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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相關理論 

第一節  國際傳播理論 

一、國際傳播的定義與重要性 

一般認為，傳播就是信息的流動過程。而國際傳播，顧名思義就是國

與國之間的訊息傳遞，凡是跨越國界、語言、種族、思想與文化間的訊息

傳播都可視作國際傳播的一種行為。「國際傳播作為傳播的一種型態，在

普遍意義上的定義也應當可以從傳播的廣義概念中推導出來，亦即：國際

傳播就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信息流動。」 

另外美國傳播學者 Fortner（1993）在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一

書中亦指出，國際傳播通訊就是指任何超越國界的傳播通訊，也就是跨越

國界或跨國的傳播通訊。另外我們亦可將之定義為：「跨越兩個或以上之

國家社會體系的訊息交流」，而此訊息交流則指「透過個人、團體、政府

或科技而轉移的資訊及數據」。至於研究國際傳播的國際傳播學就是研究

國與國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訊息交流。 

對身處在地球村的現代人而言，每天透過傳播媒介的所見所聞，其實

都與國際傳播脫離不了關係，雖然很少人會去留意國際傳播在生活中所扮

演的角色，但是一旦國際傳播失去功能，馬上就會陷入資訊的恐慌中，尤

其在全球密集接觸，各種經濟、政治影響環環相扣的現在，這種感覺更是

深切。大部分的人都認為自己國家的任何作為，別的國家都會瞭解。如自

己國家總統的演講、貿易赤字等問題，別的國家也會做詳盡報導，全面解

釋事情發生的前後經過。而這些事情就是每天藉由各國的駐外記者，透過

國際廣播或是衛星電視等技術，將世界所發生的種種報導到其他國家。 

世界上諸如美、蘇等強權國家，早已體認到宣傳和資訊，皆可視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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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一種，他們早就致力於國際傳播活動，例如透過對外廣播、報刊、出

版服務等。而第三世界亦開始體認到控制大眾傳播來源通道之重要性。再

者如歷史上的幾次重要戰役，國際傳播也都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也更加

強國際傳播無法與政治、外交脫鉤的事實。透過現代電子媒體的國際傳

播，大眾可即時目睹發生在遠方他國的戰爭。也因此各國政府更加體會掌

握國際傳播和輿論的重要性。 

二、國際傳播的目的 

1947 年，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出版民族溝通（Peoples Speaking to 

Peoples）一書，說明戰爭之根源，係由於政府控制新聞媒介，製造誤解，

而世界和平之維護，則有賴民族間之自由溝通。在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才

剛結束不久的時空環境裡，國際傳播的絕大部份任務仍舊是在傳遞各個國

家的政治與外交訊息，溝通與瞭解的成分微乎其微。 

國際傳播的發軔與國際政治、外交有關，而目前國際傳播的首要任務

仍舊是政治。世界各國都將政治宣傳工作列為國際傳播的首要位置。李萬

來（1993）在電視傳播與政治一書中更直言指出：電視廣播與國際政治之

間的關係不外乎外交象徵與示意作用；傳佈自由訊息，凸顯共黨政權暴政

以及傳遞國際戰爭中國家實力形象的目的。 

另外，李少南（1994）認為一般可從人文主義、功利主義與政治經濟

學角度看國際傳播的目的。在人文主義的角度下，國際傳播關注的焦點是

「如何消除人民間之誤解」，以及「如何促進不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助互

愛」；而從功利主義的角度來看，國際傳播的目的就是要說服對方，維護

本國利益；至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度看來，國際傳播就是要幫助本國加強

國際地位的資源，亦即如何獲取及維護這些資源。實際的問題反應就是在

控制與反控制、自由資訊與平衡資訊的爭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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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傳播的研究對象不可能包括所有的國際訊息流動形式，因此只有

