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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整合行銷傳播（ IMC）的投入部份  

(一 ) 兩唱片公司在組織架構面上適合發展 IMC。  

唱片公司為因應市場變化快速的特性，發展出可快速反應市場動

態的扁平式組織架構，減少部門的階層，加速資訊的流動。而且唱片

原本就是集體的作品，由唱片公司內部之製作部、企劃部與宣傳部負

責統籌並與外部組織協調合作，因此唱片公司部門之間溝通協調迅速

頻繁，其工作模式與組織架構符合 IMC 的概念架構。  

國際型唱片公司為達多元化之唱片產品，多採開放式製作系統，

將唱片製作外製外包，唱片公司本身轉型為製作統籌單位，因此在唱

片製作階段，唱片公司必須與外部組織協調合作。  

而由於藝人異業結合與產品代言近年來逐漸成為唱片大部份的

獲利來源，因此在唱片企劃部份，唱片公司積極尋求與廠商合作機

會，在唱片企劃時期，唱片公司便將商品置入於 MV之中，或是將歌

詞與編曲轉為產品的專屬歌曲，如【ENERGY】的「La man song」

便是結合拉麵廣告。因此唱片企劃階段，唱片公司與外部資源協調整

合十分密切頻繁。  

唱片產品獨特性高且生命週期短暫，使得唱片公司在宣傳時期與

媒體有直接互動的關係，並不委託行銷傳播代理商處理行銷傳播事

宜，因此不會有與傳播代理商之合作模式或主導權的問題。  

總而言之，唱片公司組織內部資訊流動快速，協調溝通容易，與

外部資源在製作、企劃與宣傳上的協調整合密切頻繁，因此非常符合

IMC 的要求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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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兩唱片公司在企劃流程面上滿足 IMC 的規劃  

唱片產品由於具時尚特性且獨特性高，每張唱片幾乎都是以新產

品的方式企劃，因此每張唱片企劃的基礎皆依循當前市場態勢與消費

者需求，過去的經驗只能提供唱片企劃方向的參考，符合零基溝通計

劃的要求。  

唱片是感性消費，不以消費行為做為市場區隔變數，較重視消費

者的心理需求，唱片企劃皆以滿足消費者心理需求為出發點。此外，

唱片公司非常重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包括上游製作人、下游通路

商、媒體記者與學生等，藉由這些族群對唱片的經驗，降低唱片公司

對於產品供給與消費需求的高度不確定性。  

唱片公司產銷合一，自行負責行銷傳播企劃，加上動輒千萬的宣

傳預算，唱片公司非常重視宣傳效益，將行銷宣傳置於策略單位，唱

片之企劃宣傳人員也從頭至尾參與整張唱片製作、企劃與宣傳的過

程，因此在行銷與傳播策略目標上的一致性非常高。  

唱片以歌手為導向，在企業使命行銷部份著力不多，但唱片公司

資源有限，旗下歌手發展也有一定的空間，因此同一唱片公司旗下的

藝人會有部份特性相類似，便形成唱片品牌的調性。因此雖然唱片品

牌並不是唱片宣傳的重點，但長久下來仍可建立品牌形象。  

(三 ) 兩唱片公司在人員知識面上對 IMC 的了解較為不足  

唱片市場變動快速，唱片公司能快速反應市場的原因，便是唱片

從業人員的專業與經驗。唱片從業人員藉由經驗法則累積出的市場嗅

覺，可以很快反應市場動態。在研究中發現，唱片從業人員早已認知

到整合的需求，歌手代言的方式早已納入唱片企劃的固定流程之一，

隨著經驗累積，與廠商異業結盟的合作模式也更加多元化。  

但唱片人員多是依循過往經驗來執行策劃資源整合，而非經由整

體的策略規劃，因此對於 IMC 的觀念較狹隘，認為整合就是指異業

資源的整合，包括藝人經紀、產品代言等等，對於其它部份的整合，

如組織間的整合、資料庫的整合、不同地理區域的整合⋯等，就比較

少著墨。主要是因為唱片產業從業人員以經驗傳承的方式將產業

know-how分享，並沒有專業的員工訓練機制。  

唱片產業關鍵的成功因素在於人材。除了對流行的味覺與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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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之外，全方位的行銷與藝人包裝人材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全方位

