定、部門的整合等

等。  

5． 組織間的整合：與代表公司進行行銷溝通的外部組織進行整合，

包含所有和公司有關連的組織，如其供應鏈中的廠商、廣告商等。 

6． 資訊及資料庫：資料庫是整合行銷傳播的基礎。  

7． 關係利益人的整合：整合行銷傳播不只針對消費者，應針對所有

關係利益人。  

8． 企業形象與認同感的整合：企業在溝通其形象和認同感時(例產

品、品牌等 )，經常將其視為不同的活動，且由不同的人負責。

進行行銷溝通時，應將企業形象和認同感的整合納入，以維持一

致性。  

9． 地理區域的整合：整合需跨越國界，包括語言、文化、管理的差

異等。且分別針對採用集權或分權的方式，進行全球品牌和管理

控制的整合。  

衡量的過程如下：針對不同構面，評量個別構面的整合程度，而

評量的工作可委由外部專家或機構進行。針對不滿意的構面，進行事

後改善的工作，而滿意的構面也要萃取出成功的因素。透過持續對各

績效構面稽核，確保最終目標得以有效達成。 

(四 ) Duncan和 Moriaty（1997）提出「整合行銷檢視法」作為過程管制

的依據。他包含了下列五項重點：  

1． 整合行銷架構組織  

(1) 跨功能企劃與監督的運用：跨功能的經營品牌，品牌經營

不單只是行銷部門的責任。  

(2) 培養核心能力：負責企畫執行的人，需具備協調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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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品與消費者非常了解，對所有主要行銷傳播方法的優

缺點也都非常清楚。  

(3) 善用資訊推動整合行銷：公司各部門具備資訊共享的基

礎，對行銷目標與計劃具有共識。  

(4) 與外部組織建立合夥關係：要建立傳播計畫與活動的協調

溝通機制，保証行銷與傳播目標的一致。  

2． 使命行銷  

(1) 企業使命是傳播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2) 我們的企業任務是促成顧客和其它利害關係人對公司信賴

和支持的原因。  

(3) 我們所從事的公益活動有特定對象，企經過特別的企畫。 

3． 積極的互動關係（關係行銷）  

(1) 大眾媒體與一對一媒體有策略性的交互作用。  

(2) 我們有一套專門處理顧客詢問和抱怨的計畫。  

(3) 我們對顧客的詢問與意見及消費行為都有詳細的紀錄。  

(4) 公司裡顧客資料使用方便。  

4． 建立策略一致性  

(1) 定期內容分析公司所有的傳播訊息，檢視是否達到一致性。 

(2) 行銷與行銷傳播目標的認知與共識。  

(3) 針對各利害關係人進行個別的企業活動不會有所抵觸。  

(4) 我們對定價、批發、產品品質、服務情形和非公司所能控

制的因素所傳達出的訊息非常重視。  

5． 企劃與評估  

(1) 自主性的行銷傳播計劃：利用 SWOT分析法找出企劃內外

部的優缺點、機會與威脅，以此為基礎發展行銷計劃。  

(2) 重視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的確認與優先順序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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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觸點管理：充分運用現有的品牌接觸點。  

(4) 積極互動的關係：策略性地控制所有傳達給顧客與利害關

係人的訊息，鼓勵建設性的對話，創造並維護有利之關係。 

另外，Duncan和 Moriarty（1997）也提出了針對上述「整合行

銷檢視法」的五項依據，在工具的使用上有以下的選擇：  

1． 認知、態度與方法的評估問卷：了解員工的對企業目標的認知、

品牌定位的認知、品牌企劃的共識、傳播工具的熟悉度、利害關

係人的了解與溝通情形、資料庫的使用程度、對接觸點的了解與

現階段公司內部執行 IMC的優缺點以及所遇見障礙的看法等等。 

2． 傳播網的訪查：了解公司內部資訊溝通的管道與對外部組織對話

的窗口是否一致。增加真正有用資訊的流通，儘量減少不必要的

紙上作業。  

3． 內容分析：將過去一年來企業所傳送的一切訊息加以系統性地分

析，了解創意策略的執行是否與目標一致；訊息內容是否符合接

收訊息者的需要；公司品牌定位與形象的描述是否一致等等。 

4． 販賣商、供應商與其它利害關係人的訪查：並非所有的整合行銷

視都會使用到這項工具。這項工具的目的在於分析公司與其供應

商之的關係、傳播系統、調查結果與其他資訊的流通程度、公司

獎勵辦法、商業管理情形，及供應商對公司優點、任務與定位的

看法。藉以找出公司與供應商對彼此之關係在認知上的差距。 

5． 安排不具名的購物者與來電者：這項工具是用來視零售運作的情

形。所有的商店顧客接觸點都在分析的範圍之內，目的在確認購

買過程中，有哪些訊息被傳出來，包括商店外觀、停車與其他進

店的細節、進店之後的感覺，如招牌、員工、櫃台、顧客動線、

售貨員外觀、區別售貨只與顧客的難易度、售貨員專業知識及對

貨品與商店政策的了解，包括退貨、保証等。  

6． 接觸點的分析：列出產品訊息與服務訊息接觸利害關係人的所有

方式，然後分析這些經驗的傳播效力。  

有效的績效衡量是 IMC 發展的關鍵，未來不論是輸出管制或是過程

管制，都需要再加強其完整性，使 IMC 能廣泛的被使用，以創造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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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績效產出總整理  

綜上所述，本研究整理歸納 IMC 績效產出的衡量方法如下表 2-4：  

表 2-4 整合行銷傳播（IMC）之績效產出總整理 

 面向 構面 項目 評估工具 

組織架構 

內部組織整合程度 

 

組織架構面 

外部組織整合程度 

專業整合人才 

要 

素 

投 

入 

對整合的認知 

 

人員知識面 

資料庫行銷 

自主性的企劃基礎 

由外而內的企劃流程 

 

 

計 

劃 

整 

合 

 

障 

礙 

排 

除 

 

企劃流程面 

策略一致性 

對員工做問卷評估 

內部傳播網的訪查 

對外部關係人訪查 

安排不具名之來電 

分析所有的接觸點 

形象整合 

工具整合 

層級 

目標 

 

整合層級面 

協調整合 

分析企業所有傳遞的訊息資

料與使用的傳播工具，是否

達成整合層級目標 

協調性 

一致性 

互補性 

 

 

 

 

過 

 

程 

 

管 

 

制 

 

 

 

執 

行 

整 

合 

 

 

內容 

特性 

 

 