利用廣播、電視、報刊及網際網路等能量巨大的傳播媒介進行國際傳播，

才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研究內容。本研究就是以國際傳播中的通訊社為主要

探討對象，說明如下： 

承前段之介紹，全世界最早成立的通訊社是法國的哈瓦斯通訊社

（Agence Havas），於 1835 年在巴黎創立，也是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AFP) 的前身。傳統上法新社在歐洲大陸，特別是拉丁語系國家，以

及非洲大陸市場佔有率很高，近二十五年成功攻佔中東阿拉伯世界，在亞

洲也開拓出一片藍天，它以處理敏感性新聞超然不群而獨樹一幟，可謂是

唯一道道地地的法國品牌。其次是美聯社（Associated Press-AP）成立於

1848 年，號稱全球最大、最古老的新聞採訪機構，每天供應新聞、圖表、

廣播電視新聞，可接觸到十億以上人口，美聯社在力保新聞自由、正確、

公信力方面都取得高度成就。路透則是在 1849 年建立，早期曾在德國亞

琛與比利時布魯塞爾之間傳送股票價格，根據路透說法，獨家新聞打響它

的名號，第一砲是 1859 年報導拿破崙三世在巴黎宣布法國決定與奧地利

對抗的演說，消息經由海底電纜傳回倫敦，從這一年開始，英國主要報紙

紛紛接受路透一般性新聞。而在新聞發展史中，並列為世界五大通訊社的

就是美聯社、合眾國際社、路透社、法新社與伊塔-塔斯社。通常世界性通

訊社的報導，主要還是以與本國利益有關的新聞為優先。國際通訊社除了

提供文字與圖片外，亦兼具新聞影片與影帶提供功能。 

由於現代新聞傳播，不論任何媒介對「量」、「速度」與「內容」都需

求甚多，而任何新聞傳播機構都難以支應所有需求，因此不得不倚靠新聞

通訊社供應最重要的新聞。這類國際新聞傳播，最令人害怕的是就是遭到

新聞壟斷。國際知名傳播學者 Schramm（1980）曾在研究中指出，六０年

代的國際新聞主要是以美國、蘇聯、英國與法國為主，而恰巧這些國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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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是世界五大通訊社的所在地。可見得這些通訊社還是以報導當地國家

新聞為主。另外，施蘭姆亦曾在其他研究中發現，亞洲地區主要報紙的國

際訊息與議題都是來自於除了伊塔-塔斯社以外的四大通訊社。 

主要負責國際傳播問題研究的馬克布萊德委員會（MacBride 

Commission），其中倡議建立國際資訊傳播新秩序的瑪斯慕迪（Masmoudi, 

1979）就曾指出，將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世界新聞都是由西方五大通訊

社所包辦，真正由開發中國家報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比例而已。

這種現象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是不利的，因為由這些跨國性通訊社所提供的

新聞通常都強調開發中國家的負面訊息，如疾病或腐敗等，當然也因此間

接的提昇了西方的文化價值。 

李瞻（1992）將國際新聞通訊社的利弊得失歸納如下：優點是價廉、

迅速、豐富與客觀。缺點方面則是各通訊社間內容容易相同，容易獨斷壟

斷，太商業化與容易以新聞帝國主義心態報導新聞，忽略弱勢國家的價

值。因此，國際通訊社面臨的問題就包括了： 

1、新聞自由流通與平衡流通的問題。 

2、西方新聞價值標準的問題。 

3、如何因應「世界新聞新秩序」。 

新聞通訊社是新聞的總批發處，就國際政治的角度而言，「國家通訊

社，乃國家利益之發言人」，另外經由傳播學者的研究，也發現不論世界

性或地區性之新聞通訊社，均以促進其本國利益為前提，並非以服務世界

或地區利益為主要目的。因此更確認了國家通訊社，是國家利益發言人的

角色之定位。 

如果再從國際通訊社的所有權、管理、收益等情況來看，基本上也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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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深厚的國家背景，國家性的存在不容磨滅。以法新社的所有權為例，

