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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專家訪談紀錄 
 

時間：2006 年 5 月 5 日 10:00-11:30 

地點：北市新湖 2 路 339 號 5 樓電子時報辦公室 

訪問對象：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 

問：請你談一下你認為，網路時代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應採取什麼樣

的策略？ 

答：目前電子時報的廣告收入佔 50%，其餘是會員及研究專案的收入。電子

時報的會員主要全球關心台灣電子產業的公司或個人，除了電子產業的上下

游，還包含買賣台灣電子產業股票的投資分析師等。 

 

電子時報從創辦開始，就希望做出全球最好的電子新聞，全球電子產業也

關心台灣電子產業的一舉一動。因此我們一開始就發展會員制，透過每天的電

子新聞發送來服務會員。成立一年半，我們就損益兩平了，後來我們推出英文

版，目前請了 13 位外國人，投資很大，虧了 4 年，去年賺了 1600 萬。 

 

目前我們是全球經營，有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簡

體字有 7 個版本，有 1600 個國內會員、1000 位國外會員。雖然中國大陸市場

大，在大宗物資上有發言權，但台灣因為有英文版的電子時報，在全球也有發

言權。 

 

目前電子時報有很好的組織架構，我們經常性推出各種產業研究分析，由

於資深、專業，因此能從 content 上賺錢。例如，我們曾經做過「銳變中的南韓

電子產業」分析，經濟部及新竹科學園區電子業經營者都列為重要參考。 

 

2006 年 1 月 2 日黃欽勇以『資訊的提供與吸收』為主軸，在新竹 IC 之音

進行「科技行腳」的產業觀察做心得分享： 

 

產業媒體對產業要有不可取代的專業分析。知識經濟是未來的主流，擁有

知識的人可以設立標準、掌握市場，成為附加價值最高的創造者；但是如何在

資訊泛濫的時代，捨棄可有可無，掌握不可獲缺、深度的資訊，讓關鍵資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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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決策的依據，是投資人、企業主管、研究機構或政府主管機關值得省思的問

題。 

 

有一次，我在和宏碁前董事長施振榮交流的言談中，問到施董事長是否

有＂每天＂閱讀電子時報，施董事長說：『有』＂。我再問，如果讓施董事長提

前一天就看到電子時報內容，董事長願意付多少倍的價錢，董事長答：『三倍』。

我再問，除了讓施董事長提前一天看到電子時報內容外，再由專人將報紙中的

百條新聞，整理成只有二十條，董事長願意付多少倍的價錢，董事長答：『五倍』。

最後我再問，如果是由社長親自進行重要內容彙整，而不是電子時報的其他同

仁，董事長願意付多少錢，董事長笑著答說：『十倍』。 

 

從上面經驗我們看到兩件事，其一，資訊的價值有其生命週期曲線，如何

以最快的速度將資訊傳達到所需要的手上，是確保資訊價值最大的主要法則。

其二，知識經濟時代，資訊氾濫，因此資訊情報的價值與提供者息息相關，換

句話說，資訊情報的價值與兩極化的社會一樣，也將邁向兩極化，一類情報

（essential 深度情報）價值是另一類情報（nice to have 可有可無）的十倍甚至

百倍。 

 

快速取得深度情報，是決策者夢寐以求的事，不論是投資人、企業中、高

階主管、研究機構或是政府主政者都一樣，但是深度情報卻需要長時間的投入

與經驗的累積。換句話說，雖然大家都希望快速取得資訊，但是重要資訊的產

生可不是一般人經過一兩週的收集與分析即可獲得，而是需要可能多達十年的

經驗累積，加上一兩個月的思考與研究。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可以輕易獲得的資訊，價值通常不高，或者如果資訊

的內容不是站在使用者需求的角度提供，那價值也無法彰顯。基於上面所論，

建立一情報收集體系與分析體系，其實就是從可有可無資訊到深度情報之路。 

 

情報收集體系的整體架構如圖一所示，內容可參考先前所論述的相關文

章，包括【企業競爭情報監控體系（一）】、【企業競爭情報監控體系（二）】、【企

業競爭情報監控體系（三）】與【企業競爭情報監控體系（四）】等。內容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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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資訊的分類系統、電子新聞的來源、Google 新聞情報收集、其他產業情報