整合內容面 

互動性 

分析企業所有傳遞的訊息資

料與使用的傳播工具，是否

具備整合內容特性 

消費者導向 品牌權益 市場調查公司 知覺 

導向 媒體導向 媒體曝露 媒體調查公司 

關係行銷 消費者關係 

關係矩陣 

建立消費者資料庫 

做個別顧客收益分析 

關係 

導向 

利害關係人關係 長期互動關係的建立 內部傳播網的訪查 

銷售量或市占率 影響購買行為 

投資報酬率（ROI） 

年度財務報表與政府刊物等

二手資料推算 

輸 

 

出 

 

管 

 

制 

 

 

綜 

效 

評 

估 行為 

導向 

引發行銷回應 顧客回應率 回應資料計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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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概念性架構  

本研究整理 IMC 的文獻，將 IMC 要素、執行整合的層級、計劃整合

的障礙與績效評估等構面歸納綜合整理為 IMC 的概念性架構。  

參考祝鳳岡（1996）的 IMC 投入–產出系統的體系，將投入部份設

為「計劃整合的要素」，包含了「組織架構面」、「人員知識面」、「企劃流

程面」，整合過程為「執行整合」，包括「整合的層級」與「整合的內容特

性」，而績效產出部份則分為「綜效評估面」與「系統回饋面」。如下圖 2-7

所示，說明見表 2-5。  

 

 

 

 

 

 

 

 

 

 

 

 

 

 

 

 

 

 

 

 

 

 

圖 2-7 整合行銷傳播（IMC）之概念性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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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整合  

組織架構面 人員知識面 企劃流程面 
內部組織架構 

內部組織的協調程度 
外部組織的協調程度 

專業的整合人才 

對整合的支持與了解 
資料庫的使用程度 

零基溝通的企劃基礎 

由外而內的企劃流程 

策略一致的企劃目標 
排除計劃整合的障礙 

執行整合的層級 

形象整合 

工具整合 

協調整合 

協調性 

互動性 互補性 

一致性 

品牌權益 

媒體曝露 

消費者關係 

利害關系人關係 

購買行為 

行銷回應 

執行整合  

系
統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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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整合行銷傳播（IMC）之概念性架構說明 

部門權力分配 內部組織架構 

行銷位階高低 

跨功能協調機制 內部組織協調程度 

組織文化 

組 

織 

架 

構 

面 外部組織協調程度 外部組織的協調機制 

對消費者的了解度 專業整合人才 

跨媒體知識的了解度 

主管的了解與支持 整合的認知 

員工的了解與配合 

資料庫建立 

資料庫管理 

人 

員 

知 

識 

面 資料庫行銷 

資料庫應用 

零基溝通企劃 SWOT分析 

以消費者為中心 

重視利益關係人 

外而內的企劃流程 

品牌接觸點管理 

企業使命行銷 

行銷人員參與整個過程 

要

素

投

入 

計 

劃 

整 

合 

企 

劃 

流 

程 

面 策略的一致性 

行銷與傳播目標一致 

視覺形象整合 形象整合 

口語形象整合 

多種傳播工具 功能整合 

固定的預算 

多種傳播工具策略性使用 

整 

合 

層 

級 

面 協調整合 

刺激購買為目標 

想法的協調 協調性 

才能的協調 

工具內部一致性 一致性 

工具外部一致性 

互補性 工具間互補 

整 

合 

過 

程 

執 

行 

整 

合 

 

整 

合 

內 

容 

面 

互動性 互動性工具的使用 

品牌權益 知覺導向 

媒體曝露 

消費者關係 關係導向 

利害關係人關係 

購買行為 

輸 

出 

管 

制 

綜 

效 

評 

估 

面 行為導向 

行銷回應 

計劃整合要素的投入 計劃整合 

計劃整合障礙的排除 

計劃與執行的協調性 

執行整合層級的目標 

系 

統 

產 

出 

過 

程 

管 

制 

系 

統 

回 

饋 

面 
執行整合 

執行整合內容的特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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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台灣唱片產業  

一、 唱片產業的定義  

根據中華民國標準產業分類（Standard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IC），

唱片發行屬於有聲出版業的營業項目，有聲出版是指「轉化音樂、口述及

其他聲音的聲波，再生記錄而成的錄音帶、唱片等載體」，依錄製之內容

可將其區分為音樂類型與非音樂類型二類目，本研究定義之唱片產業即為

音樂類目之有聲出版業。非音樂類型者，如電影錄影帶等出版品，則不在

本研究唱片產業定義之範圍內。如下圖 2-8 所示。  

 

 

 

 

 

 

 

 

 

圖 2-8 有聲出版業之類目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出版年鑑》，行政院新聞局，2002 

 

音樂類型之出版品又可分為兩大分支：主力音樂與非主力音樂，此分

類主要是依照其音樂類型是否屬於唱片公司經營之重點而言，故主力音樂

包括國語歌曲、台語歌曲、外語歌曲等；非主力音樂則包括宗教音樂、古

典音樂、民族音樂、地方戲曲、民俗戲曲等。  

而據 IFPI 統計（2003），1997 年台灣地區之華語專輯（Domestic 

Repertoire）佔總唱片銷售量的 67%。因此，主力音樂之國語歌曲為唱片

產業之大宗，也是台灣唱片產業位居華語區域市場中心的原因。本研究以

台灣地區國語唱片產業為主要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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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唱片產業的發展  

池祥蓁（1996）分析台灣唱片產業的歷史沿革，分成六個階段，本研

究將 1998 年之後設為第七個階段，敘述如下：  

(一 ) 唱片進口時期（西元 1945－1954 年）  

光復初期，台灣只有代理發行和零售的唱片行，多數唱片業者都

是從日本買進唱片然後在路邊以零售方式銷售。1947年二二八事件

發生時，台北的中華路已經有唱片店的出現，正式以店鋪方式售賣。

另為，此時期的台語歌曲進入了黃金時期。  

(二 ) 台灣本土唱片產業的興起（西元 1955－1964 年）  

此時期台灣的經濟開始逐漸發展，社會安定促進國民對於娛樂需

求，唱片產業於是興起。廣播電台在此時期紛紛成立，每天從早到晚

播放台語流行歌曲。  

唱片公司的數量，1954 年在政府機關正式登記的只有 2 家，到

了 1962 年已經增加到了 34 家，成長非常快速。唱片公司製作的內

容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英語唱片，另一類是台語流行歌曲。英語唱

片來自美國影響，台語流行歌曲則大多翻唱自日本歌曲，成為大眾與

唱片公司的最愛。  

(三 ) 走向繁榮的唱片業（西元 1965－1971 年）  

進入 60 年代，台灣的經濟政策從進口替代時期進入外貿導向經

濟。此時經濟快速發展，人民所得增加，社會型態由農業逐漸轉成工

商業。唱片產業由 1962年的 34家增加至 1965年的 64家，成長速

度驚人。而 1965年之後，唱片全面改換成自動壓片機器製作，到 1971

年正式登記已達 119 家。  

此時期因為台語電影的盛行，台語唱片仍然是此一時期的唱片主

流。而台灣優秀唱片及技術人才開始外銷至開發中國家如馬來西亞、

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地。唱片產業也廣招歌手、舉辦歌唱比賽、發

掘新人，唱片產業非常繁榮。  

(四 ) 唱片業的快速成長（西元 1972－1981 年）  

唱片的硬體技術在此時期發展迅速，三家電視台的開播增大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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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胃納量。民歌運動也在此時期展開，校園裡興起一股民歌風

