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模式分析 
    

4.1 數位媒體的定義 
 

   Baldwin et al (1996)對數位傳播的定義，是將數字、文字、圖形、圖像、聲音，

轉換成電腦可判讀的 0 與 1 的形式，並能編碼、儲存與還原。經由數位化技術，

傳統媒體能以數位化型態呈現，以相同的科技系統儲存、處理和傳輸。 

 

    例如，平面媒體可以電子新聞信、全球資訊網、電子雜誌、電子書的形式呈

現。無線電視以數位電視、網路電視(Streaming Web TV)方式呈現，有線電視以

數位有線電視、付費電視、隨選電視呈現。廣播以數位廣播網路廣播方式呈現。 

 

但也因為數位傳播的定義，是將數字、文字、圖形、圖像、聲音，轉換成電

腦可判讀的 0 與 1 的形式，並能編碼、儲存與還原。因此許多平面媒體為達到更

大的傳播效果，陸續以影音的方式，把內容轉為閱聽人更容易接近的方式傳播，

造成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的區隔逐漸消失。換句話說，在數位媒體上，平面媒體

可以影音方式呈現，電子媒體也多了許多文字。 

 

數位媒體透過網路把全球每一個人連在一起，最大的貢獻是提供受播者一個

參與、互動、分享的機會，使用者不再是被動接受資訊，而是主動的尋找自己想

要的資訊，甚至參與資訊的提供，並與資訊內容進行互動交流與分享。數位媒體

的運算與處理，須透過資訊網路科技才能發揮傳播效能。 

 

雖然透過網路蒐集資訊、閱讀訊息的人口越來越多，但是仍然有一些平面媒

體經營者，沉溺於過去的成功，害怕轉變後的失敗，或是以不變應萬變的態度，

面對網路時代閱聽人閱讀習慣的改變。他們既不架設自己的網站、不發行電子

報，也沒有雜誌電子版。如果想閱讀這些媒體的資訊，只有訂閱或是到書店去購

買。 

 

另一種平面媒體的經營者，雖然也不在數位傳播工具上做投資，但是至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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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入口網站，或是數位媒體合作，將自己的內容免費提供給別人使用。這些

平面媒體經營者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希望透過這些數位媒體的傳播，維持自己

在數位世界的能見度，希望讀者在數位媒體閱讀過其所提供的內容後，能保留對

這個媒體的良好印象及興趣度，甚至進一步購買。 

 

當然也有些平面媒體的內容相當具有價值，有條件將自己所生產的內容當作

商品，賣給需要內容的數位媒體；不過這種情況畢竟還算是少數，因為光是一個

Google News 就搜羅了全球知名媒體的新聞，供讀者免費閱讀。因此能將自己生

產的內容，以有費的方式銷售出去的平面媒體，絕大多數是定位特殊、內容稀有、

觀點卓越、或是對某些閱聽人有別的媒體無法取代的致命吸引力。 

 

另外一種是跟著潮流亦步亦趨的跟隨者：在數位發展上投資不多，但是總能

跟著先趨者的腳步前進。他們雖然不是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先鋒，但是卻

能從先驅者的摸索過程中，找出自己的營運模式。 

 

當網路才剛剛興起時，部份平面媒體經營者就已經感覺到，網路是個強而有

力的傳播工具，也開始研究平面媒體在數位時代的生存之道，特別是經過網路泡

沫化之後，這些平面媒體看到在網路市場此起彼落的各種經營模式之後，逐漸累

積了一些經驗，以小心謹慎的態度，為自己找出一條可行的道路。這其中有可分

為產品延伸變革型、市場開發變革型，及多角整合變革型。 

 
4.2、產品延伸變革型 
 

這一類由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模式，主要是將現行平面的產品延伸到

網路上去，在內容品質上沒有革命性的轉變，只有傳輸方式的不同。 

 

4.2.1 架設自己的新聞網站 

 