收集來源、經濟日報的新聞收集、週刊與月刊與個人情報管理系統等。換句話

說，每一企業或個人，均需利用電腦與網路科技，建立自己的情報收集與管理

體系。 

 

上述情報收集的內容，基本上尚屬可有可無（nice to have）層次，如要提

升到深度情報（essential），就需要有加值的過程。那何謂加值呢？加值者＂客

製化＂與＂打動人心化＂也，亦即站在客戶（情報需求者）的角度上，提供客

戶所需資訊內容，讓客戶利用該資訊快速運用於本身策略規劃與行動方針擬定

上，而相關加值分析的內涵其實就是為客戶進行相關資訊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面向如圖二所示，包括【波特五力分析與專利情報收集】、【波

特五力分析的合作觀點】、【大環境、小環境與科學算命】、【SWOT、PEST 與五

力分析】、【BCG 矩陣與產品佈局思考】、【BCG 矩陣的時間因子與產品生命週

期曲線】與【價值鏈、價值系統、產業鏈與微笑曲線】等。經由外部整體環境

分析與個體競爭優勢分析，企業在 SWOT 分析所需考量因素均可一一納入。結

合上述兩類系統，資訊收集的過程與情報分析的程序均可一一建立，一旦藉此

模式長久累積，深度分析與報導的資訊將可緩慢累積。 

知識經濟時代，掌握企業深度情報是企業最重要的競爭利器。然而，如何

建立情報收集與分析體系卻是需要長時間的經驗與時間累積，在此期望資訊分

析與產業分析人員都能夠藉由自身研究能量的累積，提供具有十倍甚至百倍的

不可或缺情報。 

 
  SWOT 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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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06 年 5 月 2 日 2:3 0~3:00 

地點：南京東路 4 段 47 號 9 樓動腦辦公室 

訪問對象：聯合報數位出版專業顧問那福忠 

問：請你談一下你認為，網路時代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應採取什麼樣

的策略？ 

 

答：平面媒體過去的經營模式已經走到盡頭，採取維護式的創新解決不了

問題，應該要採取破壞式創新，找出過去不是我讀者的人，想辦法把她們的需

求也一併滿足。 

 

這幾年報業受到相當大的衝擊，發行量及廣告量連年下跌，傳統報紙遲鈍

反應，雖然耗費了十年光景，仍未發展出一成熟的營運模式。美國新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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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終於介入，要大家尋找出路。 

 

美國新聞學院由報紙發行人創建於 1946 年，為美國歷史最久、規模最大

的新聞人才訓練發展中心，現在為美國報業的困境，成立了 Newspaper Next (N2) 

專案，以一年為期，為美國、乃至全球走下坡的報業，建構新的營運模式。N2 

專案主要的推手，來自 Innosight 研究機構，而 Innosight 的創辦人，正是哈

佛大學的破壞創新大師 Clayton Christensen 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教授呼籲報紙主管要改變現行的營運觀點，來考慮要

做哪些事，而不是促銷產品。傳統的營運觀點是從產品促銷出發，怎麼樣讓更

多的人讀我的報紙、進入我的新聞網站？N2 則是站在顧客的觀點，顧客最想

要的是什麼樣的資訊，報業如何協助他們來取得這些資訊？ 

 

Christensen 教授提出「把該做的事情做好」(Jobs to be done) 的概念，先別

管推銷產品。如果把市場的策略轉向為要做好哪些事情，就立即發現：市場

比原先大得多，目前市場佔有率太小，真正的對手並不在同類產品之內，而

市場的潛力大有可為，因為龐大的潛在顧客群，還沒有消費自己的產品。 

 

另外美國已經有些平面媒體在發展自己的新聞網站後，也讓讀者付一次

錢，就可以閱讀平面媒體，也能上網閱讀或搜尋資料。當然也有拆開來賣的，

例如紐約時報就將她們知名作家的專來及觀點，彙整成立 TimesSelect 網站，收

年費 50 美元，不出幾個月已經有 27 萬人付費上網。 

 