潮，培養出了一群優秀的創作人才，為台灣唱片產業奠下日後良好的

發展基礎。國語唱片因此成為了市場的主流，滾石與飛碟唱片也隨之

而起。這兩家唱片公司以企業化的經營模式，拿下了近三分之二的國

語流行唱片市場。  

(五 ) 唱片業的黃金時期（西元 1982－1991 年）  

此時期的唱片生產方式由於資本增加而較以往進步，也更注意行

銷與包裝，擴大了消費者對唱片的需求，因而唱片代理業也興起，為

外商在台的唱片發展開啟大門。  

(六 ) 朝向多元化、全球化及國際化發展（西元 1992—1997）  

90 年代開始，跨國唱片公司紛紛進駐台灣。荷蘭寶麗金唱片在

1989 年正式取得齊飛經營權，成為台灣第一家跨國唱片公司。之後

新力、華納、博得曼、環球等國際公司皆陸續成立子公司與購併，經

營台灣華語唱片市場。到了 90 年代末，台灣的唱片業市場除了本土

的滾石及一些小資本的唱片公司之外，其餘則幾乎由所謂的五大唱片

公司所掌控。  

(七 ) 衰退時期（1998–至今）  

台灣唱片產業在 1997 年達到市場最高峰，創下 123億台幣的紀

錄。但在 1998年之後，由於盜版的猖厥與市場環境的改變，台灣唱

片產業戲劇般地急轉直下，進入前所未有的衰退時期，平均每年以

20%的速度滑落，至 2003 年為止，台灣唱片產業的市值只剩 45億

台幣（ IFPI）。  

台灣唱片產業為何突然在 1998年之後急劇衰退，業者大多歸咎

於盜版與網路非法下載。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曾任中華音樂人協

會會長陶曉清指出，目前台灣流行音樂所遭遇的困境，絕非一朝一夕

所造成，唯有從歷史中抽絲剝繭，使能還原困境面貌。  

《五四三音樂站》馬世芳（2002）也一語道破目前台灣唱片產

業的悲情：「曾幾何時，唱片工業已經淪為整個娛樂工業底下無足輕

重的小小環節，歌手必須靠代言產品、拍偶像劇、主持節目來養活自

己，出唱片只求賣幾支 MV的權利金能讓製作費回本，別無他求。消

費群的年齡一再下降，創作與製作部門人才青黃不接，抄襲風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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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跨國公司以『行銷導向』的方式把唱片當成肥皂賣，歌手的壽

命遂愈來愈短。惡性循環的結果，作品愈來愈空洞，於是愈來愈少人

想買唱片，值得傳唱的好歌也愈來愈難得。另一方面，有才華、有想

法的音樂人，無論幕前幕後，幾乎都是滿腹怨氣，空有一身本領卻無

處發揮，只因為有人說『市場不要你的東西』。整個產業的內裡早已

被掏空，這絕對不是怪罪 MP3 和盜版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細推上面敘述，可將唱片衰退大致原因歸結整理如下  

1． 媒介零碎化：  

張唯仁（2000）認為媒介的大量發展是造成唱片產業衰退

的主因。大量的媒介造成唱片行銷費用的大幅上揚，產品生命

週期變短，音樂也隨著同質化，消費者不再買單，轉而向盜版

或其它的娛樂型式。  

2． 非法商業盜版問題：  

音樂錄音數位化及鐳射唱片製造技術提升，使得大規模商

業性盜版，在品質、生產速度與成本控制方面皆有突破，並且

已發展出完整之上下游生產配銷體系。在銷售方式上，除了在

夜市、商業區設攤之傳統方式外，更發展出透過傳真或郵寄商

品目錄，進行直銷訂貨及專人送貨之服務，侵蝕合法唱片市場。 

3． 網路音樂下載：  

隨著科技發展，寬頻網路普及，網路取得音樂的方式日益

方便，網路音樂下載已是大勢所趨，但目前網路音樂下載仍然

無法規範。雖然美國唱片產業在與 Napster官司訴訟中勝訴，

但唱片產業短期內仍無法提供網路音樂下載合法的付費機

制。這部份仍有待未來發展。  

4． 燒錄器轉拷普遍：  

隨著光碟燒錄器價格下降及燒錄速度與品質之提升，燒錄

器已成為個人電腦的必要配備。對於目前以鐳射唱片為主要載

體規格的市場而言，由於轉錄成本低、快速且品質好，在學校

及辦公室之間廣泛流傳。對唱片業者造成之損失，尤在商業盜

版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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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興娛樂活動增加：  

隨科技之發展，創造了許多新的娛樂活動項目，也占據大

部份青少年之零用花費，而青少年正是唱片消費的主要族群。

行動電話、數位相機與電視遊樂器普及率提升；KTV、看電影

與網路遊戲花去大部份的時間與金錢。相對於唱片消費則產生

了時間及金錢的排擠效應。音樂產業已從過去之強勢主流娛樂

產業，變為相對弱勢之娛樂產業。  

6． 音樂品質滑落  

唱片品質低落是台灣地區國語流行唱片長久以來的問

題。在唱片景氣好的時代，多出就是多賣，造成無法兼顧唱片

的質與量。因此，在唱片市場萎縮的同時，唱片公司將重心放

在包裝、贈品、廣告上，卻忘了回到音樂的本質上下功夫，許

多聽眾買了唱片回家卻發現最值回票價的竟是精心設計的小

禮物。2003 年初，樂壇大老李宗盛公開表示：「台灣流行音樂

已死。」便是感慨長期追求財務數字忽略音樂內含的唱片產

業，即將踏入短視的墳墓裡。  

7． 唱片公司定位及策略  

目前的音樂產業運作體系及方法，與二十年前的黑膠唱片

時代相差無幾。近幾年來市場環境巨大改變，唱片產業在其它

新興娛樂產業的衝擊下，日漸失去娛樂產業的主導地位。面對

唱片產業在娛樂產業中的角色變換，唱片公司在定位與營運策

略上必須有所調整。針對本身的資源與優勢做專業的發揮，才

能有所收獲，一昧的依賴過去成功的經驗，註定將被潮流所淘

汰。  

8． 零售通路變革：  

由於大型連鎖唱片的興起，以完整的產品庫藏與舒適美觀

的店面，取代了之前大街小巷林立的唱片行。雖然使消費者在

購買唱片時享有許多加值服務，如試聽、簽唱會等，但大型連

鎖店的數量少且集中於某些特定商圈，造成購買不便利，加上

人員之專業諮詢服務及與消費者互動明顯缺乏，影響音樂資訊

推廣及產品多元化之發展，也間接造成銷售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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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唱片產業的現況  

