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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由第二章文獻整理得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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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架構說明  

本研究以祝鳳岡（1996）提出 IMC 體系14為架構基礎，在系統投入部

份為「計劃整合」，經過「執行整合」的過程，得到最後「績效產出」，並

在「系統回饋」部份以過程管制檢視計劃整合的障礙與執行整合的程度。 

在計劃整合部份，經由文獻探討，將 IMC 的定義、概念、模式、計劃

整合的障礙與跨越計劃整合的障礙整合歸納得到三個面向：組織架構面、

人員知識面與企劃流程面。  

執行整合則以 Duncan（1996）七層級模式為基礎15，探討企業執行

整合的層級，並據以確立績效評估之標準。本研究中以形象整合、功能整

合、協調整合三個層級做為主要評估標準。而將知覺整合的層級納入計劃

整合之人員知識面來探討，確認企業主管與員工對整合的認知與了解的程

度。而消費者為主的整合與利害關係人為主的整合層級，則納入計劃整合

之企劃流程面中來探討，確認消費者與利害關係人的需求是行銷溝通企劃

的重點。而最高層級關係管理的整合，必須檢視企業組織內外的溝通關係

呈現出良好的邏輯架構，並將 IMC 專家擺在決策管理的階層，因此納入計

劃整合之組織架構面來探討。  

綜效評估則整理 IMC 在績效衡量的文獻，將評估的方法分為「輸出管

制」與「過程管制」。  

輸出管制也就是所謂的「綜效產出」，大致可分為知覺導向、關係導

向與行為導向。至於那一個導向才是正確的，端看執行整合的層級而定。

層級較低者，在形象整合部份，則以知覺導向為輸出管制的重點。層級較

高達協調整合者，則以行為導向為重點，通常是以銷售量為主。若企業到

達關係管理的整合，則可以關係導向為重點，以經營顧客關係為企業主要

價值活動。  

過程管制部份則可視為「系統回饋」。分為二個部份，首先在於檢視

計劃整合投入的要素為何，計劃整合面臨什麼障礙，如何跨越等等，藉此

提昇企業組織之效率與效能。其次是檢視執行整合的過程，是否有達到成

功的整合要素，也就是協調性、一致性、互動性與互補性。最後，再檢視

計劃整合與執行整合在企業內部的資源分配上是否協調一致。  

                                                 
14 參見本論文頁 22。 
15 參見本論文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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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要素說明如下：  

一、 整合行銷傳播（ IMC）系統投入（計劃整合）  

(一 ) 組織架構面  

1． 組織架構  

(1) 唱片產業的內部組織架構  

企業的組織架構是組織內職權的正式形式，對企業的內

部溝通有很大的影響（陳光榮，1997）。部門的設計與建立，

更是組織是否可以順利完成企業使命的重點。因此，探討企

業內部協調程度，必須先了解企業組織架構。  

(2) 唱片產業行銷傳播部門的位階  

不同的組織層級對於整個組織的運作與分工會造成影

響。就行銷工作而言，所屬層級不同，在組織決策上的定位

也不同。  

2． 內部組織協調整合程度  

(1) 建立跨功能協調溝通機制  

流行音樂的產製是一種集體的行為，從部門與人員不斷

的溝通中產生，組織間的溝通是依循例行性的方式，組織目

標的達成是建立在組織成員對組織目標的共識（李逸歆，

2001）。部門間的協調合作對唱片產業十分重要。  

(2) 組織文化  

管理者對於組織架構部門重視與權力分配的變化，就會

形成組織不同的文化，組織文化與企業管理型態密不可分

（Jackson，1993；摘自李逸歆，2001）。組織文化指出了

組織不同程度的氣氛，傳遞組織的目標與價值觀，持續影響

成員態度與行為（Robbins，1989；摘自李逸歆，2001）。 

本研究探討唱片公司部門之間溝通文化與員工的獎懲

制度，目的在了解部門與員工的向心力與競爭態勢。  

3． 外部組織協調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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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型唱片公司為了唱片多元考量，皆採外製外包的開放

