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背景介紹 

一、 「新三中」跨媒體集團 

2005 年 12 月 24 日，由中國時報集團董事長余建新掛名設立的「榮麗投資

公司」收購了原由中國國民黨黨營投資事業握有的中國電視公司、中國廣播公司

及中央電影公司（簡稱「中視」、「中廣」、「中影」，合稱「三中」）20 股

權。隔年，榮麗投資公司將「中廣」、「中影」股權轉售，獨留「中視」自行經

營。21 因此，連同中時較早以前收購的中天電視台，使得中時報系在台灣媒體

的版圖上，進入無線電視，形成跨報紙、雜誌、衛星電視、無線電視的跨媒體所

有權（洪貞玲，2006）。以下分述「新三中」－中時報系集團、中天電視台與中

國電視公司（以中時、中天、中視作簡稱），三方關係的形塑過程。 

 中時 vs.中天 

中天電視的經營權曾經多次易手，最初原為港商于品海之傳訊電視集團來台

創設CTN電視網，共有「中天」與「大地」兩個頻道，1994年正式開播。雖然建

立起不錯的節目品質與口碑，也擁有相當基礎的收視群，但因大舉重金投資卻無

法有效回收，導致不堪虧損（周冠印，1996），便在1997年賣給和信集團經營。

和信集團接手後，頻道表現卻大幅下滑，2000年和信集團放棄經營，以股權交換

的模式22將傳訊電視轉售給當時想建立跨媒體新聞平台的象山集團。23 不過，易

                                                 

20 「國民黨在 2005 年依照廣播電視法有關政黨退出媒體經營的法制要求，於 2005 年十二月二

十四日，在律師見證下訂立「收購股份合約書」，將三中股權隨同華夏投資公司股權全部轉讓予

榮麗投資公司。」（ ） 中央社，2007 年 10 月 27 日

21  「去年五月間，榮麗又將華夏投資信託給律師陳明暉管理，並由陳代表處理中廣與中影股權

買賣事；而中視則由榮麗自行經營。」（陸倩瑤、蘇位榮，2007 年 10 月 26 日） 

22 和信雖僅以當年購價十分之一的六億元，將傳訊電視轉售給象山集團，雙方亦進行股權互換，

和信獲得象山在木喬的 50%股權，共計占木喬 75%股權，成為最大股東，取得台灣最大頻道代

理商木喬傳播的經營權，象山則取得和信的傳訊電視經營權，而擁有中天、大地兩頻道（傳學鬥

電子報編輯室，2000）。 

23 象山集團最早以代理有線電視頻道的木喬傳播起家，2000 年開始企圖雄厚地展開跨媒體平台

建構計畫，並陸續轉投資其他事業，旗下涵蓋房地產、文教事業及媒體公司（象山多媒體、木喬

傳播、中視衛星）。短時間內版圖大幅擴張，經營橫跨電視、廣播、報紙、網站等媒體 （張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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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的中天，實際背後股權結構是象山集團與中國國民黨持股各半（莊嘉台， 

