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Turow（1992）認為1980年代以來的媒體集團併購與整合現象，重點不在於

持有多少所有權股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將集團化視為一種積極串連媒體公司來獲

取最大利益的方法。此外，媒體集團化形成的利基不僅在於因擁有大量媒體所有

權形成的自然整合力量，更產生在能綜效地運用全部媒體資源以達價值極大化的

企業。 

由前章緒論可以瞭解，本研究是從資源的角度切入，來理解跨媒體集團的整

合與綜效化發展的動態過程，而且是聚焦在電視節目的經營，去探討在這個層次

上的策略執行。所以是以傳播媒體集團的整合化發展，再進行至綜效化運作，做

為文獻探討的脈絡鋪陳。 

首先第一節將以資源的觀點，從企業整合的趨勢背景談起，接著分從「結構」

與「內容」兩個層面討論媒體產業領域的整合意涵，最後再綜合探討跨媒體集團

的整合經營，即跨媒體資源平台的整合概念。 

第二節的部分，先整理介紹綜效之基本理論，包括概念演變和不同型態的區

隔，並且分別從企業集團內部與外部來看資源整合與綜效追求的關係。接著將綜

效概念帶入媒體產業的範疇，探究綜效在媒體企業經營的領域中所代表的策略意

義，就跨媒體集團來定義不同的媒體綜效型態所各有的資源整合方式。再者，由

於本研究關注於「電視節目」（不包含新聞節目）的經營，所以特別針對此部分

媒體綜效的實際應用作法進行細部的解說。此外，本節最末將說明負面綜效的潛

在問題，除了一般企業經營的觀點之外，也就傳播媒體自身的企業特殊性闡述有

關追求綜效的負面影響。 

最後第三節，則舉用國外跨媒體集團Bertelsmann AG之案例，一方面分析該

集團往整合化與綜效化的發展之下，是如何執行資源整合的經營模式。另一方

面，也因為該集團特別致力於電視節目產品的綜效經營多年有成，研究者認為能

在學理之外，為本文之研究對象提供實務經驗的酌引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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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傳播媒體集團整合化 

從全球傳播產業發展的角度來看，數位技術和寬頻網路等新興科技的發展，

不僅衝擊著全球媒體產業的結構，也顛覆了傳統對於大眾媒體的定義。在這股科

技與產業匯流的熱潮之下，國際間媒體產業興起了企業併購的風潮，媒體企業組

織逐漸朝向集中化與集團化，如此引發了電訊、資訊與娛樂等相關產業的劇烈變

化，最後這些產業整合形成新興的產業（劉現成，2004）。學者 Maney（1996）

描述這種全方位的傳播革命現象：各個公司和不同科技都在整合，並以「大媒體」

（megamedia）泛指這種新產業、新商機與新革命。 

Gordon（2003）曾試圖以一個鉅觀的架構去說明這種典範轉移的現象，他認

為雖然“Convergence＂一詞被大量廣泛的運用，其實在不同傳播情境下，

“Convergence＂的現象所透露的涵義不同，所要關注的層面亦隨之變換：運用

在科技發展（如隨選視訊和互動電視），不同形式的媒體內容可以相互連接不受

限制，因此同一媒體內容，能於不同形式的媒介載體上呈現，是媒體科技匯流；

運用在媒體工作(如「背囊記者」（backpack journalist）的的概念與訊息呈現（如

網路資訊文字與多媒體的互文性），則是有關媒體從業人員的多功與敘事技巧的

多元。 

不過，若牽涉到媒體產業以及組織結構的部分，則指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

傳媒公司之間通過收購、合併等手段，進行產權、營運、產品上的整合，形成規

模龐大的多媒體集團，從事具有規模效益的多媒體業務（林任君，2001），亦即

跨媒體經營的趨勢，讓各種節目製作及其傳播方式的整合變成現實（Gordon, 

2003）。由此更延伸至媒體組織結構的變化與企業間合作策略的各種型態。黃湘

玲（2004）認為媒體間的匯流乃指媒體界線、功能漸趨模糊的現象，若論及打破

界線後媒體如何跨平台運作，則是以整合（integration）的手段進行之。 

綜合來看，匯流通常是指涉純技術層次的融合，或是媒介內容和格式的多元

相通現象，而涉及到媒體產業範疇，也就是關注經營層面與策略應用的部分，那

便是討論整合的課題。而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新三中」跨媒體集團，乃是著重於

經營策略層面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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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併購與整合趨勢 

在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潮流下，企業為了追求生存與成長，都會朝向大型

化、多元化與專業化的方向發展，而在追求成長的過程中，企業集團會不斷的擴

展其規模，或緊密連結固有的產業，或積極開發新市場，或分散事業投資風險，

來增加其集團的利益，因此集團企業可能採取垂直整合、水平整合或複合式多角

化的市場策略，以成立新事業或併購其他事業體的方式來達到其目標（李維斌， 

1998；轉引自陳炳宏，2001:114）。 

研究發現，採取整合策略的企業通常比採取單一策略的企業表現要好（谷玲

玲，2003）。為求企業成長，企業整合的方式很多，包含：(1)公司自行多角化

經營、(2)與他公司策略聯盟、(3)購併(合併與收購)、4 (4)國際化經營。而其中「購

倂」是許多大企業最常進行整合的一種方式（Berry, 1974:159）。併購是將兩家

不同企業結合在一起的交易行為，而企業採取併購活動的考量，最關鍵者便為綜

效（synergy）5 之創造（陳炳宏，2001）。 

企業想透過併購去提升競爭優勢，必須設法使該交易產生專有綜效（private 

synergy），即雙方是以特殊的方式相互補充資源與技能來產生獨有競爭優勢

（Silverman, 1999；轉引自谷玲玲，2003），也就是找出關鍵資源創造價值，建

立所謂企業核心能耐的問題。Wasserstein（2001）在 The Big Deal 裡強調：是

否產生綜效將是企業進行購併的重要考慮因素，且是評價購併活動的鐵律。購併

價值的創造產生於合併之後，也就是透過組織的整合管理來引導企業快速完成事

業合併事項，產生購併之預期綜效利益。 

企業除了以外部購併再藉由雙方整合創造價值，來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之外，

另一方面，研究建議，擁有過多資源、技能與多種核心能力的企業應該從事多角

化經營（Silverman, 1999；轉引自谷玲玲，2003）。多角化是指企業善用既有核

                                                 

4 企業併購實際上包含兩類的商業行為，一類是合併行為，指一家公司取得另一家公司的所有資

產與負債M使得另一家公司不復存在；而另一類則是收購，指的是一家公司以購買或債券的方

式，取得另一家公司的營業資產或經營權，不過另一家公司依然存在（Chan-Olmsted, 1997；轉

引自陳炳宏，2001:111）。本研究討論的「新三中」，便屬於後者的「收購」行為，由中時報系

集團先後收購中天、中視兩家電視公司。 

5 有關「綜效」的詳細討論，見本章第二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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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競能，進入一個新的市場領域，藉由分享或移轉創造價值，目的在追求資源分

享最大化，進而節省成本，亦即達到綜效（孫琦蓉，2005）。在實務中，有關企

業運用本身資源的策略思考，就是一般通稱的多角化策略。6 綜合上述所言，企

業無論透過併購其他企業，或為開發新事業成立子公司，都需要瞭解如何達到資

源共享，也需規劃達到擴大規模經濟與機會經濟的步驟（谷玲玲，2003）。 

Marks & Mirvis（1999:105-110）指出跨企業間的整合並不是只有零（完全獨

立）或百分之百（全面整合）的兩極方式，其實大多是介於兩者之間的作法。再

者，整合程度會依營運關係、整合範圍與管理方式等交互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化。

大致分為五種模式： 

1. 控股公司獨立 

常見於大集團的整合情況，由控股公司投資一項資產，主控公司通常不干涉

子公司的管理事務，卻吸收了大量的投資現金。另外，兩家分屬不同產業領域的

企業之間，亦常出現這種整合關係。 

2. 策略控制 

主控方會制定企業策略，但只會運用遙控的方式控制各組織。很多聯盟關係

或跨國投資會採行此種模式。 

3. 子公司接受管理 

傳統的購併模式，一家公司可以藉此進入新市場或提供新服務，很多合資企

業也偏好此模式。母公司透過由上而下的規劃、監控和協調，監督旗下事業，但

原管理階層保有其人力、研發、作業等管理權，故一般的經理和幕僚在營運時，

仍覺得公司好像是自己的一樣。 

4. 營運控制 

                                                 

6 學者Ramanujam和Varadarajan（1989）定義多角化策略為一個企業或是事業單位藉由內部事業

的擴張，或外部的併購、合併的方式來進入新的經營領域。內部發展的方式可運用內部現有的資

源進行相關產品之多角化，亦可創立新的子公司進入新市場；外部發展則能迅速地進入新的產品

市場，但其缺點在於對新的產業可能缺乏足夠的認識，或與外界合作的企業產生衝突（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Simmonds, 1990，轉引自鄭麗琪、陳炳宏，2003 ）。 

- 12- 



 

當合作雙方企業有些能力互相重疊時，會採行此種整合模式。透過將雙方重

疊的部門或單位合併，來形成綜效。但其他組織單位仍保持不變，因此雙方仍各

自擁有不同競爭優勢或客戶群。 

5. 全面整併 

即完全整合的情況，或是一家企業被收購，由其他公司某一部門或業務單位

完全接收 

不過，雖然企業結合的終極目標即為誘人，實際的情況卻不盡理想，研究指

出四分之三以上的企業結合結果無法達到預期的業務目標，甚至造成高成本負擔

和無法接受的低報酬（Marks & Mirvis, 1997）。學者指出企業完成收購程序後的

整合過程，是收購在價值創造上成功與否的關鍵因子，如果缺乏整合雙方的能

力，被購公司還是難逃再度出售的機會 （Sudarsanam, 1995；轉引自吳芳銘，2006: 

44）。Wasserstein（2000）也認為，購併成功與否不僅是依靠被併企業價值創造

的能力，在更大程度上，更是仰賴購併後的整合工作。 

Haspeslagh 和 Jemison （ 1991 ） 便 針 對 企 業 購 併 後 的 整 合 （ post-merger 

integration）作了廣泛的研究，他們認為所有的價值創造都發生在購併交易完成

之後，價值只有在管理購併後的整合階段才能得到轉移，並且需有賴於雙方組織

人員共同合作，讓預期利益實現，甚至創造與開發其他利益。因此，整合是相互、

漸進的過程，是來自兩個不同組織的個體的協調執行，即使已預先確立整合具有

利益，但如果資源轉移的過程出現缺陷，價值創造會被嚴重限制。 

學者Vernadat（2002:18）則自作業流程的概念出發，著重於企業整體營運的

整合（business integration），是企業政策及營運流程間的組成與互動，以及應如

何有效使用企業資源，來執行相關活動，以有效的溝通、協調與整合企業中的各

個企業功能。因此，企業整合是一個跨部門與跨層級，連結內與外合作網絡的動

態漸進式過程。 

由此可知，企業整合並非一蹴可幾，而是不斷嘗試、學習與改進的磨合過程。

實際上很少會出現理想的「天作之合」，「互利多贏」的境界是需要引導與創造

的 （司徒達賢，2005）。換句話說，由理論落實至具體實踐過程的執行才是成

功與否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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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產業的整合 

近幾年來，在數位科技與寬頻技術的發展與法令鬆綁、市場競爭等因素交相

影響之下，全世界的傳媒產業紛紛逐漸從單一的企業體藉由購併、合資（joint 

venture）或多角化轉投資經營等策略發展成企業集團（鄭麗琪、陳炳宏，2003）。 

傳播媒體產業商業化與市場化趨勢帶來的整合與集中，從七０年代就已開始

（魏玓，2002）。將整合的概念首先帶入媒體產業的，是由前華納公司總裁Steve 

Ross，於1973年提出將旗下事業整合（brought together）的概念，期望藉由公司

中不同事業部門的共同運作及相互拉抬，產生綜效來刺激華納股價的上揚（King, 

2000 ; Benz, 2001，轉引自黃湘玲，2004）。 

學者曾對媒體產業透過集團化的整合形式能得到的效益，提出了下列看法

（Picard, 2002；程宗明，2005：1-26，轉引自沈孟蓉，2003）： 

1. 轉變公司體質，讓經營合理化，同時獲取適時的資源以相應於競爭

時的挑戰。  

2. 透過市場整併的方式，擁有過去無法企及的媒體市場。  

3. 短時間內達到提昇客戶服務品質的目標。  

4. 將相互加值的資產合併，遠超過於以前兩方各自獨立的使用價值。  

5. 整合資源，降低成本，提升效率，發揮綜效。 

2000 年 1 月，全球最大的傳播媒體集團「時代華納」（Time Warner）與全

球最大的網際網路服務提供業者「美國線上」（American on Line）換股合併，

成立了「美國線上時代華納」（AOL Time Warner），涵蓋新興的網路媒體和傳

統的傳播產業，結合彼此的媒體內容與通路，達到跨媒體整合的高潮。台灣媒體

產業整合則集中於 2000 年前後，有些是為了建立媒體平台佈局，有些是為了提

升競爭力。雖然規模仍不若美國傳播集團龐大，但是許多電視、廣播及報紙媒體

跨足網路事業，部分媒體集團亦同時擁有廣播、報紙、電視、網路媒體，如東森

擁有電視、廣播、報紙和網路，中國時報購併中天後有報紙、電視與網路（谷玲

玲，2003） 。而 2005 年，中國時報集團又收購中視公司，將電視事業的經營觸

角伸入無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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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媒體產業之結構整合 

經濟學者向來用水平整合與垂直整合來描述任何企業所有權集中的二種類

型（Croteau & Hoynes, 1999／湯允一等譯，2001）而企業集團化發展，即指企業

透過垂直或水平整合方式，從事相關產業或非相關產業多角化經營（高光德，

2004）。大體上，在媒體產業中，垂直整合是指擁有者取得單一媒體產物的所有

相關產品及銷售的過程。水平整合則是指公司買下各式不同媒體，將所有權集中

於不同形態之媒體併購，而非在同一媒體中產業中上下交錯（Croteau & Hoynes, 

1999／湯允一等譯，2001）。 

尚有說法是將水平整合侷限在同一生產層次或同一產品市場中的整合行

為，如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Multi-system Operator）分別投資不同區域內多家

有線電視系統，或同時經營多家平面媒體，發行不同報刊雜誌。特別將原屬不同

的產業或不同的市場範圍之結合行為，例如同時經營不同類型的媒體領域，舉凡

有線電視系統與電信事業之跨業整合，或報業經營者擴張經營至廣播電視領域

等，這種跨業性質稱作「複合式（或多角化）整合」（高光德，2004）。 

傳統定義上，電視、廣播和報紙等傳播媒體是分屬於不同媒介市場，但其實

共同具有集合資訊、編輯資訊、傳播資訊和提供娛樂功能上的相似性。匯流技術

帶來的重大改變，便是讓這些不同媒介之間突破技術限制，使得訊息能夠互相連

接相通與結合。學者谷玲玲套用企業策略的邏輯，將媒體產業多角化經營的型

態，分為垂直整合、水平整合及聚合三種，本研究認為較為完善，茲統整相關說

法，分述如下（林靜宜，1996；谷玲玲，2003；劉幼琍，2001；劉欣怡，2003；

Doyle, 2002a ;Doyle, 2002b；）： 

1.  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 

指在同一媒體產業領域內結合上游到下游各階段的業者在單一所有權下，包

括向前（forward）整合，趨向最終顧客端合併下游機構，以及向後（backward）

整合，合併上端供應機構。例如台灣東森媒體集團，從上游的節目製作、頻道代

理，至下游的系統經營、網路建設，與廣告、行銷、發行全涵蓋在其企業範圍。

垂直整合可以降低營運風險，免於遭受重要材料供應情況與成本波動的影響，藉

此可以更精確地管制整個生產過程，進而增強對市場的控制（Picard, 1994／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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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譯，1994）。曾柏升（2003）進一步指出垂直整合有整合經濟效益、成本降低、