它是由一行政委員會組成的公共組織，委員中有政府官員的存在，其預算

亦需由國會認可，政府便可直接影響其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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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化下的媒體經營趨勢 

二十世紀末，全球化風潮席捲全世界，並在各產業中帶來不小的結構

性調整。傳播產業當然也在全球化、區域化與本土化間慢慢尋找到適合自

己發展與突破的方式。本節特別針對全球化與傳播產業的關聯以及轉變進

行探討。 

一、全球化與國際傳播 

全球化的真正意涵眾說紛紜，但一般指世界上不同部分漸增的連結，

這樣的過程產生複雜互動與相互依賴的形式。因此，彭芸（1999）指出全

球化應考慮三種不同類型：一是其企業形式為超越國家企業組織，因此所

有權及控制運作的機制均以全球為基礎；二為企業的意識型態：這意識型

態的建立是為了服務企業的利益；三是經驗性層面，指的是全球化過程是

可觀察的，其特性為主要社會、文化與機構的改變，而其巨大的滲透力是

值得注意的。因此，所謂全球化就是個別的國家和國家之間經濟利益轉化

成全球交互關連的商業系統。 

在二十世紀末進入訊息傳播全球化時代，傳播學者們認為有必要對國

際傳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與全球傳播（global communication）

做一定義上釐清。在傳播學中，所謂國內傳播是一個國家社會系統內部的

傳播；而不同國家社會系統間的傳播稱為國際傳播；至於將國內傳播與國

際傳播融為一體，以整個地球世界為範圍的傳播則稱為全球傳播。 

美國傳播學者 Frederick（1993）則認為，全球傳播是研究個人、群體、

組織、民眾、政府與信息技術機構跨越國界所傳遞的價值觀、態度、意見、

信息和數據的各種學問交叉點。是故，在全球化的概念下，傳統國與國之

間以國家社會為主代表的國際傳播，是包含在全球傳播的概念內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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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全球化概念下的全球傳播，雖然仍有很強的政治性在內，但是關注

的焦點包括了全人類範圍的問題，如和平與發展，貧困與飢餓，資源與環

境等問題。人們關心的對象已不侷限於本國人民和民族，還必須為身為地

球村的一員而思考和行動。 

雖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在定義上有些許不同，但是國際傳播在經濟

全球化中所發揮的作用卻是不可小覷的，其一就是提供了經濟思想交流的

論壇；其二是化身傳遞經濟信息的主渠道；第三是成為各國經濟擴張的新

陣地。 

二、全球化下國際傳播媒體經營新趨勢 

（一）國際傳媒趨勢 

近年來由於傳播媒體科技的發展與進步，平面媒體結合了電子媒體，

再加上衛星遠程傳送的功能，造成人類在通訊與資訊獲取上的快捷與便

利，所謂的大媒體潮時代就是在文字、圖像、聲音、影視等多種媒體的結

合下形成的。 

Fidler（1997）曾提出「媒體變形」的說法，他認為當代傳播媒體在

特定時空因素下，往往會基於媒體自身和外部的環境，調整其生存條件，

而新科技的不斷聚合，正可以提供新聞媒體形貌得以多方改變的物質基

礎，而網路環境正提供了媒體改變的機會。傳統媒體具有大量的庫存內容

且有大量可以將這些內容轉化成再生資訊的人力，而且在已具有品牌知名

度的情況下，可藉著交互運用傳統與新興媒體產生綜效，在網路上凝聚人

氣，因此也可以藉此開拓更多商機。 

由於電腦、電信科技以及大眾傳播系統的匯流，帶來了傳播方面的若

干改變，最明顯的就是廣播電視系統的數位化。二十一世紀電視的傳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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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將進入高畫質電視時代（HDTV—High Definition television），同樣的

