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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全球經濟環境快速的變遷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的盛行，伴隨著政策自由

化、市場全球化與科技匯流等因素，為產業奠定了整合發展的背景，使企業間得

以透過併購，快速有效地擴張，且進入不同產業成為集團（Clement, 1975；Ozanich 

& Wirth, 1998，轉引自鄭麗琪、陳炳宏，2003）。於是，一宗宗金額龐大且跨越

相關產業領域的併購熱潮，在國際間蔓延開來形成一股企業經營的潮流。這波大

浪潮當然也打進全球傳播媒體產業的領域，國際間首要媒體集團開始紛紛藉由購

併、整合、策略聯盟等各種多角化經營策略，擴大組織規模，讓企業成長。學者

Maney（1996）便以「大媒體潮」（Megamedia Shakeout）一詞來形容科技匯流

所引發全球大型媒體集團誕生的狂潮現象。 

Dyson and Humphreys（1990:1）指出 1980 年代開始，傳播媒體界出現去管

制、全球化、綜效與匯流等四大趨勢。其中，綜效是以垂直整合和多元化等方式

發展，從事跨媒體合作事業以將企業的利益最大化。邁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大媒

體集團景象不但沒有退潮，反而接續著下一波攻勢，即「大媒體集團」與「大媒

體集團」的聯姻，無非是想以雙方資源與市場整併的途徑，攜手進化成「超大媒

體」。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國際間幾宗媒體整合併購的案例，其中又以 2001 年

時代華納（Time Warner）與美國線上（AOL）的合併為近年來最大規模的媒體

整併案例，1 目的皆不外乎是希望達到 1 加 1 大於 2 的綜效。 

學者Turow（1992）便針對當代媒體集團的發展直指「綜效及與其相關的策

略已成為全球媒體組織在進入21世紀之際時最主要的建構基礎」。綜效（synergy）

的意義在於透過多角化策略來創造價值或利潤，簡單來說，就是整體大於部分的

總和（谷玲玲，2003）。換言之，媒體集團往往透過垂直、水平整合與聚合的策

 

1 二○○一年一月十一日，美國線上正式以一千零六十二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兆五千零四十六

億元）的金額買下時代華納。此合併案後的市值將達三千五百億美元，曾引起一股網路媒體與傳

統媒體合併的風潮（吳修辰，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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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走向大媒體規模與進行多角化經營，並且力求整合集團內外資源以期達成綜