獲得市場資訊能力、提高進入障礙、成長動力、擴大產品與市場規模、市場價格

影響力等；但也有內部控制與企業間協調較易出現問題、遭遇封鎖與排擠現象、

管理殊異風險等缺點。 

2.  水 平 整 合 ／ 相 關 多 角 化 經 營 （ horizontal integration /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將核心企業延伸至生產類似產品或勞務，各事業領域間有若干共通點，使得

相關企業相互整合，擴張經營規模或提升市場佔有率。水平整合多半透過合併

（mergers）、收購（acquisition）、入股（takeovers）或自行成立新事業體等方

式。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與範疇經濟（economics of scope）是媒體產

業進行水平整合的主要誘因。媒介產品具有公共財的特性，不會在消費的過程中

被消耗掉或是毀壞，當一個人觀看電視節目後，電視節目還是可以被其他閱聽眾

觀賞，並不會減損了他者消費的機會。一般而言，媒體產業的最初生產成本很高，

但是節目重製（replicated）、配銷(distributed)和多次出售給廣大消費者的邊際成

本極低，甚至是零。生產成本通常是固定的，隨著經營規模擴張，市場佔有率越

高，輸出增加，每一單位產品生產成本就降低，其節省的資源越多，獲益越高，

這便是規模經濟。 

範疇經濟則是指透過生產多樣化產品，所帶來的經濟效益，原是針對某一特

定市場的媒介產品，因為公共財的特性，很容易地可以改變編輯形式，生產成為

另一種媒體產品，在不同領域的媒體市場出售，例如本來電視訪談節目的內容，

可以再編輯成雜誌或報紙的專訪報導，即從電視市場轉換至雜誌或報紙市場再行

出售，這是大型媒體企業集團常見的作法。換句話說，當媒體集團水平整合至跨

業經營階段，旗下相關企業可以在一項以上的媒體產品間分享生產資源或專門的

技術，甚至是將同樣的內容呈現在不同的媒體，分配在不同的媒體市場呈現。而

生產二個以上不完全相似產品的成本，也會比由個別的媒體產業分別生產這些產

品的成本便宜，是故相關產品的生產越多樣化，越能分攤在生產時的經常性固定

支出，提升整體經濟收益。 

3.  聚合／非相關多角化經營（conglomerate /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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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同時經營數個不相關的企業。採行此策略，可能是企業調度財務之用，

將多餘資金轉入投資新事業流通資金。或是當一企業逐漸成熟，基於分散風險的

考量，就有可能嘗試走向新的營運範疇，讓企業維持成長。不過，由於涉及多個

不相關領域，恐因不熟悉新市場領域而無法做出適當策略。 

若回歸媒體相關產業的範圍（即不包括聚合型態），就媒體企業結構而言，

學者認為媒體產業集中化現象有三種型態（陳炳宏，2001:121）：1. 一個集團擁

有許多同一類型的媒體，如同時擁有多家的有線電視台，這是增加同一媒體市場

佔有率的方法之一；2. 一個集團擁有不同類型但性質相近的媒體，如同時擁有

報紙與雜誌等印刷媒體；3. 一個集團同時介入各類型媒體的經營，如同時擁有

電影、電視、雜誌、出版等不同的媒體公司。例如「新三中」所屬的「中時媒體

集團」便屬於最後一種型態。 

（二） 媒體產業之內容整合 

數位時代的新媒體概念，文字、圖像、影音等內容在產製過程中，可以不斷

的複製、加值與傳輸於不同平台，使得平面媒體、廣電媒體、共同載具、有線電

視及網際網路的藩籬逐漸模糊，在市場層次上，即為媒體、電信與資訊產業的匯

流與整合（李彥甫，2002b；曾國峰，2003；劉幼琍，2004）。換個角度，對整體

產業價值鏈而言，數位化不僅讓媒介產品的實體特徵改變，還提供了內容產品各

種創意的轉換方式，使得內容轉換成為商品的過程大幅簡化。尤有甚者，能進一

步以「模組化」的方式儲存內容，內容可以任意分割、組裝，讓這些媒體資源可

以知識流的形式，塑造成更有市場價值的產品，隨時傳輸、修改及複製，快速在

平台上流通、交換，以各種不同的產品形式，提供給不同的媒體，符合不同的通

道，甚至可以快速的做到各種個人化功能（李彥甫，2002b；孫綺蓉，2005；關

尚仁，2001a)。 

學者 Dowling（1998）曾針對匯流現象，提出兩個公式。第一種是競爭性匯

流，公式是 1＋1＝1，意指兩個市場界線模糊，商品與服務可以互換；第二種是

互補性匯流，意指結合不同的資源與能力產生新的功能，而與原來個別的功能互

補，公式是 1＋1＝3。原來的產品基於獨特性繼續存在，匯流的結果讓其更加強，

為既有產品增加新的價值（轉引自劉幼琍，2004）。深究其中，這種匯流不僅是

技術上、硬體上及傳送接收途徑上的合流，更是內容上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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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媒體產業的典範轉移，因此，許多學者對舊媒體與新媒體事業的經營

現況進行研究後，皆一致認為媒體產業的未來應朝「內容產業」的方向發展

（Englert & Burger, 2003; Thielmann, Sieprath & Kaiser, 2003; Weiβ, 2003）。學者

Ringlstetter和Vizjak（2003）亦直接指出：「匯流讓『內容』重新定義。」（“Convergence 

is redefining content. ”）他們認為數位匯流形塑了新的市場良機，讓媒體內容的結

合與應用較以往更加強化和精深，連帶影響媒體企業必須運用新的經營方式，而

媒體集團要營利與成長的關鍵在內容的整合與應用。  Ringlstetter和Vizjak

（2003:5-8）便將內容整合的應用層面（content syndication and leveraging)依序劃

分為三階段（stages)，茲整理分述如下： 

1. 第一階段：多重利潤的實現（the realization of “multiple” profit） 

第一階段的內容整合策略，是過去傳統媒體時代已沿用的普遍作法，在此階

段中所有的內容皆維持原貌，是同一內容［包括類型（format）］產品的多次利

用。最常見的例子便是電影內容產品的輪映窗口策略（windowing），同一影片

首先在電影院線窗口映演，其次是付費電視（Pay TV）窗口，接著為影帶

（Videos/VCD/DVD）窗口，以及最後的免費電視（Free TV）和其他免費窗口。

嚴格說來，只有影片格式轉檔的改變。第一階段的內容產品是透過不同的通路與

多次播放分攤產製成本，達到多重利潤。 

2. 第二階段：多樣版本/多重通路( various versions and channels) 

在此階段，產品的差異化開啟了新的附加價值機會，同樣的內容可能生產出

不一樣的版本（versioning），以閱聽眾需求為導向，在不同媒體市場區隔提供不

同的產品類型。數位技術啟發了這種彈性產製方式，讓原本必須附著於有形媒介

各種媒體產品皆能自單一內容去作重組轉型與版本變化，提供給不同的媒介通路

運用，甚至可以快速的做到個人化功能，而無須額外的再製成本，每多一種格式

就多一種通路，贏得收入的機會也愈多。 

3. 第三階段：附加價值的市場潛能（additional marketing potential） 

延續第二階段的產品多樣組合與跨媒體通路的配合，內容產品在不同媒體通

路 的 轉 換 與 利 用 的 同 時 ， 也 形 成 交 互 宣 傳 與 銷 售 （ cross-promotion and 

cross-selling） 的效果，並且產生特定的市場區隔與行銷網路，例如瑪丹娜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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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也會對瑪丹娜的演唱會、唱片甚至由她主演的電影、出席的活動新聞有接收

需求。此時，便是所謂的衍生性內容產品的概念。另外，在此階段所談的附加價

值，不侷限一般對媒體產品的定義，而是包括附屬權利（或周邊發行權）（ancillary 

rights）的整合行銷，經由商品化（merchandising）和授權（licensing）的方式，

將媒體內容產品所具備的品牌（brand）意象轉化成行銷的工具，開發體驗性商

品（experience commodities），例如電視劇主角的肖像產品，即是原初內容產品

內的 “figure” 素材抽離去延伸的產品，讓閱聽眾將對原初內容產品的正面品牌形

象自然轉到附加產品上。這是內容整合在第三階段的最精密運用，屬於在行銷階

段，較為抽象（abstract）層面的內容整合。 

此外，基於增加企業營收的立場，Ringlstetter和Vizjak（2003:4-5）認為媒體

集團正迅速從原來的特定專門化事業轉向「量產」的事業（volume business）—

內容銷售的次數達最大值，主要原因就是數位化讓媒介內容可以輕易移轉，形成

跨媒體的經濟規模，使單一媒介的生產成本相形減少，因此媒體集團便盡可能的

在內容產品上槓桿運作（leverage），提供豐富的傳播通道與多元的產品資源來

對應現在閱聽眾複合式的媒體使用習慣，當然也同時維持集團的有利位置。 

綜合前述所及，媒體產業的「整合」是在兩個層面上進行的。一是傳媒公司

之間通過收購、合併等手段，進行產權、營運、產品上的整合，形成了規模龐大

的媒體集團。另一個層面是同一集團內不同媒體的內容的互動和整合，發揮了綜

效效應（synergy），使媒體資源用途多樣化，同樣的資訊通過不同的形式，包

裝成適合不同媒體的產品，一物多用，相對節省成本與增加經濟效益（林任君， 

2001）。 

三、  跨媒體集團經營：媒體資源平台之整合 

對於跨媒體（cross-media）經營的概念，學界有許多說法與詮釋，須文蔚

（1998）從法規層面探討廣電事業跨媒體經營的類型與樣態，大致可區分為四種

類型：(1)同一媒介市場中事業的聯合；(2)同一媒介市場中事業的結合；(3)不同

媒介市場中事業的聯合；(4)不同媒介市場中事業的結合。「結合」係指媒體產業

中不同媒體市場之廠商間的併購（merger & acquisition）行為。「聯合」則指媒體

企業公司之間策略聯盟的合作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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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有關傳播媒體集團經營朝向整合化發展的討論，皆不免談及「平台」

的概念。 

「平台」起先應用於新聞訊息的產製作業，許多跨媒體集團旗下往往同時經

營報紙與電視媒體，基於資源使用效益，跨媒體新聞平台概念便順應而生，讓新

聞工作人員不僅是為單一媒體工作，而是同時生產新聞給不同的傳播平台，彼此

流通使用新聞資訊，使新聞能夠同時分配於不同的媒介。像是CNN（Cable News 

Network ） ， 自 1999 年 開 始 推 行 的 全 球 新 聞 資 源 整 合 計 畫 （ Worldwide 

newsgathering），將採訪訊息分類並儲存至數位資料庫中，而電視採訪記者則在

採訪完新聞後，上傳至此一數位平台供各媒體使用取材（李宗嶽，2002b）。 

李彥甫（2002a）指出「中央廚房」與「大編輯台」為大型跨媒體集團在建

立整合平台時所應用的概念。在媒體內容產製過程中，將產製所需的各種資料內

容做好一次生產供給，即「一次生產，多元輸出」的中央廚房平台。而「大編輯

台」則是將中央廚房概念進一步發揮至跨媒體的運作上，電視、報紙、網路等各

種不同通路，皆能到跨媒體的大編輯台上尋找取用所需資訊，再視需要自行編輯

處理，達到「資源共享、各取所需、各自表現」。 

關尚仁（2001a）也說明跨媒體組織經營試圖減少重複的人力，來降低人力

資源成本，過去以媒介別區分的生產概念應當重新整合，進行水平或垂直整合建

置跨媒體傳播平台，藉以將產製的內容於不同平台上多次使用，才不會耗費過多

的人力在相同的內容產製上。再者，跨媒體經營可以產生交互促銷該媒體產業的

產品，容易建立品牌形象，形成跨媒體領域的市場優勢。 

黃湘玲（2004）則認為跨媒體新聞平台是指，不同屬性的新聞媒體運用各種

組織結合或聯合的方式，形成具多種媒體通路的規模，進而在銷售、營運、投資

及管理層面進行整合，以追求降低成本或提升營利的綜效目的。 

檢視國內過去有關跨媒體整合的學術研究，多半探討「新聞產製」層面，特

別針對建構「跨媒體新聞平台」的各種議題，如沈孟蓉（2005）以東森電視之「大

編輯台」計畫為例，探討東森集團旗下相關新聞部門之跨組織新聞平臺的知識分

享；黃湘玲（2004）則是探討東森跨媒體新聞平台的作業流程整合及相關效益。

另外胡瑞麟（2007）則針對媒體集團在內部成立公關公司的新趨勢，探討媒體集

團追求「綜效化」目標對新聞產製過程及公關運作所造成的影響。然而，媒體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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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除了「新聞」以外，尚有其他如戲劇、綜藝等各類「節目內容產品」。相較於

新聞強調編輯台的整合為一，節目則因涵蓋各個媒體部門與單位之間的互動關

係，本研究認為應視作截然不同的模式來思考，故從「資源」去談在節目經營裡

的跨媒體整合問題，是較為合適的著力點。 

Thielmann、Sieprath 和 Kaiser（2003）便從內容資源的關係網絡著眼，認為

跨媒體（cross-media）經營係指不同媒體之間既有內容或新產製內容相互連接的

創新結合（combination）方式，例如品牌的延伸行銷、衍生加值產品或共同開發

新的副品牌與服務等，而綜效在其中扮演關鍵的前提角色。 

因此，本研究認為跨媒體經營就是要實現對各種媒體資源和內容產品進行合

理有效的籌畫，綜合運作。而所謂的跨媒體平台整合概念，實為各類型媒體組織

之內容平台間的串連結合，並且是透過各方資源的投入與配置，去進行共享、轉

換、連結等創造價值的策略。原本單一媒體經營，內容產品只是在一個播出平台，

一種媒體傳播通路，一次利潤獲得，如果通過跨媒體經營建構起來的多重對外傳

播平台和銷售通路，內容產品就可以在過程中不斷地增值，利潤也就可以不斷的

再生。如此一來，不但能節省成本，同時也能有效運用資源。 

四、 小結 

綜合本節所有論述，可歸納出幾項重點： 

1. 傳播媒體集團的整合化，不止於經營結構上的整合，在實際運

作上，必須建立跨媒體平台以達資源上的整合。 

學者 Maney（1996:23）曾在其著作形容拼湊大媒體拼圖時，有一塊不可少

的圖片是整合的觀念。整合未必要把電腦、電話、電視放在一步萬能機器裡，但

它確指不同科技之間必須交流，彼此支援，以造出更好的東西。媒體企業集團進

行結構層面的整合策略同時，也必須在營運層面執行整合，而所謂跨媒體經營的

實質，便是整合內容資源與通路資源，從中取得最大效益（錢曉文、陳超，2002；

轉引自黃湘玲，2004），而整合的方法便是建構「跨媒體平台」。 

是故媒體產業無論是在結構上的整合或內容上的整合，目的都是希望透過結

合各種媒體特有的核心資源，達到最有效的利用，以創造媒體本身的競爭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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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體集團的整合化，便是建立在跨媒體的經營結構與跨媒體的內容平台之整