廣播也步入數位系統（DAB—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而在節目方面

也會在現有頻道空間中進行壓縮，因此能提供的頻道空間就更寬廣了，寬

頻媒體的誕生，可提供更多的相關訊息資料給閱聽大眾。全球化的風潮

下，一般閱聽眾吸收資訊的方式已不再侷限於單一管道，而新科技帶動不

同媒介的匯流正提供了大眾在資訊方面的相關需求。 

（2）國際廣播電視現況 

國際傳播的目的總是因為政治與外交而來。但隨著冷戰的結束，國際

間對話與交流不斷增加，國際廣播電視的目標也出現擴大趨勢。以美國為

例，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80 年代，美國的廣播電視事業如日中天，

但仍舊是無法擺脫合併一途。造成美國廣播電視合併經營的因素，是因科

技的進步、技術的革新、節目連線和費用減少而造成。 

20 世紀後期，美國新聞總署將美國之音結合「世界電視網

WORLDNET」擴大成為對全世界進行無線電廣播和衛星電視功能的全方

位國際傳播機構。不僅是美國，連「英國 BBC 也在 1991 年，透過亞衛

一號向亞洲 24 小時播送新聞；德國之聲於 1992 年開辦德國國際電視台，

節目覆蓋歐洲北美和亞洲大部份地區；法國國際電台亦開辦國際電視，向

60 多個西方重要國家傳送節目。」「截至 1998 年，世界上開辦國際衛星

電視的國家和地區已有近 20 個，國際衛星電視台約 50 座，基本覆蓋全

世界 2/3 以上的人口。」 

透過國際間知名國際廣播電台與國際電視台的整合案例，可看出他們

的產業規模不斷擴大。因此，具有雄厚實力的國際媒體不管是合併、兼併

或整合，結果就是優勢互補實力大增。其次，涉及的媒介行業種類越來越

為廣泛，可以包括網路、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誌、圖書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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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規模擴大化的趨勢受到傳播新技術的推動，合併後的媒介集團又會以

強大的實力支持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以台灣現有國際傳媒為例，不論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或宏觀電視在

國內外媒體間或僑社間已都具備某種程度的信賴與形象，各媒體也發展出

不同程度的網路服務或資料庫存，按照上述說法應更能發揮實際效益。資

訊檢索的功能容許使用者由網路連接的資料庫中取得各種資訊和電子出

版品；另外透過影視訊號壓縮技術，也可以提供線上音樂與影視娛樂，這

類影音娛樂服務已是全球資訊網上最受歡迎的項目之一。因此強化影音資

料的庫存與檢索服務並轉化成為經營利基應是未來台灣國際傳媒努力方

向。 

根據 Maney（1996）的說法，目前就是大媒體時代引爆的時刻，通信、

資訊、電腦和娛樂業彼此間正互相牽動，也互相競爭與合縱連橫。對照國

外廣電等多媒體整合的例子，與國內正興起的國際傳媒整合的討論說法，

似乎也因為這股大媒體潮的醞釀而蠢蠢欲動。「這種全方位的傳播革命，

各個公司和不同的科技都在整合，準備形成一種新產業，要創造出人類取

得資訊和娛樂的新方式。」 

放眼現今國際社會，或因傳播科技的精進，或因傳播趨勢的改變，或

因國際局勢的更改，國際傳播的作為已不再循舊傳統傳播思維行進了，取

而代之的，不僅在內容型態上改弦更張，工具上更是朝跨媒體方向結合。

因此，媒體與資訊的結合，最後的階段就是造成事業的結合。易言之，就

是新聞媒體職業環境上的改變，可能變成包含報紙、出版、廣播、電視和

一些其他媒體的綜合性資訊產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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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營利傳播機構的經營管理 

