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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從平面媒體組織出發探討研擬可能的方案 

 
從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的轉型模式中，我們發現多角整合變革型是三

種轉型模式中比較容易成功的模式，在分析了 Advertising Age 和 AD WEEK，

和美國多家平面媒體經營的數位媒體，受讀者及廣告客戶歡迎的模式，以及七

位專家訪談觀點中，可以歸納出數位時代下平面媒體的轉型策略： 

 
6.1 內容經營策略： 
 
6.1.1 讓民眾參與，成立互動編輯部請讀者一起採訪新聞 
 

現代化的媒體如果能開放空間讓讀者參與，不但能讓內容充滿活力與創

意，更會增加對讀者的吸引力。根據時代週刊的報導，未來下一波的大趨勢就

是「我們」，在網路發達的今天，許多人透過網路可以參與創新的過程，並帶來

巨大的改造的力量(註 39)。 

 

這樣的創新能實現的原因，一個就是網路，另一個是利他主義的奇特現

象。只要有機會，民眾很願意貢獻時間與腦力來讓世界就更美好。過去十年，

網上新聞業製造了不少名詞，最新的一個是「參與新聞學」，也就是一般民眾刊

出自己製作的個人新聞，作為專業新聞的輔助。 

 

目前美國許多報紙已陸續增加「互動編輯」，邀請民眾一起參與採訪工作。

例 如 ， 美 國 華 盛 頓 州 Spokane 城 的 民 眾 非 常 關 心 球 賽 ， 當 地 的 報 紙

Spokesman-Review 報在報導球賽之前，就先從資料庫中選了 100 個讀者，邀

請他們一起採訪報導。這 100 個讀者欣然接收，也為這原本嚴肅的報紙帶來生

氣。該報的互動編輯 Sands，在球場用無線筆記型電腦不時發出簡短的新聞稿，

包括自己撰寫的，以及隨時從電子郵件接收那 100 位讀者的新聞。  

 

Sands 同時和他的同事製作了一套互動的幻燈秀，有每天球賽各種活動的

照片，配以錄製的聲音，像是學校樂隊的演奏片斷。（Sands 說有些樂隊真是槽



107 

透了，但這正是民眾新聞有趣、有草根味的地方。） 

 

另外，Sands 更進一步的為這場球賽使出了怪招，他撰寫一些別的記者看

不到，或不在意的地方，像啦啦隊的女隊員怎樣作頭髮，到哪裏去買冰淇淋（為

贊助球賽的廠商之一），以及如何在德國豬腳上加料。 

 

這看上去有些荒腔走板的新聞，卻引起讀者的熱烈反應，讓 Sands 嚇了

一跳，特別是他的簡短花絮報導（網站上全數刊出，報紙上僅選部份登載。）

讀者傳給 Sands 的報導也有 200 件。Sands 說，這些簡訊花絮，非常受歡迎，

球賽結束之後自己也出名了，球迷、甚至球員都找人講述他們一起採訪的故事，

情況的熱烈是有 21 年新聞工作的 Sands 從未見到(註 96)。 

 

6.1.2 成立民眾新聞網站 
 

目前，美國的新聞業正朝向國民新聞 (Citizen Journalism)的趨勢發展。美

國有些報社、雜誌社也陸續成立民眾新聞網站，邀請一般大眾加入新聞的寫作。

這些新聞網站、甚至編輯部，不僅請讀者大眾表達意見，而且要他們個人的「新

聞」(註 76)。 

 

這件事的背後理論，是一般大眾撰寫的內容與互動，正可以與專業新聞互

補。雖然一般民眾所提供的新聞品質不一，但是固定提供一個民眾參與的管道，

不但可增加民眾對新聞網站的忠誠度，而且一個品質與數量俱佳的讀者參與的

新聞網站，能讓平面媒體重新把流失的讀者找回來；但平面媒體必須要有一個

良好的民眾新聞發展策略。 

 

建議民眾新聞網站的編輯，可以先接觸當地的機構，像是教室、體育協會、

民眾社團、非營利事業，因為這些機構的負責人有責任把活動向大眾宣告，他

們可以一方面發新聞稿給媒體，一方面在民眾新聞網站發表。 

 

西北大學新聞教授、也是學校民眾新聞網站 Goskokie.com 顧問的 Rich 

Gordon 說，不過對一般不屬於這些機構的讀者來說，對這些新聞就提不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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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另一位 IReorter.com 網誌的製作人 Amy Gahran 表示，他認同肯定一般民

眾的新聞撰稿人，是一項有力的動能，對民眾所寫的優質新聞報導給予加強曝

光機會，可長遠提升民眾新聞的品質。Gordon 也說，偶而可以把民眾新聞佳作

刊登在所屬報紙的頭版，撰稿人一旦覺得自己對新聞報導有所貢獻，自然會更

激發參與的動力。) 

 

例如，2005 年夏天恐怖份子攻擊倫敦地鐵，BBC 新聞網就公開徵求現場

以數位攝影或手機照下來的照片與影視，並引用在其新聞中。另外美國的卡翠

娜颶風，CNN 與紐約時報等新聞媒體也徵求一般大眾提供民眾新聞，收到很

多稿件，最後仍與其主流新聞分開處理。We Media 的作者 Chris Willis 認為 

BBC 的作法正確，下一次有重大事件發生，他們會有更好的民眾新聞加入報導。  

 

也有平面媒體認為，他們的編輯可以來教育這些民眾新聞提供者如何撰

稿、如何以文字貢獻社區，或者請一位新聞攝影師講解一些新聞攝影的技巧。 

  

另外，韓國最早創辦的民眾新聞網站 OhmyNews，支付給高水準稿件少許

的稿費。另外也可贈送獎品給新聞佳作；例如每周選出最佳民眾照片，發給獎

品，可以鼓勵更好的照片送進來。Willis 說，要取得最好的內容，必須要對製

作人補償，新聞機構或許可以免費獲得許多稿件，但一些好的網誌，已逐漸被 

AOL、紐約時報、News Corp 等大型媒體所購買，使網上有影響力的聲音有了

價值(註 73)。 

 

6.1.3 加入民眾的部落格 
 

如果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加入社區網誌，可以提升新聞機構在當地的動

能，一群受鼓勵的社區成員，自願的把他們所知、所關心的事寫出來，可增加

媒體在社區的影響力。美國許多平面媒體從 2003 年開始，在他們的新聞網站

上，增加了民眾的網誌。Advance.net 是 Advance 出版集團的網路部門，集團旗

下有多家報紙、雜誌與網站，現正把民眾網誌概念放到兩個地方性新聞網站

MassLive. ocm 與 NJ.com 上實驗；如這概念成功，就會擴充到別網站。

MassLive.com 有六位民眾網誌作家，NJ.com 則有一位。  



109 

 