合上。也就是說，「跨媒體平台」與「跨媒體經營」實為一體之兩面。 

2. 跨媒體集團經營除了朝向整合化發展，也代表透過整合實現價

值的綜效化。 

學者 Weston（1993）曾指出（轉引自 Vernadat, 2002:18)：「整合就是集結

所有構成要素來建立一個具綜效的整體（Integration consists of putting components 

together to form a synergistic whole）。」因此 Vernadat（2002:18）主張企業整合

即在於跨越組織界線來增進企業的綜效，讓事業目標能以更有成效和具效率的方

式達成。從資源的觀點來看，當企業旗下擁有各種不同甚至跨領域的事業體系，

往往握有各種有形與無形的資源，自然應將原本剩餘資源移轉別用或開發更多資

源整合的途徑，故整合經營的策略前提，就是在善用各類資源來追求整體綜效化

的目標。 

傳播產業界的大型跨媒體集團，旗下集結了不同屬性的媒體事業，自然構築

了各種垂直、水平與多角化的產業價值鏈。雖然數位技術突破了媒體內容的格式

壁壘，使得內容具有流通在不同媒體間的「通透性」，能在各種媒體介面上呈現。，

對媒體集團的整合化產生加成作用。但就最終端而言，不同類型的媒體產品依舊

有不同的產製邏輯，也就是說必須考慮到該怎麼將「內容」去作整合，並且有適

合、對應的價值鏈與通路來配合，作法可能僅是轉換格式，也有可能是抽取其中

素材作延伸，甚至與其他素材結合成更多的加值變相產品。 

因此，對大型跨媒體集團來說，旗下各媒體事業的資源整合，能夠讓通路與

內容能夠相輔相成。不論是在營運、行銷或是管理層面，媒體集團其實是在追求

「重整創價過程」所形成的跨媒體綜效。換言之，跨媒體綜效的有效發揮，關鍵

前提為跨平台的建立與相關資源的整合應用。若以其中電視媒體的節目產品而

言，那麼電視節目不只是電視節目單一產出而已，可能成為電影、新聞、廣播、

網路、唱片、電信等各種平台之下的產品，這其中該如何作取捨與連結，便是媒

體資源整合與綜效策略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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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播媒體集團綜效化 

學者Turow（1992）指出綜效與之相關策略已成為21世紀以來，全球媒體企

業集團最主要的經營立基，正說明了當今媒體集團強調「整合投入、綜效產出」

經營哲學（胡瑞麟，2007）的趨勢。簡言之，媒體集團的整合，便是寄託於綜效

化的目標，期待跨媒體綜效的實現。 

一、 綜效理論 

綜效（synergy）代表企業集團內每個組織單位的協調整合以致整體企業（the 

whole）表現優於每個組織單獨作業的成果（Turow, 1992），換言之為企業結合

後整體價值超過各個個體之價值總合，這便是综效理論。 

（一） 綜效概念之發展 

綜效理論，最早起源於學者Ansoff 在1965年發表的研究著作The New 

Corporate Theory，以數學式演算兩家公司整併後之效率或效能，應產生「合力

大於分力之和」的相關問題。亦有說法另稱之「聯合效果」（Joint Effects） 

（Campbell & Luchs, 1998）。單就字面意義，「綜效」衍生自希臘字「synergos」，

意指「一起工作」。在商業用語中，二個以上的事業單位或公司一起工作，所產

生的價值比他們分開工作時還高，意即產生所謂的「1+1>2」的效果。這種能力

便稱「綜效」（Goold & Campbell, 2000）。 

「綜效」（Synergy）理論至1990年中期開始廣泛盛行，尤其在經濟學與策

略管理的領域中成為顯學，大多傾向Ansoff的效益角度，將規模經濟或是範疇經

濟使得營運成本得以降低定義為綜效的發揮，並常用作企業購併與多角化策略的

思維動機。 

Ansoff（1998）的綜效概念是立基於經濟學的角度：當不同公司合在一起時

的加總效益會大於二者分別相加的總和。綜效概念的產生是由於許多經營計畫無

法用計算現金流量的方式來評估投資效益，故用計質的方式估計，來衡量這種共

同的效果。而Ansoff認為使綜效產生效益的方式，其中一部份是透過「規模經

濟」，例如二家公司結合，可以擴充產能、共享業務銷售力量或結合購買交易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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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減少生產成本。其運作模式乃是以公司現有技能與資源交互貢獻，使新事業

得以快速發展（轉引自Campbell & Luchs, 1998）。綜效不僅可被視為降低銷售成

本的途徑之一，也可積極的看作是原公司在無須做太大額外投資的情況下加速成

長的捷徑（Ansoff, 1965；轉引自黃湘玲，2004）。除此之外，綜效還包括其他

較為抽象的效益，也是Ansoff所說的「管理綜效」(managerial synergy)概念。

（Campbell & Luchs, 1998） 

Sirower（2000）進一步將綜效的概念動態化，他認為「綜效效應」必須放

到競爭環境中去考慮，它應該是合併後公司整體效益的增長，超出原作評估的預

期購併效益。 

Martin & Eisenhardt（2001）對綜效概念的輪廓作了更確切的描繪，他們指

出以往對於「綜效的生成」通常指向規模或範疇經濟開發的績效層面，但其實有

越來越多的研究皆趨向建議綜效成果的衡量不應僅侷限在單純的成本計算，而應

考慮綜效在「營收強化」（revenue enhancements）與「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

的影響，也就是從組織與過程導向的角度去作評斷。  

因此，Martin和Eisenhardt（2001:2）認為綜效效益的周全定義應是：事業整

體結合（combinations）的共同價值超過分開各價值之總和。而運用在大型企業

集團，則延伸為跨事業綜效（cross-business synergies）的概念，探討相較於個別

事業單位的獨立價值，多個事業單位合作而創造的總合價值，其中「價值創造」

除了包含成本節省外，還有關強化營收的長期效益部分。另外，Eccles、Lanes

與 Wilson（1999）針對購併案的綜效價值（synergy value）也說明成本節省（cost 

saving） 屬於「有形綜效」（hard synergies），是最常見也最容易計算的綜效價

值，而營收強化或是組織作業程序改進等相關策略，因是在購併後的整合過程，

所以是無法立即見效甚至能直接作計算的「無形綜效」（soft synergies）之層次。 

日本策略學者Itami（1987）則從更嚴謹的角度去作詮釋，將Ansoff的綜效概

念區分為「補充效果」（Complement effect）和「綜效效果」（Synergy effect）。

Ansoff主張綜效概念內的一環是「經濟規模」的擴張，Itami則將之歸類為短期的

補充效果，雖然Itami表示現實中補充效果和綜效效果通常是一起產生的，但真正

的綜效意義重心在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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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mi（1987）是以資源基礎論的觀點出發，視「綜效」為「一個善加運用資

源的過程」（a process of making better use of resources），並且將資源分成兩種

不同類型：一為「有形資源」（physical assets），如廠房、機器等生產設備；另

一為「無形資源」（invisible assets），如品牌形象、專業技術能力、瞭解顧客需

求、企業文化等。一般來說，企業必定竭盡所能的將資源效用發揮至最大化，如

作其他產品開發的原件或是直接拓展新的市場領域，使原本剩餘的產能有用武之

地。企業因此藉由有效利用有形資源的方式來節省成本、增加銷售，這便是 Itami

所稱的「補充效果」。不過，這種效益非為持久延續，且容易被競爭者模仿，所

以 Itami 認為補充效果不是綜效的真正核心（Campbell & Luchs, 1998）。 

相較於補充效果，Itami 認為無形資源是一個企業長期保有競爭優勢的來

源，因為是獨特的、無法被購買的，並且可以多次使用，甚至能加以整合或是以

新方式來利用，皆有助於企業的成長。換言之，無形資源才是達到綜效效果的要

件。例如企業利用原本建立起來的品牌名稱，幫助新產品發行成功，即是運用舊

有無形資源創造新效用，這便是綜效效果（Campbell & Luchs, 1998）。因此，Itami

（1987）形容綜效是一種「搭便車」（free-ride）效應－不用額外付出，在於無

形資源可以同時應用在企業不同的層次部分上，並且不會有耗減的問題。 

結合這些說法，綜效概念不僅包含降低成本的經濟利益，也擴及企業策略經

營與管理的價值創造過程，同時點明綜效必須透過資源的共享或重新整合來達

成。 

（二） 綜效來源與類型 

「綜效」代表二個以上事業體，形成互動的內部連結關係，經由資源的共享

與能力的移轉等方式，產生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的成本與創新優勢（司徒達賢， 

2001；任慶宗，2002；Martin & Eisenhardt, 2001）。易言之，企業經營策略的關

鍵在掌握資源、創造綜效。至於該如何實行綜效策略，首先應瞭解綜效的來源為

何。 

司徒達賢（2001）認為，綜效的主要來源有二：(1)價值活動之共享：指當

兩個不同的事業單位，業務具有共同性，因而得以產生若干競爭優勢。(2)能力

的轉移：指當進入新的事業領域時，由於企業或集團已有某些資源或經驗，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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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新領域中有較為優勢的地位。Martin和Eisenhardt（2001）則在其研究大型或

是多事業體的集團企業，發現跨事業體或部門間的綜效來源為「範疇經濟」、「市

場優勢」以及「內部關係管理」。 

Haspeslagh & Jemison（1991）以及Bogan & Symmers（2001）皆根據企業集

團的購併綜效策略，提出產生綜效的來源因素。Haspeslagh & Jemison（1991）

從資源運用的觀點，認為購併綜效透過：(1)營運資源共享、(2)專業技能移轉與

升級、(3)管理能力移轉，而某些情況，購併並不需要透過能力的移轉來創造優

勢，但藉由(4)組合利益，可增加控制市場的能力、加強聲譽、或較強的財務槓

桿操縱，極塑造競爭優勢。Bogan & Symmers （2001）則指出企業購併之價值

創造建立在「降低成本」、「營運整合」及「快速成長」三個相互關連的綜效因

素（轉引自陳春滿，2006）。 

Goold & Campbell（2000）整理列出企業綜效的六個主要型式：(1)共享訣竅

（Share know-how）：事業單位藉由共享知識或技能而獲益。(2)共享有形資源

（Shared tangible resources）：共享實質資產或資源，節省成本。(3)結合談判力

量（Pooled negotiating power）：不但能以聯合採購的方式降低成本獲改善品質，

同時也能增加在市場的影響力。(4)協調整合策略（Co-ordinated strategies）：透

過兩個以上事業單位策略的結合，為公司創造利益。(5)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整合旗下事業單位的產品或服務，提高產能利用與改善市場通路。

(6)聯合創造新事業：如結合各單位的訣竅，重新結合成新單位或設立內部合資

創業、同盟等方式。不過，其中「協調整合策略」雖為綜效重要的來源，卻很難

達成，因為要在企業干預與事業單位自治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並不容易。 

自綜效議題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後，許多學者分從各類理論觀點探討綜效

的產生途徑、內涵及相關影響，並區隔成不同面向的綜效類型。舉凡如Ansoff定

義綜效的類型有銷售、營運、投資、管理等四種綜效（Ansoff, 1988）；司徒達

賢（1977）則分為財務、行銷、生產、研究發展四類綜效（轉引自黃啟強，2004)。

Very（1993）則認為企業綜效除了包含資源共享與技術轉移所造就的「營運綜效」

外，尚有主宰企業管理及決策模式的經營邏輯之「管理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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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iger（2002）探討企業購併與整合策略的執行，將綜效分成四類：降

低成本的成本綜效（cost synergies）、增進營收的營收綜效（revenue synergies）、

市場力量綜效（market power synergies）、無形資源綜效（intangible synergies）。 

本研究歸納相關說法，綜效最主要分成三種類型： 

1. 行銷(銷售)綜效：透過共用行銷通路與相關業務活動，或是分享品牌形

象等無形資源而產生的綜效，並且廣告宣傳、促銷、都可用同樣的支出

來收回多重報酬，達到交叉行銷（cross-selling）、相互拉抬的效果。 

2. 營運(生產/市場)綜效：企業透過購併、整合、多角化的策略，共享營運

流程中組成的各種有形及無形資源，例如人力、設備、資訊、知識、經

驗等，進一步的生產流程重新設計、生產資源的重新分配、減少多餘的

人力與設備，可提高生產效率、促進企業成長。另外，企業透過購併活

動，一方面能藉由垂直整合上下游生產線，將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

內部化；另一方面因營運規模的擴大，市場佔有率提高，市場力量7 亦

相對增加，而購併範圍越深廣，形成市場壟斷的力量也越大。綜合來說，

營運綜效能創造規模或範疇經濟。 

3. 管理綜效：當企業集團在拓展營運範疇後，能利用既有相關類似的管理

經驗去解決問題而產生。範圍包括建立經營團隊、設計組織制度、塑造

企業文化及處理危機等，是最難從短期效益中作評估，卻扮演最重要的

作用角色，影響企業整體之經營模式。此外，此類綜效受到「人」的因

素影響極大，畢竟高階或跨領域的管理人才較難求。 

除了上述三類以外，尚有其他綜效，如因購併後資產總額增加使企業的貸款

能力增強，故能以較低的資金成本取得資金之「財務綜效」；為企業配合組織未

來策略性發展所進行各項內外部之投資活動（例如在海外地區設立駐地分公司）

之「投資綜效」；或是將雙方之研究結果或研發能力整合以合作研發新的產品之

「研究發展綜效」等等。 

                                                 

7 所謂「市場力量」係指一家公司可以影響市場上產品價格、數量及性質等之能力。當市場力量

增加後，則企業市場談判力量將增大，即代表愈有能力來運用價格策略（黃啟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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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hen（1995）認為營運與管理綜效需透過整合才能實現。而營運綜效

為「成本節省」；管理綜效是「非成本節省」。所謂非成本之節省是因無形能力

的發揮所產生的效果，因為雙方的整合可使管理能力擴大運用的層面，並且在系

統上能開發更多更廣之運用，其所發揮的價值也更高。此外，雙方人員因整合而

緊密的互動，當然較願意交換彼此的管理、經營與專業能力，因此能提昇公司運

作效率，進而產生非成本面之利益（轉引自黃啟強，2004）。 

（三） 集團內部資源與追求綜效 

諸多學者對於綜效議題的研究顯示，綜效是集團企業形成的主要動機，也是

集團策略追求的目標，更是集團企業競爭優勢的主要源頭 （朱文儀、莊正民，

1999；司徒達賢，2001 ；Chu, 1999；Esienhardt & Gulunic, 2000；Liao & Greenfield, 

2000；Martin & Eisenhardt, 2001；Varadarajan et al., 2001，轉引自任慶宗，2002)。

因此，「尋求綜效」（the pursuit of synergy）是跨事業公司（multi-business 

corporation）存在理由的核心基礎（Kanter, 1989；Porter, 1985），而「達成綜效

目標」也確實成為企業進行購併與多角化策略背後的首要邏輯（Barney, 1997；

Goold & Compell, 2000；Larsson & Finkelstein, 1999，轉引自 Martin & Eisenhardt, 

2001）。 

Itami（1987）在 “Mobilizing Invisible Assets ” 一文中指出，當企業懂得如何

在推出新產品或進入新事業領域之際，善加調度運用無形資源，便能獲得猶如搭

便車的綜效效果。反之，忽略了無形資源的重要性，恐怕就喪失獲得綜效效果的

機會。關注在資源掌握的相似觀點也出現在學者 Prahald 和 Hamel 的獲獎論文當

中，主張企業的關鍵資源（key resource）就是公司的核心競爭能力，他們認為成

功的企業集團行多角化策略，不是只有在財務面因資本靈活流通形成財務綜效而

已，唯有透過經營者在各事業體之間去識別與開展共享價值活動和核心資源的機

會，才能達到企業集團的綜效利益目標（Prahald & Hamel, 1990）。 

以實證研究數個大型企業集團的運作情況的學者 Kanter（1989），研究結論

以“the corporation’s new shape ”表示：開發綜效機會需要新型態的組織結構與企

業經營模式。有別於過往慣有的企業型態，綜效化的企業即使擁用的資源較少，

但若能巧妙結合，依舊能整合起來獲得較高的營收，並且提升新事業領域進展的

速度。對綜效的注重助於企業固定成本的節省，同時從事新事業機會的開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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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尋求綜效的企業組織型態，講究精簡和效率，上至下繁雜的管理階層架構儼