2002），國民黨之中視集團、中影等黨營機構前後參與出資。24

象山集團與中視公司在2000年底共同增資，整併傳訊電視的中天與大地頻道

之後，結合象山集團旗下木喬傳播與中國電視公司在1996年合資成立的「中視二

台」，將三大頻道統整為家族頻道，公司名稱定為中視衛星電視公司（張婉珍， 

2000；谷玲玲，2003）。2001年，象山集團把傳訊電視與中視衛星合併為「勁道

數位電視股份有限公司」（Power TV），並將中視衛星、中天頻道改名劃分為

「中天新聞台」、「中天資訊台」與「中天娛樂台」。「大地」頻道則併入緯來

電視網，更名為「緯來戲劇台」。 

然因經營狀況持續無法改善，財務虧損與經營權紛爭等問題，加上國民黨逐

漸退出媒體經營，決意撤資將黨產出脫，導致象山集團與國民黨先後撤出股權。

2002年，由台灣大哥大董事長孫道存、中時報系集團董事長余建新等七位股東以

個人名義共組的投資團隊，以「榮麗投資公司」法人代表擔任董事來接手經營。

後因其餘股東退出榮麗投資公司董事，余建新便成為大股東和擔任董事長。中天

電視正式進入中時集團經營時代至今（劉德蕙，2004）。 

歷經多次轉手的中天電視，在中時集團入主後，全新整合改版，目前共有娛

樂、新聞、國際、綜合等四個頻道。此外，為了營建跨媒體平台，中時集團亦讓

中國時報與中天電視締結相輔相成的合作關係，以新聞資源共享的方式，為中天

電視節省成本，並創造最大利基（王皓正，2002）。而在母集團資源挹注下，中

天電視的頻道表現，除新聞收視率節節升高，也推出頗具創意的綜藝節目「康熙

來了」和「全民大悶鍋」，頗受觀眾歡迎，已逐漸走出營運低潮（江妍慧，2005）。

短短三年之內，成功轉虧為盈。 

 中時 vs.中視（三中交易案始末） 

                                                                                                                                            

珍，2000）。除頻道代理商之外，尚經營包括平面勁報、廣播Power989 電台；勁財、勁學網站，

以及整合中天、大地頻道、中視衛星頻道之電視家族。 

24 中天電視由國民黨的中視集團，與江道生象山集團旗下的木喬公司共同出資的中視衛星公司

經營。前年十二月，國民黨再由黨營事業機構（含華夏投資公司、中央投資公司）增資六點八億，

加上中影出資一億元，象山集團增資六億元，總資本額達十四億元（萬蓓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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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的落實，立院於 2003 年通過廣電三法修正案，內

容明定政府、政黨不得經營媒體事業，過去投資的部分需在規定時限內處理完

畢。因此依據這項規範，中國國民黨便趕在黨政軍退出媒體最後期限，出脫手中

的「五中」媒體持股，並確定由中時集團接手（林政忠、李盛雯，2005）。25 中

時集團對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的承接意願不高，附帶協商日後由國民黨旗下之中

央投資公司（中投）再花約 3 億元購回，是故中時集團真正涉入的實為三中（中

視、中廣、中影）交易的部分。 

若仔細研究，其實三中轉讓的過程與方式相當迂迴與複雜，因為嚴格來說，

是中時集團董事長余建新所設立的「榮麗投資公司」以新台幣四十億元全數買下

國民黨中投公司旗下的「華夏投資公司」全數股份，亦即中投將華夏賣給了榮麗。

而華夏投資公司本身的主要資產，扣除由中投購回之中央與中華日報的部分，即

為中視（34%）、中廣（97%）與中影(50%）的持股（林沂鋒，2007）。隔年，

原為中視大股東的華夏，以鉅額交易方式轉讓所有股票給榮麗，榮麗公司董事長

余建新因此取得中視 34%股權，成為最大股東。華夏擁有的六席董事也全部轉移

給榮麗指定的代表人。26 至於其餘二中，則因中時集團籌資不易、經營意願不

大等問題，再度轉手易主，27 因此榮麗公司真正擁有經營權者獨留中國電視公

司。 

                                                 

