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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在高度競爭的企業環境中，要能夠因應環境的變化、強化自身競

爭力，「創新」是重要的途徑之一。也因此，「組織創新」的相關研究

，包含創新的內容（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創新

的模式、創新導入等研究主題，多年來，已經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 

我們可以說，在管理學研究的領域當中，「組織創新」已經自成

一個完整的範疇。然而，儘管過去的研究成果斐然，但隨著網路世代

的來臨與全球化趨勢，企業所面臨的挑戰更大，未來等待詮釋解答的

課題將方興未艾。 

本研究的關切焦點集中在媒體產業的「創新擴散」，其原因在於

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 )趨勢對媒體產業造成的衝擊，在「質」

與「量」的層面上，相較於其他產業所面臨的變革壓力，都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 

所謂「數位匯流」，源於近年來數位傳輸與壓縮技術快速發展，

帶動了影視產業數位化（Digital）的趨勢。而各類型影音內容載具（

PC、手機、平板電腦）數位傳輸的能力不斷強化的結果，造成數位

影音內容均可在不同載具上傳輸播放，也因而原本在電視、電信、網

際網路等不同訊息載台傳輸的內容，因為一同趨向數位化的演變，使

得這些不同傳輸管道的內容形成匯流化（convergence）的結果，因而

過去壁壘分明的產業，以模糊分隔界線，快速的整合一個全新的生態

系統(eco system)。以多元性的內容製作，結合多樣化的傳播與接收載

具，顛覆以往的電視傳播產業的生態與收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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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產業面臨如此的衝擊，電視媒體經營者等於是在同一時間承

受「技術創新」、「服務創新」和「經營模式創新」的三大壓力。而傳

統電視台從過去壟斷電視收視市場，穩坐市場主流。直到二十年前開

始受到有線電視的挑戰。如今，到了數位匯流時代，卻仍以過去相對

較無彈性的組織型態，來面對高度變動與不確定性的全新市場與產業

的競爭，所以，不管是在自身條件上、或是客觀的環境上，台灣的無

線與有線電視台媒體都面臨極大的壓力。 

由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所帶動的數位匯流之產業創新，閱聽人

獲取資訊與接收影音的行為改變，導致傳統電視台的廣告收入銳減，

雖相關領域的業者所關注的是新的商業模式，營收與收入產值從何而

來如何能彌補逐漸流失的傳統廣告收入。我們深知，經營企業並沒有

成功方程式，尤其是這一波全球化的產業變革風潮，變化之快，改變

之大，更是難以掌握。雖然，國外已有發展出新的營收模式，如 Google

以搜尋及演算技術所發展的關鍵字廣告與 Adence 等多邊平台營收模

式，又如大陸的眾多視頻網發展成熟會員付費模式，及相關的不同載

具與通路的內容重組及加值運用，但能否持續的產生可觀的收入，尚

待時間的觀察與考驗。但因企業要發展出新的營收模式，須考慮到企

業本身的資源、能力條件、服務與產品等研發能力，各企業的條件不

同，所發展出的營運模式皆會相差甚大，變數甚多。且數位匯流發展

趨勢尚屬進行式的階段，目前尚未有堪稱有成功的商業模式。雖此以

議題是大家所關切的目標，因變數太多，不在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聚焦在企業內的組織流程中，是否存在一種「將組織創

新所需的外部資訊傳遞到組織末稍」的傳遞流程。因為，在數位匯流

時代，外部知識或訊息變動速度快，電視台經營階層如何採納外部知

識與訊息做成決策，而做成決策之後又如何在組織內進行擴散，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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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相關背景傳遞到組織基層，這對於組織創新的成敗，對於因應數

位化的成敗，具有關鍵的影響。 

回到企業內的經營與管理，經營者之所以難以決策或執行創新構

想，大都是缺乏適切的管道系統性取得對公司有益的訊息，或是未充

分了解那些有用的創新構想，更遑論進一步的發展與應用。 

本研究延伸 Whelan 等人的理論(Whelan, E., Parise, S., Jasper de 

Valk and Rick Aalbers, 2011)，形成組織創新傳遞流程，並以此檢視目

前台灣電視台創新無法落實的原因，從組織結構，資源分配流程與內

部連結溝通機制，來了解創新無法落實的原因，是否缺乏這兩種機制

。 

本研究認為這兩種機制是創新落實的大企業在組織內應存在的

必要條件。變動通常伴隨著機會與風險，在競爭劇烈與高度變化的媒

體產業環境中，誰能最快掌握這一波數位化浪潮下的創新思維，導入

外部創新內容與內部組織傳遞流程，建立並培養關鍵核心能力與機制

，整合內外有價值或有用的信息與資源，誰將會是未來數位匯流產業

戰場上的新贏家。 

電視媒體產業中的數位匯流的趨勢，本研究定義為「數位匯流」

為這個世代重大的創新事務。換言之，未來台灣的電視業者，其永續

經營的關鍵將會是取決於，誰能夠在這波數位產業浪潮下，具備快速

吸納內外部創新技術與能力，將相關的人才與資源有效配置與運用，

並精確地於組織內進行「創新導入與擴散」，才是快速變動下之產業

競爭最核心關鍵能力。 

本研究以國內重要的電視媒體為研究對象，透過對特定電視媒體

裡，位居數位化創新導入關鍵位置的核心決策人物進行訪談，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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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管理與組織內部溝通網絡的角度，觀察一個組織在面臨創新變革

的壓力下，影響外衍性創新導入的變數。 

 

同時，透過對關鍵人物的訪談，本研究整理了台灣不同電視媒體

內部的組織流程與核心角色的功能與型態，恰可比較出上述兩大機制

在不同台灣電視媒體落實的程度，與因應數位匯流變革以及相關組織

績效形成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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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在網路數位科技進入商業世界之後，不管在行銷、物流、金流、

資訊流、內部管理以及商業經營模式層面，都形成了革命性的變化。

面對這樣的變化，有些公司積極創新，獲得巨大成功，有些過去叱吒

風雲的公司則因為因應創新作為腳步過慢，被無情的競爭淘汰。 

筆者從網路數位時代早期就在媒體產業工作，在工作經驗中觀察

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理論上，媒體產業是應該最能夠適應「創新」的

產業，因為「創作」是媒體產業最核心的生產流程。然而，無論是傳

統的平面媒體，抑或是電視媒體，對於因應網路數位科技所帶來的創

新需求，決策的腳步卻是最猶豫不決、創新導入時內部的抗拒也相對

比較大。 

十年前，由網路傳輸科技所引發的產業變遷，從傳輸與資料壓縮

方式的進化帶來的技術層面的改變，進而影響內容的產製方式變革。

如同馬克斯所言，「因為量變產生質變」。因傳輸方式等科技技術的不

斷進步與載具的價格下降，帶動了行動裝置的功能提升和普及化，影

音內容的載具不再受限，電視機、電腦螢幕、手機螢幕之間的界線逐

漸模糊，從而改變了服務模式、商業模式，甚至匯聚成影響整個媒體

產業的大潮流，也就是「數位匯流」的產業趨勢。 

在數位科技發展的初期，由於各項新技術仍在競爭之中，定於一

尊的主導性技術1尚未勝出，彼時，電視台經營者對於導入創新技術

                                                      
1
 在技術發展的早期，可能會同時出現好幾種有潛力的技術，跟隨某種技術，代表投入大量的

資金，一旦押寶錯誤，往往是決策的災難，因此經營者可能會產生觀望情形。最有名的例子是

十九世紀蒸氣機和內燃機的競爭、錄影帶 VHS 和 BATA 兩種規格的競爭，在網路時代則是通

通訊協定或傳輸規格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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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營模式，採取保守觀望的態度，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2。 

然而。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數位傳輸的技術已經成熟、原本落後

的法令也次第完備，而其他本來井水不犯河水的產業，卻逐漸侵蝕電

視媒體既有的市場3，面對如此內憂外患的經營壓力，根據筆者身在

電視產業內部近距離觀察，電視台對於數位匯流趨勢的因應，其腳步

卻相對緩慢。 

傳統電視台早已從產學等方面獲得充分的資訊，同時其他產業投

入數位科技的經驗也頗有借鏡之處，但我們如果深入審視目前無線電

視產業（陳昭伶，2000；陳忠勝，2001），或個別電視台的經營（張

彥清，2003；侯銘罡，2007），卻會很訝異的發現，經過那麼多年，

各電視台因應關數位匯流的實質作為仍然不足甚至付諸闕如，這背後

真正的原因為何？ 

如前一節所敘述，關於企業組織的創新，企業管理學術領域已經

提供許多被證實可行的程序與模式，但為何這些創新模式沒有被引用

？現有的創新理論當中，有沒有哪些研究成果足以協助電視台產業面

對數位匯流的嚴峻挑戰？ 

本研究的重點並非探討數位匯流技術問題，包括多平台的科技與

數位技術傳輸，或是國家產業政策與法案制定、亦或是匯流後可行的

商業營收模式。 

本研究目的也不在於為當前台灣的電視媒體，在數位匯流的背景

中找出一個較佳的經營模式，或指出應該被優先導入的創新技術。 

                                                      
2 除了技術競爭之外，電視台經營是特許行業，過時的法令無法涵蓋數位時代趨勢，也是另一

個阻卻的理由。 

3 最明顯的情況是，年輕族群從網路視頻網站觀賞影音資訊，看電視的時間越來越少，代表著

電視台傳統的市場基礎（藉由收視率販賣廣告）已經在快速萎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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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如果將因應數位匯流方案的導入，看成是一種創新

研發導入的現象。那目前觀察到的現象是： 

第一，這基本上是一個「外衍式的變遷」，也就是這個變遷的源

起，主要是來自組織外部的網路與傳播科技的技術發展，帶動了傳統

電視業者數位化與數位產業趨勢之急遽轉變下，相關的技術發展、內

容產製、傳輸方式、服務模式，產生電視史上第三波大變革。而上述

種種改變，基本上都不是以往傳統電視台所熟悉的，例如 IP-base 的

傳輸方法，對過去以微波、無線射頻為主的技術人員就是一種有別於

原有組織與領域知識的技術，而以資訊科技為核心的新的數位化內容

產製技術與流程，也與過去影音內容產製方法大相逕庭。 

上述所舉的創新導入例子，尚且屬於技術層次，在導入與適應的

過程中，遭遇的阻力是最小的，而其他經營模式的變革，例如行動接

收之跨平台的終端載具收視服務、互動數位加值應用服務、

VOD(video on demand)、PPV(Pay-per-view)等服務型態，更是由外部

非電視產業的競爭者所帶動，對於電視台經營者而言，不只顛覆過去

習以為常的作業習慣，甚至直接挑戰現有的營利模式，讓電視台媒體

的經營者陷入了兩難。 

其次，雖然這種變遷是外衍的，而電視台媒體卻也非毫無因應，

只是從經營者角度來看，市場走向不明朗，創新的模式或技術潛力難

以評估，因此目前的電視台媒體所推出的創新變革多屬於局部性的變

化，缺乏系統性的，整個產製流程與價值鏈的各個環節的完整建置。 

又如各電視台多設有類似數位發展委員會的組織，其組織的層級

不可謂低、其能夠動員的人力物力資源不可謂少，但驗證實際運作的

結果，不是功能不彰或無法延續，形同虛設，就是由外部導入的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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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新趨勢，無法有效落實於組織中。 

在上述的背景之下，筆者認為，台灣的電視台媒體有必要從管理

學在企業創新的領域中，尋找一個合適的理論框架，作為面對數位匯

流衝擊過程中，適度導入創新的技術、管理與經營模式的工具。 

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在數位匯流的趨勢下，組織的創新與變

革是媒體企業迫切需求的，在這個前提之下，本研究希望能夠回答幾

個理論與實務的議題： 

▐ 描繪當前電視產業在數位匯流的壓力下，進行創新與組織變

革所遭遇到的困難。 

▐ 以企業內創新採納與擴散的理論框架，說明對於當前台灣電

視媒體產業因應數位匯流的創新需求與落實是較佳的選擇。 

▐ 以本研究第三章所提出的「組織創新傳遞流程」架構，檢視

臺灣電視媒體產業，說明在實務中，「外部知識搜尋者」和「

內部知識連結者」兩個角色的運作情形，以及對組織創新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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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基本假設 

本研究聚焦在於，台灣的電視台產業在數位匯流的衝擊中，如何

透過組織合適的創新流程，導入新的技術、新的管理模式、甚至新的

營運模式，使得傳統電視台得以轉型，並與其他跨界的競爭者，如電

信業者經營的電視頻道、手機平台；由網路業者或電視台與網路業者

經營的視頻網站、網路電視頻道等，在未來競爭的過程中，有一基礎

的立足點。 

因此，本研究做以下的基本假設，以為後續論證基礎： 

▐ 在現今數位匯流的趨勢中，傳統電視台有高度創新的需求。

傳統電視台在進行創新或創新導入，其所需的技術已經成熟，

對於數位匯流所造成的經營壓力，已從理解到必需不得不為

的地步。 

▐ 目前台灣主要電視台，對於數位匯流的創新變革，在質與量

兩方面都做得不夠。 

▐ 電視台媒體的決策者（董事會、總經理）都同意面對數位匯

流趨勢，創新有其必要。其差異者在於組織是否有能力進行

創新或創新導入與擴散。 

▐ 本研究對於台灣電視媒體組織創新過程的觀察，忽略外部因

素（如政府法令的限制、競爭對手的牽制等）的影響，而專

注於成員之間的知識傳遞網絡。 

▐ 本研究將單一電視台媒體視為一個由不同角色與職權所構成

的人際網絡，透過對組織層級與人際網絡內不同功能角色的

觀察，探討電視台媒體在創新導入與擴散過程中，組織需要

哪些功能或角色或部門承擔推動創新變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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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目前國內的電視台媒體，沒有一家有效落實「因應數位

匯流的創新作為」。但因創新所產生的績效也還未到達可以論

成敗的階段，因此捨棄以財務及營收數字論斷創新導入的行

動成功與否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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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為了瞭解在數位匯流的趨勢下，臺灣的電視台為因應此一衝擊而

進行的創新作為，與其在組織內傳遞的方式與架構。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運用「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法」來蒐集研究個案相關資

料，並以「組織創新流程」架構來評價個案觀察所得，希望透過此分

析架構，找出台灣電視台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創新未充分落實的原因

，並透過電視台內關鍵人物訪談，以不同組織的管理實務與主觀視野

帶出各電視台在數位匯流創新實踐過程中「搜尋者」與創新「連結者

」的重要性。 

第一節 參與觀察法 

由於筆者長年在電視媒體產業服務，對於近年來電視媒體產業之

決策階層，中高階主管，在面對數位匯流的認知與作法，具有長期的

參與及觀察。透過參與與觀察，不僅形成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在深度

訪談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亦是以長期參與觀察為基礎所設計。 

此外，台灣電視媒體產業在因應數位匯流的創新作為上，部分媒

體有小規模的嘗試，但基本上都屬於創新導入的前期，未見具體成果

或衡量成效標準。因此，無法以營收等其他營運績效來衡量其創新作

為之效能，研究者以長期的參與和觀察提出論點，俾使台灣電視台內

的組織網絡和創新作為之間的關聯性能夠建立。 

第二節 深度訪談法 

由於本研究的課題是台灣電視產業在數位匯流背景下的創新過

程，因此產業的實際狀況掌握亦是本研究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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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文獻蒐集與探討描繪數位匯流的趨勢外，本研究更透過

深度訪談，擷取台灣電視媒體產業的核心人物對於數位匯流的思考與

行動。 

在訪談對象的篩選標準上，本研究設定以下幾個方向： 

一、媒體企業涵蓋面 

受訪者當中，主要集中在本研究探討的三個電視台：華視、民視

和三立。 

這三個電視媒體，有官方媒體轉為公廣集團的社會企業（華視）、

有利潤導向的民營企業。其內部組織和決策模式大異其趣，在面對數

位匯流的趨勢時，經營路線也有相當大的差異性，因此以這三個電視

台作為比較，具有相當的對比性，而以這三個電視台工作人員為訪談

對象，較能夠呈現不同組織間，在面對創新之內部決策機制，以及採

納與擴散的差異性。 

二、企業階層組織扮演的角色 

在受訪者當中，從其在所屬的媒體企業中所擔任的職位和角色可

以分為經營者階層，和數位化部門主責執行者兩大類別。經營者可以

進一步區分為媒體股東兼經營者和專業經理人兩大類。 

在經營者的角色上，我們可以看到背景（股東或專業經理人）與

對數位匯流的認知左右了創新的選擇與決策。 

在數位化部門執行者，我們可以看到個人的專業背景(高階主管)

與組織網絡中的位置和經營階層的授權左右了其功能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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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重點 

由於本研究關切的焦點在於數位匯流趨勢的挑戰與機會下，傳統

電視台組織內的管理面向有哪些關鍵影響了創新的因應作為？ 

包含組織結構、組織行為及對數位匯流的成效評估(Performance)

等關鍵議題。並從組織創新與流程切入，以組織內部溝通流程與運作

機制作為重點。 

因此，深度訪談的重點便在於，組織行為與內部溝通(組織創新

傳遞網絡)是否為組織創新有效落實的關鍵因素。在電視台產製播的

價值鏈中，經營者投入資源（包括人才、錢財、器材等資源），其效

益如何？影響創新作為效益的關鍵因素為何？ 

在上述問題意識中，深度訪談的重點集中在以下層面： 

▐ 各電視台經營者對於數位匯流趨勢的理解。 

▐ 針對數位匯流趨勢，各電視台所因應方式(藉由訪談描述具體

作法)，有何不同？ 

▐ 各電視台因應數位匯流趨勢的作為有何差別？其影響創新作

為差別的因素何在？ 

▐ 從組織背景、組織結構以及主其事者的訪談中分析，這三家

媒體企業是否有具備或缺乏創新傳遞組織網絡？  

▐ 三家電視台企業在進行組織創新的過程中，是否存在本研究

提出「組織創新傳遞流程」架構中的「外部知識的搜尋者」（

idea scout）功能？ 

▐ 三家電視台企業在進行組織創新的過程中，是否存在本研究

提出「組織創新傳遞流程」架構中的「內部知識的連結者」（

idea connector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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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資訊→搜尋者→連結者」的創新傳遞網絡，在三家電

視台的組織架構和決策體系下，是否有不同的型態出現？ 

▐ 在組織流程的「員工創新傳遞網絡」（employee network that 

deliver innovation）的機制中，「外部知識的搜尋者」（idea scout

）與「內部知識的連結者」（idea connectors）對於創新的採納

與擴散是否為關鍵？ 

由於前文已經闡明，目前台灣主要媒體產業，其因應數位匯流的

創新作為都還未到「驗收」的階段，因此本研究專注在組織網絡的觀

察與分析。 

透過民視、三立、華視電視台對照組比較，以及透過個案訪談瞭

解其公司，在面對數位匯流時之各種因應方案及落實創新的作為。研

究其組織在「創新傳遞網絡」機制是否具備，與經營績效之關連，來

分析比較其導入創新之理論驗證並觀察其差異。 

四、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談對象以民視、三立、華視三家電視台的主要決策者為

主，在職務與角色的功能上，有兩大類：第一類是電視台的實際決策

者，這三位電視台實際決策者，其背景有專業經理人和公司重要股份

持股人。第二類為一級主管，受訪的一級主管皆為新媒體事業負責人

或資訊科技部門負責人，也就是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內實際推動者。 

必須說明的是，三立和民視的經營者都是任期長久，貫通數位匯

流發韌迄今整個時期，而華視的總經理任期較短，整個數位匯流的時

期，涵蓋華視歷任數位總經理。華視的個案，本研究選擇以陳正然總

經理作為訪談對象，主要是因為陳總經理本身是我國數位網路的先驅

者（蕃薯藤網站創辦人），而他在華視總經理的任內，成功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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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數位匯流創新的第一步：硬體系統的更新（亞洲第一家實況播出

的新聞數位虛擬棚、非線剪輯、BOSS 系統）。比較歷任總經理，陳

正然總經理算是推動數位創新最具作為的一位，其推動的過程經驗訪

談，與三立和民視的經驗，有對比印證之效。以下為受訪者資料說明

： 

表 一 受訪者簡介 

電視台 姓名/職稱 簡介 

民間全民電視公司 陳剛信 總經理 

民視 1997 年開播，於 1997 年接

任總經理，接管第二個月，就達財務

損益兩平。自民國 62 年進入華視，

擔任業務員起，經歷過業務部，節目

部主管，以超過 40 年的媒體經驗，

在民視以經營本土連戲劇著稱，成為

業界少數持續賺錢的電視台。 

民間全民電視公司 王宗弘 副總經理 

自美國回來，民國 82 年在公共電

視 IT 部門，之後去超視創台，85 年

於民視開台前 11 月任職，在民視 19

年(2015)，86 年開播，任民視資訊部

經理。88 年，將其 IT 背景與經驗，

很早帶入，於民視建置台元多媒體，

主要業務為代理電視台製播系統，與

新聞產製網路自動系統，專責販售給

各電視台使用。，將成功經驗銷售給

其他電視台。2008 年成立新媒體事業

群擔任副總經理。 

三立電視公司 張榮華 總經理 

雖僅專科畢業，20 年前成立三立

電視台，早期做豬哥亮餐廳秀錄影帶

崛起，其白手起家的故事為業界津津

樂道。自三立成立以來，因經營績效

亮眼，多年來皆持續穩定獲利。近年

來，除八點檔本土戲劇節目，涵蓋各

族群外，收視長期領先同業。近年來

強力打造華劇、創造華流，偶像劇製

作，海內外節目版權銷售亦有不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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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標榜內容自製已達百分百，為當