然不適合於綜效管理，組織的扁平化成為重要面向，各單位部門或不同事業體系

之間的共同運作與交流成為綜效效益的關鍵因子，代表內部關係過程優先於結構

體制的建立，正因如此，相較於正式的公文往來或工作報告，這樣的共事關係能

更加彈性化地整合資源、聯合行動與相互強化。 

另外，Martin和Eisenhardt（2001:H3-H6）長期觀察各類探討綜效理論的相關

文獻，發現隨著全球市場競爭愈趨激烈，近來有關企業綜效的討論開始轉朝以資

源基礎論的觀點發展理論，將綜效視為企業經過一段時間實行資源重組過程的成

果。所以，Martin和Eisenhardt作更進一步的具體化，認為集團企業透過各種途徑

尋求跨事業部門的綜效，為使綜效真能實現，並且轉換為企業的競爭優勢，需憑

藉企業內部進行三項策略過程： 

1.  知識移轉(Knowledge-transfer) 

為事業單位之間的知識資源的轉換與整合。知識移轉過程包括經驗、技能、

資訊、程序等的配置調度。如果知識資源移轉所需時間與費用少於競爭對手開發

類似知識的時間與費用，甚至無法容易複製、模仿，則代表此為值得投資的關鍵

資源，是企業創造綜效的重要根源。 

此觀點相仿於知識管理理論的過程派，認為知識管理重在「知識流通和創

造、分享以及分配知識的過程」（Alavi & Leidner, 2001; Beckmann, 1999，轉引

自沈孟蓉，2005）。 

2.  重整資源版圖（Patching） 

代表事業體或部門單位不斷進行調整來因應變化多端的市場環境，作法包括

增添、分離、結束、移轉或整合業務資源。是一種隨時去蕪存菁，互補支援的企

業策略模式，有助於在多變市場中重新調整商業組合與開發新的市場機會。 

3.  共同演化（Coevolving） 

意指事業單位間合作關係網路的重新連結。Eisenhardt和另一位學者Galunic

長年針對跨部門合作成功達到綜效的企業集團案例作研究，發現讓綜效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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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這些公司的主管善用一種稱為「共同演化」（coevolving）8 的企業策略

過程，他們會定期改變部門間的合作網路，合作的方式很多，從資訊交換、資產

共享、到多角經營策略都有。這種關係不斷變動的合作網路，可以讓企業利用綜

效的新機會，並擺脫每下愈況的合作關係。此外，跨部門綜效是立基在互利的關

係，而非純粹「為合作而合作」，故在共同演化的企業集團，高層主管不會特別

干預或控制合作策略，多半在設定大方向之後，讓各部門自然產生既良性競爭又

合作的關係（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理論上，集團關係所形成的資源交換與資訊共享的互動關係，使集團企業的

旗下子公司能因此自然產生強大的市場競爭力，或是擁有更早進入新市場的機

會，同時藉由產業知識的交流與價值活動的合作，達到降低經營風險，以及獲得

規模或範疇經濟的成本優勢（任慶宗，2002）。綜合上述討論，企業綜效的實現，

源於企業集團各事業體擁有各自的資源，且透過一連串策略機制，產生資源共享

與整合的動態過程，進而形成經濟效益與價值創造。 

（四） 集團外部資源與追求綜效（策略聯盟） 

企業集團在外部建立策略聯盟（Strategic Alliance），也是企業用來實現綜

效的常見策略。Barney（1997）解釋策略聯盟是兩公司在研發、製造或銷售與服

務上之合作，藉以達成資源互補的綜效（轉引自陳明照，2001）。聯盟之各方基

於相互利益，集合、交換或整合特定事業資源，與購併不同之處是聯盟各方仍維

持其個別事業。 

企業之間在價值鏈上的各項活動，包含了不同規模、形式及目的之連結，有

水平或垂直的方向，如聯合生產、產能互換、聯合行銷、技術互換、合資及間接

投資等，皆屬於策略聯盟 （任慶宗，2002）。本研究認為策略聯盟即是一種合

作的商業行為，指兩個以上不同集團或企業公司，基於互利、互惠與互賴的條件，

                                                 

8 所謂「共同演化」，源自生物學的名詞，指的是兩種或兩種以上生態相互依賴與不斷產生變化

的過程，使得不同物種之間會隨時間彼此適應，同時適應環境。結果通常是共生，也有可能是主

要一方獲益，或是造成相互競爭的情況。應用在企業領域，學者Eisenhardt和Galunic發現自然生

態系統中的共同演化，非常類似在跨部門業務上獲得龐大綜效的企業內合作網路（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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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透過契約協議建立夥伴關係，共同從事企業活動，結合彼此優勢，以產生綜

效價值。 

不過，Badaracco（1998）在其關於策略聯盟的經營與達成綜效關係的研究

裡提到，雖然透過策略聯盟，能迅速提供企業拓展新技能與習得他人知識資源的

機會，但必須瞭解，不能一直將企業內部應培養具備的重要能力，以策略聯盟的

助力作為代替，並且當聯盟對象也是潛在競爭者的身份，則在進行資源分享時必

須非常謹慎。 

二、 媒體企業集團之綜效經營 

將綜效的概念套用在傳媒產業的領域，若從廣義來看，媒體企業自投資、產

製、管理到銷售的整個過程，都有追求綜效的空間（黃湘玲，2004）。Turow

（1992:683）援引迪士尼（Disney）集團的經營模式來舉證綜效：迪士尼集團的

電視製作部門，為迪士尼主題樂園（theme park）廣告宣傳的管道，同時電視節

目往往帶動唱片與錄影帶事業部門的業務需求，也間接利於平面出版事業的販

售，總體形成一個良性循環，最終又回過來幫助了電視部門節目的行銷，這便是

綜效的產生。 

其實，追求綜效的最基本觀念乃是構築於「節省成本」，這也成為媒體產製

趨向綜效化的特徵之一，便是使媒體產品能夠被無限重複使用及複製，即同一文

本內容，用不同的媒體形式發行，因為再使用與再複製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

極低（邊明道，2004）。也就是說，媒體產品所付出的產製成本，幾乎都用在最

原初的內容上，因此所能生產的複製品或衍生產品越多，其單位成本自然降低，

而每份產品也變得更為便宜，形同創造「規模經濟」。 

Baldwin等學者（1996）認為媒體的綜效主要是一種合作的關係，是運用自

身的產品和通路藉由合作的方式來達成績效的增長，比起單一產品、單一通路的

效果會更好（轉引自林富美、沈宜蓉和陳健倫，2004）。Rothenburg（2000）則

認為媒體產業的綜效是媒體內容從製作（creation）至配銷（distribution）過程皆

在同一所有權的控制之下，透過多平台（multiple platforms）的垂直整合，讓總

體價值鏈實現效率與獲得新營利。媒體集團跨越了各類型媒介的限制，能產生一

加一等於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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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營運效益的角度來看，無論產業內或跨產業的合作及聯盟，都是

媒體組織的生存策略（谷玲玲，2003）。因此，建立外部策略聯盟也是今日媒體

集團經常使用來尋求綜效的途徑。大致上，策略聯盟主要於節目規劃與媒體內容

的開發與行銷、海外市場擴張以及電子商務和網路策略的發展（Albarran & 

Moellinger, 2002）。本研究認為媒體集團的綜效化，不僅止於集團內部資源的整

合，外部策略聯盟的建立亦是集團資源的運用範圍，故不再另闢章節敘述，而將

外部策略聯盟的關係一併結合放置在媒體綜效策略中做思考。 

傳播媒體集團講求綜效化的趨勢，在1990年代逐漸萌芽，久而久之，綜效在

媒體產業已演變為十分普遍的行話（buzzword)，並成為影響決策的重要觀念

（Tucher, 1997）。然而，隨著新興媒介的誕生與科技匯流的發展，以往傳統的

經營模式逐漸無法維繫生存，另一方面，媒體集團也開始發覺併購就能立見綜效

的美談未如想像中容易，甚至多半是失效的結果(Turow, 1992)。種種現實問題開

始顯露而生，因此許多傳媒企業開始思索解決的方式，也就是要怎麼讓綜效實現

（“Making Synergy Work”）。於是，便開始不斷從經營策略的各項基本層面，發

展追求跨媒體綜效的實際作法（Turow, 1992:689-690）。 

以下文獻探討內容，本研究檢視國內外相關文獻，首先依據前述已提及的綜

效來源與分類，並站在整合資源的觀點，歸納整理出媒體集團最主要的綜效型

態，接著特別針對大型跨媒體集團在經營「電視節目」的範疇，結合學者之研究

論述與實際企業案例，就節目產品價值鏈上不同面向所能發揮的綜效效益，探討

關於節目經營上常見的一些綜效運作方式。 

（一） 媒體集團綜效型態 

綜效主要可分成行銷、營運與管理等三類。由於媒體產業本身的特性，一般

企業產生綜效的來源自然不能一併適用解釋。茲就媒體集團之基本綜效型態，分

別於下討論。 

1. 行銷綜效 

綜效運用在廣告行銷領域中是很受重視的概念，並且被視為與行銷學講求

的整合行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之觀點十分相合，故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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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此，係指「兩個或兩個以上媒介或廣告訊息的互動力量，整合效果大於個別

作用之總和」（American Heritage, n.d.，轉引自 Tang, Newton, & Wang, 2007）。

至於媒體行銷綜效的產生源自：廣告聯賣、平台與通路的聯結共享、品牌與形象

的相互延伸。 

（1）  廣告聯賣 

媒體集團發揮綜效的方式之一，即為利用集團規模優勢來提供各類的廣告銷

售方案，所謂的廣告套餐（cross-title or cross-media package）。當然，這必須祭

出吸引廣告主認為值得購買的誘因，最直接的方法是廣告平均費用的價差，讓廣

告主估算與其分別單項購買，不如選擇聯賣套餐來的划算。此外，跨媒體平台的

豐富通路可以變化搭配出適合各種目標閱聽眾的組合套餐，亦是另外吸引廣告主

的部分。而媒體集團也因此增加更多廣告營收的機會（Turow, 1992）。 

藉由廣告聯賣來創造綜效的作法，除了自家企業內（in-house synergies）各

媒體事業單位（division）的整合，或集團之間不同企業或子公司的跨媒體聯合

之外，尚有與集團外部其他媒體企業（outside firms）進行廣告策略聯盟（strategic 

partnership），合推聯賣方案，提供廣告主不同需求的行銷組合（Turow, 1992），

讓市場佔有率與涵蓋消費群類型得以互補擴充，甚至能透過資料庫的整合操作，

對不同消費特質或生活型態的閱聽眾傳遞個人化的廣告訊息，切中目標效益。 

（2）  平台與通路之聯結共享 

跨媒體平台與通路的綜效不僅在給予廣告主購買的原因，換個角度來看，媒

體集團本身握有通路，則能確保自家所產製的媒體內容有曝光的機會，因為再好

的內容產品，仍然需要有展示和播送給閱聽眾的傳播管道（黃湘玲，2004）。就

「單一內容，多平台使用」（one content across multiple platforms）的行銷綜效而

言，非但能直接節省許多推廣與宣傳費用，也因為內容能在各種媒介管道上出

現，可形成「一次生產，多次銷售」的規模經濟，並且藉此盡可能地觸達（reach）

不同媒介平台的使用者。值得一提的，尤其是新舊媒體間的跨平台綜效越來越受

到媒體業者的重視，CNN 的行銷部門便認為網路與電視平台的整合能幫助 CNN

跨界到最難觸達到的觀眾群 （Kerschbaum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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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牌與形象之相互延伸 

品牌延伸（brand extension）基本上是指利用既有的品牌於新的、不同與以

往的產品市場，降低風險。媒體集團藉由已建立的品牌識別，帶動集團旗下其他

媒體的品牌知名度，產生拉抬效果；或是原傳統媒體品牌的線上化及其他多角化

策略的發展，皆屬於品牌延伸的運用。這是從企業整體形象，或以像是一個頻道

與通路品牌的方向。另外，也可以從「內容產品」的角度創造品牌延伸的綜效，

即內容產品夠強勢，本身已經建立專屬的「品牌」，累積一定的支持群，則反過

來幫助媒體集團企業的形象鞏固，甚至吸引外部業者爭取合作關係，欲趁勢延伸

綜效效應，達到各自品牌資產相乘的效果。 

Englert & Bürger（2003）指出，品牌或形象延伸的行銷綜效的重點不在於成

本的節省，而是在於「聲譽」、「信任」之品牌價值的建立，攸關於媒體企業長

久的營運維繫，因此在媒體集團普遍朝跨平台整合發展的趨勢下，品牌與形象延

伸更顯重要。從報紙、雜誌、電視、電影、網路等等橫向整合，利用每個可能與

閱聽眾接觸的連接點來創建品牌，水平延伸品牌的力量。 

2. 營運綜效 

整體而言，媒介組織的設備、人力、物力均所費不貲，需要龐大營運資金，

加上媒體傳播的技術複雜與媒介產品的特殊本質，這種涉及多方面的作業系統，

若能適當的整合起來，讓營運資源的使用效能提升，在今日競爭劇烈、獲利空間

緊縮的媒體產業環境裡是唯一的生存之路。因此，媒體集團必須想盡辦法將成本

負擔降至最低的同時，又能讓營運效能的利用最大化；投入同等資源以維持品質

的同時，又需讓資源使用多功、產出多元。像「大媒體編輯台」、「中央廚房」

的平台概念，李天鐸（2003）提及日本富士電視集團“one soft, multiple use” 的

經營哲學等，皆為媒體集團追求營運綜效的模式。幫助媒體集團發揮營運綜效主

要可分為：集結市場力量、槓桿內容資源（leverage content）、其他資源的配置

重整等三方面。 

（1）  集結市場力量 

媒體集團擁有多個事業體，自然能形成某種程度的市場影響力。除了能強化

媒體企業談判的議價能力（黃湘玲，2004），例如集結對外的購買窗口，掌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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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優勢，對集團總體來說，亦為向上提升在媒體市場的競爭地位，也較能吸引其

他企業前來合作的意願。 

（2）  槓桿內容資源 

內容資源的槓桿操作是跨媒體集團在營運綜效的最主要關鍵。所謂內容的聯

合經營（syndication），乃指將媒介內容出租或授權給其他媒體使用（蔡念中、

張宏源，2005)，最普遍的就是重複使用來不斷獲取「純利潤」，像是媒體集團

的電影公司出品的電影，下檔後再繼續將電影在自家電視或網路頻道播出，或是

分銷到跨國地區的子公司與合作公司，傳輸至其他通路平台，故內容變成為可不

斷再生（recycle）的資源，對於媒體集團是一本萬利的經營方式。如果整合在一

起的媒體事業單位之間，互相購買彼此的廣告或內容產品，能使交易成本內部

化，亦算作一種綜效經濟。 

除此之外，由於數位匯流讓內容資源的使用更為多元與複雜，內容產品的聯

合經營也因而有更多層次的槓桿作用（Ringlstetter & Vizjak, 2003），將內容資源

的價值充分利用。不只透過內容交換、共享，還能配合媒介特性轉換形式、切割、

重新包裝到屬性不同的平台，搭配不同載具呈現多樣內容面貌，也可以對外結

盟，創造更多的附加價值，盡可能觸及各種收視型態的消費者。 

（3）  其他資源的配置重整 

媒體集團本身也是企業，所以同樣適用基本的企業經營策略。換句話說，營

運要素除前述之內容資源，尚包括人力、技術、設備等其他必備資源，故也能同

內容資源般，在各單位、部門間作相互支援。而這些構成產製價鏈的資源配置經

整合後，便能將不符需求、缺乏價值的資源淘汰，移轉過剩或者整併重複的資源

來再造企業營運流程。尤其是人力資源，是媒體集團最重要又最難拿捏的部分，

若能將集團中不同媒體的人力精簡，則可節省龐大的人事開銷。 

當媒體欲採取新的經營策略時，首當其衝的便是人力資源，通常需要作某種

程度的調整，也因此影響人事的安定（谷玲玲，2003）。是故常見到跨媒體集團

的整合，往往伴隨著人事異動或裁撤，部門、業務甚至整個公司的重組合併策略。 

3. 管理綜效 

- 35- 



 