………………………………………………………………………………… 

時間：2006 年 4 月 18 日 12:0 0~2:00 

地點：敦化南路 PC Home 辦公室 

訪問對象：PC Home 董事長詹宏志 

 

問：請你談一下你認為，數位時代下平面媒體轉型應採取什麼樣的策略？ 

 

答：數位工具一定會越來越普及，電腦只是其中的一種。手機、PDA…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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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有能儲存照片、看照片。因此未來可以讓各種內容在一起傳輸的，可能會

是同一個工具。 

 

現在媒體與媒體之間的區隔越來越小，媒體與通訊之間的區隔，也越來越

不明顯。最近 NCC 困擾的議題是，MOD 電視到底要不要管制？因為如果 NCC

決定要禁止 MOD 電視的話，台灣會被批評是個落後的國家。如果不禁的話，

對同樣是電視的無線電視、有線電視，用原來的廣電三法來管理就不公平。可

是在未來數位匯流的時代，透過網路，台灣的民眾可以看到任何一個地方的電

視，NCC 對電視媒體管理的任何決策都可能是錯的。 

 

平面媒體面對數位時代來臨，早就應該回應了，換句話說報紙是回應得太

慢了，應該在三五年前就要回應了。目前也沒看到台灣雜誌在這方面回應得很

好，大部分雜誌是把網路部門放在雜誌底下，認為網路是個不賺錢的部門，對

網路的投資也有限。 

 

我認為不管是報紙或是雜誌，應該回歸到存在的最原始目的──也就是要

提供讀者服務。當報紙雜誌想要提供讀者更快速、有效的服務，網路是相當有

力量、有效率的工具，而且網路能讓報紙雜誌的服務，超過現有的地理限制，

可以為全世界的人服務，因此網路是個能讓平面媒體變大的工具。 

 

例如，雜誌為讀者提供內容服務、為廣告客戶提供接觸讀者的機會，因此

舉辦活動、做研究、辦展纜，任何和雜誌促進服務社群的知識範圍都應該做，

現在有一個更強大、好用的工具，這對平面媒體經營者應該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網路的連結功能，讓所有人都可以每天相連，可以討論、可以集思廣

益、可以交友、可以搜尋查閱。而且對讀者來說，有需要時就立即可查；對提

供服務的人是，只要有需求就能替供服務 service on demand。例如，雜誌發行

就可以運用網路做讀者調查，精準、快速、免費、可以頻率高，這麼好用的工

具對平面經營者來說是好消息，只是這個工具太好用了，許多平面經營者不知

道要如何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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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雜誌經營者定義自己是經營雜誌的人，未來用什麼形式和讀者溝通會

變得不重要，而是你要服務的人，她們需什麼服務，你都要提供服務。 

 

例如，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有線上、線下服務，兩者區隔的很好。當讀者需

要即時性的服務，華爾街日報用線上服務，例如資料庫搜尋、各行各業即時的

產業分析、產業研究報告….等，因此華爾街日報網站剛上線時，就立即吸引了

heavy user 進來，雖然數位資訊服務的訂費和訂實體報的費用一樣，但是沒有

影響到訂戶的衰退。 

 

原因是華爾街日報的內容，當讀者認為你的內容有價值，能幫助讀者做判

斷與決策，讀者仍會想辦法購買。 

 

另外，美國的創業家 Entrepreneur 雜誌和他的網站也區隔的很好。

Entrepreneur 在雜誌上是根據想創業的讀者希望了解的內容，以專題企劃做深度

的報導分析。他們的網站上，則是以工具性的服務為主，例如：舉凡創業相關

的知識及情報。如創業基本步驟：創業企劃、如何籌資、如何找辦公室、如何

和銀行往來、如何招募人才；經營要項：如何做好管理工作：財務管理、人事

管理、生產管理、行銷管理….等，想創業的人會隨時上網查資訊，也會訂閱雜

誌。這兩個是虛實並存的例子。 

 