把平面媒體的新聞或內容放在網站上，讓讀者閱讀；另外提供線上購買

平面媒體的報紙或雜誌。這樣的網站主要的目的是促銷報份、雜誌，或自己出

版的其他出版物，也希望提供讀者更好的服務，和讀者互動，藉此留住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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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類的內容網站有些同時會爭取廣告，讓廣告主利用另一個管道來接觸消費

者。 

 

有些新聞網站也發行自己的電子報，透過電子報中刊載的新聞，吸引讀者

連結到新聞網站。這種以自己產品陳列在網站上的方式，等於是新聞媒體在網路

世界的對外窗口，也是平面媒體的電子說明書，方便讀者 24 小時查詢，公關、

促銷性質兼具，這應該是平面媒體在因應網路時代最簡單的一種模式。 

 

這樣的網站，在組織上，大多是傳統平面媒體的一個部門，因為沒有賺錢

的能力，所以靠在平面媒體上賺來的錢來養這個網路部門。或者也可以說，平面

媒體因為靠舊的營收模式賺錢，在網路世界還找不出固定大筆收入的模式，因此

也不敢全力投資，使得仍以網路部門的形式，也類似公司的宣傳部門只出不進的

方式，賴以生存。由於這類的新聞網站存在的目的，是延伸母公司的服務，因此

沒有積極對外爭取廣告，或是即使主動爭取廣告，因為內容只是平面媒體的複

製，沒有新意，所有網站流量低，能爭取到的廣告也少。 

 

4.2.2 在新聞網站上增加許多附加服務。 
 

除了提供和平面媒體大同小異的新聞內容外，第二種模式比第一種媒體網站

增加了許多附加服務。例如：過期新聞的資料庫搜尋，提供各種生活情報、可參

與的活動，及讀者對喜愛的文章的個人化服務。例如天下雜誌的網站上，除了有

當期雜誌內容外，也可搜尋他們的過期文章，還有名人演講的影音內容。另外這

些新聞媒體的知名記者，也在他們的新聞網站上開了部落格，讓讀者有機會和作

者及提供新聞的記者進一步交流。 

 

目前許多報紙、雜誌的資料庫搜尋已經開始收費。例如，聯合報、中國時

報的資料庫都是收費資料庫。紐約時報自 2005 年下半年開始將該報的精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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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1)。雖然搜尋內容僅限於自己生產的內容，只要是內容有可讀性，就能吸

引一些讀者上網搜尋，這類網站現在已經有不少廣告客戶在上面下廣告了，但是

和平面媒體相比，廣告收入仍無法完全取代平面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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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媒體的內容網站，除了資料庫開始收費，也有一些平面媒體在賣廣告

時，是結合平面與自己的新聞網站一起賣廣告，這也對廣告營收的提升有不錯的

助益。紐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是屬於這類的報紙。 
 

除了資料庫服務，由於年輕人喜歡用 iPod 收聽音樂，而 iPod 有電子播放

器，影視也可以用這個方式傳播，稱為 Vodcast（Video podcast）。因此運用 Podcast 

與 Vodcast 這些新媒體的格式，也成為平面轉型為數位媒體，在內容發展策略的

一部份，實際上已經有少數報紙、雜誌這麼做了。(註 72) 

 

為什麼要 Podcast？理由很簡單，年輕人花在 iPod 與網路上的時間越來越

多，花在閱讀印刷刊物上的時間越來越少，報紙也必須用數位管道把新聞傳遞給

讀者。運用 Podcast 與 Vodcast 可以直接傳遞新聞，對平面媒體的讀者來說，

是另一選擇，或以影音經驗來彌補平面與網站版本的不足。  

 

例如，英國 The Telegraph 報、美國 Scripps 報業集團旗下的佛羅里達州 

Naples Daily News、田納西的 Knoxville News-Sentinel、北卡州 Greensboro 的 

News & Record 報、一個有 22000 人口的小城報 Naples，及華盛頓郵報都開始用

Podcast 與 Vodcast 這些有聲音、有畫面的工具來直接傳遞新聞。 

 