媒體集團旗下多個事業體同時運作著，勢必有許多跨部門、跨組織共同合作

的機會，而管理綜效的意義核心便在於建立可行模式讓各合作機會是創造雙贏或

是多贏的結果。Eisenhardt & Galunic（2000）指出大部分的人都認同迪士尼集團

是綜效運用的淋漓盡致之典型代表，但只知道是將相同內容以多重媒體事業呈

現，很少人知道迪士尼的經理們，對不同產品，使用不同的合作模式，並且在產

品生命週期之不同階段進行多種合作計畫。整體上，迪士尼集團是循著價值練來

找合作點，並營造出容許不同部門進行共同演化的企業環境以實現管理綜效。細

部而言，媒體集團的管理綜效來自於事業體間知識資源的共享活動（shared 

knowledge），還有從組織結構面針對綜效所設計的專門機制或特殊的方案。 

（1）  經驗與知識的移轉分享 

Buzzell & Gale（1987）表示處在類似經營知識範疇內的個別事業體，整合

策略可透過分享知識或技能的機制來達成跨事業群的綜效價值。媒體事業儘管因

各自屬性有別，但彼此之間的接近性仍高。將累積的事業經驗或專業知識，即

know-how 的經營訣竅，作相互的分享交流，或是在推行新產品或建立新事業之

際，將原先成功的事業經驗、管理政策等推衍、參考，這些都是有助於建立管理

綜效。 

關尚仁（2001b）曾指出，現代的媒體經營之重點在建立跨媒體整合平台，

而建構完後則必須採用知識管理的概念來進行整合傳播。另有研究將此稱作「智

慧綜效」，代表跨媒體集團內知識流通、創造、分享及分配知識的過程，可幫助

建立核心競爭力的組織化通路（沈孟蓉，2005）。 

（2） 組織機制的特別設計 

大型企業為了追求綜效的目標，有的是採分權（decentralized）結構管理，

有的則是由中央統一集中管理，然而，過度偏向任一種管理方式皆反倒影響綜效

的產生（Vizjak & Spiegel, 2003）。媒體集團亦然，因應綜效化的追求，必須在

企業策略上做出改變，重新考量管理模式，欲織起集團內部的綜效合作網，得在

組織結構的設計上作配合。因此，媒體集團理想的綜效治理，應為透過資源整合，

建立起介於集權與分權之間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對資源的管理和配置採用靈活

調度與共享的策略，讓各事業體能有充分的資源和自主支配的權利，同時又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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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即時相互支援的共事彈性。這也是和前項之「知識資源共享」為相輔相成的並

行觀念。 

具體為例，迪士尼媒體集團為了確實讓綜效不停的自然發生，每年固定會設

計好幾次的活動進行訓練，所謂的「迪士尼空間」（Disney Dimension）訓練計

畫，是集結迪士尼集團全球各地所有旗下相關企業的高階管理人員，參加綜效的

訓練營，讓不同地區、部門的人員能藉此相互瞭解對方公司的事業性質與業務內

容，並且增加人際關係的交流。當活動結束返回工作崗位時，這些公司與部門會

直接 B2B 合作，而不用再由集團中央總管理單位來作指揮與分派，綜效即自然

應運而生（Wetlaufer, 2000）。 

然而，迪士尼集團執行長 Michael Eisner 在接受哈佛商業評論訪問時也承

認，其實促成綜效並不容易，即使達成，但後續維持與推動，仍必須由管理高層

不斷督促，甚至適時改變組織結構，讓跨部門專業人員中介管理（Wetlaufer, 

2000）。另外，由此足見跨媒體集團的管理綜效是需要有跨媒體之相關人才來完

成，管理階級原則上應具備跨媒體管理經驗，從業人員也應培養能駕馭多媒體整

合的本事。 

（二） 跨媒體集團：電視節目之綜效策略 

今日強調「內容」才是保有競爭優勢的王道已為人熟知，不過「綜效」卻是

讓其真正產生最大價值的關鍵策略邏輯。像是迪士尼如此龐大的國際性媒體集

團，擁有各種媒體通路與頻道（channel），並散佈於全世界不同地區，雖其本身

已經具備了極強的內容產製能力，但要能足夠支撐整個集團的營運，仰賴在背後

貫徹的綜效策略，好比迪士尼在電視節目的產銷與播送，即自有一套力竭綜效的

經營公式。甚至可以說，迪士尼集團整體上下皆奉行著「綜效為王」（Synergy is 

king）的圭臬（Benson & Becker, 2005）。 

從資源基礎的觀點，不管是內容、平台通路、品牌等種種要素皆可視作媒體

企業的資源。而本研究定義「資源整合」是將媒體集團內各項資源的有效運用與

合理配置，必要時尋求外部資源的合作，透過各種資源的共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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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狀態的策略過程。簡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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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運作上，媒體集團需透過資源整合的方式來實現綜效。下列敘述應用在電

視節目經營上常見的策略，佐以相關實際例子。 

1. 節目經營 vs.行銷綜效 

（1） 跨媒體宣傳：交叉行銷（cross-selling） 

許多傳播學者皆曾分別從不同角度探討跨媒體宣傳（cross-promotion）策略

的行銷綜效效益，像是 Tang 以量化研究證實跨媒體宣傳策略確實能影響電視節

目的收視率表現，產生綜效的作用；Thorson 也發現電視與網路廣告訊息的共同

協調，能帶來閱聽眾對節目的高度注目與正向的評價（轉引自 Tang, Newton, & 

Wang, 2007）。在所有跨媒體綜效作用之中，Tang、 Newton 和 Wang（2007）

等人歸納相關學者的說法，根據各項廣告效果與節目收視測量指標進行量化實證

研究，結果指出「電視」與「平面」媒體訊息的特質互補，是所有廣告行銷與傳

播人員在執行跨媒體宣傳策略時的「黃金組合」（golden combination）。在電視

節目行銷活動中搭配平面廣告的整合訊息，遠比使用單獨媒介或各自分開作宣傳

能產生更豐富與完整的傳播效果，換言之，就是形成「行銷綜效」。 

另外，傳統與新媒體的結合方式也越來越多元化，如網路平台已不僅限於節

目播送的線上化，或純為另一廣宣放置的載具而已，許多電視節目逐漸開始利用

網路的特性來強化節目的行銷效益，增加與觀眾的互動。研究顯示，「跨媒體宣

傳」策略不但能吸引觀眾注意、加深認知、產生正面印象以及收視意圖，並且能

挖掘潛在閱聽眾與維持節目收視群的持續收視意願（Tang, Newton, & Wang, 

2007:128-134）。 

因此，將跨媒體宣傳策略置入於跨媒體集團，首先便是傳媒集團利用本身之

跨媒介優勢進行的「交叉行銷」，由於媒體集團不但擁有豐富的內容資源，尚有

各種異質媒介通路可搭載，所以能為旗下某一內容產品以多種手段進行推廣，多

方出擊，彼此的市場得以達最大程度的相互共享。與此同時，充分利用該產品所

能創造的價值鍊，於其中各自取得相互拉抬之銷售成果。 

像是迪士尼集團推行任何產品都對綜效有高度需求，不管是迪士尼主題公園

新設施的建造、新公園開幕，或是上映新的動畫片，全體皆竭力證明迪士尼的任

一部份都必須能夠進行綜效（Wetlaufer, 2000）。所以，迪士尼的電視頻道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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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遍及全球各地的迪士尼旗下雜誌事業體自然會作各種相關報導，而全球

迪士尼旗下各類頻道會播放製作特輯。當然，全球迪士尼商店會在櫥窗中作宣傳

促銷，迪士尼唱片公司則會幫忙製作節目主題曲促銷。等於是全體進行著巨大規

模的交叉行銷活動。 

（2） 廣告型態：置入性行銷、冠名贊助 

電視節目的獲利絕大部分是來自於廣告營收。傳統以秒計價的節目破口模

式，在跨媒體集團的廣告銷售可擴大為聯賣組合（bundle），並且還有「置入性

行銷」、「冠名贊助」的廣告搭配（tie-in）作法。 

其實，集團內各媒體互相宣傳，譬如電視新聞報導自家報社舉辦的展覽活

動，報紙刊登自家電視台的新節目介紹等，即算是一種置入性行銷與跨媒體宣傳

的結合。像是位於美國俄亥俄州的跨媒體集團 Scripps（The E.W. Scripps 

Company），旗下電視公司推出的生活風格類型節目，向來頗受好評，最重要的

是他們深知跨媒體行銷綜效的力量，所以總會謹慎地從長計議整合行銷的執行，

尤其是牽涉到電視新聞部門時，為顧及到新聞應持有的品質標準，以防變成明顯

的商業廣告新聞，Scripps 會特別交由新聞總部經理 Bob Morford 負責製作此類推

銷自家節目的置入新聞，再將這些新聞包（package）分發到 Scripps 所有的新聞

頻道（Becker & Romano, 2005）。 

同理可推，這樣的混種訊息9 也可以變成獲利方式，用作廣告主產品置入的

付費項目。像迪士尼這樣的大型媒體集團，會將廣告主欲行銷的產品，與迪士尼

的電影作結合，依置入影片型態，如鏡頭曝光（visual）、提及產品名稱（brand-name 

mention）、安排演員使用產品的劇情等不同情況收取費用（Turow, 1992）。當

然，亦有可能是因為節目內容情節的某些緣故，吸引相關廣告商主動上門洽談廣

告合作。 

                                                 

9 Balasurbramanian(1994)指出「產品置入」基本上結合了公關與廣告兩種要素的共同利益

(benefit-mix)，既是一種付費訊息，卻又不需指明廣告主。他以此提出「混種訊息」(hybrid message)
的概念來說明產品置入的特性。他認為混種訊息巧妙的結合了公關與廣告的優勢，它是付費的，

所以客戶可以控制重要的訊息內容，同時因為它隱藏或偽裝其商業的本質與目的，閱聽人不易察

覺其商業意圖，也就不會以處理廣告訊息的方式看待混種訊息，使得它的訊息更容易被閱聽人所

相信（陳一香，2005；Balasurbramanian, 1994，轉引自胡瑞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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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基於綜效在品牌與形象的延伸作用，廣告主也常選擇「冠名贊助」的

方式，選擇與自身品牌形象能契合的節目對象，希望藉由節目提升品牌價值。贊

助節目的作法，也有助於分攤節目製播經費。總而言之，對於廣告主來說，跨媒

體集團的廣告販售如同提供了全方位的選單；對於跨媒體集團來說，節目的行銷

必須在善用集團資源，與考慮閱聽眾、廣告主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3） 外部關係：公關（public station） 

利用自有媒介管道與平台來進行節目宣傳，固然具有節省資源的優勢，但仍

存在一定的侷限，無法有效擴及其他未使用集團媒介的閱聽大眾。在這種情況

下，媒體業者也必須利用集團外其他媒介管道（external media）來宣傳節目訊息，

而運用「公關露出」10 的方式對外宣傳則是免費的（李政忠，2003）。現在大

型媒體集團，多數設有獨立的公關部門專責，而在節目經營的部分，公關部亦會

加入分工，代表對外溝通的窗口。如果今天節目的宣傳訊息，能吸引到其他媒體，

增加在集團外的曝光機會，那麼這樣的行銷效益，就是一筆預算花費，確有多重

的效果。 

2. 節目經營 vs.營運綜效 

（1） 既有節目：重置應用（repurposing） 

所謂「重置應用」，意即媒體內容用途的重置，同樣的內容可能生產出不一

樣的格式，重組之後進行不同的運用，每多一種格式就多一種通路，贏得收入的

機會也愈多。在經濟意義上，不同媒體市場中媒體內容的重新轉用形成了「多樣

經濟」（economies of multiformity） (Albarran & Moellinger, 2002)。不過，集團

之資料庫平台是否設置健全大幅影響此綜效策略的施展空間。 

最簡單的方式是利用現有節目產品的再使用，如「重播策略」，播出次數越

多，產品成本可隨之遞減。若媒體集團底下有多個頻道時，便可能是安排於其他

頻道重播。跨國媒體集團Discovery則利用數位模組技術，重新切割、組裝內容資

                                                 

10 「公關露出」是由消息來源根據新聞媒體需求及閱聽大眾的興趣，進行議題設定，發佈給新

聞媒體，吸引記者前來採訪，例如：記者會或事件活動的舉行。而新聞媒體是否願意配合採訪或

刊登播放此新聞，都遵循新聞編採部門的自由意志與專業評估，是「不需要付費購買」的（胡瑞

麟，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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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無須重複製作頭版產品，只須透過剪接與編輯，再經過行銷與廣告的包裝後，

對應旗下頻道之定位屬性，即可推出符合不同目標消費者喜好的節目產品。舊有

內容的拼裝再造，產生了新的價值，在降低生產成本的原則下，充分發揮節目產

製面的綜效（關尚仁，2001；謝宏暉，2004）。 

還有情況是，長時間未播出的節目「再度播出」，像是Bertelsmann集團旗下

Fremantle Media公司曾經採用「舊有招牌節目再造」的作法，安排數十年前的兒

童優質節目作重新播出，便是訴求「懷舊」（Nostalgia），目標收視群無法從科

學工具預測，因為當年的觀眾現已為成年收視群，但卻能再度引發收視熱度

（Hulls, 2005）。 

（2） 內容資源：品牌化（branding）與版權開發（licensing） 

當代的媒體娛樂產業，單一故事文本，最初可能以小說方式出版，之後再接

續以漫畫、電視劇、電影等各種翻拍版本的「媒介產品」，但這還不是媒體產製

的終點，還有其他與「內容」相關聯的概念性產製，如海報、玩偶、文具、衣服

等週邊產品的發行，形成當今獨特之跨媒介產製現象。 

Jenkins（2003）以“transmedia storytelling＂來形容媒體生產，傾向圍繞同

一核心內容主軸，然後利用內容資源變化成更多衍生物的作法，這是一種作用在

媒 體 內 容 間 的 跨 文 本 類 型 移 轉 ， 也 可 說 是 一 種 商 品 互 文 流 （ commodity 

inter-textual flow）（Jenkins, 2003 ;Aarseth, 2006 ;Proffitt, Djung, & McAllister, 

2007)。學者們一致認為這種作法，站在媒體產業端的立場，可相連至節目經營

「品牌化」（branding）的概念。而由此產生的跨媒介產品線，因為能有效讓內

容資源在媒體平台被多重使用，符合經濟效益，是當今娛樂工業不可避免的媒介

產製趨勢（Jenkins, 2003 ;Spigel, 2004）。 

再者，節目品牌的建立是與版權運用息息相關的。當紅的節目通常會順勢帶

動相關產品的銷售（Hulls, 2005），便是利用閱聽眾對節目的品牌忠誠（loyalty），

使其從原生節目接引至這些延伸產品的消費心理，故產製工作不是直接複製

（duplicate）原初內容文本，而是增進（advance）節目的品牌力量（Proffitt, Djung, 

& McAllist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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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Turow（1992:694-697）曾仔細探討有關版權開發的綜效策略，他認為