Advance 並不主持網誌，只是選擇少數的社區有能力寫作的人來加入其網

站，持續寫作個人專精的內容，放到網誌上。重點在加強 MassLive.com 與

NJ.com 的深入報導，同時提供讀者更地方性與個人化的意見。(註 84) 

 

另外，民眾的網誌還可以解決，許多平面媒體網站的新聞不夠及時的問題。 

如果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與網誌結合起來，不但可提升新聞網站的速度，還可

趕上電視新聞的速度。 

 

奧克拉荷馬的 NBC 電視網 KFOR 電視台，女記者 Sarah Stewar 曾採訪

一件殺人案的開庭，她整天在法庭觀察、報導庭上情形，製作午間、晚間與夜

間的電視新聞，但同時也負責 KFOR.com 的網誌，用她的筆記型電腦與手機，

每小時提供文字，如有重大事，隨時報導。 

 

想想 KFOR 電視台用網誌作深入報導，及時提供當地重大新聞，比自

己的電視新聞更有效率，而且是自己的記者利用坐在法庭聽審、或休息的時間，

來寫作簡短但重要的文稿，以最便捷的傳遞方式送出。KFOR 觀眾想要獲知最

新的消息，他們不打開電視機，而是進入網站。 

 

因此當一個重要新聞發生，一位民眾遇上一場大風雪，道路封閉，有人

因車禍死亡，學校與辦公室關閉。這位民眾可以立即在網誌上寫：「今天早上一

場快速移動的大風雪襲擊本城，影響了交通、學校也停課，而且導致幾人死亡。

許多記者正進行採訪，針對這消息，本網誌會不斷更新，歡迎進入本網站獲取

最新消息。」 

 

針對這樣重大新聞發生，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可以把最新的情況，放到網

頁的最上面。這樣的網誌就可以及時更新到風雪發生的每分鐘：從交通塞車到

學校關閉、到市長的談話、到風雪中失蹤的飛機，甚至還可加一個「更多新聞」

的連結，連結到全文(註 85)。 

 

除此之外，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在重大事件發生時，還可以鼓勵民眾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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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傳到網誌上去。英國 BBC 網上新聞曾徵求讀者拍攝美伊戰爭前的反戰照

片，美國 Dollas 晨報網站也徵求過讀者，拍攝到亞倫比亞號太空梭墜毀碎片的

照片。新聞機構可以建構一個大眾圖片儲存區，並公佈如何傳送照片（傳統電

子郵件、影像手機），下一次遇到龍捲風、飛機失事，一些見証的照片一定會大

批送來，供編輯挑選與刊出。這個概念可以用在任何公眾事件上，例如，參與

馬拉松競賽、總統侯選人出現、好萊塢新電影開拍等等。 

 

如果有一個讓大眾傳送照片的地方，那麼除了數位相機的照片，還有手機

也會上傳照片。例如日本一位卡車司機目睹車禍，用手機拍攝了一小段影片，

仍後傳給電視公司，電視公司立即播出，而新聞機構的專業攝影師隨後才到達

現場。（有一支手機隊伍，平面媒體可能不再需要專業新聞攝影師了。） 

 

除了車禍、塞車等枯燥乏味的圖片，如果新聞網站善加運用，再架設一個

塞車與意外事件的行動網誌，照片加簡述文字、表明地點，甚至加上 Google Earth

的衛星地圖，那就有一個即時的交通網誌了。駕駛人上路之前可以先檢視這個

交通網誌。2005 年紐約地鐵罷工時，紐約時報的新聞網站就結合 Google Earth

的衛星地圖，告訴民眾哪個區的地鐵罷工，哪一條路可以通行，想想看，這是

多麼貼心的服務啊。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新聞學院主任 Paul Grabowicz 認為，這樣的作法對

媒體有很大的好處，讓平面媒體把讀者找回到一個屋簷下，當新聞媒體在數位

時代發展之際，讓讀者參與，而不僅是資料的接收者，而是一件重要的事(註

85)。 

 

6.1.4 在社論中加入民眾的聲音 
 

傳統的社論，是平面媒體標準作業的一部份，以一小組人力，有時加上發

行人的意見，試圖對廣大讀者在特定的議題上，提出他們的看法相同。讀者對

社論的反應，通常是在一兩天以後，從讀者來信中選出少數刊載。這種說教式

的新聞學，在數位時代的今天，及違反互動的原則下，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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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論加入民眾的聲音呢？美國西雅圖的智者郵報 (Post-Intelligencer) 

著手展開實驗，成立了一個虛擬社論小組，把社區聲音加入社論的撰寫程序。  

 

每天早上九點社論小組集會，討論哪些題目可以深入研究寫成社論，結果

選出一個題目，然後在網站上公佈，告訴大家明天的社論就是以此為題，而且

今天晚上就可能先在網站上發表。  

 

這個做法是激發對某一課題有興趣，或是對此專業的讀者，可在社論還沒

發表前提出看法，讀者把意見上傳到虛擬社論小組的網頁，撰寫社論的人可在

閱讀這些意見後做為寫社論的參考。  

 

西雅圖的智者郵報社論版編輯 Mark Trahant 說，有些深思熟慮的意見，

確實會影響社論的撰寫，讀者在某一領域專業所提出來的看法，最後可改變社

論原計畫的內容。Trahant 說，他們這麼做的主要目的，在讓報紙的社論製作，

能在同一天內，讓報紙的聲音與讀者的聲音產生互動。他與別的編輯經常把虛

擬社論網頁的讀者意見，以讀者投書方式刊出。 

  

這樣有時效性的加入讀者的聲音，促使傳統平面媒體的社論改頭換面。 另

外，達拉斯晨報是在進行社論會議的同時，就在網誌上持續發表討論的內容，

而不是決定了之後才發佈。有些時候，社論小組在會議中擺明了要聽聽讀者的

意見，反應快的讀者就立即回應，形同參與社論會議，很多時候這些意見確實

影響了社論的撰寫。另一個有創意性的作法，就是網誌，有些社論作者發現網

誌是與讀者更能溝通的工具。 

 