式系統，因此唱片公司與外部合作組織的協調便十分重要。  

(1) 上游供應商：在製作部份供應商包括：製作人、製作公司、

詞曲工作者、樂手、錄音室、平面設計師、造型師、攝影

師、包裝工廠、導演、演員、藝人經紀公司、經紀人⋯等

等，協調整合的工作十份繁雜。  

(2) 下游經銷商：國內中盤商與零售通路與海外發行部份。  

(3) 其它子公司：包括國內的子公司與其它國家的子公司。  

(4) 行銷傳播代理商：大部份唱片公司並沒有行銷傳播的代理

商。但新力唱片與艾迴唱片媒體委託「宏將」購買（動腦

雜誌，335 期）。  

(二 ) 人員知識面  

1． 專業的整合人才  

唱片產業的關鍵核心在於「人才」， IMC 的應用關鍵也在

於「人才」。本研究訪問該專輯企劃的主管或公司主管，說明

他們在下列三項的能力與知識：  

(1) 唱片產銷的能力：音樂味覺、藝人選擇與宣傳行銷包裝等。 

(2) 消費者的了解：對消費者輪廓、購買決策與型態的了解等。 

(3) 對跨媒體工具的知識：具備跨媒體知識的唱片企劃人員，

才能選擇藝人適合之媒體。  

2． 對整合的認知  

整合最大的障礙來自員工的抗拒。而減低員工的抗拒有二

個方式，一是主管強力支持，二是加強對員工的教育，使員工

接受整合的概念，並且能夠配合整合的措施。  

(1) 主管對整合的了解與支持，包括主管執行整合的能力。  

(2) 員工對整合的了解與配合，包括員工執行整合的意願。  

3． 資料庫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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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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唱片產業的資料庫的建立、管理與應用如下：  

(1) 資料庫的建立：收集顧客資料的內容，包含人口統計、心

理統計、購買歷史與產品類別網路等資訊。  

(2) 資料庫的管理：管理單位為何，是否定期更新資料庫的內

容，並且提供跨部門的資料分享機制。  

(3) 資料庫的應用：是否分析資料庫的內容做為預測顧客消費

行為的指標，並納入行銷企劃的目的。  

(三 ) 企劃流程面  

1． 唱片企劃的流程  

唱片企劃的流程是唱片公司的作業程序，代表唱片公司運

作的方式與每個部門參與企劃的程度。  

2． 零基溝通計劃  

Duncan 和 Moriarty（1997）認為整合行銷企劃必須捨棄

本位主義，一切從零開始。不是根據去年的企劃來更改今年的

企劃。  

(1) 年度計劃：發行唱片前，唱片公司是否有全盤的策略計劃。 

(2) SWOT分析：在發行唱片前，是否針對產品（藝人）、市場、

競爭者、消費者做分析，以找出產品的利基點。  

3． 由外而內的企劃流程  

IMC 的企劃流程必須始於消費者，一切與消費者的需求為

出發點，而消費者包含了利害關係人。  

(1) 以消費者為中心：唱片產業如何區隔出主要的消費者，是

否考量消費者需求，企劃滿足出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2) 重視利害關係人：在本研究中，為了有系統的列出唱片產

業之重要利害關係人，以公關學者 Grunig和 Hunt（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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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四種連結關係來確認利害關係人，並分別說明如下： 

(i) 授權連結：對組織具有經營決定權者，例如：董事會、

股東、政府等。  

(ii) 標準連結：與組織有類似困難或價值觀的團體，如公

會、職業團體、政治團體等。  

(ii i) 散漫性連結：無組織性團體，當組織發生問題且相關

其利益時才出現。如社區居民、環保團體等等。  

(iv) 功能連結（輸出與輸入）：對組織來說有輸入輸出關

係者，如員工、供應商、通路商、媒體、最大使用者等。 

一般來說，唱片產業最重視功能連結。包含：  

□ 上游供應商：如製作公司、詞曲工作者、導演、

造型師、攝影師⋯等。  

□ 下游經銷商：如中盤商與零售商。  

□ 員工  

□ 媒體記者  

□ 主要使用者：即學生族群。唱片公司與這些族群

往來非常密切。  

(3) 品牌接觸點管理：  

IMC 必須控制所有可能露出訊息，並依據不同的接觸

點設計訊息，Duncan和 Moriarty（1997）指出品牌訊息的

四大來源：  

(i) 經過設計的訊息：傳統的行銷傳播訊息，包括了廣告、

促銷、公關文宣⋯等等。  

(ii) 產品訊息：顧客和利害關係人由產品外觀、價格、設

計及鋪貨地點等等所推斷出來的訊息。  

(ii i) 服務訊息：顧客與公司的客服代表、總機小姐、送貨

員⋯等實際互動的接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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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未經過設計的訊息：指品牌或公司的新聞報導、員工