Aaker（1998）指出，產業分析是基於對消費者和競爭者的分析，有

助於針對市場及其變動做出策略性的判斷。產業分析有二個目的，第一是

分析產業現況，確認目前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另一個目的是確認產業的

關鍵成功因素。他提出產業分析的七個構面：實際與潛在市場規模、市場

成長、市場獲利能力、成本結構、發行通路、市場趨勢和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依此構面分析如下：  

(一 ) 台灣唱片市場的規模  

音樂產業主要有三種收入來源：唱片銷售、音樂版權與現場演出

（Hull，1998；引自周昭平，1999）。其中以第一種唱片銷售來源最

重要，在台灣也較有確切的數字。  

90 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公司的進駐，台灣唱片市場呈現蓬勃發

展的趨勢。根據國際唱片交流基金會（ IFPI）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

在 1997 年唱片市場零售總值達 123億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居全

球第 12 位，占全球銷售量的 1％。以台灣不到世界 0.5％的人口而言，

表現令人讚賞。  

另外基於語言的使用和文化的接近性，加上衛星傳播科技的普

遍，亞洲華語區域市場於焉形成。而台灣身居華語流行音樂的產製中

心，不斷輸出流行音樂到亞洲其它華語地區，包括新加坡、印尼、馬

來西亞、泰國、菲律賓、香港、中國大陸，甚至紐西蘭與澳洲等。特

別是中國大陸逾 13 億的人口，市場潛力十分驚人，近年來盜版猖獗

網路盛行，大陸市場仍逆勢成長，成長力道可見一般。因此有學者認

為台灣是個市場雖小，但卻是潛在市場極大，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地區

（Burnett，1996）。  

(二 ) 台灣唱片市場的成長  

從 1998 年以來，台灣唱片市場銷售一路下滑至今，每年流行音

樂唱片產業以平均近 20%的速度衰退，2003 年的總銷售量只有 15.6

百萬張，不到 1997 年 48.1 百萬張的 1/3，六年內總共掉了 32.5 百

萬張的唱片銷售，總市值也從 123億元跌至 44億元台幣，總跌幅達

65%，見表 2-6。  

而在國語唱片部份，見表 2-7，1997 年有 32.2 百萬張的銷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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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占總市場的 67%。到了 2003年只剩 7.4百萬張，只占總市場的

47%。總市值也從 84 億元跌至 21 億元台幣，總跌幅高達 75％。國

語市場下跌的量占總市場下跌的 80%，受創最為嚴重。市場的萎縮

使得國語唱片發行數目持續下滑，2003 年的總發片量只有 123片10，

比起 1997年超過 300片的規模，台灣地區國語流行唱片產業正進入

前所未有的寒冬。  

而綜觀整體亞洲市場，1997 年台灣的年度唱片銷售量在亞洲仍

僅次於日本，占世界第 12 位。之後台灣連年下滑，而大陸市場反而

連續五年逆勢成長，南韓挾其 6 千萬人口，且政府大力推廣娛樂產

業，使得南韓唱片產業仍有三年呈現成長狀態。因此，台灣於 2000

年時便落後大陸，降為第三。2001 年又被韓國追上，落居第四，見

表 2-8。  

表 2-6 1997-2003年台灣地區唱片銷售狀況 

 銷售量 零售值 成長率 成長率 

年度 (百萬張) (百萬元) 量(％) 額(％) 

1997 48.1 12332.3 1.3 8.2 

1998 40.4 10688.0 -16.0 -13.3 

1999 35.9 9886.7 -11.1 -7.5 

2000 28.8 7493.7 -19.7 -23.0 

2001 19.0 5775.7 -34.2 -24.1 

2002 17.4 4977.7 -8.3 -13.8 

2003 15.6 4487.1 -10.3 -9.9 

資料來源：IFPI Taiwan 

表 2-7：1997–2003年台灣地區國語唱片發行與銷售狀況 

 出版張數 成長率 銷售量 零售值 成長率 成長率 國語比重 

年度 (張) (％) (百萬張) (百萬元) 銷售量(％) 零售值(％) (％)

1997 308  32.2 8044.1 -3.9 7.5 66.9 

1998 277 –10.2 25.6 6606.3 -20.5 -17.9 63.4 

1999 248 –10.5 21.9 6107.8 -14.5 -7.5 61.0 

2000 222 –16.7 15.5 4326.6 -29.2 -29.2 53.7 

2001 185 –16.7 8.9 2783.4 -42.6 -35.7 46.9 

2002 142 –23.2 8.2 2340.4 -7.9 -15.9 47.1 

2003 N/A N/A 7.4 2143.1 -10.1 -8.4 47.2 

資料來源：IFPI Taiwan 

                                                 
10 2003年亞洲 SARS風暴，台灣成為災區，嚴重影響唱片預定發行計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0 

表 2-8 1997-2003年台灣地區唱市場之亞洲與世界排名 

年度 世界排名 亞洲排名 

1997 12 2 

1998 16 2 

1999 16 2 

2000 18 3 

2001 22 4 

2002 22 4 

資料來源：IFPI Taiwan 

 

(三 ) 台灣唱片市場的結構  

台灣唱片公司依產品線廣度、垂直整合程度及資金規模等構面，

可大致區分成以下三種類型：  

1． 國際大型唱片公司  

國際影型唱片公司是指具有國內外製作、企劃、宣傳與發

行能力的大型唱片公司，目前國內有八大，若以資金來源分

類，外資有六家，包括華納（Warner）、環球（Universal）、科

藝百代（EMI）、新力（Sony）、博得曼（BMG）與艾迴（Avex）。

而台灣本土的唱片公司有二家：滾石國際（Rock）與華研國際

（HIM）。  

國 際 唱 片 進 入 台 灣 的 方 式 ， 起 初 是 透 過 授 權 代 理

（Franchising），等熟悉當地市場運作後，再透過代理商合資

（Joint venture）、購併（Merger），或是成立全新子公司等方

式進入台灣市場。  

跨國公司積極進駐台灣的目的當然不僅是台灣市場，更重

要的是涵蓋東南亞、中國大陸等將近十多億人口的華語區域市

場，特別是在廣大的中國大陸唱片市場。如果先在台灣市場站

穩腳步，將有助於國際唱片公司進軍大陸市場時的經驗。  

2． 中型唱片公司  

中型唱片公司主要是以國內唱片的製作、企劃、宣傳與發

行為主，有的公司甚至沒有發行業務，而將發行部份交由其它

公司處理。如外資旗下的上華唱片（What’s）、維京唱片（Vi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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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土的福茂唱片（Linfair）、豐華唱片（Forward）等。另外，