25 聯合報：「國民黨趕在黨政軍退出媒體最後期限，出脫手中的『五中』媒體持股，並確定由

中時集團接手。 ……國民黨副秘書長張哲琛昨 （26）日舉行記者會，宣布國民黨黨營事業華夏

公司握有的『五中』媒體已經出售股權給中國時報董事長余建新設立的榮麗投資公司，整筆交易

金額約 93 億元。 這筆交易的標的包括：華夏公司持有的中視、中廣、中影、中央日報以及中華

日報等所謂的『五中』媒體的股權。 交易內容包括：交易議定價格 40 億元及承接華夏公司約

53 億元的負債。不過，由於協商過程中，榮麗承接中央日報和中華日報意願不高，中投日後將

再花約 3 億元購回。 」（林政忠、李盛雯， 2005） 

26 李盛雯（2006, 3 月 29 日）。＜華夏鉅額交易中視股票 轉讓 58,150 張股票 約 5.23 億元＞，

《經濟日報》，A9 版。 

27榮麗所持中影股份由中投公司出面購回，再轉售予正威集團（董事長郭台強）；中廣股份則轉

讓給前飛碟電台董事長趙少康之「好聽」、「悅悅」、「播音員」、「廣播人」等四家股份有限

公司。不過，中廣、中影的再度轉售，後因牽涉資金來源、經營權正當性等法規層面的因素，故

衍生出其他爭議問題，截筆至此尚未定案，相關單位仍在審理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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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國民黨與榮麗公司之間的這筆交易，遭到諸多批評與非議。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NCC）指出三中交易案涉及黨政軍退出媒體、跨媒體經營、外資

涉入疑義及股權集中等四大議題（韓青秀，2006）。首先，對於中時集團 2004

年停刊中時晚報，面臨虧損的情況卻在隔年大動作收購三中，隨即中廣與中影又

歸還中投另謀買主，使得引起外界質疑幕後動機：三中包裹交易只是利用中時集

團做為國民黨脫產的白手套（洪貞玲，2006）。況且近達 90 億的交易案（包含

40 億收購價與承接負債 53 億），也曾引起是否有外資涉入，幕後挹注資金的疑

義，但後經調查澄清外資疑雲。然而，影響最大的其實是跨媒體經營與股權集中

的問題。 

依據《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第 18 條規定，廣播、電視股份轉讓時，相關

媒體的法人持股不能超過 50%、媒體股東個人持股不能超過 10%，相關媒體之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亦不能成為受讓人。條文的精神是為避免跨媒體集中化的

壟斷問題。因此，華夏擁有中廣 97% 股份，無論是先前轉手給中時、或者二度

易手給買方趙少康，都違反了這樣的法律精神（洪貞玲、劉昌德，2006）。 

另外，第十九條規定廣電事業股權轉讓時，若新聞紙、無線電視或無線廣播

事業之股東持股或與其相關企業共同持股達各該事業總股數百分之五十以上，新

聞局不予許可。此為廣電法對於跨媒體所有權的規範。但此規範權無法涵蓋經營

行為的所有可能樣態，如果投資方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縱令未擔任被購公

司的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但其持股超過一定比率，另行選任法人代表之董事、

監察人或經理人， 則亦可達到控制該企業的目（須文蔚，1998）。學者指出，

業者往往以商業機密為名掩蓋實際持股細節，或以各種間接投資的方式大鑽法律

漏洞，達成跨媒體壟斷之實（洪貞玲、劉昌德，2006）。中時董事長余建新便是

透過轉投資公司接手的方式，以榮麗公司法人代表身份來正當取得中視股權，並

且已獲主管機關NCC以「形式外觀上無違反現行法令」之判核准通過。28

                                                 

28 「《中時》以余建新所投資設立的榮麗投資公司接手中視股權，以規避廣電法令中『防跨媒

體壟斷』規定。惑於這種國內業者習以為常的轉投資與大鑽法律縫隙的手法，主管的NCC在去年

三月間的決議中幾乎是雙手一攤，做成『在形式外觀上雖無違反現行廣電法令，但此議題深值委

員會未來加以重視』的特殊決議。」（劉昌德、洪貞玲，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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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所及種種爭議來看，由於中時董事長余建新擁有榮麗投資公司 99%