華盛頓州的 Spokesman-Review 報主任 Dave Oliveria 是一位保守的專欄

作家，也是報紙的編輯，為報紙寫社論是他工作的一部份。但除了是報紙社論

小組的成員之外，他有自己的網誌 Huckleberries Online。他每天閱覽多個當地

人的網誌，並加註評語，同時也記錄在當地媒體所看到新聞，然後把這些內容

寫進自己的網誌，於是就收到許多讀者的回應，這些回應，幫助了他撰寫專欄

與社論。他這個表達意見的網誌，每天吸引了大批讀者的互動(註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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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客製、個人化的內容滿足個人的需求 
 

了解讀者的工作與生活：政大新聞系教授陳百齡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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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8)。 

 

與顧客一起成長：例如，美國 homas 出版集團的法規部門，給以法律為

業的人規劃了一系列的出版產品，從學習、研究、執業、管理、銷售，隨個人

在事業上的成長，提供不同的出版產品。另一家多媒體出版業者  Wolters 

Kluwer，也做類似的規劃，在保健的諮詢上，隨顧客年齡的增加，提供不同的

出版產品等客製化及個人化的服務(註 48)。 

 

這些隨著顧客成長，也立即提供適時適切的內容服務，在數位媒體上，比

平面媒體要更容易做到，而且能做得更快又更好。在數位內容網站上，就可以

規劃不同學習階段的閱讀內容，或是發行不同程度內容的學習電子報，當一個

媒體能幫助顧客不斷成長時，這個媒體也會跟著一起成長。 

          

把顧客的需求細分，提升內容的價值，加強與顧客的關係：McGraw-Hill 出

版集團，把建築工程的設計與作業流程整合，細分成許多小的區間，像工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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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尋找專案、初步設計，直到最後成本分析、成品研究等，每一區間提供不

同的出版產品（印刷與網路），給業界一套完整的資訊與咨詢服務。另外，有越

來越多的維修手冊，像是維修複雜機械、船舶控制系統、發電廠，都直接與偵

測工具連接，協助找出問題，同時與零件目錄與採購網站連接，以便於直接購

買。把資料細小的劃分，讓顧客覺得價值增加，自然與顧客關係加深。(註 48) 

 

經常推出各種電子產業研究分析的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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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關鍵資訊變成決策的依據，

是投資人、企業中、高階主管、研究機構或政府主管機關值得省思的問題。換

句話說，如果提供的內容是可有可無，或是在別的媒體上可輕易取得，自然很

容易被淘汰(註 103)。 

 

內容按顧客需求提供隨選服務以及隨選印刷 content on demand、 print 
on demand：只要是讀者有興趣的內容，透過搜尋就能提供閱讀，甚至印刷出

來。現在美國的印刷業已經可以針對不同的人，印出不同內容的宣傳單 Variable 

Data Printing，當然也可以用在內容服務上，同時還在讀者需要的內容旁，提供

相關的新聞或文章(註 48)。 

 

6.1.6 多樣化的軟體傳輸及顯示工具 
 

詹宏志特別提醒平面媒體經營者，要設想無紙時代來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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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5)。 

 

當未來的平面媒體經營者轉型為內容提供者，應該想辦法讓可以傳輸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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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讀者最常用的媒體，都會出現讀者要的內容。例如，手機、PDA、iPod，

讀者閱讀的方式，可以是到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收到的電子報，也可以是電

子雜誌，手機、PDA 的簡訊、iPod 影音內容，及 MSN 這樣的即時通訊軟體。

網上出版市場專家，同時也是 MarketShorpa 發行人 Anne Holland 說：「25 歲

以下的人都玩 MSN 這個玩意，網上出版的未來或許就是即時傳訊。」 

 

例如，美國的流行雜誌 Elle，旗下有一本針對十幾歲年輕女孩發行的 Elle 

Girl 雜誌，最近就製作了一個 ELLEgirlBuddy 軟體摯友，該雜誌社大事宣傳，

讓大家把 ELLEgirlBuddy 加入即時傳訊的摯友名單，再和這些好友通信，結果

造成轟動，大家口耳相傳說，這個電子摯友很酷。 

 

ELLEgirlBuddy 可模仿真人聊天，並快速的回答問題，有人問：「我是水瓶

座，明天我該怎麼辦？」或者問：「妳的頭髮是什麼顏色？」這個軟體摯友都會

立即回答。軟體的設計包括了許多少女常問的事，像是服飾、美容、娛樂等等。

這個軟體也可連結到 ELLEgirl.com 網站，以便在回答問題的同時加一點廣

告，關鍵在回答得十分有趣，所以對廣告並不覺得厭煩(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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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多了一些傳播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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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9)。 

 

 

6.1.7 強化網路新聞的客觀度與可信度 
 

一般人的印象，都認為網上的新聞寫作不夠嚴謹，也較為主觀，因此很多

人對網上新聞抱持懷疑態度。取信讀者的作法之一，就是在記者姓名旁加註電

子信箱，甚至電話號碼，這種公開資訊可方便讀者針對有意見的新聞做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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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美國大多數的記者喜歡這種簡易的公開方式，最近在一個刑事

司法新聞從業人員的論壇上指出，刊出記者的電子郵件信箱與電話實用性大於

干擾性，特別是讀者的回應，有助於幫助記者挖掘內幕，並做更深一層的報導。

當然，當記者報導有錯時，了解真相的讀者會指出錯誤所在。 

 

特別是在紐約時報記者 Jayson Blair 捏造新聞被揭發之後，有人建議所有

經手過文稿的人，不光是記者與編輯，凡校對、審稿人、研究人員、乃至攝影

編輯，都要公佈姓名。這在印刷版報紙上似乎有點荒謬，因為每篇文稿可能要

經手五、六個人，但在網上卻不那麼離譜。報紙的網站，每篇文稿可以「本篇

編輯」連結到另一網頁，列出全部經手人員。 

 

如果新聞網站上規劃一個更正區，不但刊出讀者所指出的錯誤之處，也給

每位記者回覆讀者的空間或討論區。同時可以運用網路的特色，把記者寫過的

文稿，與讀者的意見連結在一起，讓編輯從中檢視報導的正確性，這樣的做法，

可以把紐約時報 Jayson Blair 捏造新聞成為全國頭條之前找出問題來。 

 

網站可以提供無限的空間，如果也刊登記者採訪過程的軼事，會增進讀者

對新聞網站的可信度。一個好例子是紐約時報的 Nicholas Kristof，是位專欄作

家，負責一個「解釋」論壇，他公開的回覆讀者的詢問，也解釋他的採訪技巧。 

 