今有線電視台中，少數具備完全自製

能力且持續賺錢的電視台。 

三立電視公司 王士方 副總經理 

資訊管理背景。民國 88 年進三立

，任職 16 年(2015)，一開始做助理工

程師，負責維護機器、網路，寫程式

的基層工程師，第一份工作就在三立

，後來任資訊部主管、協助工程部數

位化，數位片庫管理。101 年擔任管

理部經理。 

中華電視公司 陳正然 總經理 

1990 年創立了台灣第一個搜尋

引擎蕃薯藤，為台灣網路業界知名人

物，業界尊稱其為台灣網路祖師爺。

從民國 82 年起，有線電視台成立的

歷程中長期擔任產業顧問，歷任台視

、公視、華視董事，現任台灣本土最

大網站-痞客幫之執行董事，為台灣少

數傳統媒體經理人，兼具深厚網路背

景的策略管理與媒體經營者。在華視

擔任總經理 3 年任期(97~99 年)，為華

視十年內創造最佳營收的專業經理

人。 

中華電視公司 蘇方裕 經理 

電子通訊工程背景，70 年進華視

，年資 34 年(2015)，從工程部基層攝

影師，視訊工程師，維修技術及後期

製作。主責管理與設計公司所有製播

設備與系統。1988 年創作台灣第一場

選美活動轉播影像設計及第一座

Post-production 後期製作系統。曾任

工程部主任、副理，2014 年 12 月升

經理。1990 年加入工會擔任核心幹部

，2010 退出。 

中華電視公司 黃日春 處長 

資訊管理背景。現任華視資訊科

技處的處長，任職 30 年(2015)，從早

期程式設計開始，背景屬資訊軟體開

發，及公司內網管等資訊管理業務。

1997 年開始，主責由公司內資訊系統

至網站經營－華視全球資訊網。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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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並經營電視外的新媒體，以網路

、行動 APP 這兩個領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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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架構 

基於社會網絡的理論基礎和 Whelan 等人的研究，本研究引進「

創意搜尋者」和「創意連結者」概念，形成數位匯流創新決策與擴散

的研究架構，並以此架構討論數位匯流下，媒體產業創新的關鍵因素

。以下為「組織創新傳遞流程」研究架構圖。 

圖 一 研究架構：組織創新傳遞流程 

 

組織內

外部創
新資訊

內部知識
的連接者

(Idea Connectors)

組織
創新

外部知識的
搜尋者

(Idea S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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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上圖，在組織內，創新資訊的傳遞，最重要的兩個功能角色

，分別是「外部知識的搜尋者」和「內部知識的連結者」，以下分別

就兩者功能角色做一說明： 

 

外部知識的搜尋者 

外部知識的搜尋者，在架構圖中，位於組織邊界上，因為其角色

可以是組織內的成員，也可以是組織外的成員4。 

外部知識搜尋者，其能力包含： 

▐ 和外部知識的強大連結與搜尋能力 

▐ 在組織外部具有強大產業連結 

▐ 高度的專業知識與分析能力 

▐ 具有訊息和知識的組合能力 

▐ 對於組織情境的瞭解，使其能將外部知識轉換為創新動議 

符合這樣條件的外部知識搜尋者，在臺灣的電視媒體企業中，通

常是重要幹部、獨立顧問，甚至是具有高度專業素養的總經理本身。 

然而，透過訪談，本研究瞭解，在數位匯流的不確定因素下，即

便外部知識搜尋者為組織提出好的創新建議，也未必能夠順利在組織

內擴散落實，整個創新傳遞流程，還必須有內部知識連結者的功能。 

 

內部知識的連結者 

內部知識連結者必須是公司內部的成員，其主要功能是將外部知

識搜尋者的資訊或創新建議，傳達給最多數目的節點（其他組織成員

），使創新擴散的過程得以順利完成。因此，內部知識連結者的功能

和特色為： 

                                                      
4 此為與 Whelan 理論不同之處，經過實證觀察，在特定的組織架構或連結者的協助下，獨立

的外部顧問也能夠擔任搜尋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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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內部的資深成員 

▐ 最大數量和跨部門5的連結 

▐ 和外部知識搜尋者的良好溝通 

▐ 能夠理解外部知識搜尋者的訊息 

▐ 能夠將組織內部訊息提供給外部搜尋者作為參考 

 

符合上述條件的人，通常是組織內部資深的中高階主管，除了個

人特質（好人緣、善於溝通）外，通常所處的部門（如資訊科技、人

資、教育訓練）和角色（如部門主管或、工會幹部）也會促使此一功

能角色出現。 

無論如何，組織內的職位或角色不代表內部知識連結者必然出現

，外部知識搜尋者和內部知識連結者的出現，和組織內部架構、企業

文化息息相關，而兩者的互動更和組織創新與擴散的成果有直接關係

。 

  

                                                      
5 Whelan 強調的是在網絡中連結的數量，本研究則從實際訪談中，強調跨部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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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台灣的電視媒體產業在面對數位匯

流的趨勢下，如何在組織創新的過程中，發展出新的技術、管理或服

務模式，使得傳統媒體能在數位匯流造成的改變中，找到新的出路。 

因此，本章將回顧管理學界對於「組織創新」的探討，在第一節

當中，本文要回顧不同學者對組織創新的定義與內涵，而第二節則將

「組織創新」視為一個動態過程，從組織的角度探討組織如何調整架

構並汲取內外部資源進行「創新」，且將創新的「提案」「擴散」為組

織上下奉行的製程、產品、服務乃至於經營模式。而第三節則從社會

網絡理論的角度思考組織創新與擴散，並以此為基礎，在下一章當中

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 

第一節 組織創新的內涵 

一、組織創新的定義 

「創新」(Innovation)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大師

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提出的。他指出經濟發展的動力來

自於創新，當景氣循環來到谷底的時候，一部分的企業家退出市場，

一部份則透過創新的手段來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所以成功的創新和

競爭者的淘汰會提升市場的效率，使景氣上升。所以，Schumpeter

對於創新的定義是「重組原始生產要素以發展出更有效率、更能降低

成本的生產方式的經濟活動。」（Schumpeter,1934） 

Schumpeter 強調，發明(invention)不等於創新，組織必須要有實

際的行動，將發明或想法變成商業行為才算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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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從 Schumpeter 以創新的概念詮釋經濟現象之後，「組織創新

」成為管理學的重要領域。 

而管理學大師 Peter Drucker 則是在 Schumpeter 之後，把「創新」

的概念從經濟學的領域移植到管理學，系統性地討論創新的方式，他

認為創新是把發明或想法商業化的過程，是「以新的知識提供客戶新

的產品或服務」(Drucker,1985) 

在 Peter Drucker 之後，學者紛紛從不同觀點提出創新的定義，例

如 Rogers 認為「當一個觀念、作法或事物被接收端的某個人或某個

團體認可為『新的』時，這項觀念、作法或事物就是一種創新。」(Rogers, 

2006:41)Rogers 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創新到擴散的過程，他也不把單

純的創意或靈光一現的新想法當作是「創新」，而是從接受者的角度

來看待，只有當接受者認知道自己在面對一個「新事物」，並且採取

了接受或不接受的作為之後，這個新事物才被稱為「創新」。換句話

說，放在天才發明家腦子內的想法，或得到專利許可但從未走出實驗

室的「發明」，不能稱為「創新」。 

從 Rogers 的學說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要討論組織創

新，不能夠忽略創新在組織內的反應，以及一個「創意」如何被組織

成員接受、實行而成為「組織創新措施」。 

此外，關於創新或組織創新的定義還有 Blau & McKinley(1979)

強調創新是組織設計或生產了可以在市場上獲取成功的產品或服務，

或是「特定廠商首次導入含有新創意之產品或製程」(Becker & Whisler, 

1967)，Betz 則認為創新就是把新的產品或服務帶到市場裡(1993)。這

些學者的觀點，都把「創新」侷限在產品或服務本身。 

還有學者從組織學習和知識累積角度定義組織創新，如「個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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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在更新知識的過程中，表現於個人、團體、產出與結構等因素之總

體能力」（賴士葆、王秉鈞、黃佑安，1997）。吳萬益、譚大純則強調

組織創新的能力和組織知識累積過程的關聯性，他們認為組織可以藉

由外部知識的吸收或內部知識的研發提升創新能力，並且轉換為創新

能力，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或達到組織目的(吳萬益、譚大純，1999)。 

學者發現，企業內部可以進行創新活動，並且影響最後產出與績

效的內容不止於產品，組織創新的概念不斷擴張。從一開始的產品觀

點，擴張到過程觀點、多元觀點（蔡啟通，1997）。 

由上述學者對於組織創新五花八門的定義與解釋，可以說，組織

創新的概念變成一種操作性定義，視學者的研究當中，組織創新作為

一個變數，和何種變數互動。而從主流研究對組織創新概念的演變，

我們也可以追溯組織創新這個主題在管理學的演進。Trott 就依照年

代的演進，把對於組織創新研究模型的演化作了一個整理(2008) 

表 二 組織創新研究模型的演變 

時間 特徵 

1950-60 年代 
簡單的線性程序、強調研究發展、市場是創新成果的接收

者 

1970 年代 
簡單的線性程序、強調行銷、市場是指導研究發展的根源、

研究發展反應市場需求 

1980 年代 強調研究發展與行銷的整合 

1980-90 年代 結合技術推動與市場拉引 

1990 年代 強調知識累積與外部連結 

2000 年代 

強調創新程序的進一步外部化(externalization)，也就是知

識投入(knowledge inputs)的連結與合同，藉以開發知識產

出(knowledge outputs)。 

資料來源：改編自吳榮貴、吳朝升、袁劍雲、秦克堅、孫儷芳、楊世

豪、陳秋玲、安舜華、朱金元、王克尹、林玲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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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創新的內涵 

由於組織創新的定義，在不同年代，不同學者的研究中各自不同

，因此組織創新的內涵有所不同。 

Damanpour 把創新的內涵，分成三個成對出現的分類，分類如下

表(Damanpour,1991)： 

表 三  Damanpour 對於組織創新內涵的分類 

分類 項目 說明 

組織能力創

新 

管理創新 組織結構與管理過程的創新活動。 

技術創新 生產過程或服務內容的創新。 

技術創新的

進一步分類 

產品創新 投入市場的新服務或產品。 

製程創新 
為了生產所引進在原料、生產流程、工作規格

的創新。 

與現狀差異

分類 

突破式創新 
根本性、非連續性，且組織成員必須重新適應

的創新活動。 

漸進式創新 
漸進式創新所帶來的差異表現在組織既有的活

動中且不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Damanpour 的分類，表現出當時關於組織創新的不同研究面向，

但這樣的分類，對於要全面檢視組織活動過程中，創新的階段，或是

藉由不同類型的創新，建構出不同的創新型態或創新法則（例如：針

對產品創新的法則與管理創新的法則是否有所差異），則上述的分類

力有未逮。 

對於組織創新的內涵與分類，Wang & Ahmed 則從企業營運的觀

點，在面對外在環境產生的創新需求加以分類(Wang & Ahmed, 2004)，

此一分類，具有較高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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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組織創新的內涵：企業營運的觀點 

創新面向 創新內容 案例 

產品創新 導入具有新穎具有創意的產品或服務 蘋果 iphone 問世 

市場創新 
企業採用新的方式進入市場或重新定

義新市場 

戴爾電腦創新銷售模

式創造「客製化電腦網

購」市場 

製程創新 

在產品生產方面，採取新的科技、新

的原料、新的生產方式或管理方式以

提昇產品價值或降低成本 

豐田汽車創新「just in 

time」製程 

行為創新 

透過內部創新的管理方式，使得企業

的經營階層、團隊乃至於個人表現出

差異性的文化以及對新觀念的接受度

。類似的概念，其他學者多以「管理

創新」乙詞來替代之6。 

王品集團以服務 SOP

及特有內部管理規定

（如不收回扣不送禮

、員工要運動）塑造以

服務為特色的企業文

化 

策略創新 
組織發展出新的競爭策略，以創造組

織在市場競爭中的價值。 

美國西北航空發展出

廉價航空策略 

資料來源：Wang, Catherine L. & Ahmd, Pervaiz K. (2004). 案例部分為

本研究整理。 

而 Trott 也綜合各學者的定義與分類，將組織創新的內涵分為七

大類(Trott，2008：16)： 

表 五 組織創新的內涵：Paul Trott 的分類觀點 

創新型態 例子 

產品創新 

(product innovation) 
新產品或改善的產品之開發 

程序創新 

(process innovation) 
新製程的開發 

組織創新 新的冒險事業部、新的內部溝通系統、導入

                                                      
6 「行為創新」和「管理創新」還是有著細微的差異：行為創新著重在組織內部的成員行為與

組織文化，管理創新則強調組織內部引用新的管理技術，導致不僅組織導入市場的產品或服務

更具效益，而組織內部行為與組織文化也有顯著差異。雖然大部分的學者在談到類似概念時都

以「管理創新」來表達，但本研究強調台灣媒體企業在因應數位匯流時，除了導入創新技術之

外，從經營者到員工，對於數位匯流時代的環境，都要有不同的心態與觀念。這樣的創新，比

較接近「行為創新」，故本研究採用 Wang & Ahmed 比較少數的定義方式。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26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新的會計程序 

管理創新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全面品質管制系統(TQC)、企業程序再造、

導入 SAPR3(德國 SAP 軟體公司研發的 R3 

ERP 系統) 

生產創新 

(production innovation) 

品質循環、及時(JIT)製造系統、新的生產規

劃軟體、新的檢查系統 

商業/行銷創新

(commercial/marketing 

innovation) 

新的融資協議、新的銷售程序(如直銷) 

服務創新 

(service innovation) 
網路金融服務 

改編自吳榮貴、吳朝升、袁劍雲、秦克堅、孫儷芳、楊世豪、陳秋玲、安舜華、

朱金元、王克尹、林玲煥(2010)。 

綜觀 Trott 的分類，可能過於瑣碎或定義上有所重疊（例如：在

服務業比例越來越高的現代，「產品」在概念上，一般都包含具有實

體的貨品及不具實體的服務，因此服務創新和產品創新的區分就顯得

不必要），因此比較不具有操作的實用性。 

從不同研究對於組織創新形形色色的定義與分類來看，組織創新

涵蓋的層面太廣，研究者必須加以限定才能夠進行分析，所以對組織

創新內涵的詮釋，還是得回到研究主題來看。 

以本研究而言，Wang & Ahmed 的分類方式是比較適合的，因為

數位匯流對於媒體企業造成的衝擊是全面性的，以 Wang & Ahmed 的

分類內涵而言，比較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後續將採取 Wang 

& Ahmed 的分類內涵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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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創新與創新擴散 

一、創新與擴散 

在一般人的直覺當中，「好的創意」自然會被接受、流傳，不好

的東西，終究總會被群眾給淘汰。然而，學者研究，在歷史中有很多

很好的「創意」或「發明」，根本無法與現有較差的事務競爭，最明

顯的就是英文打字鍵盤的排列方式7(Rogers,2006:38-40)；而有些已經

發展得相當穩定的事務，眼看就要成為不可撼動的主流，卻因為某些

陰錯陽差的因素而被淘汰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內燃機的擴散8。 

創新的事務如何擴散(Diffusion)成為主流，一開始並不是管理學

的課題，而是社會學者關心的焦點，因為擴散的過程可以說是社會面

貌改變和歷史演進最重要的動力之一，而研究創新擴散的學者中，影

響管理學最大的學者是 Rogers 提出來的理論。 

根據 Rogers 的理論，他認為影響擴散程度有四大要素，分別為

「創新」(被認可是一件新的事物或觀念)、「溝通管道」(資訊從某個

人傳遞到另一個人的手段與方法)、「時間」(接受創新的相對早晚，多

少成員接受)、以及「社會體系」(發生擴散現象所在社會的組成結構、

以及意見領袖採取的態度)。 

實際的狀況是，當一個「創意（或發明）」出現，社會體系的成

                                                      
7以英文打字鍵盤排列為例，傳統的 Qwerty 排列，當初是為了讓打字速度變慢以免字母鐵桿糾

結，但在打字機改良之後，德沃拉克鍵盤發明了，這種鍵盤不僅平均分配十支指頭工作量，速

度和正確率快上許多，同時只要一星期就可以熟練，但即使有這麼多優點，但德沃拉克鍵盤卻

一直只有少數人接受而從未流行過，這種「反淘汰」的情形，也有經濟學家稱之為「鎖定效應」。 

8 在 20 世紀初，才發明十幾年的內燃機相較於已經發展數十年的蒸氣機其實是相當弱勢的，

因為當時的內燃機有著發動困難、引擎內燃室爆燃、容易拋錨、碰撞易燃（油箱結構脆弱）等

毛病，在使用的方便性上遠低於蒸氣機，一般人認為內燃機這項發明沒什麼被接受的機會，但

陰錯陽差的因素是，1914 年北美發生馬匹口蹄疫，大量馬匹死亡，使得許多旅店拆掉水槽，沒

想到如此一來卻讓很多蒸氣機沒有加水的地方，因而斷送了蒸氣機發展的機會，而內燃機則在

後續的擴散過程中，不斷地再發明與改進，很快地就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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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不可能都在同一時間點接受創新，因此不同成員對於創新的不同態

度，就會影響擴散的途徑和擴散的規模。 

Rogers 教授將接受者分類，分為創新先驅者(innovator)、早期接

受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大多數(early majority)、後期大多數(later 

majority)、落後者(laggard)。 

創新先驅者通常具有以下特質，主動積極搜尋創新資訊，對創新

事物擁有高度的熱情與好奇，所思所想有別於一般人，不太會被同一

體系的主流看法所影響，常超越自身所屬的體系之框架，或於當時或

所處當地的社會或組織不易融入。而創新擴散者與被擴散者通常具有

高度的異質性，因為若都是同質性高，也沒甚麼必要進行溝通，創新

的觀點也很難出現，更很難擴散。而正是因為創新先驅者具有一般大

眾不同的特質，其影響早期接受者並與其的互動程度，會影響到創新

接受率。 

創新擴散研究顯示，多數人皆不會根據客觀與科學的數據來評估

一項創新，通常看重的是一種主觀的評價，從自身的經歷與價值，或

相似的同儕經驗接受創新的採納，這顯示出這是一種同質性高的人一

同進行擴散的社會過程，與人際關係溝通產生直接的關聯。 

早期的接受者通常可視為團體或組織中的意見領袖，它們常常可

以非正式的影響他人的態度與行為。這通常代表創新先驅者（

innovator），無論擁有有多創新的觀念或想法，想要進行創新擴散，

若沒有創新的早期接受者(early adopters)的協助，很難將其觀念進行

擴散，無人採納的結果，是很可能遭致徒勞無功，功敗垂成的結果。 

因此，創新決策(採納)過程是一項搜尋與處裡決策的過程，象徵

著在有限的資訊被驗證的程度，如可觀察性，或易於理解的程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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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擴散過程的 S 曲線，在接受度達百分之二十時，這是擴散過程的

核心階段，人際網路開始發酵，透過早期接受者的協助，讓關鍵的多

數人採納創新，人數快速攀升。 

當組織內的成員，對組織目標發展出行動方案時，行動結果的成

敗，大致可分為兩項，一是採行的創新策略計畫優劣與否，其次是成

員對該策略的接納程度。最理想的狀況，是推廣組織的策略很優秀，

成員對其計畫接納程度又高，但相對策略優異但接納程度低，還不及

策略普通但成員對其接納程度高的情況，成功的機率還比較大。換句

話說，真正決定成效的，往往視組織成員是否對創新策略接受並盡力

認真，到位與否。 

 

二、組織內的創新與擴散 

Rogers 談創新與擴散，主要的場域是整個社會，他提出的案例五

花八門，從農業技術的推廣、醫生用藥的改變，台灣家庭計畫的推廣

等，對於這些社會學的現象的解析，管理學者則問一個問題：如果創

新擴散的過程搬到範圍比較小的企業內部，有什麼差異。 

可以理解，大範圍社群裡的創新擴散，變數比較多，而推動者

(Rogers的案例中未必有實際的推動者)對不同程度的接受者的影響力

比較低9；而企業裡小範圍的創新擴散就可以比較明顯有明確的推動

者，以及推動手段和效果之間的關聯性。 

回到企業本身，管理學者對於創新擴散的關注變成比較規範性的

操作流程，包括： 

                                                      
9 除非是北韓這種集權國家，否則就算政府大力推動的創新（如台灣的家庭計畫、全球消滅瘧

疾計畫），政府對人民的影響力絕對低於企業內主管對部屬職權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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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創新能夠在市場上獲利？ 

 如何啟動一項「創新」的研發或篩選過程？ 

 一項創新的提案被確認後，如何推動（擴散）到整個企業內部？ 

 在進行創新擴散的過程中，有哪些障礙？如何克服？如何避免犯

錯？ 

Fernando Trias de Bes ＆ Philip Kotler 就從大量的實證研究中，

提出企業進行創新的七個障礙（2013）： 

1. 沒弄清楚創新的意義：許多企業誤以為變革式的創新才是真正的

創新，但忽略了落實於企業內部各環節的小規模創新更能夠代表

企業的創新基因；「別妄想今天就要推出重大性創新，而是要把

創新視為許多小規模的創新步驟，經年累月下來，就可以造就重

大的創新成果。」(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17) 

2. 職責分配模糊不清：企業內部沒有專責創新的部門，隨機無計畫

地從外界引進創新點子，造成績效不佳，科特勒引用麥肯錫的調

查指出，「只有 24％的企業領袖會安排開發創新的預算，只有 50

％會指派新計畫負責人」(McKinsey Global Survey, 2007：18)，而

這種「採購式的創新」缺點是「如果公司所有創新活動都外包，

日後要執行這些外界顧問所提的創新時，往往會窒礙難行。」

(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P18) 