效效益。 

不過，事實上，合併所帶來的雙贏成效卻不如預期般理想，時代華納與美國

線上的合併反而帶來鉅大負擔成本。合併之後的“AOL Time Warner＂股價在短

短兩年之內下跌 74％，並爆出美國線上在合併前涉及浮報營收等內幕消息，使

當時美國線上的總裁隨即辭去職務，證明這樁號稱世紀合併案的失敗。 

《哈佛商業評論》的一篇文章談到，美國企業界的合併量的確有與日俱增的

趨勢，然而許多在財務面及策略性角度看似有潛力的收購案，最後卻讓雙方大失

所望：主併公司費了很多年才實現當初預期的綜效；主併公司無法讓兩家公司的

人員攜手合作，從而提高生產力；主併公司用十分粗魯的方式進行合併，導致被

併公司的獨特能力（如該公司的優秀人才，或對利潤最有貢獻的顧客群）逐漸流

失（Carey ; Aiello ;Watkins & Eccles, 2002:193），種種現實結果相應而生。 

由此可知，當兩家公司完成購併後，接下來雙方要「如何整合」以坐收綜效

成果才是真正考驗新企業的關鍵課題。AOL Time Warner 的挫敗，反映了跨媒體

平台整合除了樂觀的綜效目標之外，尚需思考可行性及負面綜效的問題（黃湘

玲，2004）。改朝換代之後，由時代華納的人馬接掌，主控經營。AOL Time Warner

已經從過去的慘痛經驗中學到了教訓，他們終於明白領悟到：要結合時代華納的

傳統舊媒體和 AOL 代表的 e 化線上新媒體的方法不是強迫逼婚式，霸王硬上弓

的「送做堆」，而是雙方情投意合的「磨合過程」（王麗莎，2003） 。 

從出版社起家的德國 Bertelsmann AG 集團（譯：博德曼），自 1970 年代開

始，便逐漸一步步的朝企業成長與多角化經營發展，透過各種直接與間接控股、

轉投資、收購交換等方式，進行垂直與水平整合策略，從事其橫跨各類媒體領域

的全球產業版圖，舉凡出版、報業、電視廣播、網路行銷、媒體服務等均屬於該

集團之旗下各子企業，相較世界首要幾個大媒體集團普遍聚集紮根於美國，

Bertelsmann 卻在泛歐洲市場創造其獨霸一方的媒體王國事業，並以放眼全球市

場作為經營目標（Thielmann, Sieprath & Kaiser, 2003）。 

一直以來，將經營主力置於媒體「內容」（content）業發展的 Bertelsmann，

對於其龐大繁枝的事業體系有獨到的經營原則與綜效管理模式，並且貫徹於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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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集團，上行下效。最具代表性的產品，便是 2001 年開發的【Idols】節目系

列，直至今日仍持續的為集團帶來穩定的獲利，在 Bertelsmann 集團的發展歷史

中，扮演重要的里程碑。 

學者 Chan-Olmsted（2006:205）認為在這樣變動、複雜的環境下，不能再依

賴傳統的商業模式，而是說明了發展具吸引力的新媒體服務、跨界競爭及尋找策

略分享資源與分散風險之必要性。他也指出雖然採取合併（consolidation）、策

略聯盟（alliance formation）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政策是可能在短時間內有

效獲得競爭優勢的捷徑，但對今日媒體公司面而言，最大挑戰是在考量各種擴張

策略之際，能從中找出相應自身企業的最適標準。由此可見跨媒體集團在資源整

合的經營上，必須規劃出符合該集團的專屬模式，而非只是一味複製他者的成功

經驗來套用。 

將視角拉回台灣媒體產業，台灣的媒體生態已朝向跨媒體、跨產業之多角化

經營方式，達到企業成長的目的並形成媒體集團的趨勢，且媒體企業之間有策略

聯盟合作以及持續整合的態勢（鄭麗琪、陳炳宏，2003)。台灣媒體集團透過合

併、收購或合資等方式，讓集團內的組織變革開始呈現更多元的面貌，媒體集團

內不同性質或功能的子公司成立，也使「媒體」的定義一再受到不同研究面向的

檢視，而對於「綜效化」目標更是其中相當受到關注的焦點之一（胡瑞麟，2007）。 

2005年12月，應對黨政軍三退的要求，中國國民黨擇以股權轉賣的方式處理

旗下「三中」媒體事業（中視、中廣、中影），其中無線電視中視公司的經營股

權由中時集團的榮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拿下。2 於是，「中時集團」與先前取代

象山集團入主有線電視「中天」，3 再加上「中視」三方集結，被稱之「新三中」，

形成了台灣第一家既經營「無線」又經營「有線」電視台，同時還擁有平面媒體

與網路等傳播資源的全面性「跨媒體集團」。 

2007年初，中視在星期五晚間推出選秀節目「超級星光大道」： 

 

2 中時報系昨日接手國民黨的中視、中廣、中影「三中」媒體後，中視立即召開臨時董事會，中

時的經營團隊全面進駐中視，中時董事長余建新並親自擔任中視董事長（李盛雯，2005）。 

3 2002 年 10 月 2 日，中天電視納入中時體系，中時電子報增加電視新聞網路影音服務，成為跨

媒體整合服務平台（新聞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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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年初，中視在週五冷門時段播出的歌唱比賽節目-- 『超級星光大道』，