例如他曾在專欄報導美軍在美伊戰爭中營救女兵 Jessica Lynch 的真相，

Kristof 公佈了他自己的採訪過程，也公佈了紐約時報研究員的報告。對這個專

欄，George Mason 大學的 Steve Klein 指出，Kristof 比在報紙上有限的空間寫

的更多，網上卻使報導的完整性更完美。 

 

下一波的網路新聞製作，應該包含更多的公開意見、回應意見、建議、好

點子、批評，應該公開以前沒公開的事，來恢復大眾對新聞的信任，平面媒體

才能從 Jayson Blair 的陰影走出來(註 89)。 

 

不過也由於數位時代錯誤新聞及不負責謠言充斥，追求數位媒體新聞的客

觀與可信度，有助於數位媒體品牌的建立；如果媒體能維持一貫的新聞品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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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的態度，經年累月所累積的品牌資產，更能獲得讀者的忠誠。 

 

另外，過去媒體被看成是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如果自己本身新聞的公平、

公正、公開、獨立、正確及公共性受到質疑，新聞媒體會失去讓人相信的核心

價值，目前已逐漸消失的第四權未來將會蕩然無存。過去曾受到尊敬、信賴的

報紙、雜誌，也會在轉型的數位媒體時，變成和其他交友網站、影音分享網站

一樣，只有社交和娛樂功能。到那時候，平面媒體轉型後的數位媒體的競爭對

手又多了許多，能生存下去的機率又低了許多。 

 

6.1.8 實用性、重點化、視覺化、趣味化、輕鬆易讀 
 

一個吸引人的新聞網站的內容，應該對讀者要具有實用性、照片大一點、

捲動少一點，如有必要的連結，用隱藏式的，讓整個網頁乾淨、整潔、容易閱

讀。最好的做法是一目了然「don’t make me think」不要讓讀者傷腦筋。但目前

許多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最顯著的缺陷，就是每天的格式都相同。報紙的頭

版，每天依新聞的發生會有不同的編排，但網站的首頁卻沒有變化。大部分的

新聞網站都受限於網頁的框架，把新聞填入，無論新聞性的重要與否，標題都

是同樣大小，絲毫不作調整來反應新聞價值(註 82)。 

 

如果新聞網站針對每天發生的新聞做些變化，不但能增加新鮮感，也會為

讀者帶來吸引力。 

 

6.1.9 多媒體化 
 

過去的平面媒體總是擅長用文字報導新聞，但是對讀者而言，多媒體的視

聽新聞，更具臨場感。因此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如果要跟電視、廣播競爭，

要多用多媒體的方式報導，像 MSNBC、Sun Sentinel、elmundo.es 都有相當不

錯的多媒體新聞展現。為什麼要花錢、花精神做這些事？理由很簡單，因為只

有這種新聞報導方式，才能展現出網上的特質與優勢(註 79)。 

 

想想看，如果地方報的新聞網站上，刊出當地居民所拍的照片，一定會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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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當地居民的造訪，因此讓讀者提供體育競賽、音樂會、公共會議各種活動的

影音圖片，是新聞網站創造閱讀率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 Scripps 報業集團佛

羅里達州的 Naples Daily News，在用聲音播新聞的 Podcast 已經做得很好，現

正提升成專業品質，並在 2006 年 4 月份推出影視。每天的 Podcast 新聞約 15

到 25 分鐘，有天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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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受到社區民眾的

歡迎(註 72)。 

 
6.1.10 在每一則讀者有興趣的內容旁加上相關資訊的提供 
 

用已知的顧客習性與喜好，提供相關的產品與服務。例如 Amazon 書店

在你選購或瀏覽一本書之後，會根據你的嗜好，自動顯出一串「你可能有興趣」

的書，同樣的，內容網站上也可以運用特殊軟體呈現讀者可能有興趣的新聞。

教育出版社 Scholastic 銷售兒童書籍的同時，也銷售與書內相關人物的音樂、

影帶、玩具、遊戲、猜謎、填充動物。通用汽車出售汽車商標給車迷，每年也

有數百萬美元的收入。 

 

6.1.11 用連續性新聞把讀者黏住 
 

新聞網站想跟電視、廣播這兩種具速度感的媒體競爭，必須把新聞的速

度、廣度、鮮度、深度及多元化的背景新聞做出來。例如：華盛頓郵報在 2003

年就成立的連續新聞台，用了五位有經驗的編輯與撰稿人，坐鎮在郵報編輯部

的中央，這個部門雖小，卻快速的重新制訂郵報的運作規則。 

 

2004 年初處理獲三次足球超級杯的前華盛頓「紅膚」隊教練 Joe Gibbs，

即將重返華府回鍋擔任「紅膚」教頭，這條新聞對華盛頓的居民來說，不下於

罷免總統的份量。華盛頓郵報以連續性新聞緊緊抓住了讀者的心 

 

 Gibbs 的新聞在 2004 年初的星期三早上九點傳出，華盛頓郵報「連續新

聞檯」立即開始運作，一天下來，郵報記者在網站的連續性新聞有： 

●撰寫、更新主題新聞稿，事件結束後，體育記者  Mark Maske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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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rnard Shapiro 與「連續新聞檯」聯合報導，撰寫主題文稿供郵報見報

用。 

●體育記者 Maske 在汽車裡利用手機，製作了一段錄音訪談。  

●安排了一段網上現場討論，由播音員、也是前足球明星 Sam Huff、郵

報記者 Gene Wang、與郵報前體與編輯 George Solomon 談 Gibbs 重返

華府的事。  

●製作了一段球迷反映的影片。  

● 除了上述活動，由體育記者 Bill Grant 率領的網站成員，製作了 Gibbs 

教練生涯的動畫單元，一個照片影展，Gibbs 與「紅膚」隊合作的軼事，

以及網上民調、讓球迷說說 Gibbs 回來後所面對的挑戰。 

 

同是華盛頓居民、也是 George Mason 大學網上新聞學教授 Steve Klein 

說，郵報這樣處理這則新聞，無疑的使星期三全天成為「華盛頓郵報天」，雖然

星期三晚上才能把這一報導印出來(註 83)。 

 

6.2 廣告經營策略 
 

平面媒體過去的營收模式，主要是靠報紙及雜誌的廣告及發行收入，轉型

為數位媒體之後，讀者希望在網上看到免費的新聞，當免費閱讀是未來的趨勢，

這些轉型為數位媒體的平面媒體數位內容網站會少了發行收入，如何把實體報

紙、雜誌的廣告轉移到網站上去，會是轉型是否成功的關鍵。 

 