3. 將創新與創意混為一談：如同 Levitt 所提醒的，只有創新是不夠

的，沒有對準市場的「創新」只是「創意」，真正的創新流程必

須有人管理，唯有將新的技術與企業管理緊密結合，才能提高這

些創新的成果獲得市場上的成功(Levitt, Theodore , 2002) 

4. 創新缺乏架構：Kotler 指出，創新的嘗試和現有的業績、現金流

往往是抵觸的。有時候創新的成果是用來替代前一次創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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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金流來源），這意味著這些創新作為本身的高風險性。

因此，擅長創新的企業，必須有一套架構評估這些風險與報酬。 

5. 缺乏掌控力：創新需要監督與掌控，甚至被視為常態性的業務之

一，但根據調查，「只有 34%的高階主管和 22%的中階主管認為

創新是他們的職責的一部份」(McKinsey Global Survey，2007：

22) 

6. 缺乏協調：缺乏水平和垂直的協調，往往使得「創新概念」在推

展時（公司內的創新擴散），不是變成經營高層推動的口號，就

是各部門無法配合，無法融入企業文化，成為失敗的嘗試。 

7. 未以顧客為重：企業的創新成果，最後必須通過市場的考驗，才

成轉換成企業的營運績效，因此，不管是產品創新、管理創新，

最後總是要連結到顧客的需求。科特勒強調，以顧客為重，不只

是行銷口號，而是創新過程都在「深層理解客戶，透過觀察客戶

的行為，想辦法豐富他們的生活，從而更滿足顧客的狀況」基礎

上(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25) 

對於企業內部的創新，Kotler 特別注重創新的啟動與流程。 

在實務上，每一項創新都牽涉到預算和資源的動用，同時，一項

創新在進行擴散的過程中，也處處與人員升遷調度、資源預算配置產

生關聯。 

從比較貼近現實生活的角度觀察，企業內部的創新是「攸關公司

利益與員工升遷的事」，因此，創新是從何處啟動，與擴散的效果當

然有實質關聯，在 Kotler 的分類當中，創新的啟動分為四類(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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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組織創新的啟動類型 

啟動的類型 說明 案例 

由上而下的啟動 
由領導高層啟動，交付創新

任務、編列預算、劃定範圍 

1.殼牌石油在 1990年以 2000萬

美金設立開創新局小組用以開

發企業擴展點子 

2.奇異公司泡沫小組以任免伊

經理仁免除日常職務專職創新

專案計畫 

由下而上的啟動 
基層員工提出創新概念經

審核後採用 

Google 員工可在電子表單上刊

登新創意，由全體員工審查評

估 

由內而外的啟動 

管理者從公司外部延攬人

才，在公司內部成立部門或

機制，對創新流程進行合作 

特異購連鎖延攬卡夫地商學院

將豐田生產原則導入其供應鏈 

由外而內的啟動 

讓不屬於公司的個人或小

型企業可以透過公司的商

業平台進行創新 

蘋果開放程式碼，讓其他程式

設計師設計蘋果應用程式 

 

想當然地，這四種創新模式當中，比較被廣泛應用的是「由上而

下的啟動」和「由內而外的啟動」，因為這兩種企業創新的啟動模式，

比較符合企業組織的科層制度。 

 

 

三、創新擴散過程的功能角色 

比較 Rogers 的「創新擴散過程」和 Kotler 的「創新流程」，我們

可以發現，兩者都列舉出擴散過程中不同功能角色的重要性。 

Kotler 認為，創新有一套可遵循的流程，這套流程是由不同角色

功能的人或部門依照順序發揮發揮其功能就可以執行創新任務，他稱

之為「從 A 到 F」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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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 Kotler「從 A 到 F」創新流程中的角色與任務 

代碼 功能角色 任務 可能部門 

A 啟動者 activator 啟動創新流程 董事會 

B 
瀏覽者 

browser 

在創新流程由中，調查和找出攸

關團體流程開展和應用點子的資

訊 

董事會、外部顧問 

C 
創造者 

creator 

主要的功能在於想出(ideate)新的

概念和契機 

外部顧問、研發部

門 

D 
開發者

developer 

將創造者提供的點子「具體化」

(tangibilize)成商品或服務的人 
研發部門 

E 執行者 executor 
將開發中的創新引進公司，進而

在市場上推出 

行銷部門、業務部

門 

F 
促進者

facilitator 

負責批准創流程進展所需的支出

和投資，也負責管理這個流程免

於陷入僵局，其的使命是創新流

程的推動(instrumentation) 

專案經理、管理（

財務、人資）部門 

資料來源：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 

 

若將 Kotler 的「創新流程」和 Rogers 的「創新擴散」的五個創

新擴散過程中的角色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理論上未著墨之

處：  

表 八 Rogers 擴散過程與 Kotler 創新流程比較 

階段 Rogers Kotler 說明 

準 

備 

期 

無 

啟動者 
新事物在被「創新」之前的準備期

，Kotler 認為啟動是重要的階段

，Rogers 則從「接受者」的角度觀

察，認為創新之後的發展才是重點

？ 
瀏覽者 

萌 

芽 
創新先驅者 創造者 

創新事物「問世」的過程。 

Rogers 強調「被認知」才算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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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早期接受者
10 

開發者 
Kotler 則強調「商品化」之後才

算創新。 

擴 

散 

期 

早期多數者 

執行者 

Rogers 理論中，擴散的有效性在於

創新是被後期多數者接受；在成員

有從屬關係的企業內，擴散的有效

向與執行的成果成高度正相關性。 

後期多數者 

落後者 

其 

他 
無 促進者 

促進者是管理創新流程的人，貫穿

整個創新流程，故不列入分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透過上表的比較，本研究得到以下的小結論： 

1. Rogers 研究的重點在於「創新事物如何在一個社群內擴散」，至

於創新事物如何「被創造」，並非 Rogers 的研究重點。 

2. 相對於 Rogers，Kotler 更重視「創新事物」產出的過程與方法，

他的流程中，創新是有明確目標的（由啟動者設定），且要透過

大量的資訊篩選，才能形成方向，因此「瀏覽者」的角色相當重

要。 

3. Kotler 的「創新流程」把創新視為（企業）有組織、有目的的工

作計畫，因此流程內的功能角色11是被設定分配的。 

4. Rogers 的「擴散理論」強調創新訊息如何被傳遞、如何被認知、

如何被決策（接受或不接受），這樣的理論架構，隱含社群內每

一個訊息接受者，都有其自主性，而如何使創新事物被接受，就

成了創新擴散理論的核心。 

5. Kotler 的「創新流程」強調程序與步驟，這種比較機械式的觀點，

                                                      
10 在 Rogers 的理論當中，一個新事物沒被認知及接受，是不算創新的，因此本研究的分類，

把早期接受者接受之後，才算是創新的萌芽。 

11 Kotler 認為「A→F」流程的好處之一是以角色為主，取代其他理論以階段為主的作法，而這

樣的做法在沒有明確階段的創新程序中也能發揮功能，同時強調角色而非部門，也能夠組合不

同的合作模式(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19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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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的是企業內的成員所被設定的角色，個別成員如同「創新機

器」的零件，個人對企業新政策（創新事物）的接受度不再考慮

之內。也因此，在本研究前文分類中，Kotler 創新流程的角色都

集中在「準備期」和「萌芽期」，至於 Rogers 最強調的「擴散期」

，Kotler 則以「執行者」簡單帶過。 

事實上，從實務中可以印證，企業組織內部的部門或個人都有

其立場，以及不同的影響力（包含正式與非正式），這些個人的接

受度與影響力，都會影響到「執行者」角色的扮演。 

本研究關注的課題，是台灣的電視台產業在數位匯流中的創新

之道，在實際訪談中可以體會到，不管是企業高層、中階幹部或

基層幹部，在企業內的創新擴散過程中，訊息的傳遞與流通、特

定角色（個人或部門）的影響力都與創新擴散的成敗息息相關。 

從過程論來看創新擴散，Rogers 和 Kotler 的理論都有所侷限，

因此本研究擬以「社會網絡理論」補齊不足，從組織網絡中角色

的功能和訊息傳遞的過程，印證訪談的內容，並提出研究架構，

分析台灣電視媒體的內部網絡中，影響創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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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網絡應用在組織創新 

在組織創新的研究中，通常把組織視為研究的客體，而組織內部

的成員，往往被假設為沒有個別差異、個人想法的「次單元」，而即

便探討的組織成員，也是著重於個別角色的職權與功能。 

在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中，充分理解到，台灣的媒體產業在數位匯

流的背景下進行組織創新，訊息的傳遞、觀念的統合、技術與知識背

景會影響個人對於創新提案的接受程度，面對這樣的實務背景，社會

網絡理論便能夠提供有效的理論支援。 

一、社會網絡理論的基本假設 

社會網絡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把社會結構當作一群人或組織之間

關係的網絡連結。如同 Erickson 強調；「人們不會獨立於社會網絡之

外發展個人行為，行為的形成與改變來自社會互動，在模糊不清的情

境下，人們會藉由比較團體中同類型者的行為，來獲得個人行為規範

的指引，當兩者行為一致時，個人行為會確定及強化，當兩者存在落

差時，個人行為就會改變。」(Erickson, B. H. 1988:101) 

社會網絡研究途徑，基本上把組織視為由節點和連線所構成的網

絡。所謂節點，可以代表個人、或單位組織，連線則表現節點之間的

關聯性，連線可以同時表達兩個節點之間關係的有無、強弱、方向、

內涵與型態(張笠雲、譚康榮，1999：8) 

社會網絡的理論，廣泛應用在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術領

域上(張笠雲、譚康榮，1999)，應用在管理學，則提供了透視組織內

部人員職務與非職務互動的途徑，對於理解組織內創新擴散過程中，

個別的角色及其態度的影響，有相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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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網絡的「特殊節點」在組織創新影響 

由於社會網絡重視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關聯性，因此透過適當的調

查，在組織的網絡圖當中，很容易可以看到某些特殊的節點（個人）

與其他節點的關聯性特別綿密，這可能是因為職務的關係（體制內職

權與各部門互動密切），也可能是因為個人特質的關係（人緣好），但

這種現象會影響網絡的型態，也會影響組織創新的成果。 

Battilana & Casciaro 研究英國國民健康局 68 項關於變革的行動

方案，發現一項變革的推動，推動者本身在正式組織內職級的高低和

變革推動成功與否的關連性不大，反而變革推動者是否位居非正式人

際網絡中心、以及在非正式網絡中的影響力大小，成為推動變革重要

的因素(Battilana, J. & Casciaro, T. ,2013)。 

在 Battilana & Casciaro 研究中，每一項行動方案都有一個變革推

手，研究把變革推手所處的正式社會網絡和非正式社會網絡以圖示表

現，比較過每個行動方案的網絡圖之後，Battilana & Casciaro 依據網

絡節點之間的連線型態，將網絡區分為凝聚式網絡(cohesive network) 

和橋接式網絡(bridging network)。 

圖 二 凝聚式圖網絡和橋接式網絡 

 

凝聚式網絡顯現網絡中的每個節點，都產生關聯性，顯現這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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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是個彼此熟識的凝聚型團體，在這個時候，位居網絡核心的變革推

手，未必是網絡裡連線最密集或連線強度最高的節點。 

橋接式網絡則相反，以變革推手核心的網絡，中心節點（變革推

手）和其他所有的節點都存在某種關聯性，但其他節點之間沒有或少

有關聯性。換言之，核心節點是這個網絡的「橋」，所有的資訊交流

都要透過他。 

經由 68 成功與失敗個案比較，Battilana & Casciaro 得出幾個結論

： 

1. 無論變革推手在組織內的職位高低，當變革推手處於非正式網絡

的核心時，變革推動的機會比較大。 

2. 橋接式網絡比較有利於變革偏離傳統常規較大的激烈改革。 

3. 凝聚式網絡比較有利於變革偏離傳統常規較小的溫和改革。 

4. 無論變革推手所處的社會網絡是橋接式網絡或凝聚式網絡，無論

推動的變革是激烈的還是溫和的，變革推手和觀望者以及對變革

立場不確定的人，都保持緊密關係才有利於變革的推動。 

Battilana & Casciaro 的研究發現，對於本研究的啟示是：在組織

網絡中，處於某些特殊位置的節點，對於組織創新訊息的傳遞，具有

關鍵性的意義。而釐清在數位匯流因應的組織創新中，這些能夠發揮

功能的節點應該位於網絡何種特殊位置，應該具有何種專業知識或態

度作為，將對於臺灣媒體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創新具有相當意義。 

 

三、創新傳遞網絡：守門員、搜尋者與連結者之關係 

組織創新，不可諱言地，在決策上面對相當多的不確定性；而數

位匯流的時代，技術的生成與資訊的產生相當迅速，形成的資訊量十

分龐大，就決策上而言，單是篩選巨量資訊形成創新研發的方向就相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39 
 

當困難，更遑論在組織內正確傳遞。 

Orlikowski & Cash 研究創新科技導入公司時，透過對近九十位科

技公司內不同部門與階層員工的訪談，他們發現創新科技在導入組織

時，不同部門的人，資訊人員與相關使用者之間的思維有著主觀的認

知差異，即便是同一組織內的成員，也各自透過不同思維框架來理解

同一個創新科技，甚至做出判斷，這些存在於成員之間的動機與認知

的差異，使得創新提案，不管是產品創新、服務創新、還是管理創新

，因為內部訊息傳遞的無效率與誤差，使得進行組織創新的成功率下

降(Orlikowski & Gash:1994)。 

在 Kotler 的創新流程當中，負責蒐集資訊、過濾資訊的工作有一

個專責的角色，叫做瀏覽者。瀏覽者的的主要功能是「在創新流程由

中，調查和找出攸關團體流程開展和應用點子的資訊」(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33） 

Whelan等人在 2010年一篇探討網際網路對科技業研發影響的文

章中，對於類似的角色提出一個名詞：「守門人」(gatekeeper)算是對

類似角色的定位與功能提出了明確的界定(Whelan, E., Teigland, R., 

Donnellan, B. and Golden, W. , 2010) 

Whelan 等人認為(如下圖)，在過去，科技業的創新特別重視「守

門人」這樣的功能，因為守門人憑藉其專業能力與經驗，能夠取得外

界的資訊或知識，將之梳理篩選、轉譯並散佈給技術研發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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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守門人在科技資訊傳遞中扮演的角色 

 

Whelan 認為，守門員在創新導入與擴散的過程中，必須發揮幾

個功能： 

1. 外部訊息採集 

守門員必須有能力追蹤與公司核心技術相關的科技發展現況。在

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前，最進步的科技資訊的取得並不容易，有人認為

網際網路讓資訊的取得變得容易，因而守門員角色變得不那麼重要，

Whelan 的研究卻顯示訊息越複雜，組織內部的其他成員要理解與認

知差異大，守門員的角色反而更困難，專業程度更高。 

2. 內部溝通 

守門員進行資料搜尋之前，必須了解組織目前的研發課題與需求

，如此他對外部資訊的蒐集才有確定的方向。在運作良好的組織裡，

守門員所代表的節點在網絡當中，都是和其他節點關聯性最多、最強

的核心。 

3. 外部資訊的轉譯 

面對外部的「資訊海洋」，守門員一方面除了要篩選合適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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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研發單位，更要將之轉譯成研發單位可以理解的術語。 

4. 內部傳播資訊 

在網際網路時代，守門員整理業界最新的趨勢和資訊，透過電子

郵件的群組，隨時可以把相關資訊傳遞給合適的人。然而，研究發現

，即使守門員透過電子郵件把相關的資訊送到電腦，但傳遞的效果並

不如想像中來得高。可以理解的是，在日常業務繁忙中，送上門來的

資訊如果不是剛好是某個問題的解答，這些由守門員所轉發的訊息，

很難進入其他成員的眼球。因此，除了電子郵件之外，在出現需求的

時候，守門員還是要以會談討論的形式，才能有效地把適當的外部資

訊傳遞擴散。 

Whelan 重新詮釋了「守門員」的概念，但進一步思考，守門員

的概念其實包含了「搜尋」與「溝通」兩的功能。這兩種能力未必同

時出現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因此，Whelan 把守門員的概念進一步區

分為「創意搜尋者」（idea scouts）和「創意連結者」（idea connectors）

兩個功能角色(Whelan, E., Parise, S., Jasper de Valk and Rick Aalbe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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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科技資訊傳遞多重流程：守門員角色進一步分化 

 

 

當「創意搜尋」和「創意連結」兩個功能分別由兩個角色擔任，

創新提案在組織內部的傳遞就有效率多了。Whelan 以下列兩種情況

的網絡圖對照說明：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43 
 

圖 五 創意連結者和創意搜尋者在網絡中扮演的角色 

 

Paul 和 Mary 兩人都擔任組織的外部創意蒐集者，在資源取得上

擁有良好的專業知識和健全的社群網絡，但兩者在組織內部的社群連

結卻截然不同。由於 Mary 對內溝通可以透過 Helen 居中密集聯繫，

因此，當 Mary 從組織外部蒐集創意後，往往比較容易產出對於組織

有力的流程、產品或服務。 

Whelan進一步發現，當創意搜尋者和創意連結者功能區分之後，

從創意的尋找到創意形成、內部擴散，整個流程便相當清楚。 

Whelan 的流程，相較於 Kotler 的「A→F」創新流程，Whelan 更

重視訊息在網絡內部的溝通。 

由下圖，Whelan 強調，創意由外部導入組織需經過四個流程才

能由各種細小的概念發展成最終的創新想法。創意搜尋者在早期辨識

、蒐集概念過程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爾後重要任務則逐漸轉移至

組織內部訊息傳遞擴散者。由於掌握良好的內部溝通專業，訊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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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創意連結者能將最具發展性的概念傳達給具備實踐概念、有能力

產生創新結果能力的組織同仁。 

 

  圖 六 創新導入組織四個階段中創意搜尋者和創意連結者的角色 

 

 

 

以下是 Whelan 的理論中，創意搜尋者和創意連結者的能力與特

質的說明： 

 

表 九 創意搜尋者和創意連結者在組織中的特質與角色 

類別 創意搜尋者 創意連結者 

專業能力 

對於外部的想法與信息，有能力

去辨識對公司有用的資訊 

用有意義的方法，有能力去連結不一

樣的概念 

在特殊的科技領域具深厚的知

識基礎 

具廣泛的知識基礎去促進了解新資

訊的脈絡，並且如何去找到適合組織

內現有知識的脈絡 

強的分析能力 
有能力去解釋或翻譯外部的資訊，轉

化成內部成員可理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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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資訊科技的判讀能力 
影響力-能說服內部其他網絡的成員

會產生必要的行為 

一般特質 

公司外部具有廣大的連結 公司內部具有廣大的連結 

短至中的組織任期 長的組織任期 

在專門的科技領域中具有高位

階 
樂於助人 

在他們專業能力不但跟的上新

趨勢並且真正有興趣 
在同事之間運用科技能力具有口碑 

如何去促進 

給他們時間去偵測外面的世界 

透過參與跨部門不同的專案與工作

輪調，藉以鼓勵他們人際網絡的活

動，持續保持活躍 

鼓勵他們參加外部的聚會與活

動 

與創意搜尋者連結去說服公司內對

應的部門，來傳播最新及被認定的想

法。 

訓練他們如何有效的運用社群

媒體的科技 
 

使用 ONA12調查方法，去評估價

值與優化外部網絡 

如果內部的溝通網絡具有偏見與成

員間溝通網絡無法連結，使用 ONA

的研究方法去決定 

在組織內發

揮的功能 

運用絕佳或具潛力的管理計畫

去找出他們並且辨識他們的成

功的搜尋能力 

運用絕佳或具潛力的管理計畫去找

出他們並且辨識他們中介的角色，例

如:畫出大家都看得懂的社交曲線。 

本表內容改編自：Whelan, E., Parise, S., Jasper de Valk and Rick Aalbers 

，2011：42 

  

                                                      
12 ONA(Organizational network analysis)量測組織內部得分析網絡，組織連結分析，可以視覺化及

方法化。是一種系統化的研究分析方法，用以研究人跟人之間、團隊、部門、組織相互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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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位浪潮下的創新決策困境 

數位匯流包括數位與匯流兩大概念。 

所謂「數位」即相對於於類比（Analog）之電子資料總稱，包括

內容的數位化、傳播模式與平台（Platform）的數位化與終端載具的

數位化。 

由於數位技術的演進，電信、網路和廣播電視三大產業都同時在

內容存載、訊息傳輸和終端載具都進入了數位化的變革，因此原本三

個不同技術與平台的獨立業務，在技術上有了彙整的可能性，因而使

得系統建置者有了巨大的想像：不管是法規面、應用面、營運綜效以

及應用服務的擴張。 

而「匯流」的概念，則指涉原本獨立的電信、網路、廣播電視三

個獨立的產業「彙整、合流」之意。 

一旦電信、網路、廣播三個獨立的產業，因為同一內容儲存、傳

輸與終端消費平台會整合流，將會形成一個更完整、應用面更大的產

業供應練，而商機與產業發展更開啟無限的想像。然而，此一「產業

匯流」結果的產生，除了技術匯流要到位之外，還有「內容匯流」、「

平台匯流」（不同來源的數位內容能夠在同樣平台傳輸或提供服務）、

「營運模式匯流」（不同產業因為平台匯流，提供服務多元化，營運

模式擴張）等環節的配合，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因應此一趨勢修改

法規，形成「法規匯流」（David，2008） 

回顧歷史，自有電信通訊以來，資訊就在各種獨立、不相連結的

網絡上傳送。這些網絡各自採取不同的技術。起初各有目的，用於執

行特定的工作，電話網絡用來傳遞語音，電視接收頻道業者所提供的

節目，網路於電腦上接收資訊並且分別具備與溝通任務相關的功能特

色。如今物連網時代來臨，電視和網路現在共用了一個數位頻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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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只有在電腦上可以看到的內容，電視也可以連上網際網路看到，反