現代的傳播管理有日趨多元的態勢。目前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對廣播電

視媒體，實行不同的管理政策。首先，在所有權上趨於多元：分國有型態，

如美國之音、德國之聲（公營但不受政府管理）；其次，公有型態，亦即

不直接由國家管理，而是由依法建立的公共委員會管理，如英國廣播公司

（BBC）與日本廣播協會（NHK）的社團法人性質。再者私人性質，但多

半以國內商業性質為主。正因為建立傳媒體制的不同，管理體系管理也呈

現多元，法律依據自然也有多元化的趨勢。 

理論上對廣義非營利組織的定義，是指在滿足社會需要的過程中，有

些需要無法由企業或政府完成，而是由人民自行整合智慧、財力與人力的

組織達到減少政府作業的層層轉折，減少僵化的作業目的。包括文教基金

會、文化團體、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各種社會團體等都在非營利組織之列。

因此本研究中的主體中央通訊社，以及上述國際傳播機構中的公共媒體，

皆列為廣義的非營利組織範圍。 

一、非營利組織的定義與使命  

非營利組織就是不以營利為目的之組織。Kolter and Andreasen（1987）

認為，非營利組織擁有兩大共同特點，一為希望影響目標群眾的行為，二

為不但要謀求機構本身的利益，同時也要追求目標群眾利益，其目的在造

福整個社會。Wolf（1990）給予非營利組織一個描述性之定義：1、它必

須具備有公眾服務的使命 2、它必須在政府立案，接受相關法令規章的管

轄 3、它必須組織為一個非營利或慈善的機構 4、其經營結構必須排除私

人利益或財物之獲得 5、經營得享有免除政府稅收的優待 6、享有法律上

特別地位，捐助或贊助者捐款列入免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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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錦蓁（1995）組織設立目的不在於利益，其目的在於公共利益服務

之提供並不禁止賺取盈餘，但禁止其盈餘被分配，所累積盈餘需用於組織

設備上之購置。顧忠華（1997）認為非營利組織，是基於一個特別的目的，

而且結合一批人或是資源來形成的組織；從歷史上廣義來看，非營利組織

的起源與廣佈的程度，都比營利組織來得更早、更廣、普遍性更強；他所

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比起營利機構甚至是有過之而無不及的。  

從各學者對非營利組織的定義，可以了解非營利組織存在、運作的意

義，不是靠「利潤動機」的驅使，而是靠「使命」的凝聚和引導。Drucker

（1990）認為，使命是永存的，甚至是負有神聖的任務，非營利組織要改

變社會及個人的生活，就是為了使命而存在。同時，Drucker（1990）對使

命提出三個必備條件，包括 1、注意本身的優勢與表現 2、時時注意外界

的需要與機會 3、確認自己的信念。  

使命對非營利組織有高度的關鍵性，而使命對組織的最基本作用是作

為策略與行動的指導方針，讓組織在採取行動時，可以清楚了解所提供服

務的對象，並且滿足他們的需求，同時在資源分配時也可以產生一致的原

則；所以明確的使命是贏得真正組織認同的先決條件。  

非營利組織在確認了使命之後，還要將使命轉換成具體的策略；策略

是由使命衍化而來，但策略較使命具體化，更有階段性，而且更具重要性。

非營利組織在策略的選擇上，有四種可能的方向：  

1. 維持現狀，追求效率：是指組織現階段是處於休養生息的狀態，故

而重點是在現有的環境中提昇組織效率並降低成本，而不是強調創新與成

長。  

2. 強調業務範圍集中：包括受益對象的集中和地理區域的集中；前者

指的是專門提供服務給某一類人士，集中力量設法解決他們的問題；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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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將力量及資源集中在某一地區，配合有限的資源，成為該地區最有影