非主流的唱片公司，如風潮唱片（Wind）、金革唱片（Jingo）

等，也屬於此類。  

3． 小型唱片製作公司或經紀公司  

而小型唱片公司主要負責國內唱片之製作，企劃、宣傳與

發行則交由隸屬的唱片體系或是其它大型唱片公司代為發

行。隨著國際唱片公司進入本土市場，因應體制的結果，發展

出經紀公司與國際大型唱片公司合作模式，經紀公司培養藝

人，唱片公司負責製作發行專輯，但是唱片以外的部份，包括

電影、廣告等業務專案，則是歸於經紀公司處理，唱片發行公

司並沒有「權利」。如「福隆」經紀公司的【F4】，便是交由新

力唱片公司合作專輯。  

至於台灣唱片產業的市場結構，根據行政院出版年鑑統計指出，

2002年台灣地區共有 4187家有聲出版業，較上年度 2606家成長了

58%。但 IFPI台灣分會會員數只剩下 12 家，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

協會也只剩 28 家會員公司，表示唱片公司正逐步集中化。  

林欣宜（1999）指出，台灣唱片市場呈現的是由國內外跨國唱

片集團寡佔的態勢，包括在全球占 70%以上市占率的五大集團與滾

石唱片。根據 1998年 IFPI本地排行榜的統計，在全年五十週的銷詹

排行資料中，進榜的 122 張華語專輯中，有 112 張來自六大唱片集

團，占 91%，市場呈現高度集中趨勢，因此屬於「獨占性競爭市場」。 

(四 ) 唱片產業的成本結構  

唱片產業的成本結構依作業流程大致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包

含公司簽約藝人或代理產品；第二階段為產品發展，包括製作、企劃

與宣傳；第三階段為製造成本；第四階段為發行成本。每一階段的成

本比例，視產品類型而有所不同。大致上而言，第一與第二階段占唱

片成本的最大部份，第三階段的製造成本隨著科技進步已經降低，加

上台灣物流發達且網路下單便利店取貨的方便性，使得小型唱片公司

已能自行製作並發行唱片。  

而跨國集團進入台灣市場後，對本地音樂產業產生結構性的衝

擊，尤其是明星歌手簽約金與行銷宣傳預算提升的幅度驚人。吳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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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就認為跨國公司挾其龐大的資金，將以往「創意導向」的

流行音樂產業，轉為「資本導向」。跨國集團先以高價簽約挖角歌手，

如新力付出 1億元將張信哲從科藝百代挖角，再以高額的宣傳費用堆

砌銷售量，迫使本土唱片公司必須遵循高宣傳費的市場規則，也使得

缺乏宣傳資源的中、小型唱片司，無法在市場中與之競爭，對台灣唱

片產業造成劇烈衝擊與改變。  

加上近年來台灣各類媒體快速成長，導致唱片行銷宣傳預算提

高，但效果卻降低。面對形形色色的媒體，唱片公司面臨了兩難的局

面，不宣傳消費者看不到，做了錢不夠多效果也不夠，做多了成本大

增，卻不見得能回收，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也是目前台灣唱片公司可

能面臨經營上的最大挑戰（林欣宜，1999）。  

目前台灣的有線、無線電視台有七十餘家，廣播電台則有百餘

家。台灣唱片產業的媒體採購成本高達 50%，相較其它國家的 20%

高出許多（李瑞斌，2002）。  

因此，面對節節高升的媒體成本，六大唱片公司為因應市場局

勢，宣佈自 2001年 3 月 1 日起，針對有線、無線電視台提出「三不」

政策–不免費提供音樂錄影帶、不上廣告、不會有任何付費行為，業

界簡稱其為「301 條款」，引起唱片業與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  

雖然「301條款」涉及聯合抵制行為而遭公平會告知可能觸法因

而行動計劃改變，但其目的是希望建立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尤其是有

線電視業者。因此「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

及「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視聽著作仲介協會（AMCO）」行文通知有線

電視業者在未取得正式授權前，將於 3 月 8日暫停使用其所屬會員公

司之音樂，稱為「308 條款」。  

經過多月來的調處，有線業者認知付費乃世界性之趨勢，唱片業

也清楚與有線頻道共存共榮的重要性，ARCO 與 AMCO 陸續與各頻

道業者完成授權契約，「308 條款」終於解套，唱片業者與有線電視

業者也有了新的合作模式。  

有此可知唱片產業的成本結構以媒體採購為最大部份，雖然製作

與發行成本降低使得小型唱片公司有能力發行唱片，但在宣傳部份仍

需倚賴大型唱片公司與媒體合作的資源，尋求媒體曝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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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台灣唱片產業的發行通路  

目前台灣實體唱片通路以大型連鎖商店為主，由唱片公司直接出

貨。全省擁有三千連鎖店的統一超商（7-eleven）也開始販售唱片，

甚至與華總飛行網結合，推出線上實體販售服務，以網路訂購，便利

店取貨方式，解決了金、物流的問題。使得中盤商與傳統小型零售商

店漸漸被淘汰。  

李岳奇（1997）指出，大型連鎖唱片行可以展現的優勢包括：(1)

向上游廠商、供應商取得議價空間，搭贈優惠高，退貨容易。 (2)降

低單店經營之費用與風險。(3)形成特定通路，可以水平、垂直整合。

(4)易於型塑企業形象，建立通路品牌與知名度。 (5)易於以活動、事

件的結合來吸引人潮。  

2002 年 6 月，和信超媒體（GigaMedia）出資合併了台灣最大

的二家唱片實體通路商「大眾唱片」與「玫塊唱片」，成立惟音公司

（G-music）。G-music 目前在台灣唱片通路的市佔率超過 50％，並

且結合進銷存的 POS 系統11，將即時的銷售數字反應在最新的排行

榜資訊上，創造具公信力的「告示牌」（billboard）排行榜機制，引

爆市場成長活絡戰場是 G-music 的願景。  

而不斷更新內容的 G-music 網站，也因為即時的排行榜資訊，

加上免費線上試聽機制，成為數位音樂的開路先鋒。和信超媒體當初

成立 G-music，除了入主實體通路外，最主要的目的是發展網路數位

影音的市場，G-music 營運長陳唯仁表示，「實體通路的佈局只是為

了避免網路音樂下載部份遭致傳統實體通路的抵制。」（熊毅晰，

2003）  

對於網路音樂下載，投資銀行「JP 摩根」預估全球音樂產業在

未來至 2010年時，將會成長至 650億美元，但重點是：傳統通路將

由目前 98%的市場佔有率降低至 55%，而線上的實體販售部份將升

至 26%，數位音樂下載則接近 19%（陳國雄，2001）。  

面對數位音樂下載的龐大市場商機，競爭對手來自四面八方： 

                                                 
11 POS系統（point of sales system）：銷售點連線系統，指與主機電腦有連線的銷售點網路，任
何銷售點的資料可以立即傳送到主機上統計。可以縮短交易時間，加強交易安全，減輕人為疏忽
並且在庫存的控制上更精準且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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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五大唱片集團之 MusicNet 