之亦然。這就是所謂數位頻道的匯流聯網，連網裝置連上一個共同的

平台，裝置彼此間可以透過這個共同的數位頻道取得一樣的內容，並

且透過網際網路，將這個共同的平台整合。未來大家在同樣一個平台

上競爭，比的是內容、比的是服務，所以，電視頻道業者的競爭者不

再是其他電視台，而是 YouTube、Hulu、Netflix 乃至於網路上所有

的內容提供者。(Emily Nagle Green，2010) 

第一節 數位匯流的發展趨勢 

一、改變中的收視行為 

由於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本研究將三大產業(電視、網路、電

視)匯流整理成四大面向，閱聽人在收看節目內容，以更便宜、更快

速、更方便取得視訊影音的節目內容，在任何時間、任何的地點、更

多的平台與手持裝置之影音載具，接收想要觀看的內容，行動裝置帶

動觀看影音內容的趨勢已然成形。 

產業的變化與衝擊改變了民眾的收視習慣並對傳統家中收視電

視節目的習慣移轉至新興媒體平台。根據 2013 年尼爾森市調機構數

據顯示，在美國有五百萬個家庭透過 YouTube、Netflix13、Hulu14、

HBO 等平台收看電視節目，而不透過有線、衛星來觀看。再對照 2013

                                                      
13 Netflix, Inc.，通常直接被稱為 Netflix，是一家美國公司，在美國、加拿大提供網際網路隨選

串流媒體播放，定額制 DVD、藍光光碟線上出租業務。，1999 年開始訂閱服務。2009 年，該

公司可提供多達 10 萬部 DVD 電影，並有 1 千萬的訂戶。以線上上出租影音光碟起家，近年來，

因採線上巨量資料分析收視行為，2013 年其自製內容「紙牌屋」(House of CARD)其平台播出後，

獲得空前的成功。現今美國有 2800 萬訂閱者，全球則超過 3400 萬。 

14 Hulu，名字源於中文「葫蘆」的發音，是一個免費觀看正版影視節目的網際網路網站，它

和全美許多著名電視台以及電影公司達成協定，通過授權點播模式向用戶提供視訊資源。由於

各國對版權的法規有差異，其視訊節目曾一段時間只對美國本土用戶開放，但後來為擴展海外

市場而對日本提供服務。另外，公司在洛杉磯、紐約和北京等地均設有辦事處。在 2009 年，

其營收衝破一億美元。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mily%20Nagle%20Green&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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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YouTube 針對全體網際網路使用者資料分析 16~24 歲的台灣人，是

在各年齡層中高達約 15%的 0 收看電視的族群，顯示青年族群觀看電

視的比率持續下滑。YouTube 成為與台灣其他電視台的最大對手。 

 

圖 七 2013 年 AC Nielsen16-24 歲全年收視時間調查 

 

參考 2013 年 12 月 Google 公佈在台灣 YouTube 收視行為調查，

有四成的民眾，每天都上 YouTube 觀看影片，近八成的人每周至少一

次，而 1/3 的台灣 YouTube 的流量都是來自使用行動裝置，且 16~24

歲的年輕人，在黃金時段(8~10 點)收看的比例，首度超過電視。更甚

者，台灣消費者媒體接觸率與時間，電腦上網更是已超越了電視，2013

年底，Morgan Stanley Research 的數據同時說明，全球行動裝置上網

的用戶超過電腦上網的用戶。故，在整體媒體使用型態的改變，導致

少用電視平台收看影視內容的人數急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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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2014 年台灣用戶觀看電視與上網時間比較圖 

 

二、一場競賽：數位匯流趨勢 

全球各國將數位匯流視為具國家戰略高度的政策。美國總統歐巴

馬 2009 年發表「國家寬頻計畫｣，電信總署以 13.4 億美元(約 402 億

台幣)，補助每戶 80 美元更換機上盒。10 年內達成九成家庭都有每秒

100MB 寬頻網路的目標。中國總理溫家寶 2010 發表「三網融合的政

策」，加速推進電視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三網融合。將 12 個大陸

城市建設 IPTV、手機、電視、網路視聽節目播控平台。英國前首相

布朗於 2009 發表數位英國報告，在 2015 年全面回收類比頻道，全面

轉換成數位訊號。 

大陸在 2010 年底全國所有城市開通地面數位電視。至 2010 年 6

月為止，有線數位電視已擁有 7,700 萬使用者用戶，200 多種終端，

提供 6~8 套免費電視頻道，開拓資訊服務滿足移動人不限時間地點隨

時聽廣播、看電視、查資訊的需求（黃靖宣，2014b）。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50 
 

而臺灣為了因應數位匯流趨勢，政府也不遺餘力推動產業變革。

行政院利用倫敦奧運轉播的契機，推動「101 臺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

年」計畫，該計畫規定各無線電視台必須於 101 年 7 月完成全面數位

化的技術轉換。而各無線電視配合政策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停播類比

無線電視訊號，7 月 1 日全面改採數位訊號播出（行政院數位匯流專

案小組，2012a）。 

而在產業結構調整和政策法規面，行政院為推動數位匯流產業發

展，特別設立「數位匯流專案小組」專責政策與法規規劃，並於 2010

年 12 月核定該小組所研擬的「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為

數位匯流的趨勢制訂產業調整的基本方向，同時立下「完備數位匯流

環境」、「普及的優質數位匯流服務」以及「促進跨業競爭發展匯流服

務」三大願景目標。 

在大願景目標指導下，具在具體政策上，小組規劃七大推動主軸

為發展重點，分別是： 

1. 整備高速寬頻網路 

2. 推動電信匯流服務 

3. 加速電視數位化進程 

4. 建構新興視訊服務 

5. 促進通訊傳播產業升級 

6. 豐富電視節目內容 

7. 調和匯流法規環境 （行政院數位匯流專案小組，2012b） 

 

這七個政策主軸，開啟了臺灣數位匯流的道路，也為相關產業指

引基本方向。因此不論是電信業、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有線和無線

電視頻道，都成了數位匯流被整合的一部份，對企業經營而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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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數位匯流趨勢，沒有其他道路。 

三、國內產業分析 

頻道稀釋現象 

數位化已是全球趨勢，頻寬將可做更有效的利用。過去涇渭分明

的視訊(Video)、電信(Voice)、網路(Data)三種不同的產業與領域的服

務，在數位科技革命的趨勢之下，逐漸匯流成跨領域與新興服務與商

品。以電視台經營者來看，如新興手機電視並非要取代客廳電視，而

是擴大節目播出內容，延伸的另一平台 (廖兆斌，2077)。 

然而，面對數位匯流的趨勢，台灣的電視頻道面臨的窘境是「頻

道稀釋」的衝擊。所謂「頻道稀釋」，簡單地說，就是提供內容的平

台變多了，但數位內容提供的能力卻沒有同步成長，市場上投入廣告

的資源也沒有等比例增加，因此電視頻道同時面對「產出不足15」與

「廣告資源分散」的雙重困境。這是「量」的困窘，在節目的品質上

，鄭自隆教授指出，臺灣的電視頻道所提供的節目是「類比節目，數

位播出」，因為節目製作思維還停留在類比時代，缺乏互動性或小螢

幕視覺表現等數位平台的思維（鄭自隆，2005），因此原本以內容提

供為強項的電視台（相對於電信商或網際網路服務商），反而在內容

產製上陷入困境。 

事實上，比較頻道開放前後，因為臺灣市場規模有限，大量頻道

增加反而使得節目製作朝向輕薄化發展，節目製作的費用較老三台時

期，反而下降。而不管是無線電視台或是有線頻道，以購買的節目應

付需要填補的時段成為主流，低成本的談話性節目大行其道。可以說

                                                      
15 根據鄭自隆教授的統計，在數位匯流趨勢下，臺灣以 500 頻道計算，若每日重播 12 小時，

則一年必須提供 219 萬小時的節目。如此龐大數量的內容產出，是目前臺灣的電視頻道所無法

承受的，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年播出超過 200 次的「唐伯虎點秋香」這種荒謬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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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階段，頻道的增加，帶來節目型態的拓寬、頻道的分眾化，但

並沒有帶來質的提升。 

 

硬體投資的負擔 

這樣的情形，其實很難單純就責電視台或頻道的經營者，因為數

位工程技術的投資，已經是財務的沈重負擔。政府想要落實真正的數

位化，關鍵還是在有線電視業者全面數位化，數位化需投入大量資本

於 HD 產製播設備與內容。光傳輸產製端硬體(發射機與編解碼系統)

的投資，大都以百億元起跳，各無線電視至少也需十億元以上的投資

。但因現今電視廣告營收成長趨緩，大多數的電視台找不到取代傳統

廣告營收之可行的獲利機制。 

無線台除傳輸方式未具備互動機制與公共無線電波屬公眾之必

載思維，及有線電視系統囿於政府政策所制定的收費上限，無意投資

在數位設備投資與製作更好的節目上，大都不願積極投資與生產內容

，且就目前所看到的，利潤最高的獲利模式可能還是內容生產與會員

加值服務，卻受限政府在政策法令下的限制或尚未修法，無法刺激新

舊電視台業者加碼投資。(江逸之、黃亦筠，2009：129) 

 

傳統營收的短絀 

基本上電視台的主要仰賴的獲利來源有三個：廣告收入、頻道與

節目版權收入、專案收入。廣告收入，因台灣電視媒體生態屬於百花

齊放，頻道數多達一百個以上，加上網路視訊媒體等新媒體的興起，

台灣的廣告客戶在廣告總量的預算未增加的整體市場環境下，經營環

境日益困難。 

根據統計，2014 年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總廣告量約為 248 億(數

位匯流前約超過 300 億)，其中，分食廣告預算的數位化頻道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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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上其他媒體(平面、網路)亦會跨平台經營，如影音內容服務，

傳統無線電視台和有線電視頻道傳統的廣告收益已經受到強大的威

脅，若未能因應擴大其他收入來源，必然會陷入經營困境(動腦雜誌

編輯部，2015)。 

 

圖 九 2008 年-2014 年台灣五大媒體廣告量比較圖 

事實上，過去十年來，無線台僅民視維持持續賺錢，台視於民營

化後兩年轉虧為盈，其他中視、華視則持續虧損中。但營利的電視台

其營利率都不高，且有愈來愈多仰賴「非廣告」（如置入、販售時段、

媒體專案等）的收入來增加營收。 

 

新加入的競爭者 

除了數位頻道增加造成的競爭壓力之外，因為數位匯流趨勢產生

http://www.brain.com.tw/Upload/News/467-p94-00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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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內容提供服務平台也為傳統電視頻道帶來莫大的競爭壓力，其中

，電信商挾著擁有網絡的「最後一哩路」跨足節目內容提供更是來勢

洶洶。 

2004年交通部電信總局開放電信業者以 IPTV技術提供電視節目

播映服務，電信業者的龍頭中華電信馬上以 MOD (Multimedia on 

Demand)品牌搶入市場，利用其電話用戶高普及率優勢，成立兩年，

訂閱戶數即超過 20 萬，2011 年訂閱戶突破百萬大關，到了 2014 年 7

月則突破 130 萬戶，足以和有線電視市場分庭抗禮(張為竣，2014)。 

數位匯流產業整合的趨勢，數位影視平台將輕易的連結全世界的

影視內容，影視產業已成為一個全球跨界競爭的時代，過去類比時代

的線性收視型態已經被打破了，影視內容的選擇由頻道經營者轉為閱

聽大眾，閱聽大眾可以在自己喜歡的載具（電視、電腦、手機）不限

時空選取自己最想看的節目內容，這樣的態勢，宣告電視媒體的競爭

環境將會納入更多新進的競爭者。 

再加上各式收視終端載具普及的情況下，這幾年，新興網路視訊

服務服務的快速崛起（如 IPTV、Web TV、MOD、OTT 等)讓傳統電

視產業的經營更形艱鉅。尤其，OTT 業者超越國界，以全球競爭模

式讓本土的電視頻道難以抵擋。2012 年美國與中國 OTT 業者的用戶

數預測將超過上億，加上聯網電視機或智慧電視機、數位機上盒(STB)

的硬體成熟，OTT 業者將視頻網站的內容搬上電視機，發展付費用

戶與加值服務，成為不僅為新的且是強大的電視運營商（尤文奎，2012

；黃靖宣，2014b）。 

在臺灣，電視台在數位化後，必須面對各類影音內容服務模式的

挑戰，如 IPTV 的隨選視訊服務，如，中華電信的 MOD（Multimedia 

on Demand）互動服務，打破了以往傳統電視內容業者所制定的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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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排播形式，觀眾可以自由隨時選看電視節目，打破收視者以「頻

道」選擇為主的收視習慣，逐步轉換至選擇「影片、節目」為主的收

視習慣。除了以 IP 傳輸的網路視訊服務業者外，台灣的電信業者，

如各 MSO(Multiple System Operator)多系統經營業者提供的數位機上

盒，甚至各種 OTT TV 業者、P2P TV 服務模式等，將一同瓜分收視

人口、分食廣告收入，甚至出現各業者高價爭搶優質影音內容片源，

以充實頻道的內容，更增添未來營收不確定性外，營運成本也勢必大

幅增加。 

 

自斷遠景的經營策略 

現今，大多數的電視台直接購買外片，或製作低成本的談話性與

新聞性節目。主要考量皆是若在投注大筆節目製作費用，並無法確保

節目收視，當然更無法確認是否回收節目成本及獲利產值。導致各無

線台近年來已經很少自製節目了，而是以大量購片的方式維持營運獲

利。連帶的後果是，養節目製作人才出現了斷層。全面採購外片策略

，短期內，似乎的確有效的美化了企業的財務報表。長期來看，不僅

持續降低了台內節目人員內容產製能力，更失去了未來的競爭力，讓

台灣電視產業製作環境，在品質與人才上持續弱化。 

總而言之，觀察電視業者迄今仍對數位化的建置採取消極的態度

，主要是因為缺乏可行的獲利機制。首先，電視台主要營收來自廣告

收入，數位電視所強調的隨選視訊，可在無廣告的情況下看電視，馬

上沒了電視台最大的營收來源。 

目前無論是在電視節目中安插的商品或品牌的『置入行銷』方式

或是在節目影片播出前插播廣告，以及由每個月從 YouTube 免費提供

內容之分拆模式，甚至相關加值化服務的營收模式，這些新的營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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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尚未具備規模，無法彌補日益短絀的傳統電視廣告營收。 

緣於上述變化，台灣的電視台業者在短期營運績效壓力下，不得

不以壓低節目製作成本方式因應，因而大大影響電視台數位化建置與

匯流創新作為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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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技術、內容、服務、經營模式之匯流 

數位匯流的趨勢，始於訊息內容傳遞技術的變革，但影響所及，

絕不止於技術層面。事實上，如同漫長科技發展史中帶動巨大變革的

創新，如馬蹬、重犁、蒸氣機、火車的發明，都帶動了生活層面到文

化層面的巨大變革。 

因此，要瞭解數位匯流，必須從技術、內容、服務、經營四個層

面來理解。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技術的匯流 

數位資訊傳遞的意義 

從技術面來看，相對於類比訊號，數位訊號在傳輸的過程，由於

傳遞的是「解構到最後以 0 和 1 區別的訊號」，透過轉譯的程序，數

位訊號佔用更少的頻寬（意味著短時間傳遞大量內容）且在傳輸的過

程中，訊號遺失（失真）的機率大幅降低。在接收者端，透過大頻寬

的管道，將即時收到的訊息，透過轉譯還原的程序，接收者可以得到

最接近真實的影像與訊息，而且在頻寬足夠、訊息傳遞速度夠快的情

況下，訊息延遲（從發出訊息到接收端接收並且播放出來的時間差）

的狀況降到收訊者幾乎沒有感覺，到了此一階段，隨選式(on demand)

播放系統、互動高畫質的影像系統便可實現。 

數位的匯流發展到此一階段，主動權便移到閱聽大眾端。 

 

標準化帶來跨平台效應 

由於訊息傳遞數位化，因此不管是透過無線電波、有線電視光纖

電纜、或是網際網路線路，傳遞的訊息其實都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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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訊息標準化之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閱聽的介面越簡單、

越能夠整合越佳；從內容提供者的角度來看，盡可能延伸服務，提供

其他競爭者所能夠提供的服務越好（如網站提供視頻），因此最後的

整合會朝向 IP 化，以使用者端的 IP 為主，形成服務匯流(Service 

Convergence)、網路匯流 (Network Convergence)及終端設備匯流

(Device Convergence)的趨勢。不同的服務者，透過同一個傳輸平台，

提供不同型態的服務。 

這種跨平台的效應，使得電信產業多媒體化、廣播電視產業互動

化、網際網路產業資訊化，彼此變成在同一個跑道上競相提供服務的

競爭者。 

如果我們忽略內容提供者的背景，從網絡的觀點來觀察這樣的變

化，將會發現電視廣播、電信、網際網路都被整合進一個全球化、單

一化的實體網路。而在這個「網網相連」的網絡裡，聯網性

(Interconnectivity)與互通性 (Interoperability)成為重要特質 (張育誠 

2005：07)。 

二、內容的匯流 

現今，在國家數位政策的推動下，電視台積極升級製作數位節目

，以提供未來數位化後節目的播出需求，在製播能力上提高運用動畫

與高規格的視訊技術，以滿足高畫質(HDTV，High Definition TV)的

節目製作品質，預計高畫質與 3D 的數量在 2016 年成長四倍，而 4K

與 8K 也即將在不久的將來躍上主流。現今，影視內容則占消費者網

路頻寬超過 90%，在影視內容平台的整合上，以多源多用的跨業融合

的發展基礎下，可分為付費內容(Premium)電視台製作高品質的內容、

網路開放內容(Open Internet)的聚合內容(Aggregated)、使用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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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Generated)等多種內容產製形式（行政院數位匯流專案小組，

2012b）。 

數位匯流時代，打破過去影音圖文線性的傳播元素，內容平台將

傳統電視台的製播平台中的以電視台專業編輯中心，轉變成以使用者

為中心。以網路傳輸為中介，傳播者與接收者在不斷互動下產生的訊

息效果。由傳統單向獨白式溝通轉為雙向對話式溝通(張育誠，2005：

7)。讓閱聽眾不僅可自行決定閱聽順序，也可以自行產製訊息(UGC 

User Generate Contain)在影音媒體等社群媒體相關平台進行分享及擴

散。在傳播內容特質上，有著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具即時性、高互

動性、高精準性(data base 機制)等特性。（吳靜媛，2008），尤其高度

的即時性與互動性，是擴展網路電視與手機電視的發展與應用之重要

功能。 

節目應因內容在數位化之後，傳統電視台在製作所有節目內容時

，皆需具備「跨平台的製作思維」，用多平台的產製內容的能力，以

滿足閱聽大眾在不同終端載具閱聽節目。 

而在節目內容來源上，將從更多元的管道取得，影視製作設備與

軟體工具的低價化與普及化，自製影音生產成本下降，使得相對專業

影視製作者的一般大眾，自製影片的數量日益增加。佔有廣大的一般

網友，即所謂的業餘製作者，皆有能力製作稍具專業的影音內容。可

從 YouTube 的影片上傳量看出，歷年來使用者平均每分鐘上傳的影片

呈爆炸性成長，從 2007 平均每分鐘上傳 6 小時內容，到了 2013 年，

已經激增到 300 小時了（楊明暐，2015），可見網友影片自製與分享

影片的數量龐大已遠超過電視台專業工作者所產製的製作數量。 

除用戶所自製內容透過網路業者 YouTube 傳送外，匯流現象下的

新進的產業參與者，如Hulu、Netflix等OTT線上影音平台業者及 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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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業者，採取向影視公司之電視台業者或片商等內容商合作與採購

版權，以取得大量優質的內容外，近年來更無不積極製作節目，從通

路跨足『自製內容』，讓類似 Netflix 線上影音串流服務業者，股價由

2012 的 50 美元至 2013 年一路飆升至 200 多美元，成績不俗。而在

2004 至 2008 年成立的中國大陸五大視頻網，除採購電視播映之獨家

版權外，近年來皆持續提高自製原創內容的成本比重（尚清林，2014

：97)。 

數位化的內容製作，因其具備可精準分析收視戶、即時互動、行

動收視等特點，因此相較於傳統影音服務內容，具有高度競爭的優勢

。而業者則認為，數位化內容在競爭過程中能夠成功的關鍵，是能否

吸引用戶願意接受數位化的應用服務，與提供差異化的數位內容。因

此，要推動數位普及化，除了積極建置完整的產業鏈，以頻道內容、

傳輸平台、終端裝置，提供高畫質與互動服務等差異化的服務，方可

吸引閱聽眾轉向數位平台的服務(Baldwin, Thomas F. 、McVoy, D. S. & 

Steinfield, C. ，1997)。 

在產業發展的態勢下，為單一媒體產製內容已不符經營效益，在

解構與重組的過程，因應數位匯流內容產製能力，傳統電視台應具備

跨平台的影音整合能力。較聰明的方式是運用多種策略平台創制與發

佈內容，把不同領域或類型的內容再利用，在多個社群媒體做分享，

以提供不同平台的影音播送載具。所以，無論在製播人才與設備上，

影音製作需滿足跨多媒體平台製作播出與經營能力，製作能充分滿足

閱聽眾需求與更多高品質與高互動性的節目。產製優質的節目內容及

整合各平台優化內容的能力，是決定未來各個電視台競爭優勢的最關

鍵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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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的匯流 