過去電視新聞、廣播新聞、報紙、雜誌新聞各有各的一片天，如今所有的媒

體都傾全力的運用各種有效率的數位工具，來快速、有效，又個人化的傳遞新聞。

正如台灣圖書館協會秘書長、師大陳昭珍教授所說的：現在已經沒有平面媒體

了，媒體就是媒體。 

 

英國 The Telegraph 報去年年底聘請了一位 BBC 的資深廣播記者 Guy 

Ruddle，擔任 Podcast 編輯，他每天製作一個 30 分鐘的談話節目。Ruddle 自

己擔任主持人，訪問報紙的記者、編輯、專欄作家，請他們談報導與寫作的背景。

談話的內容雖然大部分見報、貼在網站，Ruddle 卻有意製造一些不見諸文字的

內容，給聽眾特別的效果。Ruddle 認為這樣和讀者接觸的空間相當大，以後可

以有自己的製作群，與報紙的記者共同擴大節目的製作。  

 56



 

另一家美國 Scripps 報業集團旗下的佛羅里達州 Naples Daily News，也在

Podcast 傳播上做得很好，現正努力提升專業品質，並在 2006 年 4 月份推出影

視節目。該報推出每天的新聞 Podcast 約 15 分鐘到 25 分鐘，包括天氣、幾則

新聞報導，然後是編輯訪問負責採訪的記者，隨後是體育新聞、幾則讀者投書，

最後是未來幾天社區的活動。據新媒體主任 Rob Curley 說，新聞並不是最熱門

的 Podcast，另一位體育記者的冰球 Podcast 才是最賣座的，下載率超過新聞 

Podcast 的五倍。  

 

平面媒體朝提供影視服務是一件有趣的事，因為該報的記者與編輯都不是

專業播音員，經費也有限，他們用的麥克風是從大賣場花 25 美元買來的，但為

了更專業化，在各節目單元的頭與尾，花 150 美元雇用專業播音員錄製 15 分

鐘，聽起來就頗有專業效果。好在這些專業播音員不另外收智慧財產權，錄一次

可以無限使用。Curley 說，每天的 Podcast 除了專業的頭尾音調之外，至少有

五種不同的音調，讓聽眾體驗到不同記者與編輯報導的真實感。Podcast 同時也

不忘提醒聽眾閱讀報紙、進入報紙網站。  

 

另外一個例子是 Naples 這個僅有兩萬二千人的小城，沒有電視台，最近的

電視台在 40 哩之外，不會報導這個社區內的新聞，所以報導的責任就順理成章

的落在當地的報紙上。Naples 日報為此新添了一組人力，一位有廣播經驗的主

播兼製作人，三名視訊製作技術人員，另外從報紙美術人員中選兩名有製作電視

廣告能力的人，負責廣告製作。Vodcast 與 Podcast 類似，主播讀一段新聞，然

後訪問記者與專欄作者，Curley 說這不是傳統的電視新聞，而且有意的製作成

不同於傳統電視新聞，許多記者、編輯都興奮的想在鏡頭上露臉。Vodcast 在今

年四月上線，而且廣告已經滿檔。  

 

華盛頓郵報網站也是 Vodcast 的先趨之一。華盛頓郵報把網站上精彩的專

題報導與焦點新聞，每天製作成影視節目。郵報也同時製作每週五天的 Podcast，

從報紙中挑選出有價值的新聞，請播音員閱讀。郵報預備在最近幾個月製作更多

的 Podcast 與 Vodcast，一方面和一家廣播電台合作，另一方面是讓網站與報紙

兩部門找出更密切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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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年初，田納西的 Knoxville News-Sentinel 報更進一步推出影視專欄，

稱為 Random This，內容也還包括了影視廣告。這一個影視節目，不用蘋果電腦

的 iTune 格式，但在 Google Video 商店上登錄，希望藉以吸引觀眾，訂閱報紙

的 Vodcast。 

  