另一種做法是要設想無紙的時代，平面媒體如何提供服務給讀者。假如年

齡在 17 歲到 25 歲之間的讀者，已經習慣用 ipod 聽音樂、看圖片，那麼 ipod

會不會成為另一種閱讀器？當許多年輕人習慣用手機和所有人互動，或查閱每

天的消息時，那麼手機會不會成為主要的閱讀器？ 

 

平面媒體經營者應該從報紙、雜誌經營者轉型為服務提供者，而到底用什

麼工具提供服務，應該是讀者最方便、最習慣的工具來考量。 

 

如果我是一個新的投資者，發展網路絕對不是用一個部門的型態來經營，

因為只是一個部門得不到照顧。如果是新公司型態，就必須把這新公司做好，

而且一張紙也不可以印出來，只想如何用數位工具去解決。公司的存活是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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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投入的關注有多少密切相關。傳統的平面媒體經營者應該看開一點，忘掉

出版者原有的資源。 

 

從現在到未來的樣子要想清楚，無論是 PDF 或 Zinio 版的電子雜誌根本沒

有考慮到 user，目前的電子雜誌，只是抵抗傳統閱讀過渡到數位閱讀的一種過

渡型式，雖然 Zinio 仍然保留讀者原來閱讀時翻閱的習慣，但是要遠離雜誌的

本位思考，從第一天就從數位閱讀的方便性思考。未來生產線上遊戲的公司可

能會是線上出版家，因為她們從第一天開始沒有想到過紙張。 

 

目前的知識服務者或資訊服務者，只要對社會有對的理解，要找出新領

域，並不太難。在做之前要和既有的規則打交道，從第一天開始就沒有紙張，

我們可以自創新規則或参與規則制定。現在新領域也沒有擁擠到你進不去，現

在的平面媒體經營者可以思考，以網路時代為環境的出版，或以 3G 時代為環

境的出版，如何產生適合這環境的內容，並有穩定的連結，這市場完全是新的，

是個有意思得不得了的時代。 

 

請問你認為未來市場會有哪些轉變？ 

從 3G 出現之後，許多年輕人的手機不是用打的，而是用看的。中國現在

是 2.5G 時代，就有一半時間看簡訊、問候、笑話、色情，這些都是出版家。他

們給的稿費高，搶走了傳統出版家的生意。英業達不必懂字典，只要請懂的人

來生產電子辭典，就使得英業達的營業額，比出版英文字典的遠東圖書公司的

大。 

買電子辭典的人，只用其中一部分，未來電子辭典的力量還會更大。 

出版家要注意三件事 

1. 不要去想紙的事，應該去想人的癖好。 

2. 要想下一個未來的事 

3. 一開始最好不要在台灣做，要在中國開始，在中國建立基礎，以台灣為槓桿，

擴大到全世界市場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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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 年 4 月 17 日 9:30-10:30 

地點：南京東路 4 段 47 號 9 樓動腦辦公室 

訪問對象：華藝數位藝術公司副總鄭學淵 

問：請你談一下你認為，網路時代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應採取什麼樣

的策略？ 

 
答：1.把網站設在香港，比較方便經營兩岸三地的市場 
    2.透過網路平台，平面媒體不再受立地條件所限，可擴大讀者群及廣告客

戶群，不要忘了中國市場正在崛起，無論是中國的讀者或廣告客戶，都會為雜

誌帶來收入。 
    3.在網路時代平面媒體要建立品牌 
4. 只要你的內容有獨特性、有價值，會有很多單位想和你合作，你自己不需要

投資太多錢。 
 
……………………………………………………………………………………….. 
 