數位匯流後全球幾乎已出現一個整合的傳輸平台，傳輸平台與服

務的整合，包括光纖網路與 WiFi/LTE/4G 等無線寬頻技術的發展，提

供了服務傳輸的高速公路，讓各種影音內容與互動服務都可快速的在

網路上傳遞，並透過各種智慧終端之電子平台裝置，快速送達消費者

。 

數位化後的應用服務越來越趨向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數位化的生

活來臨，同時加速數位匯流的現象。資訊科技、通信科技與媒體產製

播技術的匯流趨勢，原本各自分流的產業界線已漸趨整合。同產業之

業者不僅面臨本業間競爭，更要能與異業競爭，或是與異業競爭者做

水平或垂直之整合。 

隨著政府政策的調整，開放有線電視經營區、基本頻道與分級收

費制度之改變，新收視媒體之興起與競爭，將促使電視媒體產業生態

再現新貌。數位電視的另一個可能性，過去，有線電視只能賣廣告、

賣節目。但政府規劃 2017 年有線電視完成百分百數位化，提供數位

化平台內容，如果舊的有線電視是一家追求便宜的量販店，那麼未來

的數位電視就是一家會賣服務的相對高價的便利商店，商機前景想像

不小。 

在 IPTV 業者中，中華電信以其雙向互動的功能特性，由機上盒

回傳資料(RPD，Return Path Data)進行用戶頻道收視資料的蒐集與分

析，了解不同的觀眾在此平台上的收視狀況與收視行為輪廓。RPD

可運用大數據分析的結果，提供收視戶量身訂做的服務(如影片推薦

等功能)，業者更可以以對用戶的瞭解，規劃精準的廣告投放策略，

對於廣告業主將是具有吸引力的投放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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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 年 2007 年相繼成立的大陸的視頻網，如愛奇藝 PPS、優

酷土豆、風行網、樂視網、搜狐網、騰訊網等瓜分閱聽眾的影視收看

時間外（黃靖宣 2014b：80)，在 2005 年初美國的 YouTube、2007 年

所成立的 Hulu 與 2009 的 Neflix 等 OTT 業者也相繼以成功的商業模

式，瓜分傳統電視台觀眾的眼球與時間，跨產業的相對電視台得新進

業者在未來的競爭更顯劇烈。 

近年來，在世界各大電子資訊展中，數位匯流已成為市場主流的

產業趨勢，行動通訊與智慧家庭應用整合雲端聯網產品發展，為未來

企業發展的關鍵商機。 

互動服務為數位電視最核心的應用，除了自訂節目表(個人化媒

體)、隨選視訊(MOD)等提供更多選項的服務內容外，以聯網、通信

等互動功能與社群分享等服務。服務所提供的角度將是以閱聽人為主

體，每個人成為訊息的製造者，傳播者，除了接收產製端的電視訊號

與畫面外，及時參與與互動成為常態，進一步也可自行決定畫面角度

與故事結局，電視台在製作節目時將會出現不同版本。另，觀眾也可

與實況轉播的節目，做及時(Real-time)的回應與互動，這代表電視台

在節目製作時，需擴大影音與資訊服務的範圍，提供觀眾在不同平台

上與節目互動的需求。未來，可預料的是業者將會不斷增加外新的服

務模式，且不斷推陳出新。 

短短的時間，透過技術的整合與開發，數位匯流在服務匯流的層

面有了過去無法想像的進展，然而，這只是一種開端。目前可見的趨

勢是：當行動載具（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與智慧電視、機上盒連

線，我們想像的到的服務，諸如通訊、頻道節目、線上遊戲、互動式

購物、行動學習、數位傳輸、遠距健康照護、居家保全等所有的服務

，將匯流在使用者所選擇的人機介面之上，到了此一階段，跨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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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應用和行動裝置的結合將成為關鍵（行政院數位匯流專案小組

，2012b）。 

四、經營模式的匯流 

所謂商業模式，就是一個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

值的手段與方法(Osterwalder, Alexander & Pigneur, Yves，2012：

14)。如同 Osterwalder 所強調的，所有數位化的產業，最終都會變

成免費。在免費為王的時代，如何創造價值向用戶收費，成為數位化

時代最為關鍵的核心問題(Osterwalder, Alexander & Pigneur, Yves

，2012：101-105)。 

以往電視媒體主要營業收入皆仰賴內容產製出的節目，而各節目

的廣告價格制定與販售源自廣告收視率，經營收視戶的需求與以廣告

收入為主的經營方式，必須因應新的變化隨之調整。 

在「產製播」因應數位匯流的調整後，發展出新的商業營收模式

，面對網路科技高速發展，不僅將三個產業的匯流後，且不斷產生出

新的服務與經營模式的跨界競爭。網路無國界，在市場上，電視產業

除了面臨了電信業者等競爭，YouTube 、OTT16等新媒體網路與視頻

營運商的競爭更是來勢洶洶，節目觀眾不只在電視上收看，在不同終

端載具收看。目前傳統電視台，電視節目收視點呈現減少趨勢，在台

灣廣告市場總量不變的狀況下，營收成長呈現穩定下滑情況，各電視

台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 

以美國為例，OTT 等新媒體服務發展的速度驚人，以製播「紙

                                                      
16 OTT TV 是“Over The Top TV”的縮寫，是指基於開放互聯網的視頻服務，這種應用和目前

運營商所提供的通信業務不同，它僅利用運營商的網路，而服務由運營商之外的第三方提供。

目前，典型的 OTT 業務有互聯網電視業務，蘋果應用商店等。終端可以是電視機、電腦、機

頂盒、PAD、智能手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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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屋」影集掀起風潮的 Netflix，用戶量已經超過 3,000 萬，比最大的

有線電視網路商 Comcast 的 2,400 萬用戶還要多（陳秉翔，2013)。 

而在中國大陸，視頻網站的崛起是一大驚奇。不可諱言，中國大

陸的視頻網站一直存在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但靠著法規的落後，

提供美國、臺灣熱門影片聚集了大量的人氣。短短的時間，五大視頻

網的總收入從 2010 年的 5,000 萬美元，預估到 2016 年可以達到 13.8

億美金，6 年間收入成長 27 倍（苗夢佳，2012)。而隨著中國當局取

締侵犯智慧財產權，主要視頻網在成長茁壯之後，也有能力付出高額

的版權費。未來，視頻網的內容結合智慧電視連網裝置之後，將會衝

擊現有的電視頻道商。 

  在各業者不斷產生出多元的服務，如手機直播、聯網電視、雲端應

用，將透過不同的傳輸載具普及化後，下載電視節目或其他的數位內

容將更將隨手可得。投資找出數位電視的運作模式，在手機、電腦、

傳統電視上收看，也可賣節目。匯流後頻道的概念將被打破，以節目

類型平台聚落或頻道品牌為中心，提供節目分組付費的模式，提供不

同需求，創造不同產值的觀眾使用，如現有隨選視訊 VOD(Video on 

demand)、PPV(Pay per view)、線上購物等線上服務之功能來增加主

要收入。數位化節目製作則有置入行銷或贊助等增加收入。但目前佔

傳統收入比重最大一部分，仍是尼爾森的電視收視率的抽樣調查為基

礎的傳統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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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 不同類型影視媒體之主要營收來源 

媒體/定位 主要業者 傳統主要收入 新媒體收入 

無線數位電

視/電視台 

約 80 萬戶 

台視、中視、華

視、民視、公視 

1.廣告播出 

2.節目置入與冠名 

3.節目影音版權(有線

電視、中華電信

MOD、宏觀頻道、海外

電視與網路平台) 

4.攝影棚、設備、辦公

室出租、節目語音系統 

5.公部門與企業專案 

6.販賣節目時段、藝人

經紀 

1. YouTube 廣告分拆 

2.分享 Google Ad 

sence 

3.APP、視頻網等各式

平台授權收入 

 

有線數位電

視/電視台 

約 497 萬戶 

三立、TVBS、東

森、八大、中天、

年代等及各式獨

立與境外頻道等 

1.廣告播出 

2.節目置入與冠名 

3.系統台頻道授權費 

4.節目內容版權販售 

5.公部門與企業專案 

6.販賣節目時段、藝人

經紀 

7.系統台頻道收視授權

費 

1.YouTube 廣告分拆 

2.分享 Google Ad 

sence 

3.數位版權收入(視頻

網、APP 應用聚合裝置

等) 

 

 

IPTV 

約 116 萬戶 

中華電信

MOD、威達雲端

電訊、台灣大哥

大、遠傳 

1.收視戶每月收視費 

2.廣告收入 

3.頻道上架費 

 

整合 PPV(Pay Per 

View)等隨選視訊之加

值應用服務。如：線上

即時購物、線上遊戲、

居家照護等。 

有線數位電

視/系統業者 

 

凱擘 SMOD 

、TBC 台固媒體

等 MSO 業者為

主 

1.收視戶每月收視費 

2.廣告收入 

3.頻道上架費 

整合 PPV(Pay Per 

View)等隨選視訊之加

值應用服務。如：線上

即時購物、線上遊戲、

居家照護等。 

OTT TV 

Apple TV、 

YouTube、Hulu、

Netflix 等國外公

司 ， 愛 奇 藝

1.廣告收入 

2.每月及單次會員訂閱服務 

3.自製節目內容置入收入 

4.自製節目的版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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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樂視網17等

大陸視頻業者 

5.APP、視頻網等各式平台之授權收入 

台網融合 

電視台與視頻網

合作之業者為主

(芒果 TV-湖南衛

視)、百視通-上海

東方傳媒集團

等) 

營收主要結合傳統電視台與 OTT 平台的收入： 

1.廣告收入 

2.每月及單次會員訂閱服務 

3.節目內容置入 

4.APP、視頻網等各式平台之授權收入(版權分

銷)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回顧整個「新媒體」如火如荼發展的歷程，數位匯流後備受推崇

的新媒體其廣告收入或主要收益來源仍為趨於穩定，也就是說，這些

企業獲利的商業模式未定，且無論在新的廣告效果評估機制，亦或是

監測技術，目前在業界標準尚未成形，電視台業者所投資成本尚無具

體回收的方法。 

在版權銷售方面，以往靠賣給傳統電視台或網路的視頻網站之外

，來增加收益。但在內容永遠為王的發展下，數位化後的內容再運用

(repurpose)的彈性將大幅提升。進而從管理面來看，從生產、儲存、

再運用的價值鏈上，如何有效降低成本，或是創造新的獲利模式都是

數位匯流時代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根據前面所述，數位匯流所帶動的創新做法，並非對原來的商業

模式的取代和更替，而是新舊內容的連結與重組。以電視產業觀之，

透過各產業的合作與競爭，人們各種終端裝置的使用連結，進行內容

產製平台的整合，發展出新的服務模式。電視台在創造價值的方式，

出了不斷更新產製設備外，進行全面性的數位化，並以更穩定的收視

品質，更好的節目品質，提高觀眾的閱聽品質，但這皆是可透過電視

                                                      
17大陸視頻以樂視網為目前唯一賺錢的公司，它的商業營收方式，除一般的廣告收入，十多年

前就與影視公司之內容供應商購買正版的版權，並以其擁有大量與豐富的數位影音內容分銷方

式給內容提供者外，最重要是採取使用者付費，如 Neflix 的會員訂閱方式以每月吃到飽的服務

模式，具體將用戶換成營收，持續的一次收視點播付費模式與月費方式，提供付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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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資本支出的費用可立即解決的，以當前台灣主要的電視台業主，

早已了解其重要性，數位化的升級並非難事。但有能力提供，並不代

表這些投資，可為組織獲取收益，亦即是投入的成本不代表可以回收

，舉例來說，報業媒體亦即是投入電子數位化的媒體的業者，其免費

的內容模式，卻自己把自己快速消滅的例子。 

所以，數位化的投入程度，顯然並非重點，因數位匯流的這類創

新已逐漸改變了創造價值的方式。當產業結構改變時，電視台業者如

何發展出符合自身的策略選擇，如華視在陳正然總經理任內改造及導

入華視營運管理七大系統，以提高營運效能；三立購買製播設備，在

製作大型晚會時皆可立即後製，精美處理畫面，即刻播出 LIVE 優質

節目等。 

組織每一種策略選擇，都需奠基在其組織所處的產業環境，自身

的競爭條件，定位優勢，以及基於何種能力進行升級。當數位化的升

級已是基本條件，最終應思考的是如何獲取利潤於所創造的價值上，

當技術成熟後，應用服務並不難，重要的是如何保有傳統影音服務的

營收，將既有的服務連結、重組、加值，增加價值，創新出新的商業

模式。 

傳統電視台身兼內容提供者與頻道經營者的角色。在整體產業鏈

上，必須站穩組織所處的位置，對所擁有的觀眾或顧客提出新的價值

主張，如何維持既有的優質內容製作的核心本業外，同時研發與運用

所具備的平台資源，以多螢多屏幕，分別獲重組生產出高觀眾需求性

與高親近性的內容，並持續增加策略聯盟的關鍵合作夥伴，以補足其

不足之處。同時，掌握自身優勢，量身訂做用戶願意付費的內容與加

值服務，迅速發展出新的商機，因應這股持續前進的趨勢持續開拓新

的財源，仍是電視台經營可長可久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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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案例：華視、民視和三立簡介 

在數位匯流浪潮的壓力之下，在台灣，不管是電信商、視頻網站

、或是媒體都感受到營運的壓力和組織創新的需求。然而，數位匯流

的趨勢之所以稱之為「浪潮」，除了來勢洶洶勢不可擋之外，最終發

展的方向亦難以預測，形成經營上的不確定性。 

本研究的目的即在這種營運不確定性的基礎上，提出企業從事組

織創新的較合理架構，因此選擇以華視、民視、和三立電視台為研究

對象。 

之所以選擇華視、民視和三立電視台為個案研究對象，是因為這

三家電視台成立的背景不一樣，經營團隊的型態不一樣，決策模式與

企業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且因應數位匯流趨勢的經營模式改變程

度也大相徑庭，因此成為有意義的對照組。 

本研究期待，透過對三個電視台經營者和重要幹部（主要為數位

匯流趨勢對策的部門負責人）的訪談，對比出不同決策模式對於數位

匯流趨勢的因應型態，從而印證本研究所提出的組織創新架構。 

表 十一 三立、民視、華視基本資料表 

電視台 三立電視台 民間全民電視台 中華電視台 

2014 廣

告營收 
約 36 億 約 20.4 億 約 6 億 

2014 全

年營收 
約 60 億 約 35-40 億 約 15 億 

廣告量 有線電視台最高 無線電台最高 
無線電視台居三、四

名 

公司簡

介 

三立電視台成立於

1983 年，前身是三立

影視公司，以製作「豬

民視於 1997 年 6 月 11 日

正式開播，成為繼台視、

中視及華視之後成立的

華視前身為教育電視

台，以辦理空中學校

以教育無法取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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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亮歌廳秀」風靡台灣

錄影帶市場。進入有線

電視時代之後，三立一

直維持高比例的自製

節目，也成功開發出政

論、行腳、美食、本土

戲劇、偶像劇等受到不

同族群歡迎的節目路

線。目前三立電視台是

台灣收視率最高的電

視台。 

相對於華視，在經營

上，三立最大的特色是

「家族經營、股權集

中」，三立電視台名稱

的「三立」，取三大股

東林崑海（董事長）、

張秀（林崑海之妻）、

張榮華（總經理、張秀

之弟）三大股東鼎足而

立之意。 

「家族經營、股權穩

定」的特色，在家族成

員和諧的前提下，最大

的優點是經營上不用

屈服於短期的經營績

效壓力，可以長期性的

策略。而「投資路線保

守，負債比低，不做高

風險的財務槓桿操

作；每年的盈餘，大多

數被保留，用以買土

地、蓋大樓」（維基百

科，條目：三立電視） 

保守的財務操作，使得

公司營運有擴張資

本，而在營運上，三立

第四家無線電視台，也是

台灣歷史上第一家民營

無線電視台。 

民視以傳承台灣本土文

化為使命，誓言在當時幾

近『一言堂』的電子媒體

中扮演中立、公正的清流

角色，社會大眾期盼殷

切，使得民視甫成立即吸

引七千餘名發起人，募得

十六億餘資金，並於短短

八個月內由近三萬股東

增資至四十億元。並以

『來自民間，屬於全民』

的理想，以前所未有的全

民認股方式，終使民視順

利開播。為貫徹創台理

念，民視揭櫫三項經營原

則：尊重專業經營，所有

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開；股

權大眾化，防止大財團壟

斷；強調媒體自主精神，

注重新聞平衡報導原

則。使民視在競爭激烈的

台灣電視生態中迅速佔

有一席之地，在開播短短

三年內即能迎頭趕上三

台，展現堅強發展潛力。 

以本土化節目為主軸，市

場區隔成功，奠定良好發

展基礎。自 1998 年底『春

天後母心』八點檔連續劇

一砲而紅後，帶動民視節

目全面性的飛躍成長，不

但八點檔獨霸群雄，長年

盤倨全國收視第一寶

座，黃金時段收視率也多

位居全國冠軍。其深受中

資源之年輕人，以教

學及激勵民心士氣為

創台重點。國防部與

教育部將教育電視廣

播電台於 1971 年擴

建為中華電視台，簡

稱「華視 CTS」，是台

灣第三家成立的電視

台，目前是六個無線

電視台之一。當時結

合中華民國教育部、

國防部、企業界與僑

界領袖等共同投資成

立，與台灣電視公

司、中國電視公司統

稱為「老三台」。政府

於 2006 年成立台灣

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是臺灣第一個、亦是

唯一一家的公共媒體

集團。 

自 2006 年 7 月 1 日加

入「台灣公共廣播電

視集團」的那一刻

起，華視為台灣發展

近 40 年的無線電視

寫下新的歷史。從

1971 年 10 月 31 日教

育部與國防部為建立

空中教學網路而設立

的電視台，到今日公

共化後建立「華視節

目，闔家觀賞」的優

良品牌；華視 24 小時

記錄著台灣每一秒鐘

的故事、傳達每一片

土地的表情，讓全世

界發掘台灣之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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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台相對於其他電

視媒體，「承擔風險，

投資於自製內容」、「積

極數位匯流對策，藉以

衍生自製內容獲利最

大化」兩大營運路線可

以說是最明顯的 

目前節目自製高達 100

％，有線電視家族收視

佔有率，三立電視全台

第一。旗下六個電視頻

道，包括發掘台灣文化

精神的「三立台灣

台」、掌握流行娛樂的

「三立都會台」、提供

24 小時即時新聞的「三

立新聞台」、提供專業

理財新聞的「三立財經

台」、向全球華人全天

候放送的「三立國際

台」、華人流行音樂市

場領導品牌「MTV」，

2013 年成立三立新聞

網，以電視經營為本

業、內容提供為核心價

值。 

2013 海外版權銷售已

占佔總營收 1/10 

南部觀眾喜愛，收視族群

年紀較大，重點節目如周

一至周五八點檔、周日八

點綜藝大集合等戲劇與

綜藝節目。近年來搭配高

收視節目進行置入行銷

並發展自有商品，接獲得

客觀的營收並逐年成長。 

2012 年民視宣布將投入

約 30 億元，成立數位媒

體總部與研發創新中

心，規劃的林口數位媒體

園區，佔地共有 1.5 公

頃，總部建築共有 11 層

樓，裡頭包含 12 座數位

攝影棚，相關的製作播映

設備及辦公室等設施，預

計至少有 700 名員工，計

畫 2015 年 10 月正式啟

用。為民視未來數位電視

節目生產及創新研發基

地。 

近年來投資數位化製播

設備達 10 多億。 

此，華視不僅為台灣

立足全球電視網路接

軌，期望成為全球華

人所關注的焦點。 

公廣集團受公眾付

託，獨立自主經營，

不為任何勢力左右。

集團內各電視台所有

節目製播均秉持專業

自主與自律精神，以

服務公共利益為前

提，維護公眾意見、

表達自由以及知的權

利，同時兼顧社會責

任，為促進理性的公

民社會與優質的電視

產業而努力。 

近年來投資數位化製

播設備達 10 多億。 

資料來源：各電視台簡介、本研究整理 

縱觀過去十年，無線台僅民視持續賺錢，台視於民營化後兩年轉

虧為盈，其他中視、華視則持續虧損中。但營利的電視台其營利率都

不高，且有愈來愈多仰賴「非廣告」（如置入、販售時段、媒體專案

等）營收來增加營收占比。 

透過電視台對照組比較，民視、三立、華視，透過個案訪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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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司，在面對數位匯流時之各種因應方案及落實創新的作為。研究

其組織在「創新傳遞網絡」機制是否具備，與經營績效之關連，來分

析比較其導入創新之理論驗證並觀察其差異。 

倘使依本研究之假設，是否理解數位匯流之趨勢、是否有形式之

安排來處理數位匯流相關之工作，並非各公司導入數位匯流創新成功

最關鍵因素。而是如何透過組織的內在機制將創新知識落實在組織內

，內化成為組織的共通能力。所以，在組織內是否存在有「搜尋者」

「連結者」的機制，為關鍵成功因素。 

將透過訪談應可分析出各台在導入創新時兩者的作用及功能之

存在與是否影響組織效能的差異。此機制是造成各台在創新導入時，

評估其有效性，並可在經營成果看到具體的績效。 

以下為三家電視台在因應數位匯流的相關創新作為： 

表 十二 三大電視台新媒體發展部門及主要業務內容 

媒體 部門 單位 主要業務 

華視 資訊科技處 

管理資訊中心 內部電腦及網管維護 

公司網站維運 

網路加值中心 行動 APP 

網站收入經營 

粉絲團經營 

銷售給各個終端平台 

多媒體資料中

心 

儲存、整理公司自製的影音產

品，以全面數位化格式，再利

用 

民視-新

媒體事業

群 

新媒體部 

新媒體一組 手機看電視(手機電視台)~提供

其他電信業者進行內容販售合

作等技術支援 

資訊部 

電腦組 內部電腦及網管維護 

公司網站維運 

內容加值組 透過組裝、剪輯變成網路可收

看的形式 

行動 APP、網站收入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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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團經營 