之間的閒言閒語、特殊利益團體的行動、貿易評論、

競爭者的言論、政府或研究機構的發現、人們彼此之

間的交談⋯等。由於未經設計的訊息不受公司控制，

是維持訊息一致性時最棘手的問題。  

4． 策略的一致性  

為了確保 IMC 的目標維持在企業設定的方向上，必須將行

銷策略與傳播策略的目標維持一致性，並以達成企業使命與遠

景為最終目的。  

(1) 企業使命與願景：唱片公司是否重視唱片品牌的建立，傳

達企業形象與使命。  

(2) 行銷人員參與整個過程：行銷人員參與整個產品的企劃過

程，包括產品的概念、產品的創意等，有助於行銷人員了

解產品的全貌，企劃出屬於產品風格的行銷企劃。  

(3) 行銷目標與傳播目標一致：行銷與宣傳企劃是否一致。若

不一致是否有特殊原因，要如何調整。  

二、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執行過程（執行整合）  

企業執行整合的層級不代表整合的程度。企業依其特性，有不同的整

合層級，本研究依據個案與產業特性，找出唱片公司整合之層級。  

(一 ) 整合層級面  

1． 形象整合  

(1) 企業形象：是否傳達了唱片公司的品牌形象。  

(2) 藝人形象：藝人的風格與形象是否一致。  

(3) 專輯形象：專輯的包裝與風格是否一致。  

2． 功能整合  

此階段有二個特色：一是各項傳播工具只是執行角色，並

非策略性的考量，因此通常企業會交由整合傳播代理商執行。

二是固定的預算，由於唱片公司與媒體的關係密切，有部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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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宣傳預算會固定與媒體簽約購買。本研究希望了解唱片公

司在行銷工具的選擇上，是否合乎工具整合的層級特性或是有

更高層的策略意涵。  

3． 協調整合  

此階段有二個特色，一是以刺激消費者購買為目標，二是

所有的工具都具備策略意涵。唱片產業由於產品生命週期短，

宣傳期頂多只有三個月，在宣傳期內將所有資源發揮到極限，

目的就是為了刺激消費者購買。而企劃與宣傳人員設計的所有

傳播工具都是為了刺激消費，當然會策略性的考量所有可能傳

播工具的優缺點，做最適的資源配置。  

(二 ) 整合內容面  

1． 協調性：  

(1) 工具協調性：傳播工具之間的策略協調性，包括露出時間

的協調。  

(2) 想法協調性：不同傳播工具的專家對於訊息的表現會有不

同的想法，必須協調一致。  

2． 一致性：  

(1) 工具內部的一致性：同樣的傳播工具必須維持訊息的一致

性，如通路促銷，則必須教導所有的通路訊息傳播的方式。 

(2) 工具外部的一致性：不同工具間訊息表現方式會有所差

異，儘可能維持一致性。  

3． 互動性：傳播工具的使用是否包含互動式媒體。與歌迷建立積極

互動的關係。  

4． 互補性：使用傳播工具經策略性協調包含大眾小眾媒體。  

三、 整合行銷傳播（ IMC）之績效產出  

本研究主要探討 IMC 在唱片產業的應用情形，績效評估方面礙於資料

收集困難，公司多半不願意公開營業機密，執行上有困難。因此本研究參

考文獻之後，整理出幾項比較可行的方法，方便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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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綜效評估面（輸出管制）  