2001 年 12 月，由 EMI、BMG、Warner、Sony四大唱片

集團共同成立的 MusicNet 正式上線（www.musicnet.com），

並於 2002 年 11 月獲得 Univeral授權，全球五大唱片集團在網

路上合併，展開線上音樂販售與租賃服務，滿足新的音樂需求

合作模式。  

2． 蘋果電腦（Apple）之 iTunes 

蘋果電腦（Apple）於 2003 年 5 月成功整合五大國際唱片

公司，結合 Apple iPod MP3 播放機，推出數位音樂下載軟體

iTunes，消費者只要花 0.99美元，就可以合法下載一首歌曲，

一推出就寫下單周賣出一百萬首歌曲的驚人成績，iPod MP3

播放機的新訂單也超過 11 萬台。（黃秀慧，2003）而 iTunes

線上音樂服務推出一年來，已賣出逾 7,000 萬首歌曲，是目前

最成功的案例（吳國卿，2004）。  

3． 沃爾瑪（Wal-Mart）線上音樂下載服務  

2004 年 3 月，零售巨擘沃爾瑪（Wal-Mart）正式推出每

首歌收費 0.88美元的音樂下載服務，低於蘋果電腦與 Napster

等提供同類型服務者的收費，正式進軍線上音樂市場（劉聖

芬，2004）。  

4． 台灣明碁電通（BenQ）之 Qband 

台灣明碁（BenQ）也看中數位音樂下載市場，除了在軟

體上建構 QBand 下載平台，並於 2004 年 3月上線，在硬體上

也推出 MP3 音樂播放機，依循蘋果電腦 iPod 與 iTunes模式，

結合軟硬體的優勢，初期每首歌訂為 25 元台幣，預計 3 年後

獲利（林玲妃，2004a）。  

5． 台灣年代集團（ERA）成立艾比茲（ iBiz）  

台灣年代集團投資成立艾比茲（iBiz），號稱台灣最大也是

華人最大的線上音樂合法下載服務（iMusic.com）也於 2004

年 3 月中旬正式上線，每首價格在 7-35 元之間變動，並可望

推出月費制，與明碁正式對壘（林玲妃，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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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雖然唱片未來發展仍是未知數，但網路發展已造成唱

片通路的變革，傳統的實體通路也以合併為連鎖店，網路數位音樂下

載成為未來唱片通路的趨勢。「因為消費者需求才是 King」，《五四三

音樂站長》馬世芳說，「面對網路，你要賣一整張唱片給只想要一、

二首歌的消費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唱片產業如何利用數位趨勢

滿足消費者需求，成為未來掌握消費者的關鍵。  

(六 ) 台灣唱片產業的趨勢  

近年的台灣唱片市場就如一句古諺：「窮則變」，面臨盜版、燒錄

的野火不盡，許多唱片公司逐漸轉型成為發行公司，於是放眼望去，

製作與經紀公司如雨後春筍林立，連唱片公司都大揩週邊經紀公司的

油水，但是這一「變」是否能讓唱片公司「通」起來，還要看眾唱片

公司是否熬得過現代音樂消費習慣丕變的考驗。   

無論如何，想要理出台灣唱片業成功經營模式，就勢必要先了解

台灣唱片市場發展趨勢：  

1． 區域市場  

台灣的跨國音樂集團將台灣視為整個華語唱片產製中

心，在台灣市場萎縮的同時，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是很大的誘

因，占整個華語區域市場九成以上。因此，跨國唱片集團目前

以「區域化藝人」為發行策略，以台灣為中心，經營整個華語

唱片市場。  

2． 盜版盛行  

2002 年， IFPI 在台灣進行市場調查顯示，大部分的民眾

皆曾經購買盜版，並且以夜市攤販或唱片行為主要取得管道，

根據統計資料，台灣的盜版市場佔有率一直控制在  15% 左

右。但自 1997 年開始，盜版比例逐年升高，在 1999 年高達

35%、2000 年突破到 40%，2001 及 2002 年更接近 50%。而

這些數字還不包括透過網際網路與燒錄機之非法下載與重製

所產生的侵權產品。由此可見，台灣唱片業受盜版影響程度之

嚴重程度。  

3． 數位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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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趨勢是無可避免的。一昧的阻擋只會被趨勢淘汰。如