時間：2006 年 4 月 13 日 9:0 0~10:00 

地點：師大 

訪問對象：台灣圖書館協會秘書長、師大陳昭珍教授 

問：請你談一下你認為，網路時代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應採取什麼樣

的策略？ 

 

答：從圖書館採購圖書期刊的觀點來看，目前絕大多數學校圖書館採購的

80~90%都是學術性電子期刊，當學校圖書館預算有限時，會先刪除紙本期刊的

預算以節省經費。 

 

從學術期刊的發展，可以看出資料庫是未來的趨勢。未來這 5 年紙本期刊

會全部不見了。雖然實體的專業雜誌衰退的比較慢，但是續訂程序比較麻煩，

久而久之就會不續訂。特別是對讀者來說可有可無的內容，未來會完全被忽略

掉。因此面對網路時代來臨 

1. 實體雜誌不要太厚，內容、訊息太多會看不完。 

2. 可以用電子報形式先告知讀者有什麼消息，讀者有興趣時在連回網

站。在台灣幾乎所有消息都不收費，要想其他營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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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雜誌一次訂閱就是一年，寄來時是一整本電子雜誌，但是大部分

讀者只要看其中幾篇文章，因此資料庫才是未來的趨勢。 

4. 對讀者來說希望能按主題做全球查閱，因此要做全球經營 

5. 線上交易要簡單安全 

6. 想辦法與 Index 工具連結，在網路世界如果沒有被哪一個 Index 收錄，

就等於不存在。 

7. 最好成為整合者如 EBSCO 是全球學術期刊的代理商，他整合了全球學

術期刊一起和全球圖書館做生意。例如中國期刊網整合了中國的學術期

刊，另外中國有一家代理商，一年賣 5000 本電子書給美國各學校圖書

館。 

8. 要搶先攻佔華文市場，如果被中國的期刊攻佔了，將來只有被整合的

命運。網路世界一定要整合性高，要讓 user 方便。如果 user 來你這只

能買你家的內容，如要買其他家雜誌的相關內容，還要去其他家找，會

很沒有效率。未來如果不整合會沒有路走。 

9. 一定要經營出你自己現在內容的消費群，讓實體消費群轉移到數位內

容去，如果消費群有需求，一定要把需求給實現出來。 

10. 數位與實體可以一起賣。例如你買紙本刊物，我送數位內容，而且在

數位上可以查其他期刊的資料。 

11. 數位化的好處是可以把內容切割，內容可以加值運用，並和相關的內

容結盟，讓 end user 方便。 

12. 媒體匯流的時代不能只做雜誌，目前安源資訊就在做數位內容讓統一

超商去賣。 

13. 有些旅遊雜誌現在在經營旅遊導覽，透過多媒體導覽透過手機，讓旅

遊的人，可以一邊聽導覽一邊做深度旅遊。 

14. Service provider 與 content provider 要合作整合 

15. 不管是什麼載具，讓人印下來的模式一定要有。 

16. 現在已經沒有平面媒體了，媒體就是媒體。 

 

……………………………………………………………………………………… 
 

時間：2006 年 4 月 13 日 4: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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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政大綜合大樓教師咖啡廳 

訪問對象：政大新聞系陳百齡教授 

問：請你談一下你認為，網路時代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應採取什麼樣

的策略？ 

 

答：網路時代平面媒體不一定會死，但會逐漸凋零。不過有些平面媒體會

調整經營方式，平面媒體在轉型過程中除了人口變項，也要注意文化脈絡與科

技的互相影響。 

 

請參考鍾蔚文教授在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55 週年校慶特刊中，以「玩物之

中見創意──以傳播工具為例」發表一篇文章。在文中鍾蔚文教授在「反工具

決定論」中指出物和工具，固然有其核心的物性，但其最終的用途功能，往往

取決於其他因素。如社會文化情境、個人使用工具的能力。正如 Loomes and 

Nehaniv 所指出，根據歷史的經驗，設計者所預設的功能，往往不是使用者運

用的功能。Gibson(1979)所提出的機緣(affordance)最能表達這種非本質論的主

張。 

 

因此平面媒體在調整經營方式時，應該去深入了解 user 的生活或工作習

慣，整理出行動背後的諸多因素，進行取捨與組裝。所以經營的背後是什麼，

應該與社會、文化結合。過去在研究媒體的發展時，大多以閱讀率 readership

等人口變項觀察，少用文化脈絡去看，例如閱讀習慣、閱讀情境、閱讀的目的

與結果，以及個人化。 

 

讀者為什麼不訂閱雜誌了？他們為何疏離？她們朝哪個方向走了？年紀

與科技的使用習慣？ 

 