1． 知覺導向  

知覺導向的部份分為消費者端與媒體端。消費者端部份，

Duncan 和 Moriarty（1997）認為品牌權益是企業必須以去創

造與維持的部份，也是整合行銷傳播最終累積的價值。Schultz

（1997）也認為 IMC 必須以品牌權益為衡量標準。本研究以

藝人知名度做為衡量品牌權益的指標。另外，在媒體端則參考

Katz提出的媒體總曝露量，做為 IMC 方案效果評估方法。  

(1) 藝人與專輯的知名度：以品牌知名度的問卷調查主要消費

者在提式與不提式的情況下，對藝人與專輯的認知或回憶

度。  

(2) 媒體曝光量：以 Katz提出的「總曝露量」概念，計算藝人

在專輯之宣傳期的「總曝露量」，包括以下曝露量的總和： 

(i) 媒體曝露：指媒體上總曝露量=Reach×Frequency。  

(ii) 產品接觸：按照定義，藝人本身與 CD唱片都屬於產品，

也就是把藝人與消費者的接觸量，加上 CD 唱片與消費

者的接觸量相加，才是產品接觸量。  

(ii i) 個人接觸：是指朋友的介紹或是同學的建議等口耳相

傳的部份。  

2． 關係導向  

Duncan 和 Moriarty（1997）認為建立積極而互動的關係

是 IMC 的責任。Schultz（1993）認為整合的目的是維持消費

者的忠誠度。關係導向有二個方面，一方面是主要消費者的關

係，另一方面是利害關係人的關係。  

但是，消費者關係的測量一直是行銷研究中難以界定的部

份。因此在關係導向的部份，本研究以「歌迷網站數」與「官

方網站的互動程度」做為評估「藝人與歌迷關係」的標準。  

(1) 歌迷網站數：以各大入口網站下的分類為主，計算歌迷自

行設立的網站數目，做為關係導向的指標。本研究以雅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82 

奇摩、新浪網與 pchome 三大入口網站之資料為主。越多

的歌迷網站，表示藝人與歌迷的關係互動性較高。  

(2) 官方網站互動程度：與歌迷互動越頻繁，距離也越近，關

係也越好。  

另外，由於本研究資料收集的限制，唱片公司與利害關係

人之關係無法測量。  

3． 行為導向  

行為導向分為購買行為與行銷反應二種。  

(1) 購買行為  

唱片公司目前仍是以「賣唱片」為主要的營收。因此，

本研究請受訪者據實回答個案藝人之唱片實際的銷售量。另

外，唱片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也是極具指標性的數據。  

(2) 行銷反應  

主要以消費者至唱片行詢問藝人的程度為指標。店頭詢

問度除了指消費者至唱片實體通知詢問之外，也包含消費者

至官方網站詢問或是至各大搜尋引擎查詢與藝人或專輯有

關的關鍵字。本研究在這部份無法得到量化數據。  

另外，除了消費者的反應之外，消費性產品的廠商反應

也是另一參考的數據。目前藝人經紀與異業結盟的營利方式

在唱片公司大受重視。藝人的知名度高，廠商便樂意請藝人

來做產品代言。因此，以藝人專案的接洽程度也可代表行銷

活動反應的好壞。  

(二 ) 系統回饋面（過程管制）  

1． 計劃整合（ IMC 投入要素部份）  

檢視計劃整合要素的投入與面臨的障礙，加強不足的要素

且跨越整合的障礙，以提升組織之效率與效能為目標。  

(1) 計劃整合要素的達成：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中的組織架構

面、人員知識面、企劃流程面即是計劃整合的要素。收集

唱片公司的資料，分析唱片公司在 IMC 要素的投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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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程度高，整合之效果應該就比較好。  