的行銷人材，除了規劃媒體策略與執行唱片宣傳的能力之外，應將行

銷提升至策略的層級，以資源整合的思考方式，發揮藝人與唱片最大

的效益。唱片公司已不僅是販售唱片而已，而是販售音樂娛樂概念。

因此在資源整合的策略規劃上，唱片從業人員仍應加強。  

(四 ) 兩唱片公司在人員知識面上並未使用資料庫行銷  

對於部份支持 IMC 的學者而言，使用資料庫與否是 IMC 能否成

功的關鍵。但在本研究中，唱片公司並不注重資料庫的建立、管理與

應用，但仍具有 IMC 的特性。從華研國際音樂的個案中發現，華研

藉由官方網站的註冊資料收集消費者名單，但真實性有待確認。環球

則沒有建立消費者資料庫。對於唱片公司不注重資料庫的建立可能有

下列原因：  

(1) 唱片產業是流行產業：流行文化產業的特色便是引導消費

者需求，甚至創造消費者需求，因此既有的消費者資料並

無法代表未來的消費輪廓。  

(2) 唱片產業是感性衝動消費：唱片滿足的是消費者的心理需

求，而資料庫收集多半是人口統計變數，加上唱片大部份

的消費者是學生族群，差異並不大，資料庫的價值並不高。 

(3) 唱片產業自產自銷，累積經驗：唱片公司由於自行製作與

發行宣傳，從業人員為數不多且工作量大，因此以經驗累

積為主要學習方式，資料庫收集曠日費時。  

(4) 唱片產品獨特性高：唱片產品獨特性高，張張幾乎都是以

新產品方式企劃，面對的消費族群並不相同，既有的消費

者資料在應用上有所限制。  

(5) 資料庫建立耗時費力：資料庫的建立需長時間的經營規

劃，耗時費力且花費高，加上唱片從業人員流動率高，因

此意願多半不高。  

結論：唱片公司投入 IMC 是因應產業特性，而非了解 IMC。唱片公司

在組織架構面與企劃流程面上符合 IMC 的要求，投入也較多。但在人員知

識面則有待加強。唱片公司執行 IMC 主要的障礙便是來自於對 IMC 的不

了解與員工的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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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合行銷傳播的執行過程  