響力的組織。  

3. 追求所提供服務的創新與差異化：差異化策略就是讓組織所提供的

服務與眾不同；創新則是以創造性的思考與觀察，結合社會中的資源與條

件，滿足潛在的需求。  

4. 各種形式的組織成長：服務內容的創新、服務對象、服務地區、以

及服務項目多元化、垂直整合、多角化經營等，都是組織成長的方式。  

由於中央通訊社為非營利組織，其營運及營利模式不同於一般商業組

織，在現今企業走向國際化的趨勢下，如何因應市場環境變化，擴展國內、

外市場發展空間，實為重要的經營課題。因此本研究欲先深入了解非營利

組織行銷活動的內涵、特性與理念等各層面進行探討，並依此作為分析中

央通訊社行銷策略之依據。  

二、非營利組織的行銷  

對非營利組織而言，行銷的定義是：為了獲取或者是促使「使命」的

引介而面對各種資源或活動的經營；這種經營在於分辨及滿足市場需求或

服務消費者的需要和慾望，也由於此種協議不至於停止，促使這樣的活動

永續不斷。  

非營利組織行銷的概念與企業無甚大差異，但非營利的行銷具有某些

特性為企業行銷所無者。接下來本研究探討非營利組織行銷的內涵、行銷

的特性說明非營利組織行銷的理由。  

（一）非營利組織行銷之內涵  

非營利組織行銷內涵與一般企業行銷並無不同，McCarthy（198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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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年代提出 4P 理論，即產品（product）、價格（price）、促銷（promotion）、