(2) 計劃整合障礙的排除：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中的組織架構

面、人員知識面、企劃流程面即是計劃整合的要素，檢視

唱片公司在投入 IMC 之要素時所遇到的執行障礙為何。  

2． 執行整合（ IMC 執行過程部份）  

成功的整合包含四個特性，協調性、一致性、互動性與互

補性，四項特性建立在執行整合共同的層級之上，因此在執行

整合的過程管制部份，本研究收集個案公司、藝人、專輯使用

之傳播工具與宣傳訊息，歸納出執行整合的層級與上述四項特

性的完成度，做為執行整合的過程管制之指標。  

(1) 執行整合層級的目標：層級越高，則整合的效果應該越深

入，績效的評估也能從行為導向甚至關係導向著手。  

(2) 執行整合內容的特性：協調性、一致性、互動性與互補性

越高的整合，成功率越高。  

3． 計劃整合與執行整合的協調性  

Petrison 和 Wang（1996）指出計劃整合與執行整合是二

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要同時採用二者是有困難的。因此，檢視

計劃整合與執行整合是否協調也是過程管制的重點之一。  

Duncan 和 Moriarty（1997）針對過程管制提出了六種工

具，藉以檢視執行整合是否達成計劃整合的要求，應用在唱片

產業分別為：  

(1) 對員工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員工對企業目標、藝人定位、

專輯概念等的認知是否有共識。另外也了解員工對利害關

係人的溝通、資料庫的使用與執行 IMC 的的看法等等。  

(2) 傳播網的調查：了解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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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的訪查：分析唱片公司與製作公司、經紀公司、

詞曲工作者、攝影師、導演、造型師⋯等所有供應商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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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調查他們對於公司、藝人、專輯優缺點的看法，並

找出公司與供應商對彼此之關係在認知上的差距。  

(4) 安排不具名的購物者與來電者：檢視唱片零售運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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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與專輯的訊息是否正確地傳遞出來。 

(5) 接觸點的分析：列出藝人與專輯所有訊息接觸消費者的所

有方式，然後分析這些訊息的傳播效力。  

(6) 內容分析：在宣傳期結束後，將藝人與專輯在宣傳期中所

傳送的一切訊息加以系統性地分析，了解執行整合是否與

企劃目標一致；訊息內容是否符合主要接收訊息者的需

要；公司品牌定位與形象的描述是否一致等等。  

唱片原本就是一種互相協調、溝通的過程，流行音樂的產

製是集體的行為，從部門與人員不斷的溝通中產生。  

本研究礙於資料收集的困難，只以內容分析的工具，分析

宣傳期間唱片公司所採用的宣傳手法與訊息內容，將傳播訊息

的協調性、一致性、互動性與互補性等四大特性與宣傳與行銷

目標比較，檢視執行整合的內容是否符合計劃整合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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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整合行銷傳播（ IMC）的概念適用於所有產業，不過執行上仍應視產

業特性去發展整合的企劃方式。由於企業通常對策略性問題敏感，拒訪率

高；另一方面，針對策略面問題以質化的深度訪談方能探索問題的核心；

加上 IMC 仍處於前典範時期（Shultz，2000），相關的研究有限，並不適

合使用實証性的統計分析，因此本研究屬於初探性的研究。  

本研究採用「比較個案研究法（Comparative Case Studies）」，透過

「深度訪談」從業人員與收集二手資料的方式，探討 IMC 在唱片產業的實

施程度及影響因素。不僅保有「個案研究法」的優點，且能藉由雙個案的

比較，得到更多的實証資料，有助於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進行之深度訪談，是採用「訪談指引法」，經由先前文獻探

討所得之 IMC 概念性架構，作為訪談話題引導、資料收集及問題發展之依

據，有助於完整貼近個案，獲得詳實資料。  

訪談的對象以唱片公司之管理階層或是經營者為主，訪談的方式以深

度訪談為主，以電話訪問、電子郵件訪問為輔，加上二手資料的收集整理，

求資料之完整客觀。訪談之題項依文獻探討之研究架構發展而來。  

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為台灣地區唱片產業，而國語流行唱片為唱片產

業之大宗，也是行銷傳播預算的重點所在。因此本研究以台灣唱片產業之

國語流行唱片為個案研究對象，除了探討唱片公司之組織架構、人員知識

與企劃流程三方面在 IMC 上的應用情形之外，也探討唱片公司之個案藝人

與唱片在 IMC 執行與 IMC 績效的評估與表現，實際了解唱片公司在執行

IMC 的情形，並以唱片銷售量做為績效的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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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選取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範圍限定於台灣地區之國語流行唱片。目前並

沒有唱片公司聲稱運用 IMC，鑑於唱片產業中成本結構以行銷宣傳為最大

比例，以 2003年度 500大廣告主中之唱片公司為母體，經統計有 17家唱

片公司，如下表 3-1 所示。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之國語流行唱片為研究範圍。其中新點子、非常喜