6.2.1 廣告要門當戶對 
 

網路是一個最容易針對特定的人，做特定的廣告的媒體。由於網路有分析

上網讀者的功能，因此現在已有許多程式，能幫助廣告主把適當的廣告刊登在

適當的地方，理論上說，廣告效果要把電視、報紙的廣告效果要精準。除了這

些門當戶對的廣告，現在還有一種運用人工智慧，計算出每位閱讀每則新聞的

讀者，可能有興趣的產品，然後把相關的產品或服務的廣告刊登在旁邊。 

 

不過也要預防不適當的廣告出現，例如介紹旅遊的內容旁，刊登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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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告；當有飛機失事的新聞刊出，原來刊登航空公司的廣告會跟著消失。

Google 的 AdSense 用了不少腦力，來調整廣告內容與網頁內容的連貫性，避免

把不恰當的廣告放到網頁裏，作法完全以邏輯運算，不藉人力，除非邏輯失效

才調整邏輯(註 88)。 

 

6.2.2 設計一個讓廣告自動刊登的機制 
 

讓想登廣告的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登自己想登的廣告。過去

無論是報紙或是雜誌，都需要一個龐大的廣告部門，來承接廣告客戶想登廣告

的需求，這樣的作業耗時費事，而且一定要在上班時間完成，有時也會漏失了

一些有時機性的廣告。設計一個讓廣告能自動刊登的機制，不但能增加交易效

率，會讓廣告營收增加。另外可以設計讓一個廣告可以刊登在多樣媒體的機制，

例如在網上刊登，也在報紙、雜誌上刊登，這樣的廣告，從網路進來較從報紙

系統進來更為容易、快速。 

 

另外，自動刊登廣告機制從網上傳送，可以提升為完全的多媒體促銷，包

括文字、圖片、動畫、語音、影視，傳送後可立即測試觀看、或試映，不但改

變了傳統分類廣告的型態，媒體也藉此增加營收。 

 

6.2.3 金額在一定數字以下的小分類廣告，可以用免費的方式，吸引

客戶上門創造刊登熱潮。 
 

其實一定數字以下的小分類廣告，如果可以不收費，對讀者及廣告客戶都

是貼心的服務，可吸引閱讀熱潮，能創造刊登熱潮，有助大廣告的湧進。 

 

十年前，一位在舊金山 IBM 任職的工程師 Craig Newmark，看到網上許

多人相互幫忙，就起了一個念頭，把自己知道、去過的好地方，用電子郵件告

訴朋友。大家對這個郵件頗為歡迎，也相互回應，後來郵件越來越多，就改用

網站，起名字叫 SF-Events，報導舊金山當地的活動。讀者越來越多，互動的

內容就多起來，大家把找工作、買賣東西、租公寓、交朋友，都貼了上去，頓

時成了舊金山地區的公告欄。1997 年有人要把廣告上傳，Newmark 做了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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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決定，不要廣告，也不要廣告的收益，堅持以純服務社區為目標，網站則以

自己名字的清單、非營利機構為名，稱為 Craigslist.org(註 43)。  

 

據網路統計機構的估算，Craigslist 單在美國每月就有四百萬訪客，許多

大城市裡的人，已經把這個網站當作是日常生活媒介的第一選擇，正如同買書

自然去 Amazon.com 一樣，租房子、買家具、交朋友、各項服務、求才求職，

乃至社區裡動態、藝文活動、讓大家一笑的趣事，都能從中找到。網站不但內

容豐富有趣，而且對互動的結果，都很滿意。有人說，只要一頭栽進 Craigslist，

就出不來了。  

 

Craigslist 有這麼大的吸引力，主要在其社區服務的概念，免費讓大家張

貼這個地區的熟悉事物，分類明確、簡單易找，同時讓讀者直接與張貼人聯繫，

不需仲介，把供需雙方人與人的距離拉近。張貼內容以文字來敘述的方式，也

是吸引人的地方，文字可長可短、敘述可簡可繁，進入網站，相當千萬封信擺

在面前等著你閱讀。雖然都是文字廣告，但每人的敘述各不相同。這比固定格

式千篇一律的枯燥廣告，帶給人的感受絕不相同。也正因為如此，對報紙原已

衰退的分類廣告，卻受這種不叫做廣告，卻又是廣告的威脅(註 77)。 

 

 

6.2.4 有買賣雙方意見交流的分類廣告 
 

現在有越來越多的新聞網站，允許讀者對新聞報導表達意見，這些意見附

在報導的後面，是與讀者互動的有力工具，讓讀者指正記者的錯誤、增加記者

沒看到消息，或者僅僅表達意見。分類廣告如果也這樣麼做那就有意思了。 

 

舉例來說，在汽車分類廣告中，加入買車人與其交易的經驗，評語不論好

壞，對後來的買車人都有幫助。自行車修理店的廣告，也可以加入一些以前顧

客的評語，或是買主向賣主問問題，賣主在廣告裏回應。這樣的活廣告可以一

直延續下去，一定能吸引想買東西的人仔細閱讀，有什麼廣告比這樣的廣告更

有效果呢？特別是免費的分類廣告更適合這樣做，因為既然是純服務，為什麼

不讓服務做得更徹底，而且這樣坦白的交易互動，對讀者來說有閱讀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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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不妨在免費的項目上增加一點娛樂效果，使它不僅是交易市場，同時也變成

社區的娛樂場所。不像現在的平面廣告，一旦刊出就成了死廣告，沒有任何互

動訊息(註 77)。 

 

未來平面媒體所發展的數位媒體，應該運用免費的分類廣告，掌控部分市

場，把分類廣告靜態的文字，轉換成讀者社群動態的策略，把一個枯竭的模式，

在平面媒體在轉型成數位媒體的過程中創造新活力。 

 

6.2.5 創造一個網上交易的評比制度 
 

這幾年報紙的廣告營收為什麼被網路廣告蠶食鯨吞，因為網路上的競爭對

手，完全運用了互動的優勢，來佔據報紙的市場領域。他們奪走了數以億計的

分類廣告營收，如果報紙能和網路做有效競爭，這些廣告營收原本可留在報紙

的。  

 

報紙之所以打輸網路，原因之一是缺乏買賣雙方評比制度，這也是報紙分

類廣告拓廣市場的重大障礙。其實報紙不必開展新市場，只要增加功能來改善

既有的市場領域就行了。  

 

這其中最值得報紙學習的就是 eBay，eBay 以多年所發展的網上社群，及

買賣雙方以相互評比取得信任，使犯罪行為得以監視控管，而買賣雙方又不損

失隱私。為什麼不把這個概念用到報紙上？  

 