之股份，所以雖然名義上是以「榮麗投資公司」控股的身份來接管中視，但顯然

易見地，實質上即等同於「中時報系集團」入主經營。29

中時集團投入電視媒體的營運是傳統報業的一大突破。2002 年入主中天電

視，是其邁向跨媒體集團的第一步。中天電視在三年內即轉虧為盈，同時間原本

自有的平面媒體《中國時報》卻逐年虧損，面臨整體報業市場環境的衰退，2005

年《中時晚報》停刊，更是讓中時集團決定重新定位與進行企業轉型。收購中視

之後，余建新發表未來中時集團的電子媒體佈局策略，將是讓中時報系改造成「中

時傳媒」，《中國時報》轉型「質報」型態，並同步整合中視與中天，朝一個全

新的新傳媒王國發展（吳修辰，2005）。 

2007 年 3 月 3 日，中時董事長余建新對外名正言順的宣布「中時媒體集團」

正式成立，30 中時媒體集團以報紙媒體為中心，水平整合電視媒體、網路媒體、

雜誌媒體及出版媒體等五種媒體，成為同時擁有電影、收費頻道、免費頻道以及

其餘多角化經營事業31 的超級跨媒體傳播集團（參考圖 4-1）。 

本研究以「新三中」（見圖 4-2）作為「新三中」跨媒體集團（中視、中天、

中時）的簡稱，一方面代表原始分屬不同經營權，現全歸屬中時媒體集團旗下的

「中時報系集團」、「中天電視」與「中國電視公司」三方之新集合，另一方面

也象徵此三方在整個中時媒體集團中相互位置的構成，並為整個中時媒體集團主

要在運作【超級星光大道】節目的三股經營主力。 

 

29 「眾人皆知中視已變成中時集團成員，NCC卻無法可辦、無力可管？主管機關消極行事令人

興嘆。」（劉昌德、洪貞玲，2007）。有關三中交易之法規層面問題，不屬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30 「為了因應未來集團事業運作的順暢，以及提升媒體集團產品競爭力，中時媒體集團董事長

余建新 3 月 3 日宣佈，中時媒體集團即日起正式成立；由周盛淵擔任中時媒體集團總管理處總經

理，並兼中國時報發行人。」（方可佳，2007 年 3 月 4 日） 

31  中時媒體集團之關係企業的整合方式是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同時採用，以因應集團的不同需

求：除了前文所述水平整合外，垂直整合以報紙媒體為中心，整合了上游的廣告和下游的送報運

輸。以雜誌及出版媒體為中心，則整合了下游的印刷製版與通路。而以網路媒體為中心的資訊流

垂直整合，則有來自報紙、電視與雜誌的上游資訊，與下游的資料庫及其行銷（孫琦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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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中時媒體集團關係企業  註：本研究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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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新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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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視節目：【超級星光大道】 

本研究先概要陳述有關【超級星光大道】節目的運作背景，有助於認識「新

三中」在此節目的相互角色意義與其他外部資源方的策略關係，以利後續章節

在分析集團整合綜效能理解背後發展脈絡。故採用部分訪談資料作為說明依據。 

（一） 基本介紹 

【超級星光大道】為中國電視公司於 2007 年 1 月 5 日首播的競賽類型綜藝

節目，為中視委託金星娛樂事業公司製作（委製），固定於每週五晚間在中視

無線台首播、週末則於中天娛樂台作重播。節目設計主要由：主持人、評審、

參賽者與觀眾等四大元素構成，內容調性則強調真實、感動與追求夢想，作為

製播概念。每集節目會有不同關卡主題，並採積分淘汰制，最後總決賽脫穎而

出的冠軍者，將可以獲得高達一百萬的參賽獎金、唱片合約及高規格唱片宣傳

預算，堪稱史上最大規模的歌唱選秀節目。 

第一屆開播三個月的整體收視表現並不理想，但在網路開始引起網友的關注

與討論且漸漸累積話題熱度，加上隨著賽事的發展，第四個月收視率開始上揚，

加上媒體的大量曝光和一些新聞事件的發生，使得此節目收視率不斷攀升，甚至

打破過去該時段的收視紀錄，自此收視成績便持續維持在一定的水準。32

【超級星光大道】至今一共播出三屆，每屆賽程為期約半年。第一屆的播出

時間為2007年1月5日至7月13日，共播出27集（收視率最高為7.11，當次節目為第

一季總決賽）。第一名為林宥嘉獲得獎金100萬元。此外，第一屆節目獲得第42

屆電視金鐘獎「娛樂綜藝節目獎」，主持人陶晶瑩獲得「娛樂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第二屆的播出時間為2007年7月20日至2008年1月25日，共播出28集，收視率

最高為6.60，當次節目為第二季總決賽。第一名為賴銘偉，獲得獎金100萬元。 第

三屆的播出時間為2008年2月1日起，第一名獎金提高到300萬。33 首屆參賽選手

 