(一 ) 本研究個案唱片執行整合內容符合 IMC 四大特性  

唱片公司在設計產品訊息內容之前，會以藝人與音樂風格為主要

調性，經過企劃與宣傳的協調後，發展出一系列的藝人宣傳訴求，如

本研究中【S.H.E】的訴求主軸是「親和與認同」，唱片宣傳便設法讓

藝人多上些談話節目，與觀眾聊天，增加親切感。【ENERGY】的訴

求主軸是「冷酷與崇拜」，因此唱片宣傳傾向將藝人排除在綜藝搞笑

的娛樂節目外，營造出距離感。  

但由於唱片宣傳期短，為了達到大量曝光的目的，使用多種宣傳

工具，因此唱片在執行整合上，工具選擇的互動性與互補性滿足了

IMC 的特性，但是在訊息的一致性與協調性上，則需要多點努力。在

華研與環球的個案中，唱片公司皆表示，在短期內為達宣傳目的，唱

片只能控制經過設計的訊息，如 MV、廣告等。而未經設計的訊息，

如媒體八卦報導與商品代言上，都是整合藝人與唱片產品訊息在傳播

過程中的變數，但為了大量曝光，犧牲部份訊息的一致性與協調性是

可以接受的。  

另外，唱片公司表示，新人出片通常較能維持自主性，不論在訊

息設計與媒體選擇上。設計上由於沒有先前藝人形象的桎梧，因此能

完全依照原先設定之藝人與音樂風格來設計形象與訊息，也能依藝人

調性安排媒體與宣傳活動。當藝人有了既有知名度之後，活動與宣傳

的人情邀約會讓媒體企劃較無法自主。  

因此，本研究個案在執行整合的過程中，符合工具選擇的互動性

與互補性，在訊息的一致性與協調性上有很高的自主性，雖然符合

IMC 的特性，但由於無法全面的管理品牌接觸點，因此仍受到無法控

制的訊息影響。  

(二 ) 本研究個案唱片執行整合達「部份利害關係人整合」之整合層級  

唱片產品獨特性高，市場分化少，消費族群類似，因此唱片公司

整合層級目標應該很高。  

在本研究中，兩個案藝人都是新人，在藝人形象與唱片風格的建

立上比較靈活且能夠維持一致性，在媒體選擇上比較沒有人情通告的

壓力，因此滿足 IMC 在形象整合層級上的要求。另外，兩個案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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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該個案公司年度力捧團體，將唱片的回收期訂的比較長遠，在不

計較當期回收的情況下，有比較多的自主性去要求媒體工具的選擇與

訊息的協調整合，因此在工具整合與協調整合的層級上也滿足 IMC

的要求。  

而且本個案中，唱片企劃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企劃方式，滿足消費

者心理訴求。另外本個案研究中，唱片公司十分注重媒體記者、上下

游廠商、學生族群等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因此綜合個案資料分析，本

研究個案唱片到達「部份利害關係人整合」之層級。  

 

三、 整合行銷傳播的績效產出  

(一 ) 唱片產業需建立公平客觀的 IMC 績效評估系統  

唱片公司投注在一張唱片的行銷宣傳費用動輒千萬台幣，卻沒有

一套公平客觀的行銷宣傳績效評估方法。IMC 綜效評估方法非常多樣

化，本研究發現，藝人知名度與媒體總曝露量皆缺乏評估方法且本研

究超過研究時間即無法調查，關係導向不適合唱片產業。藝人紅不

紅、賣不賣，只能靠「唱片銷售量」來代表唱片行銷的效果，但唱片

銷售量向來都是唱片公司不願公開的數據資料，目前占台灣 50%零

售通路 G-music 也只提供「銷售比」而不願提供實際資料。本研究

所得數據是由該個案公司自行提供，並無一客觀單位做審核與稽查。 

隨著唱片公司價值的轉移，雖然唱片公司已無法單純靠賣唱片營

利，而須藉由其它活動演出、廣告代言等方式增加營收，甚至比起銷

售唱片利潤更高。但唱片銷售量仍是唱片產業的指標之一，唱片銷售

量不佳的情況，藝人其它代言部份可能會比較少。  

本研究所列舉之 IMC 績效評估方法，在資料收集上限制很高，

因此無法代表該個案在 IMC 的整體表現。本研究認為 IMC 在唱片產

業的績效評估標準應該以「唱片銷售量」為主要指標，但應建立出公

平客觀的標準。  

(二 ) 唱片公司應重視 IMC 的回饋，提昇組織效率與效能  

過去唱片公司景氣好，發行量多且大部份都能賺錢，因此企劃與

宣傳人員往往是案子一個一個接下去做，花了幾千萬預算的行銷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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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也沒有做結案報告與分析。但目前唱片市場景氣不佳，唱片公司應

注重唱片企劃案的投入與執行狀況，而不是光只在意唱片的銷售量。

在 IMC 的概念中，只要投入與執行狀況良好，便能保証整合的績效。

而 IMC 投入與執行的狀況必須依賴過程管制，以全品質管理的概念，

將 IMC 落實於每一個環節中。  

因此，唱片公司應注重過程管制而非輸出管制，注重 IMC 的系

統回饋多於綜效產出，確實將 IMC 的投入與執行的過程紀錄下來，

做為後續改進的依據，藉此提昇組織效率與效能，增加整合的效益。 

 