Podcast 或 Vodcast 通常是固定的節目，聽眾、觀眾可以訂閱，碰到重大事

件，每天固定會播報新聞事件的進度，事件終了時還有終結新聞，為整個新聞做

回顧掃描。  

 

北 卡 州  Greensboro 的  News & Record 報 ， 就 請 宗 教 作 家  Nancy 

McLaughlin 做了一系列的臨時 Podcast，報導一位婦女把自己的一個腎臟捐贈給

一位不認識的女病人，原因是她感覺上帝要她這麼做。Podcast 的內容是由這兩

位婦女親自講述她們的故事，從如何互不相識進展到器官移植。  

 

對文字新聞從業人員來說，在面對麥克風與攝影機鏡頭大多不習慣，所以

有些報紙會雇用專業的主持人與主播來挑大樑，或是至少也在節目的頭尾採用專

業的配音，節目當中的報導，則由非廣播專業的記者與編輯輕鬆的演出。  

 

從這樣的發展情勢看來，以後報社的記者、編輯、專欄作家，是否要培養

具專業廣播員或電視主播的水準？許多新媒體專家說大可不必，報紙只要維持新

聞的權威性，非專業的「輕鬆」報導，反而更能引起聽眾與觀眾的興趣與共鳴，

這是報紙的 DIY (Do It Yourself) 秀，不必依附在傳統廣播與電視新聞僵硬的規

矩上，反而有像家人告訴你今天發生了什麼新聞的私密親切感。(註 72) 

 

4.2.3、成為內容入口網站： 
 

台灣聯合報、中國時報系旗下都有多份平面媒體，因此，光是在新聞網站

經營上，就可以達到多元而豐富的條件，再加上這兩家新聞網站都經營資料庫

搜尋，還有各式各樣除了內容以外的加值服務，可以吸引較多的人上網瀏覽，

目前這兩家報紙所經營的聯合線上以及中時網科，都是朝新聞入口網站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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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 

 

因為能吸引較多的流量，所以這兩家網站主要的營收都靠廣告，目前聯合

與中時新聞網站廣告營收每年成長，與聯合報系、中國時報旗下的幾份報紙廣告

收入連年下跌的情況比較，未來中時、聯合可能母以子貴。這兩個網站如果順利

的將兩報一年 20 多億的廣告營收，轉移到自家新聞網站上，也可能為沒落的報

紙媒體找到了一條生路。 

 

除了廣告營收，資料庫經營也是一個重要的收入。目前聯合報系的聯合知

識庫，除了靠過去 40 多年累積的新聞資料庫，有不錯的收入外，也觀察到讀者

對其他知識的需求，除了有該報系旗下的四報一刊的內容，這兩年也陸續結合報

系以外的媒體，例如，動腦雜誌及科學人雜誌的資料庫內容，增加聯合知識庫內

容的多元化，一起販賣給讀者，銷售成績不錯。 

 

特別是聯合線上目前的正籌備上櫃上市，如果上市順利，會為聯合報帶來不

少大眾資本，以解聯合連年賠錢的惡夢。 

表 4-1 

 

2005 台灣網路媒體廣告量統計表 

網站名稱 2005 2004 成長率 其他 

Yahoo!奇摩 17.54  10.50  67.05% NA 

MSN 3.80  2.30  65.22% NA 

Yam 蕃薯藤 3.22  2.80  15.00% 36.2  

PC home Online 網路家庭 2.29  2.10  9.05% NA 

China Times.com 中時電子報 1.52  1.26  20.63% NA 

聯合線上 udn.com 1.46  1.35  8.15% 0 

Hinet 1.30  ─ NA 

ET Today 0.80  1.04  -23.08% NA 

合計 31.93  21.35  49.56%  

2006 年 4 月動腦編輯部製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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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平面媒體與網路媒體根據特色分工 

 