媒體資產管理

組 

數位片庫，內容再利用 

台員多媒體 

 代理美國產品，為剪輯新聞影

音轉換網路數位文稿及影音檔

案之自動化系統，賣給國內各

大電視台 

三立 

新媒體事業部 

版權業務 國內之版權販售 

商品開發 節目置入商品於網站銷售、愛

買客公司合作 

國際事業部 
版權業務 國外各平台版權販售(含視頻

網) 

資訊部 

電腦網路組 內部電腦及網管維護 

公司網站維運 

研發組 研發內部使用之新的應用程式 

新媒體運用小

組 

協助開發新媒體程式 

行動 APP 與網站經營 

粉絲團經營 

數位系統組 新聞數位內容系統設備轉換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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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十三 華視歷任總經理數位化創新作為和經營策略 

總經

理 

任職 

期間 
經營策略 財務狀況 數位化機制 

徐璐 

89 

∣ 

93 

打破軍方治理思維引

進企業管理之策略與

做法。 

92 年虧損 0.0038 億 

93 年虧損 2.21 億 

成立策略發展部 

成立數位發展委員會 

江霞 

93 

∣ 

95 

1.提高本土自製戲劇

比例。 

2.大膽啟用政治論談

性節目於八點檔播

出。 

投入與產出無法合理

平衡，虧損迅速擴大 

94 年 (江霞 )：虧損

11.45 億(註:已排除處

分固定資產利益 7.05

億) 

推動三不政策 

NON PC 

NON TAPE 

NON PAPER 

李遠 

95 

∣ 

97 

加入公廣集團。 

95 年：虧損 12.89 億

(註:含結清舊制年資

認列之退休金費用

7.54 億) 

96 年：虧損 5.12 億 

與年代邱復生董事長

合作，增加網路編輯 

陳正然 

97 

∣ 

99 

1.「三年脫困計畫」，

以策略清楚，執行方

案明確，提高營收，

降低成本，改善短期

財務問題為目標 

2.「華視媒體園區計

畫」以因應公共化及

數位匯流之產業趨勢

之長期競爭力為目標 

97 年 : 虧損大幅降

低，毛利轉正，稅前

虧損 3.3 億。 

98 年 : 虧損持續減

緩，毛利率持續上

升，稅前虧損 1.89

億。（現金流轉正） 

99 年交接時，稅前虧

損降低至五千萬。 

成立網路加值部門 

建置新的內部網管之

基礎建設(如 ERP 系

統、無紙化、更換

COBOL 管理系統等) 

類比改數位電話 

第一家建置新聞數位

虛擬棚 

八棚戲劇棚 HD 化 

投入約三千萬 

王麟祥 

99.9 

∣ 

100.2 

重新籌拍自製戲劇衝

收視率，且重視專案

收入。 

自製戲劇，任期過短 

99 年(王麟祥)：虧損

0.85 億 

重視 FB 經營 

周建輝 

100.2 

∣ 

101.1 

1.缺乏營運整體計畫 

2.重視頻道行銷宣傳 

3.無法有效控制成本 

節目製作費、人事費

大幅增加，營業收入

未見提升。 

100 年：虧損 2.74 億 

與各家智慧電視上放

置華視 APP 

趙雅麗 

101.1 

∣ 

101.9 

厲行人事成本管控，

降低成本 

 

101 年：虧損 1.75 億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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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尚仁 

101.9 

∣ 

103.02 

重視產學合作，未提

升實質營收。 
101 年：虧損 2.25 億 

與 9×9 公司合作設立

雲端電視網。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與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十四 三立電視台自製內容與數位匯流對策大事紀 

年代 自製內容 數位匯流對策 

1993 
三立台灣台開播，奠定本土綜合娛樂

路線 
 

1995 
三立都會台開播，奠定年輕族群娛樂

內容路線 
 

1998 
三立新聞台開播，定位 24 小時即時新

聞頻道 
 

2001 
播出偶像劇「薰衣草」成功授權 15 國

家，開闢版權授權營利模式 
 

2005 

偶像劇「綠光森林」與手機業者合作

進行跨平台播出，掀起「口袋偶像劇」

風潮。 

台灣影視內容跨平台播放，可視為對數

位匯流趨勢的首度嘗試。 

2008  
打造 HD EEP(多機)攝影棚，製作國內首

部 HD 全製程節目 

2009 

推動「我在 519 號」人才招募培養計

畫，募集並訓練編劇、表演、影像、

新媒體人才 

與大陸視頻網「土豆網」合作，同步播

放偶像劇，創下 1.5 小時 430 萬點閱人

次紀錄。電視台產業和視頻網站通路結

合的威力，首度在華人世界展現。 

2010  完成新聞製作無帶化環境 

2011 
入主 MTV 音樂台，旗下數位內容更為

豐富 

執行副總經理蘇麗媚（胡榮華妻）以個

人身份開創夣田文創，同時與三立、華

視、中華電信合作 

2012 年度打造 520 小時華人電視劇 

配合 NCC「數位電視元年」，完成全數

位製播環境，率先投入二十億，全面升

級軟硬體設備。 

與中華電信合作，在 MOD 成立「三立

綜合台」 

2013 全年自製戲劇達 1500 個小時 

成立「愛買客」電子商務網站，結合節

目內容和網路購物，擴大「粉絲經濟」 

在中華電信 MOD 成立「三立綜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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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軟合作，將旗下上百個節目部落格

及三立新聞網放到微軟公有雲 Windows 

Azure 上營運，號稱縮減上線時程 25％

、並減少 50％營運費用 

2014 

2014 年宣布於 2015 年預計投資 10 億

佈局「新媒體」與「文創」兩大重點。

「新媒體」從「三立新聞網」延伸到

「娛樂網」及「影音平台」。 

「全媒體服務概念」並針對網路社群提

供獨立的內容 

 

三家電視台在本研究期間，因應數位匯流皆以技術創新為主，以

投資數位化與高畫質產製播的設備建置與升級為主。在服務與商業模

式部分，民視與電信與網路業者合作成立台灣好 APP於網路平台上放

置，華視主要與智慧電視機業者合作並成立新聞 APP，三立與大陸愛

奇藝等視頻平台合作內容提供販賣外，成立三立新聞網。三台在官網

及自家 APP、YouTube 上皆有基本影音頻道建置。營收主要來自各平

台的節目版權販售，相關廣告收入皆為小規模之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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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媒體產業的決策困境 

面對數位匯流的大趨勢，台灣的媒體產業經營者皆有著迫切的創

新需求。然而，這個組織創新的需求，卻面臨了決策與執行的困境，

因為，數位匯流所帶來的改變，不僅是技術快速進步所帶動的變化，

產業界線的模糊更是本質的變化，此一變化同時也帶來了產品、市場

、營運模式的創新需求。當傳統主要廣告收入下降、在營運困難狀況

下，新媒體的投資成本動輒以十億起跳。而新媒體目前收入相較電視

廣告產值過低。 

 

技術、產品、市場、營運模式四大創新的壓力，使得台灣的電視

台產業經營有莫大的壓力。在數位匯流因應對策上，也存在著不同面

向的困境。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技術投資後的商業模式的不確定性 

數位匯流的第一個不確定性就是技術的不確定性。 

對於媒體產業的經營者而言，擁有技術的先佔地位當然是好的。

但是要導入哪些技術？電視媒體的硬體或技術都相當昂貴，基本的投

資都是以億為單位，如果太早導入，在主流技術尚未形成之前就導入

，會不會投資太高的金額？如果導入新技術以後，未來又有更先進、

更便宜的技術，或是主流規格與此一技術不合，這些投資豈不是白費

了？投資後商業回收機制與持續獲利的商業模式未知？種種這些不

確定性，都讓經營者傾向先觀風望色，也因此拖慢了台灣電視媒體經

營者的數位創新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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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中，民視總經理陳剛信說出了技術創新投資的龐大，以及

帶來的壓力： 

政府在 2012 年說是無線電視數位元年，我們要數位化就

要把鐵塔、發射機都改成數位化，另外小型轉播站好幾百個

都要換，大型轉播站都要換成數位轉播站，有些還要關掉，

去年關了很多，讓無線電視台的收視率降低很多，有沒有來

輔導？機上盒只送十萬個，跟五百萬戶無法相比，那根本不

夠。(陳剛信) 

三立電視台的總經理則指出，有時候正確的策略太早進行，市場

無法接受或其他因素無法配合，創新有可能帶來營運的壓力或失敗的

結果： 

但是這次數位匯流、新媒體的起來大家都知道，這個會

把我們打死！所以很難！台灣可能只會有一兩家！那要燒錢，

燒很多年，ＭＯＤ也是還在燒錢……大家都知道要做。但是

他們這些企業，都是非常保守的再做，所以沒辦法影響產業，

要就要像黎智英這種，只是他走太走早了，方向走錯了，花

了１００億，還是沒有成果。(張榮華) 

民視新媒體事業部副總經理王宗弘也提到了數位投資的金額龐

大與不確定性： 

其實大家都不想當先燒錢的人，你口袋要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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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真的要燒了很多年才能有很大的規模，像是黎智英

也一樣，概念很好，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很不巧就是民

視通常比較難看到那麼遠。(王宗弘) 

綜合上述說法，可以理解，台灣的電視媒體在規模上相對比較小

，短期營運績效和現金流平衡的壓力，使得經營者面對數位匯流，即

使看出一個可行的創新方案，但都不見得敢馬上投資。這樣的猶豫一

則是投資金額的龐大，但更實際的考量是對風險承擔的遲疑，若有其

他同業先進行嘗試，後繼者再踏出創新的腳步，會比較有把握。 

二、趨勢解讀的困難性 

技術的不確定性與投資的龐大，僅是決策困境的第一層，更困難

的是對於數位匯流趨勢的解讀。趨勢解讀較困難之處，是在數位趨勢

進行式，傳統電視台經營者由於背景，未能真正理解並掌握數位匯流

變化。  

事實上，在本研究進行的時候，數位匯流已經明朗化，那是因為

美國、大陸都已經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參考，而且政府的政策也已經公

布。但回到數位匯流端倪出現，也就是最有機會以創新策略搶佔市場

先機的時刻，經營者要如何解讀趨勢，特別是有些創新會危害到現有

的利基。 

你光去固守電視平台已經不重要了，現在平台這麼多，

現在要做到 content provider，必須擁有播映平台、生產內容

，你如果都是買別人內容根本沒有競爭力，你只有平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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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映平台被侵蝕。平台在式微，現在大家一直去 YouTube、

中國視頻，誰要看電視?我從 2008 年就跟總經理說了，他知

道，但是感受不夠深，他會從報表上面看到數字越來越少，

比如說廣告收入越來越少，因為廣告收入已經被其他平台侵

蝕了。(王宗弘) 

而對於數位匯流趨勢的解讀，業界認為走得最快的三立電視台總

經理張榮華卻有一種不確定感，因而採取且戰且走的策略： 

其實我覺得這沒有標準答案，沒有辦法就只是這樣，而

且數位匯流已經喊了好幾年，其實這幾年應該就是最關鍵的！

但已經喊了很多年了，這些載具也越來越成熟，那就繼續看

吧！我覺得對三立來講我們反而現在發展的方向會比較多元，

不會去只考慮節目這件事情，我們比較多元就對了，去嘗試

各種不同的可能。 

其實這就是兩難很難說啦，你去給ＭＯＤ收他一點錢，

可能有線電視的收視率就會降低一點點，那這樣廣告就會降

低一點點，有時候也不見得去哪裡一定是好，只是說在這個

新媒體的轉換之中，大家都還在摸索，不知道會形成怎樣的

一個趨勢？如果大家知道就直接去做了！ 

數位匯流並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因為牽扯的層面太多

了，還有技術、層面的問題，還有技術成熟度的問題，我覺

得那個不是你要就可以了！但是我們就不能夠去擋在那，但

是我們必須要去了解進度，什麼時候切入，我們是這樣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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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匯流的，其他能多做的就是這些。(張榮華) 

趨勢解讀的困難性，讓台灣電視媒體的經營者不敢採取積極快速

的創新腳步，反而以且戰且走的態度去面對，這也是台灣的電視媒體

在數位匯流的因應上，整體性地落後於美國、大陸、韓國等市場。 

然而，因應數位匯流的創新對策是如此困難嗎？其實，是缺乏有

系統地蒐集訊息、判斷資料。也就是說，Whelan 所提到的「創意搜

尋者」(idea scouts)的角色或機制沒有落實。 

事實上，本身是台灣網路先驅者的前華視總經理陳正然，由於他

的特殊背景，他既是經營者，也是創意搜尋者，在對於整個數位匯流

趨勢有系統性的瞭解下，他的對策與步驟就避免了且戰且走的窘境： 

當時因為對數位化或對整個數位匯流的需要，他同時是

有很多事需要做的，第一個就是你整個組織營運配套的東西

一定要做，等於說基礎設施一定要被轉化，第二個是人員的

talent(職能)，也需要被轉化，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內部缺

乏這樣的職能．當時就經由兩個方式來處理。第一個當然就

運用學術界的資源，因為我曾經一直在國科會的電信加值型

計畫，電信加值型計畫裡有一個 TV 2.0(電視 2.0)的計畫，當

審查委員，所以我比較了解這一部分在學界的資源，所以當

時就運用借調的方式來連結學界的資源，之前借調來的科大

教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進來協助做一些策略擬定跟執

行的工作。 

那第二個部分找到業界相當資深的顧問，叫做何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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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情商他進來扮演這個角色，所以他進來以後，在台內

陸陸續續密集的召開很多會議．跟各部門溝通了解，各部門

在營運的流程和需求．當時就建置了一個系統叫ＢＯＳＳ

(Business Operation Supporting system) 計畫．就是整個台

的營運的資源管理系統，裡面包括有ＭＩＳ，有ＥＲＰ，有

片庫管理系統，有資訊管理系統等等這些東西。(陳正然) 

陳正然擔任華視總經理任期只有三年，他在到任的時候，向董事

會要求 100 天的時間，他承諾會在 100 天之後提出對策。100 天之後

，陳總經理向董事會提出三年脫困計畫（後經董事會修正為四年），

其計畫內容除了開源節流之外，相當大部分是數位化對策。這說明了

經營者如果系統性地搜尋數位匯流資訊（發揮搜尋者角色）並據以形

成決策，具體落實，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創新未必難以產生。 

三、短期績效與長期經營變革之兩難 

在企業內進行創新，常常面對的是營運績效與變革的兩難，這一

點，科特勒曾經詳盡地說明(Kotler, Philip ＆ Bes, Fernando T. ,2013)。

以數位匯流因應對策的創新而言，創新的本質往往是「破壞式的創新

」，亦即創新有可能會損及短期的營運績效。這一點，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董事會會給經營者不同的限制。其次，要短期獲利還是長期存

活。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個重要趨勢，但增加投資於數位傳播途徑或

管道，成本過高，風險太大。 

以華視為例，公廣集團的背景，使得在資源投入上有相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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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華視沒有投入數位化的建置成本嗎？ 

A：不是．董事會沒有新給的資源．所以換句話說，那個

是自己賺來的，不是沒有投資。 

Q：董事會沒有新給的資源的意思是？ 

A：比如說，像你們現在如果要經營，那你沒有錢怎麼辦

，那董事會就要同意你們到銀行去借錢。所以我相信華視現

在的負債應該是增加很多，那我們當時是在不增加銀行舉債

的狀況底下，把所有三年的建置全部做完。而且我們第四年

已經準備要開始還銀行錢了，就差三個月我們就準備開始還

銀行錢了耶，就是賺錢了那時候。(陳正然) 

就華視的案例而言，國營事業的血統和虧損的狀態使得融資相當

困難。然而，即使是一直都賺錢的民視，也有短期營運績效的壓力： 

民視有一個好處就是小股東有好幾萬個，我們沒有什麼

大股東占了幾億，我們的股東大家都是賣豬肉、賣青菜，最

重要他們都是愛台灣的，他們覺得公司怎樣他們就支持，大

部分都滿支持我們的，因為民視１０幾年我們都是第一賺錢

的，每年都配股配息，每個人都是３０－４０萬的小股東，

配息不多但還是有賺錢（陳剛信）。 

民視的股東結構使得每年發放股息成為慣例，這種定期要求兌現

短期績效的壓力，必然會影響到民視對於因應數位匯流創新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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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不會去去講太多長篇大論，我做了一點點成績再

跟公司要資源，這是民視的文化，因為我們不是財團，我們

總經理常常在講，其實我們都非常要求短期財務利益，所以

我們都知道，我們不會去做三到五年的計劃（王宗弘）。 

由此可以理解，短期營運的壓力，會使得具有一貫性的長期策略

很難被提出或執行，這也是台灣的電視媒體對於數位匯流的因應對策

有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 

四、內部的溝通障礙 

數位匯流的組織創新，在策略上提出固然有其不確定性，但即使

有明確的策略（如陳正然時期的華視），但內部的溝通仍然是一大難

題。 

我們總經理一直認為說我是負責把新觀念帶進來的，要

如何執行，重點是要有信仰，再來討論要怎麼執行。跨部門

溝通，因為我和別人是平行的，所以必須要去溝通，可是要

決定的還是廖副總，他是執行副總，所以要透過他，坦白說

目前溝通還需要更多的力氣。（王宗弘） 

落實計畫的時候要考量我們公司文化，有時要與各部門

之間的衝撞，像新聞部跟我衝撞，因為我跟他們常合作，所

謂衝撞就是討論，要做一件事情，要有人、物，人必須要從

哪裡來。我主要負責各部門內部溝通，溝通對象最多是新聞

部，新聞自動化做很多，內容主要都是放在網路上，對我而

言他是我的服務對象，廣告託播最主要的單位就是業務部，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84 
 

對他而言他就把我當成資訊部經理，就像是節目部主管溝通

也是我要去協調（王宗弘）。 

由民視新媒體事業部副總經理王宗弘的經驗可以得知，創新過程

的溝通，往往落在少數人身上。這個負責內部溝通的創意連結者（idea 

connectors）的溝通能力相當程度也左右了創新的成敗。王副總跟各

單位主管平行，未得到經營者或主事者的充分的授權，跨部門溝通連

結更顯不易。而更常見的是，創意搜尋者和創意連結者是同一人，也

就是 Whelan 早期的守門者(gatekeeper)，這時候，我們很難期待同一

人擁有兩樣技巧(Whelan, E., Teigland, R., Donnellan, B. and Golden, W. 