四、 華研與環球應用整合行銷傳播之差異  

(一 ) 華研唱片較環球唱片 IMC 投入要素較高，阻礙較少  

華研由於產品線少，組織較扁平化，階層較少，利於整合，且員

工人數少，員工配合度較高，加上有獎金制度，員工向心力較高，且

母集團財務支持，因此較有利於 IMC 的投入與執行。相對的由於環

球產品線較廣，員工較多且發片量大，較常發生財務壓力而不得不發

片的情形，因此在整合的投入上較難執行。  

(二 ) 環球以整個華語區域為市場，在個別市場整合較不足  

環球以建立「區域性藝人」為策略，將華語區域中的資源整合在

某些具利益的藝人身上，利用整個華語區域的發行網，將藝人推上區

域性舞台，減少區域性中各國藝人互相競爭的可能性。因此在藝人與

音樂的風格設定上，為了形象的整合，較無法依個別市場特性做調

整，由於各國國情文化不同，在對產品的認知上便會有所差異，因此

在藝人資源整合上，環球各地子公司會面臨整合的障礙。  

(三 ) 環球在資源整合的權限較具限制  

國際大型唱片集團對於數位與網路的授權與發展策略上，仍多採

保守態勢，並不願大舉開放，因此各地子公司在資源整合上的發展較

具限制。比如在網站與數位化的建置上，台灣環球也依循母公司的政

策，在數位下載授權上持保留的態度。加上環球並沒有設立官方網

站，因此認定環球在因應數位網路科技的態度上較為排斥，面對數位

化的潮流，環球在數位資源的整合上將面臨較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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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得到的研究發現，對照 IMC 文獻後，提出下列建議，以供

學術界及實務界參考：  

(一 ) 唱片公司應加入整合分析團隊  

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唱片公司很多資料其實並沒有紀錄下來，

造成資料收集上的缺漏。部份的原因是唱片公司人員緊縮加上工作量

大，因此，製作、企劃與宣傳人員根本沒有時間將先前的唱片企劃案

做一個完整的資料整合與分析。在行銷宣傳費用動輒數千萬元的唱片

產業，缺少類似結案報告的資料是非常可惜的。  

黃福瑞（2003）認為，唱片產業面對不景氣與盜版 MP3的打擊，

不能再靠過去「以經驗降低風險」的客觀認知。因此本研究建議唱片

公司應跨部門建立一個整合資源與分析的團隊，一方面整合各部門的

資料，做整合分析管理，一方面收集外部市場資訊，提供各部門在製

作、企劃與宣傳上的建議。如此可達到下列三點好處：  

1． 經驗的累積與傳承  

唱片產業非常依賴經驗法則，有部份原因是資料沒有以可

供後續參考的形式紀錄下來。因此，將花了上千萬元的唱片企

劃案做一個完整的報告是有必要的。可以幫助經驗傳承，讓唱

片從業人員可以累積彼此的經驗，對產業的進步十分有幫助。 

2． 分析企劃成敗原因，做為下次企劃之借鏡  

將唱片在製作、企劃與宣傳的內容做完整的分析，對照唱

片的成績，有助於發現問題所在，做為下次企劃成功的基礎。 

3． 資料的整合分析有助資料庫的建立  

唱片公司由於倚重於經驗法則，並不注重資料庫的建立與

應用。將唱片個案資料整理與分析，不僅可發現個案成敗的關

鍵因素，也可做為資料庫建立與收集的方向。  

(二 ) 唱片產業應加強資源的整合，創造娛樂整合的新模式。  

娛樂經濟時代將娛樂產業和其它產業的界線消除了，娛樂元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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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生活以歡樂的氣氛和產業聯結在一起，而唱片產業正是娛樂