雜誌和其他媒體相較，比較能對讀者關心的議題做有系統的深入報導、分

析，網路媒體的速度、互動特色則能補雜誌的不足。美國的創業家雜誌

Entrepreneur，在雜誌上是根據想創業的讀者希望了解的內容，每一期以專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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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平面媒體及內容網站各有各的內容，因此不但同時能滿足閱讀平面媒體

及數位媒體的讀者，而且這兩種媒體工具還能功能互補，並為讀者提供更讓人滿

意的服務。和其他從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媒體比較，許多讀者在數位媒體

閱讀就已經滿足，平面媒體成為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的媒體，美國的創業家雜誌

Entrepreneur(註 104)在平面媒體及數位媒體的經營方式，堪稱為從平面媒體轉型

為數位媒體轉型的典範。 

 
4.2.5、發行同樣內容的電子雜誌、用電子紙發行報紙。 

 

另外，也有雜誌除了發行平面雜誌外，另發行和平面媒體一樣內容的電子雜

誌。這種以 PDF、Zinio 軟體所製作的電子雜誌，用電子郵件寄送，快速、成本

低，又有影音多媒體內容，同時還有翻閱平面雜誌的感覺，現在已有成長的趨勢。 

 

為什麼要閱讀電子雜誌？不外兩個理由。一是國際性的著名雜誌，外地運

寄耗時，運費昂貴，電子版雜誌用電子郵件寄送，隨寄隨到，有時效的優勢，而

且一般價格多比印刷版略為便宜，所以有相當大吸引力。二是把印刷版雜誌加

值，動畫、音樂、說話、影片、連結，在印刷版辦不到，但電子版卻做得到，相

當於把雜誌轉形成另一種新興的媒體。 

 

不過有學者指出，這種形式只是讀者從閱讀平面媒體轉為閱讀數位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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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度產品，是因為讀者不願完全放棄過去紙本雜誌的閱讀行為的依戀，因此有這

種既像平面媒體的數位版雜誌，又能享受速度、影音閱讀的類平面雜誌。 

 

如果就讀者的資訊需求而言，這種需要收費，閱讀範圍又僅限於某一本雜

誌模式的經營應該不會長久，因為未來有太多內容網站提供的內容是免費，又能

廣泛搜尋、閱讀，同時還有其他五花八門的附加價值及功能，這種電子雜誌顯然

不是那種多功能、免費內容網站的對手。 
 

除了雜誌有了電子化的新工具外，目前e-Ink、LG. Philips等公司正研發的報

紙電子紙，也為平面媒體提供了發展新空間。2005 年下半年，就有公司陸續推

出電子紙，USA Today等報紙也嘗試試用，看看這種新科技是否不但能為報紙找

回流失的讀者，更為平面媒體的廣告提供另一個新契機。(註 42) 

 

e-Ink 是公司名稱、也是產品名稱，雖然都叫「電子墨」，實際是把「電子

墨」夾在透明軟性薄膜中的「電子紙」，輕軟可彎曲折疊，由電子墨所「印出」

（顯示）的文字與圖畫，靠外界可見光的照射閱讀，所以類似紙張。 

 

與普通紙唯一的不同，是普通紙僅能印刷一次，電子紙則可擦掉再「印」、

重複使用。e-Ink 研發這一技術多年，從簡單的概念展示，進展到今天可商品化

的程度。  

 

e-Ink 兩年前與 Sony 合作，在日本推出 LIBRIé（義大利文「書」）電子書

閱讀器，其明亮度與黑白對比優於同類產品，當時獲業界好評，但不是標準的尺

寸規格，所以僅能用在特製的電子書閱讀器上。電子紙雖然是軟的，還要架在電

子書硬底上，所以僅是一個省電的閱讀器，電子紙的「軟」功仍不能發揮。這次

以軟鋼膜作底，才真正做到了軟的電子紙 。 

 

e-Ink 執行長 Russ Wilcox 對他們的進展很是自豪，說新的電子紙顯示器，

在厚度與重量上，比現在玻璃底盤的顯示器少了 80%，而且是軟的，可捲起來

放在口袋裡、包在手機外面，或是像報紙一樣丟在公事包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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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k 首先看到的是用在行動設備上，因為能隨時更新資訊、顯示各類清