32 「一個節目要像星光大道這樣，我從事電視工作三十幾年了，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長維持

的，以前綜藝大哥大，有衝過這種高峰，大概一個階段就沒有這麼高了。星光大道平均值維持

在 4，是很高的！」（受訪者D，2008/02/20） 

33 資料參考：Wikia中文台( http://zh.tv.wikia.com/wiki/%E9%A6%96%E9%A0%81 ) 

http://zh.tv.wikia.com/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E9%9B%BB%E8%A6%96%E5%85%AC%E5%8F%B8&action=edit
http://zh.tv.wikia.com/wiki/Millionstar_126
http://zh.tv.wikia.com/wiki/Millionstar_126
http://zh.tv.wikia.com/wiki/%E6%9E%97%E5%AE%A5%E5%98%89
http://zh.tv.wikia.com/wiki/Millionstar_227
http://zh.tv.wikia.com/wiki/%E8%B3%B4%E9%8A%98%E5%81%89
http://zh.tv.wikia.com/wiki/%E9%A6%96%E9%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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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冠上「星光幫」的暱稱，之後則依屆數順序被稱作「星光一班」、「星光二班」

與「星光三班」的稱號。 

在競爭對手方面，競頻同為歌唱競賽節目者，在第一屆時為華視週日8點【快

樂星期天：校園歌喉戰】，後期則於第二屆賽程中段，台視與三立電視台共同推

出【超級偶像】，於台視週六晚間10點首播，其餘密集於週五至週日在台視、三

立都會頻道作重播。相較之下，【超級偶像】因為節目型態風格雷同加上正對有

線、無線播出時段，故較具威脅性。 

1. 生成背景與前製作業 

中視公司經營權易主改為中國時報集團掌控之後，隨即進駐新任管理團隊，

首批經營團隊由中天董事長周盛淵帶領，兼任中視總經理。【超級星光大道】便

是在其任內所推出之綜藝節目，並將此節目視為「新三中集團資源整合」最先試

水應用的案例。另外，中天電視的節目顧問王偉忠也一併請來擔任中視的節目顧

問。中視委託王偉忠34 旗下製作公司：金星娛樂事業有限公司（簡稱：金星製

作），在週五晚間時段開闢一個全新大型的綜藝節目。 

周盛淵就很大力的推動集團整合這件事情，因為現在的媒體，他有一個企圖

心，他希望是把中時媒體集團變成未來最大的媒體平台。這是他在這個集團

上規劃的企圖心，當時周盛淵他推了兩個東西，一個是「超級星光大道」，

一個是中視自製戲劇「豪門本色」，就是這兩個東西。那超級星光大道是比

豪門本色先上檔，是在12月的時候，然後他們是大手筆的，等於是說邀請王

偉忠，大手筆的去製作這個節目。（受訪者F，2008/05/30） 

根據本研究訪談得知，決定推出此節目的最主要原因，在於高層主管認為此

節目的屬性頗為合適讓集團資源整合得以發揮，藉此為其他二中帶來相關效益。

所以，此節目在前製作業時即備受重視，中視不但在軟體、硬體皆動用最好的資

源，並且投入極高成本的製作費用。 

因為那個時候他希望有一個節目能夠幫助「時報」，因為時報又虧了，想幫

助時報，所以那時候他就想，如果在無線來辦個歌唱比賽，那這個是不是需

要很多什麼票選、剪報？所以他想說這一定對時報那些很有幫助...所以他

 

34 王偉忠為金星娛樂事業公司的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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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為很多這樣的想法，而且人家講說這個雖然是個素人的比賽，可是他很