, 2010：412)。 

而在缺乏連結者功能的企業裡，內部溝通更是一大障礙。以華視

為例，有國營企業色彩的華視，企業文化本身就缺乏溝通因子，因此

連結者的角色難以出現，這種情形，使得創新很難推動。 

今天公司要排什麼節目跟資科處有什麼關係，現在產銷

會議從頭到尾都要開，以前都沒這麼多的會，現在什麼事情

都要讓一級主管參加，希望大家都參加並且共同決策。他認

為說一個人沒辦法做對的決策，總經理做決策，找一些人來

討論(華視關尚仁總經理時期)。如果今天參加的這些人，都可

以本著良心講話，那當然沒問題，但若依老闆說甚麼就說，

可是今天你提出一個八點檔，節目部提出來也沒讓我們選，

我們也只能說好，短時間哪有辦法決定對這部戲有什麼樣的

意見（黃日春）。 

其實那時候我們有定期開會，那時候有和負責管理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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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林副總開會，針對我這塊來說其實是類似一個委員會，

那時資科處有一個類似數位加值中心的單位。三位部門同事

負責執行，並由我來主持，科大教授當時主要是陳正然總經

理要做什麼事都交給他，他是技術長，我們很少直接跟陳正

然總經理溝通，基本上什麼事情都透過他，因為他最了解陳

總需要什麼，再找我們來討論。（黃日春） 

 

第五章 創新導入在當前媒體產業的應用 

 

在第二章中，本研究以 Whelan 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提出數位匯

流因應對策的創新導入架構。該架構主要的角色有二：搜尋者和連結

者。本章針對搜尋者和連結者的功能角色進行說明。 

 

第一節 具有豐富數位知識的搜尋者 

Whelan 在 2011 年提出搜尋者這個概念(Whelan, E., Parise, S., 

Jasper de Valk and Rick Aalbers, 2011)，其實和 Kotler 創新流程當中的

瀏覽者的概念類似。事實上，如同前一章所提到的數位匯流趨勢使得

經營者面對「趨勢解讀的困難性」，使得搜尋者的角色與功能更為重

要。 

在實務上，搜尋者的角色與位置有不同型態的變形，此一角色要

發揮功能，也要其他因素的配合。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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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搜尋者的功能與型態 

搜尋者的功能，顧名思義，是搜尋數位匯流的資料之後，提出策

略建議，供組織創新參考。事實上，這個過程，依企業內部的型態，

有著不同的型態。 

在台灣的電視媒體企業，此一功能有時候是模糊甚至是徒具形式

的： 

如果就以華視的角度來看，在我到的時候，其實是有針

對數位化跟高質化等等，其實是有一個組織，我記得台內應

該有一個類似數位發展委員會，由白特助來擔任主責，負責

這個單位，但是從這個單位具體而微，也看出來華視的問題，

據我了解，這個會幾乎沒有在開會，起碼我看不到他開會的

記錄，頂多一年就一次。簡單來講，是一個空的單位，它缺

乏人員編製，更缺乏知識跟能力，去了解或去收集數位匯流

的產業文化和資訊，那就更不要談到資料的或知識的收集跟

匯整，怎麼樣傳遞到華視的組織內部（陳正然）． 

由華視的例子看到，搜尋者應該是一種功能的發揮，徒具形式的

職位或組織，即使有相對應的名稱，也不會發揮功能。 

在實務上，蒐集資訊並形成策略，有時候這個功能並不是那個人

專責進行，或是有一個明確的過程。反而說，比較像是在摸索中，概

念與策略自然形成的。 

Q：數位匯流是創新的指標，這方面的知識和最新的訊息

，如何引進三立的內部，是由誰？團體還是總經理個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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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帶進來組織內，讓他們更清楚呢？才能跟上這樣的進步

和改變？什麼人去主導？ 

A：其實這些東西我是這樣看，講真的並沒有誰負責。這

件事情並沒有誰來負責。說真的，我這樣看也沒有哪一個人

懂，你也不可能特別去上這個課，或是強調什麼東西，對我

來講我是用這樣的方式，比如說我們跟中華電信有接觸，那

他們下個禮拜就會來跟我們講４Ｇ，講４Ｇ發展對媒體的影

響，就是教育訓練。 

其實，新媒體事業部一個國內的授權、國際事業部是一

個是國外的授權。我們公司本來就有人資，人資本來就是做

我們公司的通識和基本的教育訓練，我們都會上一點點，然

後各部門有需求的再另外上，符合他們的專業訓練，統一公

司的就是通識，如果我們覺得有適合的人我們就會請他們來

幫我們上課，其實也是沒有刻意找誰來上新媒體的課程，其

實就是個單位接觸到誰覺得不錯，就來分享…當然沒有辦法

刻意。至少，我們是沒有，我目前所看到的狀況是這樣，就

是說如果真的要做數位發展、新媒體的數位匯流，可能最簡

單的還是要在台灣做一個視頻網，就是這樣！答案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問我，我接觸這麼多，答案是什麼？顯然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如何做。(張榮華) 

在實務上，目前台灣的電視媒體企業，並沒有一個固定型態的機

制或類似知識長這樣的職位來進行數位匯流對策資料的蒐集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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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多半是在業務需求的過程中，依個人策略思考，或是部門之間

交換意見形成的共識。 

我們可以由此反推，台灣的電視媒體缺乏明確的「搜尋者」這個

角色，相關功能也少見系統性地發揮，因此在策略的擬定上速度比較

慢，往往是市場（包含美國、中國大陸）已經有了結論，才匆忙跟上

。 

這樣的情形，如果把市場放在台灣，當大家都慢半拍，經營者只

要是慢半拍的人當中快了一點，就能夠取得市場先機。 

但由於數位匯流趨勢不僅打破產業界線，也打破了地理界線。當

華文市場逐漸融為一體，透過大陸視頻網可能也搶走了三立偶像劇的

收視觀眾。在這種情形下，目前台灣的電視產業，因為搜尋者的功能

沒有被系統性發揮，造成了速度與決策正確性的阻礙。 

 

二、搜尋者的職位 

在本研究的架構中，搜尋者是一種功能的發揮，他可以是一個人

，也可以是好幾個人或一個部門。然而，搜尋者也必須有相對應的職

權，才可能發揮其功能。 

搜尋者的職位有幾種型態： 

第一種型態是資訊長。由於數位匯流的第一道課題是工程技術的

問題，資訊長理所當然成為搜尋者的理想型態： 

Q：您在公司數位化的過程中，因為您具有的資訊背景，

我對新知識的接受度和理解度非常快，其實電視台對新媒體

的東西有抗拒，學習很累外加認知不清楚，像是公司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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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數位化升級的 HD 棚，還有剛剛提到的設備，都是由

副總和總經理溝通嗎? 

A：HD 部分交給工程部，那新聞製播就是我負責，在 2003

年說服公司新聞製播數位化，那傳統而言是工程部的人力，

我告訴公司數位製播，現在這個時機是必然的趨勢，我們必

須要做，變成模範生，做好以後把經驗賣給別人，我們才能

賣設備、經驗，在 2003 年用影像製播，其實你現在看到的都

是數位檔案，這 10 年來我們也成功複製這些經驗給 TVBS、

華視、東森、公視。（王宗弘） 

搜尋者的第二種職位型態是「CEO 本身兼任」。會出現這種情形

，有可能是 CEO 本身就具有新媒體或數位技術背景，如華視前總經

理陳正然、或是 CEO 不假手他人，自己決定透過自己蒐集的資訊作

決策。 

在華視當時的狀況底下，內部也很難去找到具有這樣類

似的職能的人（按：指搜尋者角色），所以，當時如果考慮到

經營的壓力跟改變的壓力的時候，變成就要結束這樣的組織

的方式去執行這樣的事情，因為我個人的背景對這個算是很

熟悉，大概就變成是由我這邊來發動，再透過主管會議的形

式再推動一些相關的因應策略的擬定和執行方案的推動。(陳

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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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兼任搜尋者的型態，好處是決策速度快，降低溝通成本、

推動貫徹決心較強。以陳正然在華視的經驗為例，他甚至在上任一百

天內提出針對華視營運的「三年脫困計畫」，而這一百天內所擬定的

策略，也成功地把華視的營運虧損由 5.12 億降低到稅前虧損 5,000 萬

，現金流由負轉正。 

搜尋者角色的第三種型態是「委員會形式」。委員會形式，可以

是在體制內形成創新委員會，如奇異公司、寶鹼公司，這種委員會型

態既可集思廣益，又可以兼顧到創新擴散到其他部門的有效性。 

然而，在台灣的電視媒體，其搜尋者角色形成「委員會」形式並

非制度使然，而是公司內部存在一個良好的橫向溝通平台（例如公司

經營決策會議），而各部門因為業務需求，都在自己業務範圍內發揮

了搜尋者角色，這種「沒有搜尋者，逼得大家都變成搜尋者」的情況

： 

平常資訊也很透明，大家也都有在交流，他們也都很清

楚他們什麼時間該做什麼樣的事情，那你剛剛講的數位化設

備，到了什麼樣的階段他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會不會浪費

資產或資源，會不會太早買，太晚買，他們自己會去評估，

他們有自己的標準，各部門主管做評估分析提供給總經理做

決策（張榮華）。 

Q：那比較重要的決策或資源增加還是透過會議嗎？所

以三立每個月都有經營會議嗎？針對新觀念的部分？ 

A：其實也沒辦法可以講說什麼叫做新東西，比如說我們

有時候會有經營會議，經營會議其實大家就會提出各自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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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各部門的專業提出自己的想法，有時候這些想法或許提

的人不覺得重要，只是聽的人會覺得不錯，很難講說絕對的

對錯，不需要刻意去講說這件事情好像很好或是不好，你想

要講什麼、看到什麼，那你就講吧！反正過了也 ok，有人一

聽覺得不錯也可以吸收（張榮華）。 

整體說來，即使因為企業的制度流程規範或經營者沒有意識到搜

尋者的角色與功能，但有可能因為企業在努力因應數位潮流變化的過

程中，某些人或部門不知不覺扮演了搜尋者的角色。 

然而，搜尋者角色功能的發揮，有意識的情況比無意識的情況來

得好，有明確職權或任務編組的比起無明確搜尋者編制的情況來得好

。 

三、搜尋者的特質與角色小結 

分析民視、三立搜尋者的機制與型態，就是看似有，但其實沒有

，並未具備真正的功能與角色。 

在技術數位化的階段，具數位之事的資訊長擔任搜尋者的角色的

確有所發揮，但在內容或經營型態的匯流的層次上，以民視、三立來

說，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多半是 CEO 憑個人的經營直覺作決策。 

三立還有以委員會的型態，主要是在經營會議上討論，高階主管

可就自己業務主管範圍提供創新訊息（如，節目營收的延伸、數位技

術升級）。 

而唯一的例外是，五年前華視的前總經理陳正然，他因為個人的

專業背景與能力，相當完整地詮釋了外部知識搜尋者功能發揮的型態

。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92 
 

另一種方式，是華視曾經嘗試過，具有一定成效，也就是聘用獨

立的外部顧問。在訪談中，關於外部知識搜尋者，本研究的第一個發

現就是「臺灣的電視台沒有專職的外部知識搜尋者」 

換句話，臺灣電視台面對數位匯流的壓力，在因應的對策上，並

沒有系統性的創新，是指「沒有人專職擔任這個角色」。 

本研究認為，且戰且走，組織無明確編制，採經營會議高階主管

隨機提出或是僅以資訊長擔任搜尋者，功能都無法有效發揮。 

如果電視台有意計畫性從事數位匯流的創新，CEO 兼任（如陳

正然個人的資歷背景）或以外聘的獨立顧問擔任搜尋者，功能發揮會

比較好。 

第二節 轉換語言的連結者 

一、連結者的功能與型態 

在 Whelan 的理論當中，連結者（idea connectors）這個角色的功

能，主要是承接搜尋者從外部搜尋到的訊息，並且將之傳達給組織內

其他的成員。事實上，連結者完整的角色應該包含： 

1. 傳達外部訊息：連結者不一定是外部訊息的第一手來源，但

是透過連結者在節點內廣大的連線，或是其職務能夠跨部門溝通的特

色，他能夠最有效率地傳達外部訊息。 

2. 轉譯外部訊息：創新導入的內容，往往是組織成員熟稔業務

範圍以外的訊息或知識，這時候，連結者必須以組織成員能夠懂得語

言去傳達。事實上，這種傳達，有時候是非正式的溝通，有時候則是

正式的教育訓練課程或公司內部舉辦的知識分享會。 

3. 溝通訊息：理想的連結者功能並不是「訊息快遞員」，一個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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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基於本位主義，不同的部門會有不同的解讀，這時候，訊息的溝

通是雙向的、整合的。連結者必須以部門能夠理解的方式傳達，但同

時也要把部門或基層的意見整合呈給決策階層。 

以三立電視台為例，該企業在導入 KM 系統（知識管理系統）的

過程，管理部門就發揮了連結者的功能： 

 

Q：那ＫＭ(知識管理)系統是什麼？初期建置的想法？那

效果呢？ 

A：其實 KM 系統已經成立三年了，每年都有舉辦 KM 分

享會，一開始我們邀請政府機關來輔導，後來就自己在公司

內推動。事實上，KM 是總經理說了一句「三立要推 KM」，

他說了我們就開始找人。 

所以你說初期導入，對，我們管理部自己有一些基本概

念後就開始訪談各部門，了解它們的想法，然後辦了好幾次

全公司的說明會，跟主管討論非常多次，甚至有人還說 KM

的東西沒有用，而且三立做節目要創新，幹嘛要做過去的東

西？一開始很辛苦，後來就發現這樣不行。後來才發現，原

來老闆要做的事情，大家是不會反對的，最後大家還是全力

配合，當我一個一個談完後，會辦各部門，大家都 OK，可是

到最後老闆還是退件。老闆覺得這樣根本不是每個部門都想

做，後來我想說把可能會有個問題都提出來，彙整所有的方

法，老闆覺得既然每個人都要做那就要全力做，老闆會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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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主要就是我先列選項，讓你們去勾選意見，將意見做

彙整把結果給老闆。(王士方) 

由上述說法可以印證，「辦理說明會或會辦各部門」是向下溝通，

「勾選意見並把結果彙整給老闆」則是整合訊息和向上溝通。這樣具

有雙向溝通的功能，才是連結者的完整功能。 

我們現在從建立典範開始，我們幫工程一部做職能分析，

分析每個人的職能，他們的態度、技能、知識，用問卷及訪

談，了解每個單位需要什麼樣的態度，在三立推必須內化在

工作裡面，顧問的好處是自己會去做，工程一步做出來，每

個部門都有考評、調薪，後來工程一部把職能放進來，就很

清楚每個職務、位置，他必須要提升他的技能，然後和ＫＭ

去做結合，而不是只是留下隱性知識，同時可以評估每個職

位需要的集合，重點是必須要結合人資，當有一個部門做出

來以後，就會放大讓大家知道，現在工程二部、節目部也都

要做。 

一開始要推的時候就要去每個部門訪談，接著提出一個

報告，好處與問題列出，接著是透過分享會辦說明會，然後

就會分部門去做，主要是顧問講，辦三場，一場可能一個半

小時，然後設計問卷，除了幫主管解決問題，想要了解員工

的心聲，他們有需求可是他們不想做，所以我們會藉由這樣

的方式去經營，會發現跨部門的需求很多。問卷設計很重要。

(王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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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電視台導入 KM 系統的例子可以瞭解，在創新導入的過程中

，必須要有一個功能，去把部門不同的意見呈現出來，同時導入的方

案，也要透過這個溝通的過程去修改，使之適應部門的需求。 

 

 

二、連結者功能發揮之比較：華視 

本研究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連結者」的概念，除了功能特質

之外，很多連結者的角色或功能，是因為某個人被放到特定位置上，

為了推動業務，不得不發揮連結者的功能。 

當然，並不是有這些能夠發揮連結者職位的建置，連結者的功能

就會自動發揮。在華視的例子裡，就出現過「沒有連結者」的情形，

這對於創新導入的推動和持續具有負面的影響： 

Q：剛剛您有提到說，華視的內部員工缺乏這種對配套

的相關的職能，您如何時去感受或看出這個部分？第二，華

視之前在做所謂創新的這一塊的這兩個專家李教授跟何慶華

先生，他們其實就是外部的人員進入華視組織，進入的話他

們有沒有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或困難？ 

A：我想最主要的關鍵的問題，其實是在於，當把外部的

一些新的概念或新的做法，或者甚至一些產業的知識往內部

做引導的時候，組織內部是缺乏承接的部門跟機制。何顧問

是經過董事會正式聘任的．在何顧問在的時候，因為他不斷

的召開會議．所以那個時候各部門在對於這些新的做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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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跟銜接其實是比較到位的，但是當何顧問任期屆滿以後，

其實是需要台內組織跟同仁去做承接的時候，這個部分當時

反而做得比較差。 

我再舉個例子，比如說像整個工程部門也是，因為假定

匯流以後，數位傳輸是最主要的傳輸方式的話，那整個播映

系統跟整個棚內的製作系統，其實都需要轉換的，但是在整

個規劃的過程裡面，我們看到工程部門的主管，其實也是掉

隊的，他們其實是跟不上的，反而是主任級(中階主管)的同仁

變成是最主要的一個參與者。所以，就可以看出來，這個在

一個組織內部的一個，有一個傳遞的鴻溝(ＧＡＰ)在．而那個

ＧＡＰ正好在各單位的一級主管，第一，他們對於整個東西

的了解跟認知的程度不足，對自己該擔負的責任的認知也不

足，所以就變成既不承上也不啟下．所以也是造成後續在整

個建置好了以後，延續性不足的最主要的原因。(陳正然) 

華視的個案，如果以社會網絡的方法的理解，可以發現，在當

時的體系下，由於領導階層本身身兼搜尋者的角色，對於資訊的蒐

集以及策略的擬定是相當到位的，但當位於體系頂端的決策者身兼

搜尋者的功能時，他其實很難在兼具連結者的功能，這時候，由外

部的顧問協助內部連結者溝通，連結至華視內部的資科部門，當時

有發揮一定的功效，但當第一階段(數位化基礎建置)完成後，外部顧

問去職以後，由一級主管擔任連結者的角色，但此一功能沒有發揮，

相當程度就決定了創新的落實並無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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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以獨立顧問擔任創意連結者的網絡圖 

 

 

圖 十一 缺乏創意連結者的網絡溝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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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結者的職位 

Battilana & Casciaro 對英國健保局的研究強調，改革的推手，通

常在網絡中佔有特殊的位置，這個位置除了網絡的型態之外，還有網

絡的連線數(Battilana, J. & Casciaro, T. ,2013)。 

這樣的結論，和本研究的訪談結果是相印證的，但當我們把網絡

從節點的人際關係放到一個數百人到上千人的媒體企業，發現除了節

點的連線數之外，更重要是跨部門的連結。 

有些部門或職位，例如資訊服務部門或管理部門，因為業務的需

求，必須經常進行跨部門的溝通，這樣的職位，其實是相當適合擔任

連結者的角色。 

 模式之一是管理部門或資訊部門的主管，因為業務需求，直接

和各單位的一級主管，以非正式的型態溝通，獲取共識。 

我的溝通應該是說各部門主管大家要有私人情誼，一直

去提，他(民視總經理)以前也在華視，他就會跳起來，我一直

跟他溝通，他會接受，你去接受這樣的東西，其實拍板定案

還是總經理，都是交給各部門副總或主管負責。(王宗弘)  

三立的好處是平行溝通沒有問題，副總都待超級久，沒

辦法溝通的幾乎都留不住。…整合的部分是在我這邊，我認

為需求單位才是關鍵，今天新媒體業務有需要，需要更多的

收入，他們就會去嘗試，他們就會覺得可以做。(王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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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和各部門的感情都很好？ 

A：對呀！我低調一點不搶鋒頭，製造一個需要被協助的角色，

別人也都會來幫我。 

圖 十二 以一級主管為創意連結者的溝通網絡圖 

 

 

另一種模式，則是透過教育訓練或知識分享的型態，和一級主管 

或基層員工進行溝通，但這種方式的缺點是完全流於單向溝通： 

 

我們有新媒體事業群，他們就把一些集結的資料與觀念，

例如，我們有連續兩個禮拜開放一級主管、一般同仁上課，

像是最近就有上到『失控的螢幕、流竄的內容』，我們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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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個小時的課程，一級主管和我一起聽課，我覺得非常珍

貴，於是就開放同仁們來一同參加，他們聽了都很有收穫。（

陳剛信） 

之前作了失控的螢幕的簡報做的很棒，總經理就要求我

找公司的二級主管在做一遍，改良這些方法，我終於慢慢一

點一滴的成功說服了，現在慢慢逐步在做（王宗弘）。 

圖 十三 教育訓練模式的溝通網絡圖 

 

 

在本研究的訪談中，還有一種模式，就是一級主管身兼部分功能

（限於本部門相關業務）的搜尋者和連結者。這種模式如果在經營會

議溝通良好的情況下，是可以發揮功能的。在三立電視台的經驗中，

我們看到這樣的模式： 

其實張總做到每個部門互動頻繁，讓我們每個副總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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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互動。互相交流，主管會報每個月一次，也有績效會議、

經營會議，每個禮拜也有節目會議，經營會議主要討論跟公

司經營面相關，相關議程都會於課程前通知大家，當然也可

能包含新媒體的討論。 

每個月的演講不固定，但是每個月都有經營、績效會議，

年終都會訂經營計畫，分攤下去各部門的績效，以績效會議。

經營會議是沒有固定的主題，都是以一級主管去開，績效會

議的部分是一、二級主管。 

就新媒體而言，只要沒有跟錢或人有關係的，並不需要

到總經理，我們內部會去溝通，我們想辦法去做。如果今天

會需要跟人，我們會簽呈，只要蓋章了我們就會做。另外，

總經理可能偶爾提，他只要有提我們就會去找方向，不用講

很細。像是這次老闆提到我們必須好好合作，因為他也發現

對外的新媒體運用開發比較落後，所以在會議也有提到，不

僅是對內的運用，要接下來對外的開發要更多，可能就不是

副總對副總，必須和下面同仁講我們的方向與目的是甚麼，

加強互動、熱絡，也不會因為什麼利害關係。(王士方) 

就三立的經驗而言，如果各部門都充滿了「創新意識」，這樣子

「各自為政」的方式去發揮搜尋者與連結者的角色，也未嘗不可。

由一級主管擔任委員會的角色，三立各部門平行溝通或許沒問題，

但卻可能各部門主管因資訊超出自身的業務範圍，無能力辨識外部

有用的訊息;也可能無心提出，更遑論能於組織內部進行有效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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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四 一級主管兼任連結者之委員會模式的網絡圖 

 

三、連結者的特質與角色之小結 

從訪談的內容對照「組織創新傳遞流程」的架構，本研究發現，

由於台灣的電視媒體經營者並不把數位匯流資訊的搜尋當作是決策

的重要依據，因此對於創新訊息的傳達也就沒有特別注意。在這種情

況下，連結者的功能的有無，反而受到企業經營者主觀認知的影響比

較大。 

連結者的特質在是在公司具有長任期，得到經營者授權外，其內

部連結能力強，於正式與非正式組織的溝通影響皆對內部成員有最大

的影響力，才具有訊息內部擴散與溝通的成效。 

以三立為例，由總經理領導的一級主管經營會議或許相當積極，

相關的訊息都在經營會議消化訊息，形成共識，再由一級主管負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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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傳達，這時候，一級主管似乎就扮演了連結者角色。 