保持每一個進入報紙分類廣告網站人的紀錄，建構交易資料庫，鼓勵買者

填寫回應表格，也請賣者在完成交易後填一樣的資料，讓網上交易比面對面交

易更興旺，然後查詢交易的評比資料，買賣雙方如有不滿的地方，有機會修正

自己的做法。eBay 以「榮譽商務交易」稱著，Classified Intelligece 編輯主任 Jin 

Townsend 說，網站在沒辦法徹底消除詐騙，eBay 的確做了一些警察的工作，

來阻擋網上可能的亂象。  

 

另外，Yahoo!Local 這個地域性的商業指南，則是讓顧客對商家，以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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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顆星的方式評比，同時也允許以文字描述來評論。  

 

當你在 Yahoo!Local 查汽車修理店，你會看到前面顧客對這家修理店的評

比與評語，這比印在電話簿上的死廣告好太多了，也比報紙的分類廣告與網站

的分類廣告好很多。每一市場領域都能從顧客評比獲益，試想，如果報紙分類

廣告網站的車輛、房地產、求職各類別，刊登前人對各汽車商、房地經紀商、

與求才機構的評語，那是多麼有趣的景像(註 77)。 

 

6.2.6 委託經營關鍵字廣告的搜索引擎代為銷售 
 

目前 Google 已經把關鍵字廣告經營到平面媒體上了，換句話說，客戶透

過 Google 的關鍵字廣告，可以把網上搜尋的人潮帶到廣告客戶眼前，也開始和

平面媒體合作，把刊登關鍵字廣告的客戶，仲介到報紙、雜誌等平面媒體刊登；

多與相關的廣告代理或搜索引擎合作，有助提昇能見度及廣告營收的增加。雖

然 Google 的關鍵字廣告，AdWord 價位低廉又有效，明顯的逐漸把報紙的分類

廣告，及其他網站的廣告搶走，但是與其敵對，不如加入，一起共同創造廣告

營收(註 88)。 

 
6.3 讀者經營策略 
 

6.3.1 最好是內容全部免費，以吸引讀者上門 
 

只要是你上 Google News 就可以看到約 4000 個新聞網站所搜尋到的新

聞，而且每隔 15 分鐘搜尋一次。這等於是一個免費的全球書報攤。但 Google 

News 所搜尋到紐約時報、洛杉磯時報、或 Guardian 等報紙網站的內容，就不

包括：華爾街日報、倫敦金融時報收費區的內容、TheStreet.com 收費服務內容、

Salon.com 的 Premium 收費訂閱內容。 

 

照這樣下去，以後用網上搜尋引擎查詢新聞的人增多，他們就無從知道還

有許多帶著價格標籤的優質內容。這些收費內容的增加，使得搜尋引擎找不到

的「隱形網路」的範圍增大。對讀者來說，你得知道它們在哪裡的秘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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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對收費的新聞來說，唯一找到的方法，就是從其本身的網站，這真是一個

好的市場定位嗎？許多平面媒體經營者要求讀者為他們的優質內容付費，卻忘

記利用使用頻繁的搜尋引擎，讓大家知道你的高價值內容是什麼，以及在哪裡？

根據統計，Google 約佔網上搜尋總數的 75%，如果你的網站是以人潮流量，作

為吸引廣告客戶的重要因素，少了這 75%的讀者會 Google News 從轉介過來，

對新聞網站划算嗎(註 92)？ 

  

另外一個思考是，內容網站到底是靠閱讀收到的費用比較多，還是完全不

收費靠人潮帶動廣告的收入比較多？這值得經營者思考。 

 

6.3.2 選擇正確的登記模式 
 

絕大部分新聞網站都要讀者登記，以便了解每一位讀者的各種資料，好提

供給廣告主製作更精確有效的廣告。但是試從讀者立場設想，需要註冊才能入

網站的做法，對許多讀者是一種干擾。從首頁點選一篇文稿，所換來的是登記

註冊的表格，雖然有人會填寫，卻也有人立即離開，轉到別的網站。特別是新

聞網站，可以轉到搜尋引擎或網誌，他們的內容完全不需要登記。是否可以創

造一個新聞網站與讀者之間的雙贏局面？ 

 

美國甚薩斯州 Lawrence Jounrnal-World 報的網站主編 Adrian Holovaty ，

就認為比較好的做法，就是別讓讀者註冊。他的機構三個網站，允許讀者無條

件的閱讀，都不需要註冊，直到最近幾年才要讀者登記註冊。這不表示 

Journal-World 拒絕讀者登記，凡讀者的身份與網站的功能關連的時候，讀者就

得留下自己的資料。例如「討論」區，讀者可上傳自己的意見，甚至照片，則

需要註冊。Holovaty 認為，製造一些「酷」的功能，讀者會很願意配合的。 

 

自願與強制註冊的區別，Google 表現的最好。這家搜尋引擎靠廣告的支

持，供給讀者最好的服務，並不需要讀者註冊。但 Google 另外提供必須要註

冊的服務，例如電子郵件 Gmail，不留下資料就沒辦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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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vaty 建議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應採取類似的作法，來提供讀者更好

的服務。如果想獲得讀者的個人資料，可以用不同的方式，從製「酷」功能到

提供給實質的好處。像澳洲雪黎的 Morning Herald 網站，就給自動註冊的人三

萬美元獎金的中獎機會(註 80)。 

 

要多數人自動登記，也許較強制登記花更長的時間，但 Holovaty 要大家

從長計議。強制註冊在短期有效，長期則無異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除非你的網

站讀者是對你的內容有高度興趣，而且沒有別的競爭網站，也許你可以期望讀

者接受立即登記的要求。否則，就要用一些溫和的做法。 

 

美國一家付費的網站 Salon 的關鍵策略，是可從首頁或欄目首頁連結到任

何文稿或展示圖片，並可閱讀文稿前幾段。但要繼續閱讀，就得付費訂閱，或

者是看廣告來換取一日免費証。網站用這個方式，要求讀者登記註冊。 

 

鎖住一些內容，但開放一些內容，不需要登記也能閱讀，如果讀者僅在開

放區瀏覽，他永不會被要求登記。 

 

Morris Communications 就採用這種方式，將一些內容放在登記圍牆之後，

但不是全部。以 Augusta Chronicle 報的網站為例，從首頁連結到地方新聞，就

會被要求登記的畫面阻擋，但連到外電，就通行無阻。其餘像公告欄、高爾夫

新聞、體育資料、分類廣告，也不需要登記。 

 