何利用數位音樂資源獲取實質上的利益，是目前所有的唱片公

司應該努力探討的問題。隨著 2003年蘋果電腦（Apple）結合

軟硬體推出 iTunes線上數位音樂下載成功後，2004 年 3月，

明碁（Q-band）與艾比茲（iBiz）在台灣正式上線，提供合法

數位下載，未來會如何發展仍是未知之數。  

4． 網路交換  

全球最大的音樂交換網站 KaZaA，共有近二億的會員，平

均每分鐘有 3 百萬人於線上進行 P2P12方式的檔案交換，只靠

網路廣告收入維持（張漢宜，2003）。而在台灣的音樂交換服

務上，1999年，台灣第一線上 P2P 音樂交換服務 Kuro 正式開

始吸收會員，2003年台灣已有 50 萬的會員加入，中國大陸也

有 25 萬的會員加入（陳國雄，2001）。  

另外台灣尚有 Ezpeer，有別於 Kuro 專攻音樂，Ezpeer

不論是電影、遊戲、mp3、歌詞、手機鈴聲、圖片等，都提供

搜尋與交換服務。而如同 Napster的情況，音樂交換服務在台

灣也發生訴訟事件， IFPI自 2002 年初已針對 Kuro 與 Ezpeer

展開告訴，雙方目前尚未達成共識，未來發展仍有待觀察。  

5． 異業結盟  

不景氣時代，唱片公司光賣唱片已無法生存。異業結盟的

方式是目前唱片公司最主要的獲利來源。其中藝人經紀的方式

漸獲重視。原本專攻唱片發行與銷售而不注重藝人培養的國際

唱片公司，近來也認知到市場的轉變，紛紛成立經紀專案部門

或公司，把具有經紀價值的藝人簽入自己公司，專門打點藝人

經紀事宜。藝人經紀目前的主要方式有：  

(1) 商品代言：除了較常見的手法如商品廣告與 MV 合拍、商

品置入 MV、商品做贈品、歌曲做廣告歌等之外，目前也有

以藝人為品牌的明星商品，如【S.H.E】的文具組合等。 

(2) 戲劇搭配：將歌手專輯之歌曲搭配當時之戲劇主題曲、片

                                                 
12 P2P，Peer to Peer的簡稱，是一種讓個人電腦同時具備伺服器（server）與客戶端（client）
的技術。使用者可彼此直接傳輸資料。提供服務平台的公司並不涉及傳輸內容。  



IMC在唱片產業之應用研究----以兩唱片公司為例 

 
67 

尾曲等，共同造勢曝光。更有甚者，歌手直接參與電視節

目的演出，如【S.H.E】的「薔薇之戀」。  

(3) 節目活動：藝人參與節目演出或活動，增加曝光。近來由

電視台出資成立藝人經紀公司，結合電視資源與唱片宣傳

的案例頗為成功。如三立電視台的「5566」，隸屬於喬捷立

經紀公司，在節目上大量曝光後，再將唱片部份交由艾迴

唱片企劃發行，獲得雙贏。  

(4) 垂直整合：Dowd（1996；引自周昭平，1999）認為製作

成本的降低與發行成本的提高，使得二種類型的公司進入

市場，一種是小型的音樂製作公司，一種是大型的跨國發

行集團，掌握全球發行能力。這二種公司透過合作，小公

司提供創意產品，藉由大公司發行網來發行，構成綿密的

合作網絡（corporate web）。跨國唱片公司在台灣市場比較

重視發行網的掌控，唱片的製作上多交由台灣當地公司負

責，藝人的培養與開發也傾向交由藝人經紀公司來完成。

使得跨國唱片公司在台灣逐漸成為單純的發行公司，例如

「新力」以發行為主的業務型態，賺進了大把發行費。而

製作、經紀公司便趁勢而起，成為不景氣中的獲利者。  

(七 ) 台灣唱片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  

池祥蓁（1996）認為唱片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包括： (1)產品的

創作與製作企劃；(2)唱片公司與創作人或製作人、製作公司的關係；

(3)與歌手關係和培義歌手的態度與能力； (4)能否掌握強勢產品。

Rothenbuhler 與 Streck（1998）則認為唱片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在

於製作與發行唱片的能力。  

但是，近年來由於唱片市場遭盜版與網路的吞食，導致唱片發行

收入萎縮。為維持營運，唱片公司轉而將焦點放在版權收入與藝人經

紀上。唱片公司價值活動的改變，使得唱片產業正在急速的轉型。 

面對變化快速的唱片產業，李岳奇（2001）認為，在 e 化的時

代，唱片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應該是「人才」。人才包含下列六項能力： 

1． 全方位的行銷人：唱片所有的創意執行與廣告行為，都是由內部

形成，並不透過廣告公司，所以唱片公司其實是能力非常強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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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公司。  

2． 具有流行味覺的音樂人：A&R13的範圍已經擴大，音樂人都應有

A&R的能力，能嗅出流行的趨勢，此為第一項競爭力。  

3． 藝人經紀的開發者：藝人經紀隨著唱片不景氣而漸受重視，明星

商品、產品代言、異業結盟等手法推廣藝人進入不同的娛樂領

域，已經成為唱片公司經營的重要角色。  

4． 藝人包裝養成人才：具備藝人條件的人越來越多，如何成功仰賴

培養與包裝。  

5． 音樂普及化推手：台灣的音樂從業人員是很小的一個族群，由這

一群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也就不夠普及。音樂不夠普及，市場成

長就不夠樂觀。  

6． 音樂平台的推廣者：音樂無遠弗屆，科技已從 3C到無線。要了

解並發展所有可能的音樂載體，強力推廣音樂。  

 

四、 台灣唱片產業的特性  

流行音樂產品有其特殊性質，在產製面包括：固定成本低、變動成本

高、具有創新性質、市場發展具科技導向、產品可重新包裝再次出售等特

質。消費面來說，產品的可替代性低，無論是實際差異或心理差異，流行

音樂產品彼此之間皆不盡相同，需對市場不確定性大，屬於時尚產品，產

品生命週期短等。（Hendrikes，1995；引自池祥蓁，1996）。這二方面的

特殊情況，讓流行音樂市場發展出與其他產業不同的市場結構、環境、行

為模式與行銷策略。  

根據文獻整理，台灣的唱片產業有以下的特性：  

(一 ) 歌手導向，明星系統的建立  

對於消費者而言，每張唱片均是新產品，歌手所屬的唱片公司通

常不太列入購買決策的考量。在唱片品牌權益無法累積的情況下，唱

片公司的企畫人員均需要投入大量心力從事歌手知名度的培養，建立

                                                 
13 A & R（Artis t and Repertoire）：藝人與專輯風格，是唱片界使用之專有名詞，代表藝人風格與
音樂風格，更廣泛的說法是指視覺風格與聽覺風格。通常也代表了唱片的製作與企劃。 



IMC在唱片產業之應用研究----以兩唱片公司為例 

 
69 

明星系統，將品牌權益的價值累積於歌手身上。  

「明星」是指媒體中的表演者，跨越其它媒體發行的輔助形式，

然後影響到其未來的演出（Ellis，1994；引自林怡玲，1995）。就唱

片產業來說，歌手就是所謂的明星，歌手就是主要的銷售因素。唱片

產業最重要的商品或許不是歌曲和唱片，而是明星（Firth，1990；

引自林怡玲，1995）。1998年，台灣科藝百代（EMI）以一億元的簽

約金簽下王菲，便是看重其明星價值。  

林怡伶（1995）將唱片明星分為三類，每一類的訴求重點不一： 

1． 實力派：以歌包人，凸顯音色。  

2． 偶像派：以人包歌，注重形象。  

3． 創作型：以歌曲為主，講求風格。  

不同類型的明星在訴求點上也不同，因此在藝人的包裝與宣傳策

略上也會有所變化。實力派以歌曲詮釋為重；偶像派則是以整體包裝

為重，創作型歌手則是以音樂內容建立自己的風格。  

但是近年來這些分類已漸漸模糊整合了，歌手也逐漸走向全方面

藝人的特色才有辦法走紅，如周杰倫就是個人風格強烈的創作型歌

手，但也兼具演唱實力與偶像外型，在音樂風格被大眾接受的前提

下，便能夠快速走紅。  

因此，為了建立明星系統，唱片新人通常會以知名度為目標，不

惜成本的曝光，在藝人具明星價值後，才漸漸的回收。走紅後具明星

價值的藝人與未具知名度的新人，在行銷策略與目標上便所不同。 

(二 ) 感性消費，供給與需求不確定性高  

Burnett（1996）指出，流行音樂產業屬於感性消費，長期以來

在產品供給與消費者需求二方面，一直存在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

高的問題，各音樂集團、唱片公司也一直在思考如何發展出新的方

式，可以在供給與需求二方面加以控制。  

在產品的不確定性上，跨國公司為了降低不確定性，逐漸採取開

放的生產與製作系統，與眾多獨立廠牌製作公司合作，以確保音樂風

格的創新性與多元類型，且避免獨立廠牌的競爭（Burnet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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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共謀」（co-opta tion）與「吸納」（absorption）就成了「大