通路（place）。後來再發展為 7P 理論，即增加了人員（personnel）、硬體

設備（physical facilities）及物流管理（process-management）。行銷者運用

結構（configuration）、評價（valuation）、象徵（symbolization）和促成

（facilitation）等四種方法，在最低成本下創造與提供一種社會標的（social 

object）的價值，以渴望獲致市場的反應。所謂「社會標的」可以是產品、

服務、組織、人物、地方或理念，而「市場反應」也不限於產品、服務和

錢，也可以包括時間、精神和情感。      

所謂行銷計畫即：透過有系統、有組織的過程來指導行銷活動，並進

而使推動組織獲得最大的利益，這種過程稱為行銷計劃。行銷計劃要產生

效果，須仰賴擬定計劃者有創意地將各種行銷綜合運用（Marketing mix 

useful）在廣泛的策略組合中。  

（二）非營利組織行銷之特性  

非營利組織行銷的概念雖然與企業無甚大差異，但非營利的行銷具有

某些特性為企業行銷所無者，包括：  

1. 多重群眾：企業組織的消費者單一化，行銷努力僅須聚焦於組織的

消費者；非營利組織卻同時擁有多重群眾；非營利組織有四種類型的群

眾：一是提供資源的群眾，例如捐贈者與補助者；二是輸送貨物或服務的

媒介群眾，例如其他機構與促進者；三是轉化資源成為有效貨物或服務的

內在群眾，例如工作人員、志願工作者；四是經由貨物或服務的提供而得

到滿意度的消費群眾。由非營利組織之觀點進行分析，關鍵群眾是服務使

用者與資源提供者；資源提供者供應組織營運所需的資源，而服務使用者

則從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中受益，這兩組群眾是機構達成使命與目標的關鍵

因素。  



全球化下中央通訊社經營角色轉變之研究 
 

 20

2. 多重目標：企業組織通常以追求利潤為單一目標，然非營利組織因

面對多元群眾，所以具有多重目標。但彼此間有時並非完全一致，常會引

發衝突，故難以制訂一能完全滿足多重目標之策略。因此，非營利組織應

藉由協商，以促進目標優先順序之共識，確認可被接受的組織共同目標。  

3. 產品是無形服務：非營利組織之產品為服務，非一般企業之實體產

品。而服務具有無形性、不可儲存性、可消滅性等特性，故品質難以控制。  

4. 群眾監督：非營利組織常提供社會服務給予社會大眾，以彌補政府

功能之不足，因而可獲得政府的補助或給予免稅待遇，因此其舉辦之活動

受到政府、新聞媒體及一般群眾的監督。同時，由於非營利組織其獨特的

特性，使得其在進行行銷活動時較一般企業來得複雜與困難。  

（三）非營利組織行銷之行銷架構                        

陳明照（1998）認為非營利組織行銷活動希望能獲得成功，必須具備

以下兩大方面--三項基本要素及六個計劃步驟，詳如表 1 所述。 

Rados（1996）認為發展非營利組織行銷必須在使命為先的條件下，

先由情勢分析開始，應先審視組織本身內部資源與外部環境的情形，並確

定組織的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來決定行銷策略，而行銷目標與行銷組

合是行銷策略中二個最基本的要素。  

 Kotler（1982）認為非營利組織面對著社會需要的迅速變化；逐漸增

強的市場競爭、顧客態度改變及財務資源減少等，就應重新思索組織使

命、機會與策略。他並提出市場導向的規劃，宜分成三部分： 

1. 市場分析：包括環境趨勢分析、市場定義及區隔、需求的評估、市

場知曉度、形象分析、消費者行為及滿意度。  

2. 資源分析：機構、方案（program）的優點、弱點分析、什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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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非營利組織行銷之基本要素與計劃步驟 

三項基本

要素   

 
 • 以消費者需要和欲望為導向的型態－顧客導向、消費者 
   第一。   
 • 能有效地使消費者接觸到非營利的行銷組織結構，並能 
   親身參與，熱心投入。   
 • 擬定具體的行銷計劃，它能使經營者確認追求期待目標 
   的活動計劃中的策略及責任。   
 

六個計劃

步驟   

 
 • 蒐集廣泛的系統事實基礎。   
 • 條列問題點和機會點。   
 • 陳述具體的目標與願景。   
 • 發展策略與行動。   
 • 籌措資源編列執行預算。   
 • 預估進展狀況和組織願景。   
 

 

可擴展資源。   

3. 使命分析：事業使命、顧客定義、市場定位及確認競爭者。 

 Peter（1982）認為，非營利組織存在有一定的使命與目的，所以行

銷與使命的關係是密不可分的，依照組織使命、目標與策略，而後方有行

銷計畫的產生、執行與控制。從 Peter（1982）提出的行銷架構，可以清楚

的發現，行銷活動應該開始於清楚瞭解組織的使命和目標，這些因子可以

在特定的產業上提供行銷管理方向。而使命（mission）為機構的基本任務、

也就是機構所應努力達成者。決定機構的使命應依照三個方面來考慮：第

一，顧客群：機構所服務的及使其滿足的對象是什麼人？第二，顧客的需

要：要用什麼去滿足顧客的需要？第三，技巧：要如何去滿足顧客的需要。

目標（objective）為一項機構所欲強調之主要變數，如市場佔有率、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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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名譽等。 