另一種登記的模式，是讀者進入網站前幾次可自由進出，但在這位讀者的

電腦放追蹤軟體 Cookie，這位讀者第三次或第四次再進入這個網站時，則被要

求登記，然後才能繼續閱讀。 

 

為什麼這樣？因為絕大多數網站經營者需要了解經常性的顧客是誰，但對

偶爾來一兩次的外地訪客沒有興趣，這樣就不必把他們的資料存入資料庫，這

是一種避免登錄一次訪客資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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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種做法是讓新訪客前三次完全自由閱覽，三次以後，每次閱讀全文

時就會被要登記，但讀者可點選「以後再說」，就又可以自由的進入網站三次。

理論上讀者可以一直不必登記而繼續這樣閱讀，但有些讀者會嫌麻煩而登記，

San Diego Union-Tribune 報的網站就是採取這種策略，結果三個月內有 33000

人登記，而且每個月以 10000 到 15000 人成長，現在該網站平均每天有 125000

人上網。 

 

最後一種是精心設計的登記方式，是一種依不同讀者類別做不同登記的做

法。這是 Tacoda 創辦人與 CEO Dave Morgan 的傑作，Tacoda 提供網上廣告

服務，根據網上使用人的行為，分析出特定廣告對象。Morgan 建議先了解網站

訪客，之後再改變登記的方式。從 IP 過濾，至少可以知道他是從當地網站進來

的，還是遠地進來的；如果是遠地來的，盡可能不讓他登記，或是問一些另外

的問題。Morgan 建議依不同類別的訪客做不同登記，除了地址之外，還可以問

他們的生活習慣、年齡，可依此進一步收集到更多的個人資料。這個概念的最

大優點，是把市場範圍以外的訪客，做更恰當的處理，把本地與外地的訪客分

開，可以收集不同的資料(註 84)。 

 

6.3.3 用網站功能來掌握讀者的興趣 
 

和平面媒體相比，網路是一個了解讀者閱讀興趣的一個好工具，因此當平

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時，一定要好好運用這個好用的工具。例如透過點選新

聞及文章的次數，新聞網站的編輯可以知道讀者的閱讀興趣。例如美國 Guardian

網站發現倫敦地鐵遭受恐怖份子攻擊之後，該新聞網站的流量激增，促使他們

的網誌以每分鐘為單位，連續報導發展情況，該網站編輯表示，從流量中我們

知道這新聞是讀者有興趣的。 

 

華盛頓州的 Spokesman-Review 報，也會根據讀者的興趣決定版面位置。例

如一則新聞發燒時，他們會移到首頁的最上面。以色列希伯來文的 Yedioth 

Ahronoth 報負責人 Alan Abbey 表示，他們也不是完全隨著讀者的興趣起舞；不

過會把讀者的統計資訊，作為長期的知識基礎，用來引導新聞網站的長期發展

(註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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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用 RSS 來代替電子報 
 

為了吸引讀者造訪平面媒體的新聞網站，絕大多數的新聞網站都發行自己

的電子報。但是垃圾郵件越來越嚴重，以致於許多人在收到電子信時一律刪除，

甚至有些入口網站的電子信箱，把一次寄大量的郵件，全部當作垃圾郵件送到

垃圾桶中。目前已有越來越多的讀者，訂閱 RSS 蒐集自己所要的資訊，來替代

電子郵件。 
 

目前 RSS「匯集器」(Aggergator)，是用軟體或網站 RSS 出版的內容作介

面，許多做法是用戶訂閱 RSS 的項目，RSS 畫面顯示一條條的標題，用戶點選

之後，才進入存放內容的網頁。這樣的匯集，使各平面媒體機構的品牌喪失，

也無從分辨各個內容的重要排序。 

 

RSS 的另一個問題，要經常去看有沒有新進來的內容，如同檢閱網站一

樣。有的 RSS 軟體可以告知訂戶，有新的資料進來，或達到了預設的條件。

下一波的網上出版系統都會解決這些問題，把 RSS 變得在視覺與圖畫上更吸

引人的產品，如同目前的電子郵件，但沒有垃圾郵件。這個領域的新起之秀，

甚至把這看成是電子郵件出版的替代品(註 86)。 

 
6.4 人才需求與訓練策略 
 

當平面媒體積極朝轉型為數位媒體方面努力時，會有什麼現象發生？二十

位歐洲的業界領袖有以下的看法：一個行得通可獲利的營運模型將會產生。另

外，媒體高層主管將快速更換，懂得網路與媒體結合的人，將替代傳統媒體經

營者。這幾年新聞媒體人事調整的浪潮會持續產生，許多媒體高階主管仍然沈

醉在離線媒體第一的思維，但兩三年內，這批人就會被線上世代的新媒體人員

所替代(註 91)。 

 

全球的平面媒體的衰退，並不是過去兩年不景氣導致，而是核心改變，因

此這個行業必須採取行動。媒體企業要在每一層次整合多樣平台，印刷、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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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主管必須有能力處理所有媒體平台，並整合在一起創造獲利的方

式。 

 

另外，2002 年秋季開始，美國南加州大學要求新進的新聞系學生，要朝

向媒體整合的未來前進。原來打算以報紙為專業的，要必備廣播與電視製作的

知識；原來打算進入電視台工作的，要必備撰寫報紙新聞稿的技巧。這兩種學

生，也都要學習製作網上新聞。 

 

南加大 Annenberg 傳播學院，也許是新聞教育的新面貌，把多年新聞教學

專一媒體的制度打破，與其造就僅有報紙、廣播、網路、或公關一種專長的畢

業生，這所學院要求學生同時學習印刷媒體撰稿、為電視廣播媒體播報，以及

為網上媒體製作網頁，試圖製造出能跨越媒體的畢業生，為新時代的來臨做準

備 (註 95)。 

 
6.5.內部組織重整 
 

在網路剛興起時，幾乎所有的平面媒體在成立網路部門時，都把這個部門

置於整個新聞底下，投資也相當有限。當這些平面媒體發現發行量、廣告量迅

速萎縮時，才開始逐漸重視網路部門，並調整網路在整個組織中的重要度。例

如時代雜誌在 2005 年底大幅裁減平面雜誌的人員，增加網路部門的人員。ELLE 

Girl 結束實體雜誌，把所有人員轉到網路部門工作(註 70)。 

 

詹宏志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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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5)。 

 

有些報紙、雜誌乾脆把平面媒體與數位媒體的業務人員整合，一起銷售平

面與數位媒體。例如美國 USA Today2006 年 4 月任用 Jeff Webber 整合平面報紙

及新聞網站(註 69)。Dow Jones 在 2006 年 2 月也開始把平面部門及數位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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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電子出版部門底下，統一由執行副總裁 Gordon Crovitz 管理。 