從二月到五月底，節目收視率突破五％，六月底收視率突破八％，同時段廣告從

每十秒十萬元，飆到每十秒二十萬元……」（單小懿，2007） 

【超級星光大道】分別在中視與中天娛樂台雙播，搭配中時集團旗下所屬平

面、電子媒體等自家資源與管道交叉行銷與內容延伸，持續一年多的運作下來，

藉由中視、中天、中時（新三中）的資源共享以及相關策略聯盟的操作，不但為

中視締造歷年來罕見的高收視率紀錄，也帶來了許多廣告營收與延伸經濟效益，

【超級星光大道】儼然成為中視在綜藝節目的金雞母。 

如果說此節目何以成功，蘊含了媒體集團嘗試藉資源整合以達「綜效」化的

經營意圖，那麼所謂的「資源整合」與「跨媒體綜效」，該如何實際應用在節目

產製與經營策略上？一個涵蓋不同性質事業單位的集團企業要怎麼讓各組織互

相串連？此番運作又會對整體集團帶來什麼影響？尤其是前身原為黨營投資事

業的中視公司，如今被收購而改朝換代，必須適應新的集團結構關係與治理政

策。不僅如此，集團的整合化與綜效化，對三方媒體而言，更是有別以往的共事

關係與合作模式，該怎麼運用各方資源作最有效的發揮，背後的運籌帷幄儼然是

極為複雜且牽涉層面甚廣的難題。 

再者，若在站一個比較至高的位置去作思考，傳播媒體事業的特殊性質，有

別一般企業的經營，尚必須擔負起一定的社會道德責任。另一方面，媒體亦屬於

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在經營上不能純然與一般企業集團的商業策略並用同套經

營邏輯。由此，當媒體企業在追求集團整合綜效的同時，會不會與自身社會角色

的價值意義有所衝突？或是在其他層次反而產生窒礙難行的問題？ 

綜合前述問題意識，本研究認為【超級星光大道】的節目案例，自有其值得

深入探究的代表性意義。若能以實務經驗的角度切入，即從實際的節目個案來做

學理對照，應有助於這些問題意識的釐清，因此，引發了本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 概念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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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體企業資源 

任一企業的營運，都需要投入適當的資源，企業運用這些資源進行各項經營

活動，包括研發、生產、製造、配送、行銷等等（吳思華，2000）。媒體企業也

不例外，所有傳播媒介組織所進行的活動，不外乎發展、製作、分銷和展示四種

（Sherman, 1995；轉引自谷玲玲，2003）。 

許多學者都曾針對「資源」的分類與範疇提出各種見解。例如 Barney（1991；

轉引自 Campbell & Luchs, 1998）將企業資源分為實體資本（physical capital）、

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與組織資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日本策略學者

Itami（1998）將資源分成兩種不同類型：一為「有形資產」（physical assets），

如廠房、機器等生產設備；另一為「無形資產」（invisible assets），如品牌形象、

專業技術能力、瞭解顧客需求、企業文化等。吳思華（2000）統整諸多說法，提

出所謂資源包括「資產（有形/無形）」與「能力（組織/個人）」兩大項，資產

是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量；能力是企業建構與配置資源的能力。 

在媒體產業領域，學者將媒介組織的有形資源定義為機器設備、組織正式架

構、作業流程及控管制度等；無形資源則是人力資源、創意、品牌形象與節目品

質等等。無形資源是逐漸累積的，且不易被模仿，比有形資源更有價值（Barney, 

1991；轉引自谷玲玲2003:13）。另外，「技能」是組織成員運用其知識與技術

發展的特殊能力 (谷玲玲，2003:14 )，即等同於媒體企業組織建構與配置資源的

能力。其實，合作對象對本組織的信任、人際間以及組織間長期建立的關係，也

可以視為一種無形資源。 

本研究歸納諸位學者的分類，將媒體產業的「資源」分成有形與無形資源，

如下表（1-1）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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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媒介組織「資源」類型 