Peter（1982）認為清楚的了解組織的目標和任務之後，行銷管理者必

須分析和監視公司的定位，特別是行銷部門對公司過去、現在和未來的情

境。未來的情境是主要的關注，過去趨勢和最近情境的分析是有助於對未

來的預測。情境分析可分為六個關注的面向：企業環境、競爭環境、經濟

環境、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法律環境。在分析這些環境的每個面向時，

行銷執行者必須尋求機會和限制或威脅去達到目標。  

1. 企業環境：競爭環境包含所有公司和有興趣達成公司本身目標的個

體者，因此其主要的夥伴可能是供應商、販售商、公司的其它部門、行銷

部門的附屬部門或員工。在這企業環境中，主要的機會是關於增加效率的

方法，而限制是由未解決的衝突和物質的短缺所構成。  

2. 競爭環境：競爭環境包含產業的其它公司競爭其組織的資源和銷

售。在競爭環境中的機會包含提供更好的價值給消費者和吸引他們並使其

遠離競爭者、以及促使競爭者離開產業。而其主要的限制是刺激競爭公司

的活動和無法從競爭者中引誘消費者。  

3. 經濟環境：總體經濟的狀態和改變也會帶來行銷的機會和限制，例

如，像是高通貨膨脹和失業程度都會限制市場大小；同時，這些因素也可

能提供獲利的機會去發展租賃服務或發展較便宜的產品。此外，科技的改

變提供顯著的威脅和機會，例如，電訊產業的發展，帶來無線的溝通環境。

很明顯地，這樣的系統可能對已存在的電話產業帶來威脅。  

4. 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包含一般文化和社會的傳統、規範和態度。然

而這些價值的改變很慢，這些改變對新產品和服務帶來需求；而文化和社

會的服務對行銷活動也帶來限制。此外，商業的運作有時可能會對立於社

會價值進而演變成政治議題，而需要靠著法律的壓迫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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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治環境：政治環境包含態度和一般大眾、社會的、商業批評和其

它組織的反應。例如不滿商業或行銷的產品，如不安全的產品，或是不道

德的銷售過程可能影響企業形象和顧客忠誠度。另一方面，改變商業和行

銷運作對於這些態度可能是一個機會。  

6. 法律環境：法律環境包含聯邦、州和當地法律保護商業競爭和消費

者權利。最近幾年的立法已經反應社會和政治態度，且有主要的方向在限

制商業運作。例如，立法的反應行動是作為商業行為的限制，但又被視為

提供行銷安全和更有效率的產品機會。  

行銷活動必須和組織目標相符，而行銷機會的發現靠著有系統的分析

情境環境。一旦機會被認知到，行銷執行者必需利用這些機會去計劃適當

的策略。這個過程被視為有三個相關的任務：建立行銷目標、選擇目標市

場、發展行銷策略。  

1. 建立行銷目標：行銷目標通常來自於組織目標，行銷目標通常被指

定為表現的標準是任務的達成；這些目標是有用的，行銷概念強調利益而

不是銷售，這些目標是提供行銷計劃的架構。  

2. 選擇目標市場：任何行銷計劃的成功暗示著如何確認消費者的需求

和組織它的資源去滿足他們的利益。因此，行銷計劃重要的元素是選擇團

體或潛在顧客的區隔去服務。四個重要的問題必須被問及：  

（1）顧客的需求為何？  

（2）這些需求應該如何被滿足？  

（3）市場的大小如何？  

（4）本身的成長數據圖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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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現在的目標市場和潛在的目標市場的範圍根據獲利率、現在和

未來銷售量、以及由成功吸引分眾和組織的能耐相配合而成的。  

3. 發展行銷策略組合：行銷策略組合是可控制變項的設定，它必須被

管理以滿足目標市場和達到組織目標。這些控制的變項通常被分類根據四

個主要決定區域：產品、價格、促銷和通路（Paul ＆Donnelly，1994）。  

（1）產品策略：所有可以引起市場注意，並經由取得、使用或是消

費來滿足人們欲望或需求的任何事物，均可以成為組織行銷的產品。產品

不一定指實質的東西，可以是一種經驗、感受或是觀念。產品必須用市場

區隔為手段，對目標市場加以定位，來提供讀者需要的服務內容。  

（2）價格策略：包括時間、人力、財力等。  

（3）通路策略：通路指的是除了企業本身實體的建築外，還包括了

如何傳遞各項服務給消費者的管道。  

（4）推廣策略：推廣乃是包括廣告、促銷、公關、人員銷售等活動，

如何將消費族群由潛在消費者轉變為實際消費者，促銷是很重要的關鍵。  

執行行銷計劃是根據將事先的計劃付諸行動和表現行銷任務。而控制

行銷計劃涉及三個步驟，首先執行行銷計劃的結果是要被測量的；第二，

這些結果要與組織目標相比較；第三，評估計劃是否有達到目標。如果計

劃和實際結果存在著嚴重的偏差，則應調整計劃以達目標。  

透過行銷管理的執行與控制，所獲得的可信賴之數據或資訊是有必要

去做分析的，以利於做有效的行銷決定。而提供這個資訊是行銷資訊系統

（MIS）和行銷研究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