單、展示動畫，對行動設備的持有人就非常便利，黑白彩色畫面的轉換也很容易，

所以在行動設備使用介面上，就有相當大的設計彈性。 

 

電子紙一旦開始商品化之後，由於可隨身攜帶、隨時更新電子紙上的內容

及廣告，事實上是一個可隨身攜帶的報紙新聞網站，或雜誌內容網站，不但能重

新把報紙雜誌失去的讀者找回，更能為平面媒體的經營挽回一些市場，相信也會

帶動其他媒體的革新。 

 
 

4.3 市場開發變革型 

 

4.3.1 結束平面雜誌，將所有服務移到網站上滿足讀者的需求。 
 

例如去年廣告頁數成長 50%，有費發行量也成長 17.9%，在美國經營得相當

成功的 Elle Girl，在 2006 年 4 月初宣布結束 Elle Girl 雜誌，轉往網路上為讀者

服務。(註 70) 

 

Elle Girl 雜誌這樣做震驚了美國平面出版業，因為要將原本很賺錢的模式徹

底顛覆，改為還很陌生的模式，要冒相當大的風險，不過根據 Elle Girl 雜誌表示，

他們的讀者是 12 歲到 18 歲的年輕女孩，這些女孩在下課後每天花 3 個多小時在

網路上，而且每一年從小學生成長為中學生的青春少女，他們對網路的接觸時間

越來越多，他們不但在網路上閱讀、在網路上和朋友談心、在網路上學怎麼穿衣

化妝、也在網路上學習如何長大成為女人。 

 

Elle Girl 雜誌預估，平面媒體會隨青春少女的閱讀習慣轉變，Elle Girl 雜誌

發行量及廣告量都會快速下滑，現在立即轉型是吻合市場發展趨勢，至少也能破

釜沉舟的把過去所依賴的經營模式徹底破壞，好以全副精神面對網路時代數位媒

體經營的各種課題。Elle Girl 雜誌結束平面媒體全部轉型為數位媒體，除了希望

留住原來的讀者，也希望開發出以網路為主要資訊來源，原本不是 Elle Girl 的讀

者，而開發出另一遍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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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提的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幾種模式，大多是針對平面媒體的原

有讀者、廣告客戶，多提供一項數位服務；換句話說，是在既有的市場上，強化

服務的速度與效率。另一種模式最吸引人注意，也是全美國報業經營者正翹首期

盼的──破壞式創新模式。(註 40) 

 

 
4.3.2 超越原來顧客，把非客戶也變成客戶 

 

今年 2 月初，美國新聞學院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成立了 Newspaper 

Next (N2) 專案，這個專案的大頭腦，來自Innosight研究機構，而 Innosight 的

創辦人，正是哈佛大學的破壞式創新大師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他以一年為

期，希望能為美國報業建構新的營運模式，也為平面媒體尋找出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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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聞學院在介紹 Newspaper 2 專案的研習會裡，針對九十位報紙高層

主管呼籲，報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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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報紙轉型為數位媒體的營運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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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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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半的 N2 研習會，主要是讓報紙的高層了解「破

壞式創新」怎麼樣的影響報業，同時要如何樣發展出自己的破壞式創意，研習會

是 225 萬美元 N2 專案的一部份，專案預期進行一年。  

 

在研習會裡 Christensen 教授說，顧客「雇用」商品與服務，為的是要把

事情做好，所以關鍵在找出顧客想要把哪些事做好，而報紙又如何發展出比現在

好得多的解決方案。例如，顧客可能要「雇用」報紙，在單獨用餐或等飛機的時

候作伴，或者是「雇用」報紙取得當地的資訊；但在每一種情況，報紙都與其他

媒體，以及另類對手如 iPod 與手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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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 教授強調，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各行各業，百貨、航空、汽車、