媒體的創意版權（Creative Rights）開發，係指媒介組織合法使用和控制如角色

人物、品牌名稱與其他原始素材物來創造傳播的內容產品，又稱「附帶權利」

（subsidiary）。過去時期，媒體企業並未注重此塊領域的開發，創意版權的地位

與經濟效益並未受到重視，但是到了講求綜效的跨媒體整合時代，媒體企業開始

逐漸意識到內容產品包括角色人物、劇情或片段、形象、商標，甚至新聞訊息皆

能作為綜效的策略應用。 

舉德國 Bertelsmann 集團旗下製作公司 Fremantle Media 的實際經驗為例，

Fremantle Media 擁有大量的節目產品可以發展成品牌，通常的作業程序是他們會

每年擇選其中幾個作為主力經營重點，交由 Fremantle Media 的授權團隊負責。

他們會用很久的時間進行觀察與評估來決定，再逐項處理相關的版權合約，如果

節目內容訴求適合與觀眾互動，Fremantle Media 授權團隊會有專門的工作人員，

負責開發如手機下載、網路串流等相關內容。不過，事實上往往會有各種不同的

狀況發生，以【Pop Idol】（流行偶像）節目為例，在尚未造成轟動，甚至甫播

出不久，Fremantle Media 便先決定放手一搏，將其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品牌」來

強力經營。但像是【The Apprentice】（台灣譯作：誰是接班人）節目的收視反

應，則是出乎他們預料的大受好評，因此是在該季節目進入尾聲後，才執行品牌

授權的策略，與製造商洽談週邊產品的製作（Hulls, 2005）。 

Fremantle Media的授權部門認為節目經營的前提是要有好的節目內容，再來

才是品牌化與授權的策略，關鍵技巧在於「挑選對的節目」，而延伸內容與週邊

產品的規劃也非常重要，必須「量身打造」與節目品牌能夠聯結、對應，是觀眾

想要擁有或消費的商品（Hulls, 2005）。 

（3） 整合外部資源 

Murray認為媒體集團的生產目標在於使組織在產製時的固定成本降到最

低，而面對龐大的邊際成本及可能的種種風險，媒體產業集團可以利用「委外授

權」的方式交給其他的合作廠商去執行，而媒體集團只要確保自己能擁有著作權

及經銷權，即可擁有多元的收入財源（Murray, 2005:417）。像是前述討論的節

目延伸商品，授權給外部公司發展與製造周邊商品是保守的方式，能免去相關研

發的成本開銷與降低風險（Murra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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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媒體集團的綜效化運作，往往不單獨依靠自身力量的整合，尚須尋找

最具連結價值的外部強力資源來增強競爭力。因此建立夥伴關係、實現雙贏亦為

一種促成綜效的策略。 

電視節目的營運是非常精密與複雜的分工作業，需要多部門及上下游的協力

運作，在生產鏈上的各環節，有時便會藉由外部資源來互補自身的不足，像是電

視公司購買或委託獨立製作公司，或是進行同業、異業策略聯盟，像是媒體集團

跨國共同合資拍攝高成本的節目、電視台與電信業推出簡訊服務，讓閱聽眾與節

目互動等等，皆是媒體集團運用各種策略聯盟，整合內外資源來強化節目的產值。 

3. 節目經營 vs.管理綜效 

跨媒體管理綜效的發揮，需要跨媒體經驗的管理人才（黃湘玲，2004），媒

體企業組織的結構與管理配套措施更是促成綜效的動力。組織的結構與設計必須

有利於各部門任務的執行，例行性的工作有既定的解決模式，而非例行性的工作

則應鼓勵創新的解決模式（谷玲玲，2003）。 

Bertelsmann AG集團旗下的電視事業體系：RTL Group集團，為了實現管理

綜效，在集團事業總部下因此設置了「綜效委員會」（Synergy Committees），

簡稱“Sycos＂。RTL Group集團行分權式治理，每個子企業都代表一個利潤中心

（profit center)，其認為RTL集團整體要發揮管理綜效的前提，為兼顧每個事業

單位的自主領導，維持個別市場的經營效率與靈活性，又能確保彼此之間的整合

網路關係（Network）的互通有無。所以，關鍵在讓各組織間的資訊能在網絡關

係暢通，這便是綜效委員會－Sycos的功用（"How We Work," 2006）。 

綜效委員會是依金字塔結構來運作的（參見圖 2-1），金字塔的最頂端是由

所有RTL Group集團內相關企業的執行長組成的「營運管理委員會」（OMC），

每一個半月至兩個月開會一次，底下分設三個不同範疇之「主要綜效委員會」

（Sycos），負責「節目製播」（programming）、「廣播電台」（radio）與「新

商業模式」（new business model），定期向上層委員會回報。這三個Sycos再各

自依其負責業務範圍，劃分不同的事務會議，例如「節目製播綜效委員會」便細

分成：權利協商（Rights Negotiations）、新聞與現行業務（News &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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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娛樂產品類型（Entertainment Formats）以及國際電視研究（International 

TV Research）等項目（"How We Work," 2006）。 

 

 

營運管理委員會(OMC)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mmittee 

主要綜效委員會 Major Sycos 

事務會議 Submeetings 

圖 2 - 1：RTL Group 綜效委員會組織結構圖 

註：本研究整理 

不論有形或無形的綜效，透過跨組織的分享知識與經驗資源得以實現，這是

綜效

RTL企業綜效策略部副執行長Claire Davenport指出：「『綜效』在媒體產業

中是

本研究參照上述有關媒體集團綜效的討論作統整，以表（2-1）呈現如下： 

 

委員會的職責。所以，當每個利潤中心作出決策時，透過綜效網絡的整合，

能夠很容易的從其他RTL企業成員得到專業見解與共識，當然共同策略合作的機

會也在此成形。此外，能如此密切順暢地進行跨組織溝通，正是因為各企業的執

行長、高階主管們在綜效委員會定期會晤，讓所有與會的高階決策者彼此討論各

種議題、交換深度的意見。 

一種常被提及的『行話』（buzzword），但是對媒體企業仍很難為任何類型

的綜效找出一個具體確切的依循計畫。如果你現在要為公司訂定新發展目標，如

果能事先與有相關經驗的人討教是非常實用的，卻很難用確切數字去估算這項

『知識』到底值多少錢，這便是我們建立『Sycos』的用意所在。」（"How We Wor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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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跨媒體集團綜效類型與應用策略 

綜效類型 綜效來源 綜效與電視節目策略 

平臺/通路聯結共用 交叉行銷  

廣告聯賣 置入性行銷/冠名贊助 行銷綜效 

品牌/形象相互延伸 公關宣傳 

槓桿內容資源 重置應用 

集結市場力量 品牌化/版權開發 營運綜效 

其他資源配置重整 整合外部資源 

經驗/知識的移轉分享 
管理綜效 

組織機制的特別設計 

註：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 負面綜效與整合失效的問題 

長久以來，綜效的概念在企業經營領域內造成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那些決

定併購策略的經營者而言，綜效往往是其併購的策略原因。雖然許多實務證明併

購確實產生了綜效的效益，但同時也有許多失效的例子。實務上的落差現象，使

得產業界開始出現一些質疑綜效概念是否真實存在的聲音，作為綜效理論的創建

者，Ansoff 對此提出了反應，他認為許多無法產生綜效的實務經驗顯示問題並非

在綜效的概念本質上，而是存在於「合作管理」的層面，也就是「人」的問題，

因為那些可能產生綜效的部分常常落在一些秉持「各行其事」與「避免合作以防

過於依賴其他單位」行事政策的管理者身上（Ansoff, 1988；轉引自 Campb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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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hs, 1998:18-19）。因此，他強調是否具有綜效的實現潛能取決於購併後，雙

方如何整合而定。 

著名管理學者 Porter 也肯定綜效概念的完整性本質，並且他亦指出綜效的失

敗是企業缺乏理解和懂得執行綜效的能力所造成的，而非綜效概念裡有瑕疵的問

題（Porter, 1985）。Berg 認為，當被收購方的營運綜效與收購方是頗為獨立的

情況時，則應少用總管理處來擔任整合的工作。許多採取複合式成長策略的企

業，為了簡化公司與事業部階層的管理問題，必須放棄某些可能的綜效利益（Berg, 

1969）。因此，關係企業內的公司是否應該與如何整合，是一頗費思量的問題。 

從資源整合的角度，Itami（1987）表示企業必須謹慎地使用無形資源，千萬

不能理所當然的推定任何資源的整合必能產生綜效。正因為綜效所帶來的潛在效

益很大，Itami（1987）觀察到經營者容易出現：過度評估綜效效果、以綜效作正

當理由進行各種缺乏利益行為的傾向。特別是在管理綜效的部分，企業集團進行

整合或是跨入新的市場時，經營者通常沿用過去累積的經驗與知經營知識，若結

果是產生了好的領導與決策時，則管理綜效自然形成；反之，如果經營者是進入

一個不熟悉甚至不瞭解的產業領域，或是他們採用不適當的整合策略，而導致失

敗的引導，這代表將會產生是「負面」（negative）的綜效（Campbell & Luchs, 1998）。 

Goold & Campbell（1998）在《哈佛商業評論》所發表的文章“ Desperately 

Seeking Synergy ” 評論管理綜效失策的多數通病，是企業總部主管對於綜效有強

烈的偏好，這種偏好有時會導致企業在最終利益為何都還不清楚的時候，就不適

當地強迫各事業單位合作。Goold & Campbell（1998:134-135）直指讓造成綜效

反效果的根源主要出自上層人士的認知心態：對綜效懷抱的錯誤偏見（synergy 

bias）。企業總部高層往往假設事業單位總有過份專注自己的事業、保護自身權

威的傾向，因而忽視或排斥合作，所以唯有採用家長式的強迫干預才能催成綜

效，此為「家長式偏見」（parenting bias）。但往往事業單位異議的理由是其不

認為整合能帶來綜效，或者有時整合的機會成本大於最後的實質收益。 

伴隨著家長式偏見的通常是「技能偏見」（skills bias），即進入干預的高層

主管多半認為自己具有跨部門整合的管理能力，對綜效懷著十足的信心，但其實

不然。Goold & Compell（1998:136）指出，或許企業總裁有明察潛在綜效的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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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然後設立了跨事業團隊的整合小組，卻指派不適任的人負責，終究使綜效

計畫註定失敗的命運。 

同樣的潛在危機亦發生在媒體產業中。 

Turow（1992）在探討媒體集團整合與綜效議題之時，也表示隨著綜效策略

的興盛，到了1990年代，各媒體集團的經營者意識到綜效除了帶來潛在價值，亦

可能相繼伴隨著問題而來。最明顯的即為負債問題，大部分的鉅型媒體集團必須

借貸大筆資金來實現跨媒體的併購計畫，但往後的債款負擔卻讓集團的未來發展

變得困難，並且高階經營者恐因過於貫注在還債的部分，而忽略實際層面的跨媒

體經營是否契中要領。 

另外，則是綜效如何執行的問題，併購成功之後，縱使經過謹慎策略評估與

規劃，經營者仍舊發覺從新的企業組織當中獲取跨媒體的綜效利益並非如預設般

的容易。一方面，是由於這些來自不同公司與不同運作方式的「人」，從未有共

同工作以及思考能同時幫助其他組織單位之綜效方案的經驗；另方面，是難以確

切知道，到底要運用綜效作為企業核心的策略到多少程度才適當（Turow, 1992）。 

Murray（2005:428-429）提醒，媒體產業間的整合過程中，不同市場操作方

式與企業使命將導致「達成綜效」的終極目標面臨危機。另外在部門間的合作，

更常常流於形式而已，因為合併部門間對於資源及權力的爭奪所花費的精力，常

常更勝於結合部門間的優勢。Goold & Campbell（2000）也談及此類問題點，其

將事業單位或部門之間的互相較量，人事鬥爭、彼此不信任等衝突問題，稱為「綜

效殺手」（synergy killers）。 

除了上述相關媒體產業於經營管理層面的潛在負面綜效問題之外，許多學者

也指出媒體集團追求綜效化整合的同時，卻也可能導致類似「副作用」的問題發

生，此部分負面綜效問題，較無關於經濟層面，而是在於身為傳媒，面對閱聽眾

所應具備的職業本分與責任。 

黃西玲（1997）指出媒體經營除應注意一般的企業策略外，因媒體特質與在

社會中扮演的特殊功能，所擔負的社會統合與道德責任也更大。而其研究報告（分

析介於1991至1995年之內的美國媒體併購個案）指出，媒體併購的後遺症最嚴重

的可能是節目之通俗化而造成麻痺人心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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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玲（2004）的研究也歸納出跨媒體新聞平台整合可能產生的問題，在新

聞產製方面，會有過度商業化、品質降低及趨勢集團化等問題；若從企業管理觀

點來看，則有缺乏跨媒體人才、公司文化及媒體特性差異、作業模式需重新建立、

規模經濟的迷思、廣告聯賣成效不高及成本負擔過高等問題。 

Turow（1992）曾歸納媒體集團執行綜效策略可能連帶造成的影響，本研究

便將相關說法統整闡述如下： 

（一） 媒體多元性的缺乏與集團化的驅力 

1970年代以來，大眾媒體的分化（fragmentation），頻道與媒體選擇的增多

照理說應較以往能提供更多不同與多元的內容，實際上卻是反向的發展。媒體集

團化的發展，以及對跨媒體綜效的策略運用確實創造了利益，但從另一角度，藉

由不同平台與通路的內容整合，漸漸成為彼此的另外延續通路：影音出租店為電

影院影片的延伸（首輪電影下檔後影音出租店接檔）、電影院影片為書籍的延伸

（例如哈利波特小說每一集接翻拍成電影）、音樂錄影帶（MV）為音樂唱片的

延伸，這些全部是基於媒體集團追求綜效的利益（Turow, 1992）。媒體產品的

數量遽增，看似多重選項卻不代表選擇多元。 

此外，媒體集團的整合往往會尋求合併部門的充分利用，以獲得最大利益，

尤其是全方位的宣傳與行銷，但相對的不適合全方位宣傳的媒體產物便減少了）

（Croteau & Hoynes, 2001）。曾國峰（2003: 234）也有同樣看法，他認為從多元

文化的角度來看，媒體整合的確會使言論趨於同質化，縱使未來頻道數量爆炸，

沒有獨佔之媒體集團可以壟斷節目內容，但大媒體集團已經廣泛地開始應用跨平

台整合資源的模式，內容產製必須力求成本降低，最好可以「一魚多吃」，只要

產出一套節目內容，便能夠因應多種不同格式、長度與呈現樣貌之需求。 

好比大編輯台的設計理念，集結所有新聞人員，蒐集採編所有訊息資源，再

依播送管道的不同去作篇幅調整和技術轉換，所以不管是電視新聞頻道、廣播電

台、報紙甚至網路電子報的新聞來源，均由大編輯平台中央產製分發，不管閱聽

眾以何種媒介管道接收，其實是大同小異的相似內容。由此可見，媒體整合的綜

效結果，恐將導致內容多元性的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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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從另一角度來看，為了追求這些部門或業務整合之營運綜效、跨平台