可能會製造一些新聞爆點，很可能多幫助宣傳，所以他在猶豫之間，也經過

王偉忠一再地說服…王偉忠就跟他講，我會去製造新聞點、會製造什麼什麼

宣傳點...（受訪者J，2008/06/08） 

中視他們派出最好的導播，而且超級星光大道的FD是一個導播，不是一般的

FD，是比較菜的導播，他也是作到導播，他願意帶著inter-com在現場作一

些事情，那中視最資深的劉導播來運鏡，所以我知道他們AD也是中視最強的

AD。等於說他們已經出動很大的人力。而且全力配合，Live就Live，Live

的預算多高阿！那中視給最好的棚！（受訪者F，2008/05/30） 

2. 時段放置與重播策略 

由於過去中視在週間（週一至週五）的綜藝節目時段，長久以來收視成績不

佳，故最初決定在此區塊開設新節目。不過，顧慮到綜藝時段觀眾主要聚集於有

線頻道，因此便利用中天電視旗下頻道資源，在中天娛樂台作重播，不但讓節目

有更多露出機會，也能名正言順的在中天頻道強打預告為節目作宣傳。 

當初中時去接中視以後，一直希望有突破，那中視在那時候的星期六、日，

三個綜藝節目，一直都是在所有頻道理最強的…所以六、日是很好的，可是

一到五被打的很慘，一到五簡直就是有線電視的天下，無線已經很難生存

了…所以他們都對中視喔，我們都講「東山再起」…那一定要開在禮拜五，

原來這節目就是要打一到五，中視一到五原本收視很慘，什麼都不行。（受

訪者J，2008/06/08） 

那周總就想，不能打沒有把握的帳，那個時候就來中天節目部，找我、協理

還有經理三個人一起講，他說因為中視要開一個這樣子的節目，可是很擔

心！它如果孤孤單單在中視打，成功的機率搞不好很小，所以我們中天節目

部是不是同意，就是說中天找個時間來重播，希望在這個綜藝區塊裡得到一

個露出的機會，讓人家知道中視有在辦這個節目... （受訪者J，2008/06/08） 

之後因為節目的高收視成績，節目長度也由初期規劃的90分鐘延長至120分

鐘，曾經有的集數甚至延長至150分鐘。另外，中視亦開始挪出其他時段作重播，

中天娛樂台也增加重播的時段。 



 

3. 各集平均收視率紀錄 

收視率 

 

 

圖 4 - 3：超級星光大道收視比較圖 

資料來源：【Wikia中文台】 http://zh.tv.wikia.com/wiki/%E9%A6%96%E9%A0%81  

（二） 行銷策略 

【超級星光大道】節目大規模的利用集團各種資源實行「整合行銷」策略，

節目在中視、中天作前後播出，而有關節目的新聞或訊息便透過新三中的豐富新

聞媒體作宣傳的各種管道，不但在中視新聞與中天新聞作露出或是上其他節目宣

傳，中國時報影劇版更長期釋出版面刊登專題報導。待節目發展愈臻成熟，投入

的資源也與日倍增，各種行銷活動與異業合作接踵而至。如同集結包含無線、有

線電視，以及平面、網路等所有媒介力量。 

除了傳統的宣傳策略外，特別在「網路行銷」方面格外注重，因此【超級星

光大道】每屆都與網路公司合作，量身設置部落格型態的官方網站：由電視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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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內容素材，網路公司負責架設、規劃執行與後續管理。第一屆是由中天電

視公司的行銷企畫處負責，而第二屆開始則轉由中視的相關部門共同負責（公關

室與節目部）。 

（三） 策略聯盟 

由於此節目設定為歌唱選秀型態，因此與唱片公司進行策略合作，由唱片公

司提供獎金與合約簽訂權。【超級星光大道】第一屆是與華研國際音樂合作，第

二屆合作單位則是環球音樂，第三屆則改為由製作單位金星製作提供經紀約，再

行擇選唱片公司簽約。另一方面，在官方部落格網站的部分，【超級星光大道】

第一屆網路公司是與無名小站（尚未被收購）、第二屆是與天空傳媒（yam天空），

第三屆合作對象為雅虎奇摩，實際執行則交由被其併購而納入旗下體系的無名小

站負責。 

中視於每屆固定舉辦「人氣王」簡訊票選活動，計票系統則找電信業者合作。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合作活動案多屬於短期計畫，有廣告代言、商業演出等性質

不一，視各屆情況不同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