鋼鐵，都遭受到這類的破壞。成熟的主流企業如果不思索對策，市場逐漸流失給

新進的對手，這些新手雖然是小型、僅提供低階產品，但低廉的價格與使用的簡

易，讓他們佔盡優勢。  

 

Christensen 教授提出「要把事情做好」(Jobs to be done) 的概念，先別管推

銷產品。如果把市場的策略轉向，是為了要做好哪些事情，就能立即發現：市場

比原先大得多，目前報紙的市場佔有率太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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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sight 的另一位主管，也是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教授 Clark Gilbert 說，報

紙媒體要為廣告主著想，替廣靠主做好哪些事，但目前報業並沒有做好這件事，

所以競爭對手趁機而入。其實廣告主要的很簡單，單一窗口、每家報紙刊載的大

小一致、好的服務、以及衡量廣告功效的方法。這些報業做的不夠好的事，競爭

對手卻一點一滴的做到了。  

 

破壞式創新的一個重要概念是「非消費者」(Non-consumers)，也就是不消

費你的產品或服務的人，這些人既不讀報紙，也不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是與報紙

隔絕的一群人。Gilbert 教授說，對這些不是我們的顧客，反而要比對我們的顧

客更要在意，因為報業遭受到的許多破壞，都來自報業以外，而報業的競爭對手，

正為這些不讀報、不登廣告的人製造的商機。  

 

這群非顧客，與平面媒體的營運模式息息相關，新的營運模式，應該圍繞

這些非顧客。成熟的企業，多是圍繞在使其成功的資源與價值上，這一營運模式

導致心態保守，因而喪失嘗試創新的動能。 

 

但加強原來的營運模式，解決不了問題，像是把報紙的分類廣告上網，並

沒有改變報紙的營運模式，也不會增加收益；發展一樣新產品，讓從不在報紙網

站刊登廣告的網路廣告代理商想把廣告安排過來，就能改變營運模式了；只是這

一創新，極可能破壞原有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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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專案成立了一個 Disruptive Innovation Advisory Program，以破壞式創

新的方式，對三到五家美國報紙實驗，被選中的報紙，將接受為期四個月的「破

壞」顧問與輔導，包括與 N2 小組成員兩整天的研討，與每週的會議與進度檢

討。同時也邀請所有報紙同業提供「把事情做好」的清單，來作為 N2 實驗的

參考。想接受「破壞」的報紙，需要在三月一日前報名。許多人 對 N2 寄予厚

望，因為這是從紮根做起。這些學者認為了解了破壞式創新之後，才知道報紙的

網路化、數位化，都不是重點。  

 

目前絕大多數的新聞網站，都是由傳統的報紙及雜誌所衍生創立的，當今

只有幾少數的新聞網站，是一開始就在網路環境下提供讀者服務，整個經營是獨

立存在，並不是從某個平面媒體轉型過來。例如：台灣第一個網路原生報明日報，

雖然以在兩年前結束營業，但是明日報的個人新聞台就像是目前風行的部落格一

樣，吸引了部分有發表慾的讀者。 

 
4.4 多角整合變革型 
 

大部分的平面媒體所提供的產品是資訊服務，以及因為這些資訊有吸引力

所吸引而來的讀者群，所帶來的廣告服務。網路時代許多網路工具方便好用，又

經濟有效，因此使得過去僅做資訊服務的平面媒體，開始多角化發展，提供資訊

以外的服務，滿足讀者其他方面的需求。 

 

PC home online 網路家庭董事長詹宏志表示，不管是報紙，還是雜誌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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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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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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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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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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珍訪談) 

 

美國的行銷傳播專業刊物 Advertising Age 與 AD WEEK，在轉型為數位媒

體的模式上，現在都屬於多角整合變革型。這兩份平面媒體在剛開始轉型為數位

媒體時，也是先將平面媒體的內容移轉到數位媒體上，是產品延伸變革型。 

 