通路之行銷綜效的好處，不論是透過合併、收購、策略聯盟或投資等方式，盡可

能的擁有各種媒體事業別，以及連接縱、橫向的跨經營，是跨媒體集團的理想目

標，而不斷集團化、整合化與綜效化的發展至極，可能導致媒體逐漸走向寡佔的

結果，集團之外，小型、獨立媒介組織沒有生存的空間；集團之內，媒介事業類

別之區隔逐漸消彌，因為內容再也沒有所謂的「唯一」產出。 

（二） 新聞公正與自主性的妥協 

過去，新聞媒體（news）與娛樂媒體（entertainment）是截然不同的領域，

奉行不同的工作原則。然而，媒體集團的綜效趨向，使得一個大型集團藉由併購

與整合等方式將新聞媒體與娛樂媒體皆納入同一體系，開始對新聞媒體產生衝

擊，新聞與娛樂、商業行銷之間的界線不再如此涇渭分明。同時，廣告主的影響

力量也日益顯著，贊助廠商的正面新聞，甚至專題報導的種種實例日趨可見。此

外，新聞媒體亦出現幫助自家人的趨勢，或是直接為集團其他企業做宣傳等，皆

代表新聞人員向來奉為圭臬的公正與專業自主原則被迫與經濟現實妥協（Turow, 

1992）。 

換句話說，跨媒體集團力求行銷綜效之策略，像是交叉行銷、廣告聯賣、置

入性行銷等作法，卻與新聞媒體講求之專業義理有所衝突、相違背。 

曾國峰（2003）認為媒體集團建立跨媒體整合平台帶來之最大衝擊便是「新

聞商品化」的負面後果。新聞媒體只是大型媒體集團的子公司，營運得靠母公司

的支援，集團獲利來源的複雜很容易影響了新聞的產製，故新聞廣告化、公關化

等現象司空見慣。盧世祥（2003）則說新聞機構若處在以娛樂為主體的企業集團，

必須為整個企業集團的經營為重，而配合「集團綜效」的考量，原有獨立自主及

可信度不免受到影響、大打折扣。 

（三） 追求綜效的顧此失彼 

跨媒體集團追求綜效的目的，不外乎是希望一切資源能作最大程度的利用、

以利成本之節省、利潤的增加。這樣的資本邏輯帶領下，卻也可能反而在其他方

面造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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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峰（2003: 227）談論媒介組織在知識經濟中創造價值的真相：不論是跨

媒體整併，或者是新聞採訪路線的整併，媒體老闆的邏輯都一樣，就是透過網路

科技或自動化生產流程，企圖讓每單位勞動力成本創造出最高的價值，從而精簡

人力，並將有限人力操出最大的效能。原本應該是媒介工作者創意為主的新經濟

模式，又回到以降低生產成本為主的效率考量。而「多功技能人才」的表象之下，

其實是媒體工作者工作量與時間的繁重冗長。 

像是美國著名新聞頻道CNN自1999年開始建置整合資訊平台，並進行人力與

資源之整併，在電視部份整合各分台的採訪和編輯群，以不分組、不分台的方式

整合調度。然，將新聞採訪人力資源以不分組不分台的整合，卻造成指揮體系與

人員調度的混亂，根本無法提升效率，發揮應有的綜效。加上電視部門以外的各

媒體通通縮編人力資源，網路、廣播的工作量幾乎全都落至電視部門。於是，整

合計畫引起記者的反彈，認為既非自身專業，又與本身工作衝突，而電視部門記

者負擔過重，許多資深記者紛紛跳槽，新聞收視率也出現下滑（李宗嶽，2002；

沈孟蓉，2005）。 

若單就電視產業的節目經營來說，因為節目再製成本很低的特性，電視台會

有誘因不斷的重播節目來壓低成本。而製作節目時，電視台對於每天的收視率都

非常地重視，為避免觀眾對於創新性節目的接受度低，而使當期的收視率下降，

因此不敢貿然創新，只尋老套的大眾節目為求穩固的獲利基礎。電視台會由於節

目重播過於頻繁、或是節目太過老套而流失更多的觀眾（曾曉昱，2005）。 

節目重播策略，雖能達到減少成本的短期綜效，但以長遠眼光來看，會使得

產製與研發新節目的機會減少，甚至恐因而漸漸喪失節目產製的競爭能力。再

者，過當重播（重播太多次）亦有可能造成觀眾倦怠與煩感，間接有損電視公司

的品牌形象。李天鐸（2003）便指出「模仿、拖棚、重播策略」是台灣電視媒體

搪塞頻道的伎倆，以求維持企業基本營運，但卻使企業產業競爭力衰退下滑。 

此外，針對台灣電視產業長久以來電視台節目製作由外面傳播公司承攬的特

殊慣習，學者們皆認為委製或外製外包等模式，11 固然替電視台節省成本，卻

                                                 

11 委製（或內委製）：電視台負責企畫，委託外面傳播公司製作，承攬節目的單位憑發票報銷

製作成本，不必負擔廣告壓力，等於是電視台出資製作。外製外包：獨立製作單位承攬節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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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最能生產價值的活動拱手讓人，最重要的節目自製能力喪失殆盡，將無法應

付國際市場的競爭。又因為收視率與業務的壓力，廣告業主介入節目製作的方式

與能力，原比閱聽眾的影響力來得大，節目往往是配合廣告主喜好與需求而改變

（谷玲玲，2003；張時健，2005；曾國峰，2003；蔡念中，1995）。 

由此可見，綜效的作用雖然包括節省成本，但對於媒體企業長遠發展而言，

綜效的最主要價值應在整合資源所創造出的核心能力與競爭優勢，才是讓企業永

續經營的根本。 

（四） 小結 

上述有關負面綜效方面的諸多討論，媒體產業的經營與一般企業在商言商的

經營邏輯不能一併套用，故除了企業經營管理的基本觀點外，還有就媒體事業本

質之立場來檢視的角度。本研究認為，有關媒體集團於負面綜效層面的相關問

題，其實涉及層面甚廣，往往既複雜又彼此互相牽連，不適合過於刻意細分，應

從一個較為全面、綜合性的視野來看待，因此不論是在管理上發生各類綜效偏

差，甚至讓綜效失靈的不當整合、與人事問題有關的綜效殺手，或是媒體集團為

求綜效所伴隨的副作用，以及其他方面可能產生的種種潛在影響等等，本研究在

概念認定上，採廣義的角度，將種種問題以「負面綜效」作歸納。 

第三節 國外案例分析：Bertelsmann AG 集團 

Bertelsmann AG是來自德國的跨國傳媒集團（以下簡稱Bertelsmann），根據

《財富》雜誌 2007 年世界 500 大企業的調查，Bertelsmann AG集團在全球媒體產

業中排名僅次於美國AOL Time Warner、Walt Disney與News Corp.之後，12 是全

球第四大娛樂媒體集團，堪稱超級媒體巨擘。 

 

 

                                                                                                                                            

與廣告業務，電視台除配合必要的場地、器材設備支援，大多不干涉節目製播細節（張時健，

2005）。 

12 資料來源：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global500/2007/snapshots/6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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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關背景介紹 

Bertelsmann 原先是從出版公司起家，由 Carl Bertelsmann 在 1835 年於德國

所建立，自 1962 年開始將市場擴張到西班牙地區之後，Bertelsmann 便開始以併

購、合資等方式多角化發展事業領域，如今已成為國際性的大型跨媒體集團

（Schulze, Thielmann, Sieprath, & Hess, 2005）。 

綜觀 Bertelsmann 整個集團體系，據點遍及五十個國家，涉及事業範圍幾近

涵蓋所有的媒體事業範疇，從內容產製、提供媒體服務及銷售媒體產品，形成水

平、垂直整合的多角化經營結構。集團成員以事業範圍區分，主要分成六大事業

體系，這些子集團均自負盈虧，代表獨立經營管理的利潤中心（profit center），

由許多大小不一、遍及不同國家地區的分公司所組成（圖 2-2）。 

 

 

圖 2 - 2：跨媒體集團 Bertelsmann AG 組織結構 

資料來源：摘自 Schulze, B., Thielmann, B., Sieprath, S., & Hess, T. (2005). 

The Bertelsmann AG: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on Synergy Management in a 

Globally Acting Media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7(3), 140. 

 

Bertelsmann 集團的經營方式是以「內容」為發展重心，旗下子集團多數是

媒體內容產業的性質，包含電視廣播集團 RTL Group；圖書出版集團 Random 

House；雜誌出版集團 Gruner + Jahr；音樂集團 BMG。另外尚有提供媒體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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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vato AG，以及直銷業務的 Direct Group。其中又以電視產業集團 RTL Group

為整個 Bertelsmann 最大宗的獲利來源（2006 年收入 56 億歐元），佔 Bertelsmann

總體營收的一半（"Bertelsmann AG Annual Report 2007," 2007），不但是

Bertelsmann 最強大、最重要的利潤中心，也是全歐洲最大的電視傳媒集團。 

RTL Group 為股票上市公司，總部設於盧森堡，經營範圍橫跨十個國家地

區，共計 38 個電視頻道和 29 個廣播電台，是全歐洲地區最大的電視與廣播電台

公司。除此之外，還有內容製作公司 Fremantle Media，是 RTL Group 的主力軍，

每年平均產製超過一萬小時的節目內容，在全球 22 個國家地區播送，另在約 150

個國家擁有節目製作版權。是美國市場以外最大的獨立電視節目發行公司。RTL 

Group 開始朝新興媒體與互動電視發展，成立與旗下事業相關的多媒體部門及網

路公司（"Bertelsmann AG Annual Report 2007," 2007）。 

二、 資源整合模式 

因為集團規模之廣，Bertelsmann 在管理上是採行分權自治，讓事業單位享

有自主的經營空間，以便處於高度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能立即隨時反應。然而，這

卻讓 Bertelsmann 旗下各事業單位之間的共同運作（cooperation）機會鮮少實現。

一般對於分權式組織的認知，每個事業單位（unit）皆是獨立運作的利潤中心

（profit center），雖具有彈性化、迅速因應市場態勢的特點，但也常變成只在乎

對單位本身最大的利益，而自私地各行其事，讓分權的治理模式被視為可能阻礙

綜效生成的原因（Schulze et al., 2005）。為了克服合作問題，2000 年開始，集團

決定作一些重大改變，這便是“Bertelsmann Corporate Network ” （簡稱：BCN）

部門的設置緣由。 

Bertelsmann從 2000 年開始為集團的綜效管理作準備：集團的中央管理總部

新設立一個跨組織的整合平台機制（見圖 2-3）：Bertelsmann Corporate Network，

13 成立用途在因應與處理未來許多跨部門、跨組織合作的各項專案。Thielmann、

Sieprath和Kaiser（2003）形容BCN部門在Bertelsmann集團的作用，是在所有媒體

事業體系之間提供了「虛擬連接」（virtual brace），填補原本分權結構的間隔。

                                                 

13 原名Bertelsmann Content Network，2002 年修正更名為Bertelsmann Corporat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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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ze等人（2005）曾針對Bertelsmann集團做個案研究，發現Bertelsmann雖然

是標準的分權式組織模式，但透過為了促進利潤中心彼此合作所專門建置的綜效

機構（BCN），成功的解決分權恐讓綜效窒礙難行的問題，同時亦保有分權結構

的效率優勢。 

 

sses for a Content 

Powerhouse ” by Thielm

，BCN 部門負責集團整體旗下各類媒體內容產品的交叉行銷，幫助行

銷綜效策略的執行

Bertelsmann

BC

BCN  

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BCN

的資訊傳播平台，來自不同地區的高階經理人利用此平台彼此分享交換訊息與知

Bertelsmann 
跨媒體內容平台 跨媒體綜效策略(範例) 

圖 2 - 3：BCN 跨媒體整合綜效模式 

資料來源：改繪自“BCN - Synergies and New Busine

ann, Sieprath, & Kaiser, 2003. [ In A. Vizjak & M. 

Ringlstetter (Eds.), Media Management: Leveraging Content for Profitable Growth (p. 

143) ]  

起先

。後經過考量認為綜效策略更應擴大化至各國分地區適用，也

就是所有 旗下利潤中心之內容資源皆能更頻繁、密集地整合交流的

目標， N 部門因而擴大管理重心，管理與督導整個集團產製價值鏈上各類資

源的綜效運作計畫，從類型、版權、品牌、顧客資料、人力資源、法律專業知識

等各種性質的資源，都納入由 進行整合與應用。

對整個集團來說，BCN 在 Bertelsmann 朝綜效化發展

為了幫助集團管理綜效的實踐，在多方面進行組織規範與機制的革

新：每半年固定舉辦的跨國合作會議，是集團旗下各國不同企業、不同事業單位

Gruner + Jahr 雜誌

BMG 音樂    

External Partners 外部夥伴 

Random House 圖書出版   
 
 
綜效管理機制

交換共享各類資源 

 
Bertelsmann 

Corporate 
Network 

共製跨媒體內容 

RTL Group 廣播電視(新媒體) 
建立跨媒體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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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資源，BCN 更在平台上針對特定主題組織跨部門團隊，並且舉行「最佳綜效

獎」的企業競賽，讓跨部門團隊良性競爭。 

，這代表 BCN Bertelsmann承上 讓 旗下成員們之互動維持著「共同演化」的

關係。共同演化所講求的重點之一是成立跨組織的多部門團隊，由部門主管來籌

組各

此外， 集團內任何的綜效合作案，都由

。最重要的是 BCN 的綜效經營方式是極具彈性與動態的，BCN

會視

等人（ ）整理 集團的綜效案件，發現媒體內容所包

含的人物、品牌、類型、版權等無形資源，在集團整體的移轉與共享，比起完整

的媒

部門間之合作，關鍵就是經常召開團體會議，定期開會可以讓大家培養共同

的直覺，加上會議上都很注重實際的資料分析，他們的直覺不會偏離現實的變

化，還可以幫助多部門團隊快速找出最佳的合作方式（Eisenhardt & Galunic, 

2000）。足以說明 Bertelsmann 在管理層面的綜效起了作用。 

Bertelsmann BCN 支援，參與相關的

評估與實行工作 ，

每個案子的情況不同，調整其介入的程度與指揮的範圍。大致上，集團年度

大型發展計畫，或是與其他大型集團的重大合作案，由於關係到集團的成長、企

業使命與旗下企業多方涉入其中等原因，此時 BCN 投入的管控範圍就非常大，

甚至細部劃分為計畫執行前的綜效潛在效益的預估分析，以及計畫執行階段的督

導綜效的實現、與跨地區市場的綜效延伸工作。不然若為一般合作案，BCN 最

主要管理的是在組織跨部門團隊、對合作可行對象居中牽線與負責知識資源的整

合傳遞等工作。另外，不論 BCN 介入參與程度深淺與否，各事業單位的決策權

是完全不受影響的，亦即是否接受 BCN 的合作建議與相關策略的採納，完全由

各部門自行斟酌決定，一旦參與，便要共同負起責任。所以這樣的彈性管理模式，

各部門單位不會變成完全聽任中央擺佈，還是繼續保持利潤中心的完整自主性。 

Schulze 2005 Bertelsmann

體內容，較容易產生綜效效益。以電視節目來說，由於不同地區市場的文化

差異，最初產製的節目若原封不動地換在其他國家播出，會有很多像是文化衝突

的因素產生，所以 Bertelsmann 的作法傾向為跨國節目類型、版權資源的應用，

也就是複製既定的節目類型公式，然後再由位於當地的分公司或是其他電視業者

合製，重新進行在地化的產製、包裝和後續行銷，而原版權的製作公司也會派出

專門跨組織指導人員來確保這些「在地化」節目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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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不僅母集團重視綜效的運作，Bertelsmann旗下的相關子企業集團，每

一個都作為獨立的公司進行管理。同時，跟著奉行總集團強調的綜效理念，每個

利潤中心都有個別的董事會，且為實現綜效效益，也自有一套綜效管理的整合模

式。14

學者們認為在所有分權制媒體集團中，最佳的作法就是 Bertelsmann 集團管

理綜效策略，即 BCN 運作模式（Schulze et al., 2005）。事實也證明這樣的資源

整合模式確實奏效，Schulze 等人（2005）指出 Bertelsmann 集團綜效的效益成果，

他們計算從 2002 年至 2004 年之間所有 BCN 策動下的綜效案件，總計全部為

Bertelsmann 帶來的經濟收益已經累積達 3 億歐元的產值。 

三、 電視節目：【Idols】系列 

對於母集團 Bertelsmann AG 而言，廣電媒體事業就是其競爭優勢。因為 RTL 

Group 不僅是集團最好的內容產製者，更是最強大的行銷火車頭，為集團其他事

業體系帶來廣大的綜效價值，因此 Bertelsmann 也不斷努力地開發 RTL Group 的

綜效潛能，其中最成功的範例就是 【Idols】品牌所發展的節目系列（Meza, 

2004）。 

【Idols】 品牌原初節目版本是 2001 年在英國ITV電視頻道播出的 【Pop 

Idol】15，由RTL Group旗下內容製作公司Fremantle Media與英國娛樂經紀公司

19 Entertainment 16  所共同製作（節目構想來自 19 Entertainment總裁Simon 

Fuller）。在英國推出之後，便立即受到廣大的歡迎，最後一集總決賽共吸引了

1 千 3 百多萬人觀看。自此，RTL Group以【Pop Idol】的成功經驗，開始將此節

目類型以「品牌」規格經營推向國際，與Bertelsmann旗下子集團、外部策略聯盟

共同締造了驚人綜效，在全世界掀起一片選秀熱潮。 

                                                 