有形 廠房機器（硬體設備）、有價證券、作業流程、組織結構 

資源 
無形 

創意、人力資源、技術、對外關係（閱聽眾、上下游供應商、

通路、政府、廣告主等各種外部網路關係）、品牌、智財權、

組織文化、進行各項產製與行銷內容產品的經驗與能力 

註：本研究整理 

大體上，有形資源皆屬公司所有，但無形資源則不一定。有些無形資源是組

織或部門內所有員工共有，也就是屬於公司的；有些無形資源則是員工獨有；而

還有些無形資源是員工和員工一起才能創造出來的。需注意的是，不論是哪一類

型的資源，皆得具有創造價值潛力者才能視為資源（司徒達賢，2005），有些資

源可能因市場競爭而快速被貶值，有些資源也因容易被取代或模仿，而失去競爭

優勢，因此必須不斷建構與累積核心資源，才能確保企業永續經營。 

2. 媒體集團資源整合 

學者司徒達賢（2005）主張「整合」的意涵是指「發掘、結合，且有創意地

運用這些來自各方的資源、資訊、知能，並使各方的決策與流程能與我方目標配

合」。簡言之，即是整合各方的目標與資源，以共同創造價值。若再以組織部門

間合作的立場細究「整合」觀念更深層的意義，司徒達賢（2005）作定義為：「整

合即是在各方的多重目標、多重限制條件下，運用各方資源與資訊，為需要合作

的各方解決問題，並提出各方皆可接受的方案，使各方依此方案採取行動，並獲

致多贏的結果。」 

此外，共同合作的結果必須導致價值的創造，包括有形的經濟利益，以及無

形的「信任」、「聲譽」、「友好關係」等，經由創造價值的過程，形成一個良

性的循環，可再吸引更多資源的投入，最後產生綜效的效果（司徒達賢，2005）。 

簡單來說，以企業經營的策略邏輯，「整合」便是代表一個充分發揮與合理

配置企業資源的過程。置入媒體產業來思考，那麼所謂跨媒體集團的「資源整

合」，本研究將之定義為「將媒體集團內各項資源的有效運用與合理配置，透過

資源的共享、互補、轉換、價值連結等的合作方式，以達企業整體資源效用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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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狀態的策略過程。」另外，跨媒體集團如何能在不論集團內部的整合或是對外

部的聯盟上，進行相互合作以達多贏成果，也是一種資源整合的關係與創造綜效

的策略模式。 

（二） 問題聚焦 

國內過去探討媒體資源整合的研究，多半著眼於「新聞產製」層面，探討與

「跨媒體新聞平台」相關的議題。然本研究認為「節目產製」在傳播產業內亦屬

十分重要的範疇，由於節目的運作經營與新聞編採作業為截然不同的流程，是故

不能將新聞平台的組織整併思維直接套用在電視節目產製身上。學者Turow

（1992）指出，媒體集團的力量不僅在於其規模龐大，更在於能夠運用個別媒體

事業的綜效力量，來使產品價值最大化。就本研究欲探討的對象而言，「新三中」

的相互位置關係建立之後，整個集團握有了豐富的媒體內容資源與異質媒介通

路，則當由「中視」主力推出新節目產品時，與其餘「二中」的資源如何整合發

揮，達成集團各方多贏的綜效，除了端看集團在跨媒體經營的策略思維之外，尚

牽涉到集團內外所有相關資源的分配問題。 

承上， 本研究希望能探討的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1. 【超級星光大道】節目的經營與行銷策略為何？整合了哪些資源？ 

2. 【超級星光大道】節目為「新三中」創造了哪些綜效？又產生什麼樣的負面

綜效問題？ 

3. 「新三中」如何進行資源整合？是否造成負面影響？ 

（三）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旨在透過探析個案：【超級星光大道】之節目產製，

來檢視跨媒體集團在綜效目標的前提之下，針對該節目產品所投入的資源、組織

整合方式以及相關策略聯盟的運作效益進行研究。試圖藉由個案操作實例的觀察

描述，歸納統整出中時媒體集團之「新三中」資源整合之可行模式，以企瞭解跨

媒體集團在經營電視節目市場的綜效策略思維與應用，為日後跨媒體集團在節目

經營與資源整合方面，提供一些參考的方向。 



 

（四） 研究流程 

 

界定研究主題 

文獻蒐集與探討 蒐集個案資料 

觀察實務現象 

資料分析 

建立理論架構 執行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結論與建議 

 

 

 

 

 

 

 

 

 

 

 

 

圖 1 - 1：本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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