後來發現這樣對讀者的吸引力不夠，數位媒體的閱讀流量不夠大，無法吸

引廣告客戶的大量投資，於是開始轉變為由一份電子報，擴增為多份到達不同對

象的電子報，開發出新的市場。網站內容也開始追求速度，只要是記者採訪回來，

立即在網站上發布，同時也編輯成針對特別對象發行的電子報每日發送。遇到有

重大事件發生，新聞網站除立即刊出最新動態，電子報也立即發送，因此常有一

天發出多次電子報。 

 

換句話說，過去是平面媒體使用過的內容，再交由網站或電子報使用，現

在是為數位媒體採訪寫作。在數位網站、電子報上，Advertising Age 與 AD WEEK

都呈現了美國行銷傳播界的最新動態，提供讀者免費閱讀，吸引了過去不是讀者

的讀者。在付費購買的平面媒體上，Advertising Age 與 AD WEEK 都有深度的

產業分析，留住對深度分析有興趣的讀者。在數位媒體上則是以提供訊息的速

度、資料搜尋及互動作為競爭優勢。兩年前 Advertising Age 與 AD WEEK 在轉

型為數位媒體的模式上，已脫離產品延伸變革型，演變成市場開發變革型。 

 

4.5 漸進式的階段性轉型模式 
 

這一年多來，Advertising Age 與 AD WEEK 又逐漸朝向多角整合變革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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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這兩本雜誌過去是只出版雜誌、叢書等平面產品，現在不但有數位媒體，還

因為數位媒體的帶動，而經營人求事、事求人的行銷傳播專業人力銀行，內容資

料庫、產業指南資料庫經營，從過去經營的媒體事業，走向為所服務的對象提供

多元化服務的多角化經營。這種多角整合變革型使得 Advertising Age 與 AD 

WEEK，從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過程中，所帶動的多元化收入，讓轉型的

成功率又增添了幾分。 

 

許多平面媒體在面對網路時代的衝擊，在轉型過程中，大多會先採取安全

保險的做法，採產品延伸變革模式，然後停留在這階段觀察同業的做法。也有的

在觀察一段時間後，循序漸進慢慢摸索朝市場開發變革模式、多角整合變革模式

發展。但是現階段已有越來越多的平面媒體，認清採取產品延伸變革模式，在數

位媒體時代要成功的機率越來越小，在決定轉型初期就立即採取市場開發變革模

式、多角整合變革模式，搶佔市場先機，避免被淘汰的命運。 

 

因此，平面媒體在轉型為數位媒體所採取的轉型模式，許多媒體並不是選擇

一種模式後斷然的執行，而是有階段性摸索測試過程。目前絕大多數的平面媒

體，與平面媒體所開創的數位媒體間的關係，一開始是在經營平面媒體時，同時

附加經營數位媒體，平面媒體經營規模大、營收高，數位媒體規模小、營收少。

當數位媒體逐漸壯大，甚至閱讀流量和平面媒體旗鼓相當時，平面媒體和數位媒

體是屬於虛實共生的策略。 

 

因此很多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過程中，是採漸進式的階段性轉型，在

所提供的新聞或內容產品，也是一部分採產品延伸轉型模式，另一部分是市場開

發，或多角整合變革型。常常是這三種模式同時存在，相互為用，只是運用程度

上或幅度上的不同。例如，將即時性、新聞性強的內容，在數位媒體上隨時以多

媒體影音內容更新，緊緊抓住讀者的視線。平面媒體則以深度的專題報導來吸引

讀者。廣告部門同時經營平面媒體與數位媒體，一起把廣告賣給廣告客戶。同時

多角化的設計、創造顧客有興趣的商品，運用數位媒體來服務顧客。等到當數位

媒體更能滿足讀者的所有需求時，媒體經營者會採取由數位媒體取代平面媒體的

換手經營策略，例如，美國幾家針對青春少女發行的雜誌，如 ELLE Girl 已結束

平面媒體轉為數位媒體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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