／小」唱片公司最常見的運作型態。在藝人的經營上，跨國集團比較

不重視建立本土藝人，而寧願採取建立區域性明星制度，一方面降低

成本，一方面也避免區域內產生紛爭。目前跨國唱片公司在台灣簽約

的藝人都是以區域發行為目標。  

在需求不確定性上，為了刺激消費，跨國唱片公司投入大量的宣

傳經費，使市場接受度增高，以降低不確定性。從成本來看，一張唱

片的宣傳成本約為製作成本的 1至 1.5倍，可說佔了相當大的比率。

行銷宣傳變成唱片生產中重要的一環。吳正忠（1995）就認為跨國

公司挾其龐大的資金，將以往「創意導向」的台灣流行唱片產業，

轉為「資本導向」。導致本土唱片公司必須遵循高宣傳費的市場規

則，使得缺乏宣傳資源的中、小型唱片司，無法在市場中與之競爭。 

因此，唱片宣傳及行銷被公認是唱片業利潤的關鍵，探討唱片業

時便很難忽略行銷在唱片公司中的重要角色。  

(三 ) 流行產業，產品獨特且生命週期短，產銷合一  

池祥蓁（1998）指出，唱片產業屬於流行時尚產業，產品生命

週期短暫。因為消費者的口味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因此唱片公司通

常需要集中資源在二至三月的宣傳期內以大量的曝光吸引消費者注

意，刺激唱片銷售量。  

 

 

 

 

 

 

 

 

圖 2-9 唱片產業價值供應鍊  

資料來源：黃福瑞（2003），《從矽谷到好萊塢》，中國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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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唱片產品獨特性極高，每張唱片的定位皆不同，而且唱片的

行銷宣傳通常是邊做邊調整且內容繁雜，且變化快速，多種工具同時

使用。因此，唱片產業長期發展出完整的價值鍊活動，見圖 2-9。從

製作、發行到宣傳一手包辦，產銷合一特性，與媒體合作出長期獨特

的微妙關係，廣告代理商並不適合為唱片做行銷推廣上的規劃。  

(四 ) 娛樂媒介，唱片與媒體共生  

唱片公司與媒體的關係一向是唇齒相依的。媒體提供唱片公司需

要的曝光機會，唱片公司也提供媒體廣告預算。而很多媒體產物就在

這微妙的供需關係下產生。例如：  

1． 節目廣告化：像是娛樂新聞。表面上不用錢，但媒體會將最好的

通告時段分配給下最多廣告的唱片公司。  

2． 廣告節目化：像是「音樂最前線」，唱片公司如同廣告般付費提

供 MV 供節目播出。  

3． 音樂頻道：如 MTV、Channel V，所有節目都向唱片公司收費。 

4． 特殊廣告：媒體提供「短板」給唱片公司，時間較廣告長，但比

節目短的形式，不是免費的，但價格比廣告便宜。  

近年來台灣各類媒體快速成長，導致唱片行銷宣傳預算提高，但

效果卻降低。面對形形色色的媒體，唱片公司面臨了兩難的局面，不

宣傳消費者看不到，做了錢不夠多效果也不夠，做多了成本大增，卻

不見得能回收，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也是目前台灣唱片公司可能面臨

經營上的最大挑戰（林欣宜，1999）。  

(五 ) 文化產業，具區域性，跨國公司集團經營  

流行音樂是文化產業的一環。Burnett（1996）指出：「流行音樂

是唯一真正全球化的大眾媒體，跨越了語言的障礙。」Negus（1997；

引自周昭平，1999）也指出：「相對於其他跨國媒介形式，流行音樂

在語言、教育程度和知識能力上的限制較低，是最適合全球化的大眾

傳播形式。」由此可知，流行音樂是具備區域性與全球性的媒介。 

台灣位處具有 13 億人口的華語區域唱片市場的中心，具同文同

種與區域化的趨勢，。台灣流行音樂產業在激烈的內外競爭下，愈趨

蓬勃發展，而智慧財產權的重視與盜版問題的解決，以及擁有豐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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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人才等條件，使得台灣明顯地取代香港，成為華語流行音樂的製

作中心，國際唱片公司莫不爭相進駐。  

國際唱片進入台灣之後，不僅市場上產生變化，對本土唱片公司

在經營管理上也產生相當的影響。國際公司在台灣將「創意導向」的

流行音樂產業轉變成為「資本導向」的產業。（吳正忠，1995）唱片

本身的音樂創意元素，已經漸漸受到忽視。  

唱片與媒介是緊密結合的。跨國公司挾其龐大資源，與衛星頻道

合作，使唱片公司得以進行跨國性的促銷與市場滲透，音樂電視頻道

也成為跨國唱片公司提出有效的行銷策略之一（周昭平，1999）。欠

缺資金取得媒介宣傳管道的本土公司，無法與擁有衛星電視音樂頻道

的跨國公司相抗衡（王英裕，1995）。  

94 年成立的電視頻道「Channel V」與四家跨國公司簽署合資

案，包括華納、博德曼、新力與科藝百代分別取得 12.5％的股份（轉

引自丁寶山，1998）。本土的滾石唱片公司 96 年成立 Rock TV音樂

頻道，企圖迎戰外資強權，但最後並沒有成功。  

本土與跨國公司在經營管理上，有些不同，大致上如表 2-9所示。 

表 2-9 跨國音樂集團與本地唱片公司之比較 

 跨國唱片集團 本土唱片公司 

產品 全球性產品 

產品種類多 

本土性產品不足（如台語） 

區域性產品為主 

代理非主流集團產品 

本土性產品充足 

價格 需配合母公司政策，不具彈性 可靈活變通 

通路 具全球發行網 具區域發行能力 

推廣 有母公司相關媒體支援 

缺乏華語宣傳經驗 

缺乏媒體支援 

具華語產品宣傳經驗 

資金與財務 充足具規劃 較不充足，但能自由運用 

製作與人材 缺乏 熟悉 

管理風格 財務、業績導向 較具人情味 

藝人經營 不重視本土藝人的建立 

建立全球性或區域性明星 

重視本土藝人的建立 

推廣至區域市場 

音樂類型 全球性多元化 

不注重本土音樂的推廣 

鼓勵創新 

支持本土音樂精神 

資料來源：參考自周昭平（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