 

有人預測，未來可能的發展是，當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之後，整個公

司以數位工具提供讀者、廣告客戶所有的服務時，平面印刷媒體仍然會存在，

不過已經萎縮成一個附屬在數位媒體之下的一個小部門。 

 
6.6.與外部資源的策略聯盟與併購策略 

 
在平面媒體數位化的過程中，運用外界的力量幫助自己快速的數位化，或

是增強優勢是常見的事。例如發行美國商業週刊的麥格羅希爾，透過購併軟體

公司 Capital IQ，將股市資料庫，變成能提供分析，尋找投資方向、合作人脈，

甚至整合工作流程的新平台。和 2000 年相比，這個部門 2004 年的淨利增加了

1.2 倍，賺進 83000 萬美元(約合新台幣 270 億元)。為了做財務金融市場的生意，

他們甚至購併印度專門幫銀行測試系統的軟體公司 Thesys，幫他們發展新平台。 

 

另外，麥格羅希爾，為了提供建築公司簡化合作對象和判斷市場風向的流

程資訊，用資訊服務綁住在全球建築業，2000 年時買下企業內部流程整合的

E-Builder 公司，這個平台分成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一個包括全球六十萬個

建築案的資料庫，第二部分是包括六萬個建商和五十萬買主的交易市集，第三

個部分是利用麥格羅希爾旗下的專業建築媒體，提供即時的產業新聞，第四個

部分則是利用旗下的研究部門和過去累積的資料，提供相關的研究報告，讓各

家建築公司分析自己的市場定位。 

 

Better Homes & Garden 的發行人也購併一家網路廣告公司 O’grady 

Meyers，結合他們的廣告部門，成立為廣告主提供數位服務的部門。因為他們

的廣告部在多次為 P&G、Home Depot 等廣告客戶服務時，發現他們這些客戶

需要資料庫行銷、顧客關係管理等數位化的服務。(註 23) 

 
6.7.營收策略 

 
平面媒體轉型為數位媒體之後，由於網路是個非常快速、有效又互動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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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會由網路主導整個事業體，在事業體中下有印刷部門及多種傳輸工具，並

運用網路的特性與優勢，為自己創造更多樣化的收入。不過其中以廣告收入最

重要的收入，因為向讀者閱讀的內容收費，會影響網站流量，提供免費優質內

容，所吸引的人潮所創造的廣告收入會比內容費多得多。 

 

未來的媒體，會讓讀者決定他如何獲取資訊，然後供應多種格式。所以除

了給讀者每天出版一次的大篇幅報紙、每月出版的雜誌或每天更新的內容網

站，下面是「未來數位媒體」可能的營收方式： 

 

1.出版平面媒體：大篇幅（對開、四開、八開）的報紙印刷版，或 8 開、菊 8

開、16 開的雜誌，有發行及廣告收入。 

2.複製印刷格式的數位版（ PC 或平板電腦用）每天傳送，有發行及廣告收入。 

3.重新編排給家庭列印機列印的格式，每天傳送，有發行及廣告收入。 

4.網站，每天 24 小時（或接近 24 小時）更新，有廣告收入，部分優質內容可

以收費。 

5.電子郵件版本，每天傳送，有廣告收入，如果內容夠實用精采也可收費，如

電子時報郵件版。 

6.針對特定對象的電子郵件提示，每天 24 小時提示，可收廣告費或廠商贊助費。 

7.出租有價值的名單，可向贊助廠商或廣告客戶收費。 

8.RSS 支援，每天 24 小時，可收廣告費。 

9.無線網路新聞提示，供應手機與無線 PDA、ipod 使用，可收內容費及廣告費。 

10.只要是實用又精采的內容，可以讓讀者選擇要付費閱讀，還是選擇先看一段

廣告免費閱讀。 

11.與廣播媒體合作，或自行製作影音內容，在數位平台上播放其影音新聞，可

收廣告費。 

12.整合特定又有價值的內容單獨出售。Tim Carter 是一位全國性連載的報紙專

欄作家，他建構了一個小的生意，用網路及電子郵件出售如何修膳房屋的小冊

子及數位內容，每年營收達一百萬美元之譜。 

13.出售廣告版面給 Google、Yahoo 等搜尋引擎。 

 

6.8.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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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成為讀者心中工作或生活的目的網站 

 
設法整合在你所經營的市場中的所有資源，一起提供給讀者，讓讀者每天

一定會到你的網站上閱讀新聞、學習充電、尋找服務、與同好交流、表達意見、

買東西、賣東西，一上來就不想走。 

 

每一位讀者的時間及精神都有限，而世界上的新聞及內容網站又千千萬

萬，因此讀者不可能到處瀏覽、到處閒逛，當所提供的內容及服務實用豐富精

采，就有機會成為讀者心中的目的網站，而不只是蜻蜓點水的過客，這樣就有

機會經營廣告收入。 

 
6.8.2 在設定的市場區隔中做到最大 

 
如果是提供一般性新聞的網站很容易被取代，因為你有的我也有。如果是

提供特定議題，或針對特定目標對象的內容網站，必須做到該市場中的最大，

否則流量及人潮太少，無法吸引廣告客戶刊登廣告。廣告主刊登廣告是針對目

標對象，找出到達這些目標對象接觸率最廣的媒體。之所以成為最大，一方面

是內容獨一無二，或是即使有同類內容的網站，你的比較精采、豐富，又有免

費的各種服務，功能也最多。 

 
6.8.3 內容相近的網站應該整合以提供讀者一次滿足的服務 

 
台灣圖書館協會秘書長、師大教授陳昭珍表示：經營數位媒體最好成為整

合者，如 EBSCO 是全球學術期刊的代理商，整合了全球學術期刊，一起和全

球圖書館做生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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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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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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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內容網站都有設定的目標對象，但也因為市場被切割得很細，所以

很容易陷入規模有限的困境；對讀者來說，如果要找一個新聞，要上好幾個網

站搜尋，也確實很麻煩。在顧客導向的今天，內容相近的網站應該整合在一起，

讓讀者來一次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內容。例如：商周、今週刊、天下、財訊的所

有內容整合在一起，誰能出來整合，誰就能經營出更大的市場，目前 Google

就是靠整合全世界的新聞及內容取勝，平面媒體經營者也應該趕緊學習這樣的

經營手法，否則縱使手上有精采的內容，也會淪為等著被整合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