14 可參閱本研究前面文獻探討第二部分，有關管理綜效的討論，其中提及RTL Group之綜效管理

的組織策略(頁 45-46)。 

15 台灣譯作「流行偶像」或「熱門偶像」。 

16 19 Eentertainment（原名 19 Management），為擁有約 20 幾家娛樂經紀、媒體行銷相關公司的

集團，旗下包括 19 Entertainment、19 Management、19 Televison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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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ols】品牌是 RTL Group 的金字招牌，是 Bertelsmann 集團的夢想產品，

更被譽為是所有和節目沾上邊的相關業者們共同的搖錢樹（money tree），因為

【Idols】系列節目所挾帶的商機效益是持續性地不停累積，並且是整年度接著整

年度的經濟產值。每年下來，全球的廣告、授權、贊助、相關商品販賣、電話投

票、唱片以及演唱會總收入超過一億美金，稱得上有史以來最成功的實境節目

（Learmonth, 2006；Zeitchik & LaPorte, 2006）。 

2002 年美國Fox電視台推出實境選秀節目【American Idol】（譯：美國偶像），

是Bertelsmann進軍美國電視市場多年，前所未有的大勝利。該節目迄今已製播七

季比賽，17 從第一季開播以來，便風靡全美，展現驚人的收視盛況與鉅額商機。

不但造福播映方Fox電視公司，創下極高的收視率，成為王牌節目。無庸置疑地，

連帶為經紀公司、唱片公司等相關策略合作方，累積龐大的經濟產值，而

Bertelsmann集團更因內部資源的彈性整合模式，讓集團透過此節目成功發揮綜效

的加乘作用。 

（一） 【Idols】美國版 

根據學者在 2006 年的統計，【Idols】品牌所授權的節目產品（spin-offs），

已經總共有 34 個不同地區的在地版本（versions），於 110 個國家播出，2004

年更推出特別版“World Idol＂，將各地【Idols】節目選出的冠軍集結起來比賽

（Dann, 2004；Franck & Nüesch, 2007）。其中又以第一個翻版【American Idol】

最具代表性，Dann（2004）形容【American Idol】就是一門示範如何利用綜效來

賺錢的課程：同一套類型公式，轉換成好幾種節目版本；單一電視節目，產出無

限延伸周邊利益。 

【American Idol】完全複製英國原創版的節目公式，並且製作團隊也是製作

【Pop Idol】的同批人馬：Fremantle Media 和 19 Television 共同製作。比賽最

後冠軍將會贏得高額獎金，並與 Bertelsmann 之音樂集團 BMG 簽訂唱片合約、

19 Entertainment 旗下之 19 Management 簽訂經紀合約。由於 19 Management 擁

有【Idols】節目類型（format）三分之二的版權，Fremantle Media 則擁有三分

                                                 

17 2008 年正播映第七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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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版權與國際販售的特殊權利，因此美國版節目是 Fox 每季支付節目的製作

費與授權費給 19 Management 和 Fremantle Media，而【American Idol】節目廣

告收入全歸 Fox 電視（Adalian, 2002）。 

單從收視率紀錄來看，2002 年開播首季，超過 1/5 的家庭收視戶，達 2 千 3

百萬人次收看【American Idol】最終總冠軍決賽，特別在 18 至 49 歲收視人口變

項中創下有始以來 Fox 最高夏季收視紀錄，第二季的平均收視率，更比第一季增

加了近一倍（Albiniak, 2002；Franck & Nüesch, 2007）。一篇 2006 年的報導指出，

【American Idol】已經達到每集節目收視率介於 2 千 7 百萬至 3 千 4 百萬之間，

平均每星期約 3 千萬的總收視人口（Zeitchik & LaPorte, 2006），替 Fox 電視台

創造延續多年不退的熱潮，是十年以來除運動賽事外，收視率最高的節目（Franck 

& Nüesch, 2007）。 

從企業經營管理的角度，【American Idol】不但讓Bertelsmann集團事業成功

登陸美國，愈易接受海外節目的購買引進，也幫助RTL Group立足國際。同時，

Fremantle Media亦從此在整個集團的地位大幅提昇與受囑，其他類型的節目也仿

效【Idols】的腳步，陸續推動全球市場的銷售。而 19 Entertainment18 因為打造

【Idols】系列節目成功，開始從音樂經紀公司轉型，增加電視與商品開發部門，

朝擁有跨媒體事業多角化發展（Learmonth, 2006）。 

（二） 資源整合與綜效策略 

【Idols】的成功，證明 Bertelsmann 集團的實力，一個能夠讓集團擁有廣泛

吸引力的節目內容，可以製作成適合不同地區、不同語言的節目產品，並且通過

專業技術和行銷工具使利潤最大化。同時代表 Bertelsmann 集團將節目產品結合

跨組織的綜效力量，整合跨媒體產製與跨市場營銷所有資源平台，建立起一條全

球性的生產線。 

以【American Idol】為例，由於 Bertelsmann 集團在美國市場沒有經營電視

台，主要運作【American Idol】的力量，表面上是 Fremantle Media 掌製作、19 

                                                 

18 19 Entertainment在 2005 年被CKX集團的CKX Inc.公司以 1 億 9 千 2 百萬美元收購，創辦人Simon 
Fuller仍然保持總裁職位(http://en.wikipedia.org/wiki/19_Entertai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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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掌經紀和形象包裝、Fox 電視公司負責播映，但其實應該是三大媒

體集團：Bertelsmann AG、19 Entertainment、News Corp.共同策略聯盟所形成複

雜的綜效關係網絡（Dann, 2004）。以下分述有關【American Idol】的綜效策略。 

1. 行銷綜效 

【Pop Idol】在英國的初試啼聲，讓 Bertelsmann 找到一個非常適合該集團結

構操作跨媒體綜效優勢的節目類型。當美國分身產生後，Bertelsmann 集團所有

成員自然同樣受惠。首先，【American Idol】每一屆冠軍選手的唱片，都是由

Bertelsmann 旗下音樂集團 BMG 分公司 RCL Label Group 負責製作發行，而節目

也不時安排 BMG 旗下藝人來擔任特別來賓，順便為新唱片宣傳。其次，

Bertelsmann 旗下圖書出版與雜誌集團 Random House、Gruner + Jahr 紛紛圍繞

【American Idol】為主題發行各式各樣產品，像是 Gruner + Jahr 集團在美國的青

少年雜誌 YM 除了有參賽者的報導之外，還積極地在 Random House 官方網站推

銷 BMG 發行各種【American Idol】的合輯唱片（Meza, 2004），便是行銷綜效

常見的跨平台交叉行銷。 

再從電視公司的角度，雖然 Fox 電視公司每季必須支付約 2 千萬到 3 千 5

百 萬 美 元 不 等 的 節 目 製 作 費 與 品 牌 授 權 費 用 給 Fremantle Media 和 19 

Entertainment，不過比起節目為電視台帶來的數億元廣告收入，Fox 還是願意接

受這樣的購買成本（Zeitchik & LaPorte, 2006）。因為在廣告效益方面，【American 

Idol】的收視群介於 18 至 49 歲之間，幾乎涵蓋了最主要的消費層，加上非常高

的收視率，當然替 Fox 電視公司帶來可觀的廣告利潤。2006 年的總決賽，總決

賽廣告價碼，每檔 30 秒的費用甚至高達近 130 萬美元（Zeitchik & LaPorte, 2006）。 

另一方面，【American Idol】也大量的運用「置入性行銷」與「冠名贊助」

的廣告策略，贊助商為「可口可樂」與「福特汽車」。一方面，隨著高收視率，

巧妙安排產品置入於節目內容，能製造高度曝光效益，另方面，【American Idol】

收視人口特質（集中在 18 到 49 歲之間），和廣告主產品的大眾化訴求相符，更

是吸引其提供贊助的原因（Theresa, 2002）。Learmonth（2006）指出 Fox 電視公

司當初對於【Pop Idol】節目能在美國市場如法炮製成功持懷疑的態度，只保守

簽訂兩季的合約，而【American Idol】節目的相關商品權利與廠商贊助收入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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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歸於 Fremantle Media 和 19 Entertainment 共享，因此【American Idol】節目的

最大贏家是 Fremantle Media 與 19 Entertainment 二者。  

於是，儘管 Fox 節目播出達到非常好的收視率，實際收益只有廣告時段費跟

一些數位服務與網路下載節目的營收，其餘的延伸利益完全佔不到席位（Zeitchik 

& LaPorte, 2006）。有鑑於此，News 集團開始意識到過去電視台僅倚仗廣告收

入的獲利模式已經改變了，現在的經營趨勢是多平台整合連結（multiplatform），

因此，Fox 電視公司也嘗試利用自家集團的相關資源，發揮跨媒體平台的綜效潛

能。許多研究指出 Fox 端出各式各樣的行銷作法，寄望【American Idol】節目能

發揮行銷綜效來幫助總集團其他產品及企業，例如某位參賽者穿著標印數字 24

的衣服（是 Fox 電視台的影集節目名稱）；安排參賽者獨家觀看即將上映電影的

搶先預告片（Fox 旗下電影公司 20th Century Fox 出品），並在節目中分享觀後

感的橋段；所有參賽者都在 My Space.com 網站設置個人部落格（My Space.com

是 News 集團擁有的網路媒體)），造成該網站造訪率大幅暴增至流量嚴重堵塞

等等，著實替 News 集團相關子企業有所助益（Dann, 2004；Zeitchik & LaPorte, 

2006）。 

2. 營運綜效 

因為【American Idol】勢如破竹的收視成績，Fox電視台利用此節目進行一

些槓桿操作。如策略性地編排時段，曾經將影集節目【24】、19 喜劇節目【The 

Bernie Mac Show】等，特別編排接檔在【American Idol】之後播出，將【American 

Idol】的收視群順勢留續（Carter, 2003）。而在 2006 年 3 月，Fox的另一個電視

頻道Fox Reality推出新節目：【American Idol Extra】，節目定位在分享更多幕後

內容，包括邀請過去幾季的得獎或被淘汰的參賽者回來受訪或是現場回答觀眾簡

訊問題（Dann, 2004；Zeitchik & LaPorte, 2006）。就是槓桿原本節目的內容資源，

包括原節目未播的畫面或被剪片段，以及節目的重要內容資源「參賽選手(人物)」

等，再重新整合包裝成新產品，等同原節目的衍生物。 

                                                 

19 台灣頻道譯作「24 小時反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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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與版權之綜效策略部分，Dann（2004）認為 Bertelsmann 和 19 

Entertainment 兩大集團聯手利用單一產品來銷售其他產品的關鍵，就是品牌化與

版權保護策略。所以，無論在那一個國家播出，換成在地的節目名稱，以及琳瑯

滿目的相關性商品，他們都握有絕對控制權，因為全部都歸屬【Idols】品牌下的

授權產品。 

19 Entertainment 擁有【Idols】品牌三分之二的版權，Fremantle Media 則擁

有三分之一的版權與國際販售的專屬權利。事實上，這兩家集團因為【Idols】的

長尾效益，已經獲得好幾億的營收（Learmonth, 2006）。像是【American Idol】

的節目商機，除了節目版權與製作費外，光是 Fremantle Media 與 19 Management

的收入來源還包括廣告贊助費、所有【American Idol】品牌周邊商品的販賣所得，

加上網站、手機活動與其他合作業者的共同拆帳。 

Fox 認為【American Idol】大舉成功的原因在於「觀眾參與」的節目元素：

相較於過去其他同樣歌唱選秀節目，【American Idol】的差異化是讓觀眾能夠影

響比賽結果，如同選舉一樣。這點便能吸引觀眾對此節目產生高度的興趣 

（Adalian, 2002）。Johnson（2007）在“ Inviting audience in ” 一文中描述此種

將閱聽眾視作一種免費的人力資源（free labor），讓閱聽眾成為節目共同產製者

的新節目策略。而從另一個角度來說，【Idols】類型節目便是善加運用觀眾參與

的這項互動特質，透過各種策略聯盟，整合外部資源，開創了電視節目新的商業

模式。 

因為觀眾的簡訊票選能影響節目內容，讓【American Idol】在美國開啟電視

節目結合手機服務的市場先機，並延伸出許多互動與加值的手機內容（如音樂下

載、簡訊投票等），Fox 電視集團旗下新成立公司－Mobile Entertainment 以及電

信業者 Cingular Wireless，便挾著「American Idol」品牌效應，提供電信加值服

務，從中獲得驚人綜效效益，更迅速提高品牌知名度，同時也讓 Cingular Wireless

因為「American Idol 鈴聲」獨家服務，帶動整體銷售成績，連帶激發音樂唱片業

的新的市場需求（Finn, 2006）。【American Idol】從第五季開始，還增加了手

機影片的服務，在每集電視節目播送後提供立即的選手精彩片段等，由此可見槓

桿內容資源的綜效作法相當多元，端賴媒體經營者的開發應用與其他業者的共同

合作，才能創造魚幫水、水幫魚的「多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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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理綜效 

Bertelsmann 的綜效管理原則是以 BCN 部門來促成跨組織的合作機會，而非

強制要求。Fremantle Media 國際授權部執行長 Simon Spalding 便表示：「其實上

面沒有任何指令規定我們和其他成員進行跨組織合作，但很明顯地，與 BMG、

Random House 等的綜效連結能產生很大的利益，如果集團外部有更好的夥伴，

我們當然會改與外部策略聯盟」（Meza, 2004）。Schulze（2005）等人針對

Bertelsmann 的綜效管理組織 BCN 部門所進行的研究也指出，BCN 在【Idols】

計畫涉入的權責範圍，主要是【Idols】版權的國際推廣，BCN 促進各地區 RTL 

Group 集團相關電視台（直營或合資控股）與 Fremantle Media 的溝通合作，以

及鼓勵 Bertelsmann 其他事業體系的公司利用這個綜效機會。 

至於節目產製的部分，Fremantle Media 懂得節目必須要適應具有不同背景觀

眾的需求，是能夠不斷複製內容與版本的前提條件之一，也就是創意研發的部

分，與之配合的另一重要條件便是組織的產製效能。這背後則有賴於組織在管理

策略上能發揮多少程度的綜效價值。為了維繫【Idols】品牌形象，Fremantle Media

通常會派製作人員到其他各國市場參與製作，確保當地版本【Idols】的節目能延

續【Idols】品牌精神（Learmonth, 2006）。 

Fremantle Media 全球娛樂節目總裁 Alan Boyd 表示，【Idols】節目之所以能

在短時間內系列化生產，得益於「黃金原則」。所謂黃金原則，是將節目產製流

程公式化，從節目的概念架構，細微至鏡頭拍攝的角度、畫面美感的設計等，都

變成一套詳細步驟的完整計畫。然後，再與在地其他製作人員商討，在總體結構

不受影響的情況下，作最大限度的在地化調整（視聽界，2004）。換言之，這便

是管理綜效的策略，合作雙方進行知識、經驗資源的交流與人力資源的共用，以

資源整合的概念進行跨平台的知識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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