產業的基礎，自應該思考如何將音樂與其它產業結合，讓產業娛樂

化。整合的方式很多元化，除了藝人經紀之外，唱片多角化經營、手

機鈴聲授權下載、明星商品⋯等等。在整合的概念下，唱片產業可以

應用的方向不只如此，有賴從業人員在資源整合上發揮效益。  

華研跨足 3C產業並成功結合是近來頗受注目的個案，而華研經

營【S.H.E】的模式的確可供唱片公司借鏡，不僅推出【S.H.E】專

屬明星商品，也與 7-11 結合推出【S.H.E】私房料理，只在 7-11專

賣由【S.H.E】調製的零食口味。  

近來的成功案例除了華研結合 3C產業之外，還有電視頻道與唱

片的結合。電視公司挾其電視的資源，成立藝人經紀公司，以電視節

目捧紅旗下藝人，再將藝人的唱片合約賣給唱片公司，藉由唱片的曝

光量，拉高了電視節目收率。而唱片公司也得到電視資源的幫助。如

最近很紅的團體「5566」就是隸屬於三立電視台旗下的「喬捷立」

藝人經紀公司，以偶像團體的形態主持電視節目累積人氣，再與「艾

迴唱片（Avex）」合作發行唱片，一舉紅透全台灣。不僅主持節目長

紅，藝人活動邀約頻繁，唱片也跟著大賣，創造了電視公司、唱片公

司、經紀公司三贏的局面。  

娛樂產業週邊效益越來越受重視，端賴唱片公司如何整合各方資

源，創造多贏的局面。  

(三 ) 唱片產業應擁抱數位科技  

唱片產業受科技影響極為深遠（池祥蓁，1996），數位化的潮流

使得唱片產業目前正面臨產業價值的轉移。受盜版與網路下載的影

響，原本製作 -發行 -銷售唱片的價值生產已無法達成唱片獲利的目

標。但數位化並非如洪水猛獸，唱片公司不應一昧地阻擋。順應潮流

發展，加強新興媒體知識，唱片產業仍可從數位化中獲利。  

1． 網際網路（ Internet）  

目前唱片產業主要消費者為學生族群，學生正是網路的重

度使用者，因此網路是非常明顯的目標媒體，唱片產業應重視

網路效益，加強應用網路的能力。  

(1) 官方網站：首先應建立網站與消費者做直接的互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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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網路效應的第一步。  

(2) 網路宣傳：網路主要族群與唱片相類似，唱片應加強利用

網路宣傳的效益。  

(3) 網路銷售：網路結合了媒體與通路的雙重特性，不僅可以

宣傳，也可直接讓消費者透過金流機制購買。  

(4) 網路下載：2003 年蘋果電腦（Apple）與五大唱片集團合

作推出的 iTunes開啟了唱片與數位音樂合作的可能性，數

位音樂下載市場受各界注目。  

2． 隨身數位產品：  

科技發展使得隨身數位產品功能強大且價格低廉，手機、

數位相機、電動遊戲機、MP3播放機⋯等產品大行其道，多機

一體的產品更是熱門商品，而其中學生也是主力消費群。蘋果

電腦（Apple）便是結合 mp3 播放機與數位下載功能，成功開

拓市場。未來的合作發展模式仍讓消費者期待。  

3． 防拷技術  

CD 燒錄技術的盛行是造成唱片市場萎縮的因素之一。

2002 年艾迴唱片（Avex）推出具防拷技術的 CCCD（Copy 

Control CD），雖然如推出 CCCD 技術的軟體廠商 Macrovision

總經理連宏城所言，天下沒有破不了的防拷技術（許明煌，

2002）但增加燒錄的難度與加強非法燒錄的觀念，應可遏止部

份燒錄 CD 行為。  

4． 資料庫行銷  

隨著數位科技發展，資料庫的建立更加方便且費用低廉。

面對區隔細微的消費族群，消費者資料庫的應用是未來的趨

勢。目前唱片公司的消費者資料庫建立並不完整，成為日後行

銷規劃上的隱憂。唱片公司應即早為未來數位化做準備，積極

建立專屬唱片消費的資料庫。  

(四 ) 唱片應致力於音樂品質的提升  

唱片應用整合的程度可說是相當的高，市場萎縮雖然可以怪罪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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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MP3，但最終的原因，乃是音樂品質的低落。消費者長期以來的