以民視為例，資訊科技背景的新媒體事業部副總，在總經理的授

權下，既是主要的搜尋者，也是主要的連結者。 

而在華視的訪談中，並沒有看到連結者的功能被發揮，這也說明

了華視相對在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創新腳步較慢的原因。 

一級主管擔任連結者的型態是最常見的型態，總經理做了決策之

後，由高階主管向下傳達。這樣的型態，其實有些粗略，因為一級主

管的類型很多，有些主管可能不善溝通，民視新媒體事業群的王副總

，是兼任搜尋者與連結者的角色，但他表示平行部門的溝通不容易，

尤其決策者是管財務的執行副總，還需要花很多力氣。又例如，有些

主管可能不見得認同經營會議上的決策，甚至消極抵制。這種情形，

在華視的訪談中就可以看到。 

所以，本研究發現，如果要由高階主管擔任連結者，「授權」與

「共識」是相當重要的。 

三立電視台則形成了「委員會型態」的連結者功能。 

委員會型態，基本上，對於創新知識的外部搜尋與內部溝通，還

是依體制由高階主管擔任，但差異者在於：高階主管在進行溝通之前

，在經營會議上通過充分討論而形成共識，的確是能夠發揮一定程度

連結者的功效。三立的王副總表示內部平行(跨部門)溝通沒有問題，

但在訪談張榮華總經理卻發現，三立的經營會議是各部門依照專業提

出自己的看法，不刻意，有人覺得好，有人覺得不重要,，過了就過

了，沒有也可以。這樣的做法，卻很可能導致若超越主管們自己的業

務範圍，無心辨識無能力於內部連結甚麼是有益於組織的外部訊息，

而不會提出，更不可能溝通。而沒有搜尋者的結果，自然內部連結者

無法承接，無法有效的將有用的資訊向內部成員流動。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104 
 

華視因為過去公營的背景，加上經營者更替頻繁，每位經營者都

拿出自己一套做法，因此企業文化是較少討論與質疑，高階主管在經

營會議上，基本上是較少參與決策的，而在他們內心未必認同的情況

下，並無法擔任連結者的角色。 

陳正然時期，華視從外部聘請學者擔任顧問，這個獨立顧問就是

和各部門主管開會，針對系統無帶化的技術環節溝通。三立在建置

KM 也由請外部顧問協助溝通。由於獨立顧問立場超然，協助身兼連

結者的陳正然協助資科部門的溝通，當時對資科部門就發揮一定程度

溝通效果。而三立的 KM 系統推動的也很順暢。 

華視，在陳正然總經理時期的經驗，特別是對比其作為搜尋者的

特質，更具體說明了「沒有連結者創新很難持續」。 

他是優秀稱職的搜尋者，但身兼連結者，因他並不具備連結者的

特質與能力，事實上，創新作為是無法落實的。當雖然他任內有傑出

的績效表現，如無帶化、系統轉換、虛擬棚的建置等等，但他離職後

，之前的創新作為完全無法延續。 

綜觀不同職級的連結者，本研究認為要發揮連結者的功能，連結

者必須有以下的特性： 

 對數位匯流趨勢的強烈認知 

本研究針對的是「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創新」，因此與 Whelan

的定義不一樣的是，組織的成員對於數位匯流趨勢的感受是否真切，

他是否深刻感受到台灣的電視媒體在數位匯流浪潮下，創新與變革是

組織延續的重要途徑，有這樣的認知，他就能發揮類似「連結者」的

特質，將組織創新的訊息往下傳遞。這種特質，在三立和民視的受訪

者中都可以感受到。相對地，華視內部並非沒有特定職務的人可以擔

任連結者，但因為對於數位匯流趨勢的體會與搜尋者不一樣，因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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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發揮相對的功能。 

 能夠理解並轉譯搜尋者的想法 

和 Whelan 的定義一樣，連結者必須能夠理解並翻譯搜尋者的語

言。如此他才能夠精確的向下傳達相關的訊息。由於台灣的電視媒體

，再推動數位匯流因應的創新，第一階段必然是技術的創新，因此這

個角色由資訊科技背景的人來擔任會比較適合。 

然而，如果組織創新繼續推動下去，後續階段未必是以技術創新

為主，可能是服務創新、可能是營運模式創新，屆時可能又不同的專

業的連結者會浮現擔任此一角色。 

 跨部門的業務連結最多 

在人數較多的組織裡，能夠有較多連線的節點，通常是因為其業

務具有跨部門的功能。這個跨部門的業務，通常是資訊科技或行政管

理部門，這兩個部門又常常經營階層接觸，自然是適當的連結者。 

 組織資深員工並深獲大多數員工的充分信任 

在訪談過程中，發揮連結者功能的受訪者，基本上都是公司內相

當資深，工作就職較長的成員。因為資深，往往歷練過公司內各部門

或擅長非正式溝通，不僅對其他部門業務熟悉，也不會流於本位主義

。這樣的人，往往不自覺地就扮演了連結者的角色。 

第三節 影響創新模式成敗的因素 

如果以「組織創新傳遞流程」的模式來評估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

創新，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台灣的電視媒體產業，並沒有完整的「

組織創新傳遞流程」架構，在研究案例中，本研究中也看到各電視媒

體對於數位匯流的趨勢採取且戰且走的觀望心態。相信這也跟「組織

創新傳遞流程」的機制不夠完整，對於數位匯流趨勢的判讀不夠清楚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106 
 

，且內部創新未必是最有效率型態有關。 

在實務上，搜尋者和連結者的角色雖然有不同的型態，但本研究

發現有些因素會影響其功能的發揮和創新嘗試的成敗。以下分別就相

關因素進行討論： 

 

一、經營者與搜尋者的關係 

面對數位匯流的趨勢，經營者都有「必須進行創新」的認知，所

以內部必然存在「搜尋者」的功能。然而，搜尋者和經營者的關係18卻

影響了訊息的蒐集與策略擬定。 

第一種關係是「經營者本身就是搜尋者」。在華視的經驗裡，董

事會聘請的經營者本身就是搜尋者19，這種型態在國外的經驗，比較

容易出現在董事會聘請空降的經理人帶著改革方案掌舵的情形，而事

實上，總經理由董事會外聘且任期較短的背景，也符合外國經驗。 

經營者本身就是搜尋者的型態，優點是決策的形成速度快，推動

的時候比較少有掣肘的狀況。 

但相對地，由於搜尋者本身就是經營者，位於組織體系的最上層

。這時候，搜尋者很難兼任連結者的角色，傳統科層式組織裡必須要

有人扮演連結者的角色。 

第二種關係是負有任務的特殊角色：因為部門角色的關係，某些

角色很容易被賦予搜尋者的任務，這些角色包含獨立顧問或特別助理

                                                      
18 在這裡的「關係」，指涉的意義並不是「信任關係的強度大小」或「私人情誼的好壞」，而

是指職位與角色的相對位置。組織裡信任與人際關係並非不能影響結果，但一方面本研究無法

透過訪談得到真實的人際狀況，二方面就算有所影響，也非本研究所關心的角色功能架構對組

織創新的影響。 

19 華視好幾任的總經理徐璐、陳正然、關尚仁都曾提出數位匯流的對策，但決策的形成，都

少見來自既有體系的成員，所以都屬於「經營者兼任搜尋者」型態，相信這點與華視的企業文

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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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如果經營階層有明確賦予蒐集數位匯流資訊並整合為對策

，並將授權明確告知其他部門，則搜尋者的功能將更能夠發揮。此一

型態，在本研究的案例中，並未出現。 

第三種關係是委員會型態。經營階層並沒有明確授權特定部門或

特定人擔任搜尋者角色，但在經營會議上，部門主管就其業務範圍主

動進行資訊蒐集與分享的動作，三立類似這種「委員會」的形式，既

使經營會議的互動是良好的，部門主管向下溝通是順暢的，但是，當

委員會的內部權責分配不清，共識與信任不足就會產生內部溝通障礙

，影響創新傳遞流程的有效推動。 

 

二、影響連結者功能發揮之因素 

搜尋者的角色通常容易建置，但連結者卻未必存在於一個組織內

。在沒有連結者的組織內，即使有好的外部資訊與創新策略規劃，卻

也很難落實成實際的創新。 

Q：像是九乘九合作，是關總帶進來，透過什麼方式流動到其

他員工身上？ 

A：幾乎沒有，應該只有關鍵人物有接觸，例如說新聞部

或資科黃處長，不然消息很難流動，就算如果技術成功，也

是九乘九的成功，他自己花錢做 APP，也跟我們公司無關。（

蘇方裕） 

資科處內部一定會進行分享，只是做到跟全公司分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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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較困難。（黃日春） 

從華視的經驗可以看到沒有連結者的情形，每個部門都變成孤島

，這對組織創新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負面因素。 

至於哪些角色能發揮連結者的功能，除了上一節提到資訊部門、

管理部門主管外，或是工會都可以發揮相關的功能。 

其實工會的存在，對一個公司來講是一個很正向的組織

安排，如果有工會在的話，工會是有機會可以把這個會員的

意見彙總，來跟公司做溝通，但是反向的部分其實是更重要，

我們看更進步的西北歐的這些社會民主國家，他們的工會不

是只有在做會員權益的捍衛，會員意見的彙總，其實他們也

在把公司的經營之路和公司的經營狀況，往下去跟會員去做

傳遞（陳正然） 

不可否認，不管制度如何安排，企業文化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在

企業文化趨於積極、對於創新無所畏懼的組織裡，積極的角色會讓部

門主管主動擔任起守門員，即就自己部門的專業，發揮搜尋者的角色

，同實在經營會議得到共識以後，也會肩負起連結者的角色，以部門

主管的身份進行溝通。 

Q：所以你客戶或供應商會幫忙上課？通常是一個月幾

次呢？ 

A：其實是沒有設定了。比如說剛剛提到愛奇藝，我們就

會去了解狀況，我們內部也會談論這樣的問題，包含我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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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新媒體的授權，我們有國際事業部、新媒體事業部，他

們都會分享面臨的問題和所接觸到的事情，其實我們是用這

樣的方法是讓同仁有數位匯流和新媒體的概念。(張榮華) 

如果企業文化是保守的，注重短期績效的，那搜尋者在把訊息帶

回公司的過程中，自己也會主動篩選一些訊息。 

新媒體長期是一定要做，但是還是要考慮投資報酬率，

其實我壓力很大，必須去考量財務利益。我會站在董事會、

總經理的立場想，不要讓他們很為難，知道在哪裡賺錢。 

主要是說心態，傳統電視人的心態不一樣，還有許多業

績壓力。主要還是在收入不明顯。新媒體的會議應該要定期

的開，主要是要有議題，例如說我看到文章，我就會去分享，

例如，新聞部經理可能會寫一些東西，再去想如何因應這些

網路變化。我就會藉由這個機會給相關的人，我就會拿給廖

副總、新聞部，用這樣的方式做資訊的交流，因為我們公司

不會去開沒有目的的會議。(王宗弘) 

有些企業文化則是會阻斷訊息的溝通，使得連結者的功能難以發

揮； 

我是認為目前和每位個人業務上關係不夠密切，另外就

是說基本上來說，華視的人會認為，會認為你決定好我來做

就好，跟企業文化也有關係。 

以創意而言，憑良心講一個創意對企業當然很重要，可



從組織網絡中看影響創新的關鍵因素-以台灣電視產業為例 

110 
 

是這幾年來我們員工很少主動提創意，也沒有相關的獎勵機

制，不管哪方面都是，現在就變成上面決定怎麼做，我們就

怎麼做，我是覺得很危險，憑良心講，這也是為什麼照正常

來講，換一個總經理不應該改變這麼大，現在華視每次換一

個就換一個做法，包含你的節目策略等全部推翻（黃日春）。 

我想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人員的心態(Mindset)，我覺

得華視是打矇了，就是長期處於一個不安定狀態，讓同仁對

於任何的改變，其實是心存很大的疑慮，而不去看改變的策

略內容跟方向，當提到要改善的時候，第一個考慮到自己工

作的安定性，而不是考慮到整個組織的永續經營，或整個組

織的一個競爭力的提升，甚至講直白一點說，都已經產生自

我懷疑了，所以當看到這些變化在發生的時候，其實，反而

持的不是一個正向擁抱的方式，而是不斷地質疑（陳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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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 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第一章當中，曾經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回答三個問題： 

▐ 描繪當前電視產業在數位匯流的壓力下，進行創新與組織變

革所遭遇到的困難。 

▐ 以企業內創新採納與擴散的理論框架，說明對於當前台灣電

視媒體產業因應數位匯流的創新需求與落實是較佳的選擇。 

▐ 以本研究第二章所提出的「組織創新傳遞流程」架構，檢視

臺灣電視媒體產業，說明在實務中，「外部知識搜尋者」和「

內部知識連結者」兩個角色的運作情形，以及對組織創新的

影響。 

以下分別總結如下： 

一、電視產業面臨創新與組織變革之困難 

本研究闡明了在數位匯流壓力下，臺灣的電視台面臨的是技術的

落伍和市場的流失（多螢跨平台的閱聽趨勢出現），透過訪談研究，

接受訪談的人員，不管是電視台的經營者、技術主管或主導組織創新

的高階主管，皆同意要透過組織創新來因應數位匯流趨勢帶來的經營

壓力。所差別的是，因組織架構、現階段營運狀況、企業文化、經營

者或董事會主觀性等因素，使組織創新的方向和力道有所差異。 

當前臺灣電視媒體產業面對數位匯流的創新提案，為何無法有效

於內部落實?本研究最想了解的是，數位匯流趨勢已如此明顯，經過

了那麼多年，為什麼各台灣的電視台還是進度十分緩慢。經參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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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訪談，主要原因歸納如下： 

(一). 商業模式未定：新媒體鉅額投資，目前無具體或具規模的回收

機制。故，於數位匯流趨勢下，電視產業面臨創新與組織變革

，可謂十分不易，媒體產業因應數位匯流的發展趨勢，在台灣

，業者們認為有因法令與經營環境等相關政治、市場營收規模

、高成本的節目製作的發展不易等原因皆是影響因素。 

(二). 短期長期兩難：創新要看到績效，需要時間，現在的績效展現

，是來自過去的努力。在目前傳統廣告營收逐年下滑，新媒體

新進者進入大量分食廣告營收，電視台大規模投資會增加短期

的財務壓力。但創新又不得不為，電視台業者常面臨如何兼顧

短期績效與長期經營抉擇，再加上匯流發展之新媒體的觀念與

認知，與傳統電視台業者以往的商業經營成功模式差距甚大，

而電視台大部分的決策者，組織經營者，大都不具網路與資通

訊背景，多半未能真正體認其重要性，以至到目前傳統電視台

的業者，無論在相關人才的投資與技術的培訓，跨產業合作與

攜手聯盟，創造共利的價值各方面上，大都採取保守的態度，

並不願積極分配組織資源，採取具體落實內部流程的作法，因

此目前大都聚焦在更新數位產製設備相關基礎投資的階段，對

於人才培育或內外資源整合與國外業者相較仍有一段不小的

差距。 

(三). 趨勢解讀困難：匯流進行式與經營者背景不同外，即便電視台

的經營決策者有著高度意願進行因應數位匯流的組織創新，但

在面對技術投資的不確定性、趨勢解讀的困難性、營運績效與

變革的兩難、及內部溝通與知識傳達上都面臨了較大的困難（

詳細內容參見本研究第四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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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臺灣的電視媒體在因應數位匯流的對策上，目前採取技術

投資的方式因應此變局，但在多面向的質與量的創新，相較於中國或

歐美國家皆未到位。這是因為在實際操作上有多重的阻力的緣故。 

二、創新外部採納與內部擴散的關鍵功能角色 

由企業內創新採納與擴散的理論框架，「外部知識搜尋者」和「

內部知識連結者」，在不同電視媒體組織，的確是趨動當前台灣電視

媒體產業，因應數位匯流的創新需求與落實的較佳選擇。 

透過實地訪談，本研究發現，國內主要電視媒體目前對於數位匯

流趨勢的因應策略，在組織架構內的角色與機制，所建置的功能並不

完整，組織創新的作為也不夠積極。此一事實，相當程度解釋了，對

照美國或中國大陸媒體在數位匯流趨勢下的大動作和快腳步，而，台

灣電視媒體「邊做邊嘗試」、「短期績效優於組織創新的長期價值」的

心態與作法。 

為因應這一波數位匯流創新浪潮，本研究認為最核心的關鍵是組

織內部是否有創新傳遞網絡。同時，在觀察績效相對良好的電視台多

半都有設立有利創新的組織機制，以不同形式具備創新搜尋者與內部

連結者的功能。 

然而，以本研究「組織創新傳遞流程」的架構對照三家電視台，

發現不管是搜尋者或是連結者的角色功能，在這三家電視台的經驗中

，都可以看到部分或變形的展現，可以這麼說，完整且有系統的「組

織創新傳遞流程」功能架構並沒有出現在國內的三家電視台。 

關於臺灣電視媒體企業的「組織創新傳遞流程」中，「外部知識

搜尋者」和「內部知識傳遞者」，如何以不同的型態發揮相關的角色

功能，本研究並印證，組織網路中的創新傳遞流程兩大機制對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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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具關鍵的功能與角色 

(一). 系統性蒐集外部資訊的機制，未被主事者重視：台灣的電視台

目前大都採兼職團隊來主責創新事務。本論文所研究的三家電

視台主事者未重視系統性蒐集外部資訊的機制，且缺乏或功能

不彰「外部搜尋者」和「內部連結者」。三立的新媒體事業群

主要是賣國內版權，王副總主管的資訊部與管理部卻負責部分

匯流的創新計畫；民視也是同樣的狀況，皆是隨機在會議中提

出外部創新知識並舉辦不定期分享會，完全沒有系統性的建置

與權責分工機制。 

   而華視之前的數位發展委員會更是徒具形式，完全沒有功

能。在台灣的案例中，沒有看到專職的「搜尋者」角色或職位

。發覺其原因是電視台主其事者不認為「有系統性蒐集外部訊

息以因應數位匯流趨勢」是重要的。若「搜尋者」「連結者」

由一級主管兼任，卻可能受限各部門主管的業務範圍，容易將

與自己業務不直接相關的信息刪除，導致未發揮功能。 

(二). 獨立顧問也可擔任「外部知識搜尋者」。華視與三立的研究訪

談，獨立顧問可擔任「外部知識搜尋者」並協助「連結者」部

分溝通的角色，可發揮一定程度的功能。 

(三). 「搜尋者」可由經營者兼任，但不適合兼任連結者。由於電視

台是組織人力與規模較大的大企業，若當經營階層兼任搜尋者

的角色，由於他（們）位於組織最頂端，不可能再兼任連結者

的角色。如，華視的「搜尋者」由經營者兼任，但並不適合兼

任「連結者」。在實務中，搜尋者和連結者的功能由同一人或

部門擔任搜尋者的角色，有時候會由經營階層兼任。也就是，

經營者憑著自己對數位匯流趨勢的理解與個人專業特質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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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體制外顧問獲得訊息，直接提出數位匯流趨勢的因應對策。 

(四). 建議設立專職「搜尋者」，如知識長、創新長或委員會。主要

是角色需求促使該職位或部門必須擔任起搜尋者的角色。如數

位匯流之技術創新第一階段所主責部門的角色通常是資訊或

工程部門（為了硬體更新必須搜尋訊息）；教育訓練部門、或

管理部門（為了完成經營階層交付任務）。這些部門或角色是

在執行業務的過程中，發揮了部分搜尋者和連結者的功能，但

對於搜尋者或連結者的角色與功能的重要性，本身未必有自覺

與能力。所以，有了專職的搜尋者這樣的機制，同時也必須有

意識地且明確建置出組織裡連結者的角色。若兩者的角色或機

制功能沒有被發揮，則既使經營者所提出因應數位匯流趨勢的

組織創新對策是正確的，該創新策略與作為也難以傳遞並落實

於組織中。 

(五). 在經營會議溝通暢通的情形下，且各部門主管對於數位匯流趨

勢都有所認識的情況下，高階主管可以就其業務範圍擔任連結

者的角色，因連結者的機制以一個「委員會」的形式發揮。故

此，組織網絡中的創新機制擴散，在不同組織中以不同的形式

存在並發揮功能。在經營會議溝通順暢的情形下，一級主管也

可以是很好的「連結者」。因為一級主管有法定的職權和經營

會議的第一手消息，能夠讓內部訊息溝通與流動，達到最有效

率的情形。但，若無清楚分工與定義職責，具備完成外部資訊

蒐集與內部跨部門的橫向連結等相關連結者的機制配套，仍無

法有效發揮創傳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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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華視、三立、民視為例，討論「組織創新傳遞流程」架

構對於數位匯流下電視媒體進行組織創新的影響，然而，初步的研究

有其限制，茲說明如下以待來者補實： 

(一).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以三家電視台的總經理（經營者）和主責

數位匯流創新事務的資訊部門等高階主管為主，假設其最有

可能擔任搜尋者與連結者的角色。受限於研究時間與邀請訪

談對象限制，無法訪談其他一級部門主管或中階主管，無法

瞭解其看待組織創新的角度，驗證其對搜尋者及連結者實際

的認知為何。此為研究限制之一。 

(二). 未能進一步運用社會網絡理論，對組織內的之「外部搜尋者」

與「內部連結者」進行內部實際的測量，以觀察與其實際的

人際互動，對於創新傳遞網絡個別角色與其態度行為對組織

的影響。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三). 在功能健全的前提下，位於非正式組織的工會組織可能是個

好的連結者，因為把基層的聲音傳達給經營者是工會的職權，

若經營階層和工會溝通順暢，也可能反向把組織階層所推動

的組織創新內容傳達到基層組織。另外，工會代表都能夠發

揮連結者的功能，本研究因為訪談對象限制，無法對此進行

進一步的研究此為研究限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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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對於本主題的後續研究，建議如下：在後續的研究與建議部分， 

 

(一). 後續研究的對象，建議納入中國大陸的台網合一的媒體集團。

透過比較，觀察大陸視頻網站匯流經營模式，無論在傳輸方

式的整合、多平台的內容產製、與服務加值等具備新的商業

模式，是比較接近成功的案例。 

(二). 其次，在搜尋者功能健全的前提下，公司的工會組織可發揮

「連結者」的功能。因為面對創新變革，最怕的是員工抗拒，

擔心組織創新後自身職能無法因應會失去工作。其次因媒體

產業的員工大都是工會成員，工會的幹部皆是組織內的資深

員工，可研究其非正式網絡連結的影響力。 

(三). 後續可以運用社會網絡理論，將位於組織內的「創新連結者」

，其相關的人際互動做實際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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