如果能參考應用心理學家設計新平台給人用，不是侵入性的資料蒐集方

式，看你的讀者是如何蒐集資訊的，考慮到這些人的生活風格，再開始設計平

台。靠過去資料沒有用，要抓住她們的改變。如何看到她們真正的生活樣態才

是 user center design。在設計前先進行質的研究，比較能看到社會脈絡，以及細

緻化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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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06 年 4 月 11 日 11:0 0~13:00 

地點：敦化南路 PC Home 辦公室 

訪問對象：博庫數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薛良凱 

 

問：請你談一下你認為，網路時代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應採取什麼樣

的策略？ 

 

答：手機是隨身時間最長的媒體，越來越多人把手機看成是小型電腦，透

過網路，在手機上閱讀書籍。而博庫數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現在做的就是研究

如何在手機上提供數位內容，例如閱讀書報雜誌、看漫畫…..。 

 

未來數位匯流時代，網路、電訊、電視三網合一，提供有價值的內容的是

個好產業。過去雜誌社出版雜誌或專刊，現在多了一些管道，可以使生產內容

的人收入倍增，自己不需要什麼投資，負責提供數位加值內容的供應商，會想

辦法結合內容生產者一起合作為 user 提供服務。未來一本雜誌可以透過 7~8 種

載體，傳輸給讀者，因此在網路時代，平面媒體應該是機會變多了。以多樣性

迎接時代的多變性。 

 

雜誌有很多有價值的內容，又了解自己的讀者，應該設法把這些讀者經營

成一個社群，並用有價值的內容，及提供折價券或優惠等經營這些社群。而社

群就是資產。 



160 

 

王彩雲  

現  任 ‧動腦雜誌社長兼總編輯（1996.7.1 自吳進生先生接任社長迄今） 
‧動腦傳播公司總經理 
‧2001-2006 台灣廣告主協會秘書長 
‧ 2001-2006 國際廣告協會(IAA)台北分會理事 
‧ 2002-2006 動腦廣告人俱樂部委員 
‧ Clio、倫敦國際廣告獎駐台代表 
 

曾  任 ‧動腦雜誌社助編、採訪、主編、廣告人俱樂部、動腦廣告考察團、講

座企劃、廣告部等多樣工作的歷練（1977.5.1~迄今）。      
‧ 1988 年擔任文大廣告系廣告文案講師。 
‧ 亞洲區廣告媒體行銷刊物 Media&Marketing 駐台通訊員  
‧ 籌組動腦廣告考察團訪問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馬來西亞、

泰國、澳洲、紐西蘭、中國，為台灣與國際廣告界搭建溝通的橋樑。 
‧ 受邀擔任 1992 巴塞隆納、1994 墨西哥坎肯、1996 漢城、1998 開鑼、

2000 倫敦、2002 開羅、2004 北京、2005 杜拜等八次 IAA 世界廣告大

會採訪工作。 
‧ 受邀擔任 1991 吉隆坡、1993 東京、1995 印尼巴里島、1997 馬尼拉、

1999 泰國芭達雅、2001 台北、2003 泰國芭達亞、2005 新加坡等八次

亞洲廣告大會採訪工作。 
‧ 受邀採訪 1995 荷蘭阿姆斯特丹、1997 東京、1999 柏林、2002 年漢

城、2005 紐約等五次世界期刊聯盟 FIPP 國際大會。 
‧ 受邀採訪 2001 年在東京舉辦的世界廣告主 WFA 大會。 
‧ 1990 年到 2005 年主辦北京、上海、廣州、福州、天津、昆明、哈爾

濱、烏魯木齊兩岸廣告研討會共八次 。 
‧ 1998、2005 年、2006 年廣播廣告金鐘獎、2000 年電視廣告金錄獎、

文大明梅策略獎評審。 
‧ 2002~2004 Excellence SOPA Awards for Editorial 亞洲卓越編輯獎評審 

論作發表     
‧ 動腦雜誌中每年台灣廣告產業及媒體產業年度分析報導。 
‧ 1999~2004 連續四年為新聞局出版的出版年鑑撰寫「台灣雜誌廣告的

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