想法是「一張唱片才二首歌我想聽，下載就好了。」唱片公司一次要

賣一張專輯而不是一首歌的概念必須先行打破，要專注於音樂品質的

提升，讓每一首歌都很好聽，消費者自然會覺得整張專輯有價值。而

每一首歌都好聽的附加價值，除了銷售量之外，歌手知名度也能提

升，而專案代言就更為容易。若是產品本身品質的問題，整合的方案

再完整，也無法獲得消費者的共鳴。  

因此，唱片公司應注重產品品質的基本面，才能將 IMC 完整的

發揮，提升唱片產業的價值。  

(五 ) 唱片公司應破除唱片銷售的迷思，放眼華語區域市場  

長久以來，唱片公司不斷以行銷宣傳的手法，在唱片銷售量上大

玩數字遊戲，三萬張說成五萬張，五萬張說雙白金，希望藉此營造聚

集人氣的現象，拉抬藝人聲勢。但由於近年來唱片不景氣，唱片公司

在唱片銷售上的利潤被盜版與數位科技壓縮至底限，因此亟力創造業

外的價值。  

除了資源積極整合創造綜合效益之外，跨國公司以華語區域為共

同市場的經營模式也值得本土唱片公司仿效，更大的市場代表著更多

的可能性，唱片銷售只是其中一部份，各大的商機來自於整個華語區

域市場與市場內尋求結合流行音樂的產品與廠商。台灣位居華語區域

市場的中心，自然應將視野放大，不應拘泥在個別市場唱片銷售量上。 

音樂是娛樂事業的基礎，唱片公司應整合業內資源，跳脫單純販

售音樂的思考方式，積極尋求整個華語市場資源的整合，創造藝人與

音樂的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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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綜合整理 IMC 之相關文獻，提出 IMC 的理論架構，探討台灣

地區之國語流行唱片產業的應用情形，相較以往的研究，本研究有以下貢

獻：  

一、 綜合整理不同學派的 IMC 文獻，提出 IMC 的概念性理論架構，有助

於 IMC 研究成果的累積。  

二、 以本土與外資唱片公司做為研究個案，深入了解不同資本型態之唱片

公司應用 IMC 的情形。  

三、 本研究 IMC 在唱片產業的應用，並提出唱片產業的研究建議，可供

業者與後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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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從研究架構的建立到深入訪談個案，均經過理論與邏輯的推導

與實證的分析，但仍存在一些主觀與客觀的因素，構成本研究的限制如下： 

一、 樣本數的限制  

本研究礙於時間的限制，只選擇本土與外資唱片各一家做為個

案，且藝人只各選一組，稍嫌不足，無法將結論推至其它類型的藝人。 

二、 研究範圍的限制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國語流行唱片產業為研究範圍，無法將結論推

至其它類型的唱片。  

三、 架構的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單從理論整理，未經過信度效度的檢測。  

四、 資料的限制  

礙於商業機密不予公開原則，訪談過程中，遇到甚多機密的問

題，訪談者以不便回答或資料不確定為由，不予公開。另外，本研究

只針對藝人於該唱片公司的企劃統籌做訪談，未訪談更上一層的主

管，有些企業管理上的資料受限於受訪者的位階，無從取得。  

本研究以 IMC 在唱片產業的應用為研究主題，針對整合績效評

估方面，並非本研究主要探討對象，加上分析計劃整合與執行整合的

過程有資料與技術的限制，且唱片銷售數字真實性有待確認，因此，

在缺乏公正客觀的數據支持下，本研究放棄綜效評估面的研究發現。 

五、 研究者的偏誤  

個案訪談法為質化研究，研究者的主觀判定會造成研究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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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後續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提出以下的後續研究

建議：  

一、 透過量化研究方法，檢視 IMC 概念架構的信度與效度。  

二、 研究唱片產業在 IMC 的績效評估面。如品牌權益。  

三、 將本研究的 IMC 架構應用至唱片產業的其它公司。如艾迴與滾石。 

四、 將本研究的 IMC 架構應用至其它產業。如政治的選舉行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