與風潮三家唱片公司不以國語唱片為主要業務，與本研究主題不符，故先

行剔除。另外，維京唱片屬於科藝百代體系；上華唱片屬於環球唱片體系，

皆合併處理，最後剩下 12 家唱片公司。  

依研究主題，本研究將 12 家唱片公司依資本型態「外資／本土」分

為二類目，將研究範圍進一步縮小限定在發行國語唱片之本土唱片公司與

外資唱片公司，礙於研究時間限制，本研究個選取一家做為研究對象。 

表 3-1 2003年唱片公司 500大廣告主排名 

 2003年 

名次 唱片公司 

總廣告量 

(千元) 

500大廣告主

排名 

上年度 500大

廣告主排名 

廣告量成長率

(％) 

1 華納 Warner 162,696 59 39 –19.43 

2 科藝百代 EMI 100,422 116 87 –2.7 

3 艾迴 Avex 95,023 124 178 66.42 

4 新力 Sony 88,669 134 73 –24.51 

5 環球 Universal 76,051 162 113 –14.35 

6 滾石 Rock 54,905 183 215 0.02 

7 博得曼 BMG 44,563 243 169 –26.02 

8 豐華 Forward 43,893 248 125 –43.29 

9 華研 HIM 39,248 266 279 33.43 

10 維京 Virgin 27,056 338 190 –48.42 

11 上華 What’s 20,586 407 254 –38.29 

12 非常喜  19,326 419   

13 新點子  18,620 432 329 –22.56 

14 福茂 Decca 16,723 470 260 –47.90 

15 風潮 Wind 16,668 474 490 41.55 

16 擎天娛樂 Skyhigh 16,176 482 317 –36.07 

17 8866 8866 15,559 495 351 –24.37 

資料來源：《動腦雜誌》，3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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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唱片公司：華納、科藝百代、新力、環球、博得曼、艾迴  

本土唱片公司：滾石、華研、豐華、福茂、擎天、8866 

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發現，藝人是否為新人與藝人類型二項因素皆會

影響藝人包裝與行銷宣傳策略的擬定。因此本研究為了方便個案比較分

析，將藝人選取範圍縮小為「同類型之新人 16」。  

由於唱片市場變化快速，因此本研究之研究時間設定自 2001 年 1 月

至 2003 年 12 月。在藝人的分類上，依文獻探討分為男／女／團體與偶像

／實力／創作之類別，其中創作類藝人以音樂內容為主要訴求點，企劃與

宣傳效果無法証實，因此本研究之個案藝人以偶像／實力為主17。在此時

間內有發行專輯之新人依資本型態與藝人類型分類如表 3-2所示。（無新人

唱片公司不在此列，如華納、滾石與福茂）。  

表 3-2 2001-2003外資與本土唱片公司發行之新人 

 唱片公司 男偶像 男實力 女偶像 女實力 團體偶像 團體實力 

科藝百代    戴愛玲   

艾迴   王心凌  5566  

新力    Linda 可米小子  

環球 潘瑋柏  許慧欣 張玉華 ENERGY 

 

外

資 

博德曼   游艾迪 羅美玲 五分之一  

豐華 范逸臣 路嘉欣    

華研  張智成  阿桑 S.H.E 

擎天娛樂 邱澤  張元蒂 孫悅   

 

本

土 

8866   蕭瀟 丁文琪 Dragon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考量各組藝人發片期與藝人特質，加上近年來偶像團體大行其

道，資料較為豐富，為方便個案比較分析，本研究選取個案藝人之間年紀

相仿，兼具偶像外型與實力，發片期與目標消費群較一致的「外資／環球

／【ENERGY】」與「本土／華研／【S.H.E】」做為研究對象，經電話初

步邀約，對方同意接受訪談。受訪者以個案藝人之企劃經理或者唱片公司

經營者為限。訪談之後如有資料不足部份，再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補足，並

參考二手文獻資料，期能將資料收集完整。  

                                                 
16 新人是指，未具有知名度之藝人，不是第一次發行唱片的藝人。在演戲或是其它領域已具知
名度再跨行出唱片者，在本研究中不算新人。 
17 分類標準以本研究者分析二手資料後主觀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