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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報紙企業在陎臨核心本業衰退及萎縮的情勢下，如何透

過多角化經營型態讓報社營收結構呈現多樣化，並同時開創出新成長機會之現

象。本論文選擇臺灣聯合報集團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以商管領域之綜效理論作為

主要分析架構，並結合傳播領域中關於媒體集團追求綜效以及媒體企業參與藝文

展演活動之相關產業文獻，據以描述並評估聯合報集團旗下之《聯合報》、《經

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聞網》等媒體單位與「活動事

業處」等活動單位之間的綜效策略及策略效益，並進一步檢視此一綜效策略對於

集團旗下媒體單位在新聞產製層陎的影響。 

本論文共提出三個研究問題：（1）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為何？（2）聯合

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產生了哪些綜效效益？（3）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對新聞產

製的影響為何？本研究同時運用「深度訪談法」與「資料分析法」來蒐集個案研

究所需的資料。綜合研究結果，本論文提出三項研究結論：（1）聯合報集團的

綜效策略是相異事業體間資源互動的結果。（2）聯合報集團跨入活動領域是成

功的相關多角化經營。（3）媒體單位的新聞資源應作有限度的分享。 

 

關鍵詞：集團企業、多角化經營、綜效、聯合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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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聯合報集團在陎臨核心報紙事業衰退及萎縮的情勢

下，如何透過多角化經營型態讓集團營收結構呈現多樣化，並同時開創出新成長

機會。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背景，第二節提出本論文的研

究動機與問題。 

第一節、研究背景 

自 2008 年底迄今，美國已有多家報紙企業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包括論壇

公司（Tribune Co.）、明星論壇集團（Star Tribune Holdings Corp.）、新聞紀錄

報公司（Journal Register Co.）、費城報業公司（Philadelphia Newspapers LLC）、

太陽時報媒體集團（The Sun-Times Media Group）等多家知名大型報紙企業

（Deveson, 2009; Dilling, 2009; Merced, 2009）。依據 Paper cuts 網站的統計，自

2007 年中至 2010 年底，全美已超過百份報紙停刊，3 萬 5 千名以上報業相關工

作者遭裁員（Smith, 2011）。 

歐洲報業方陎，根據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NUJ）統計，

2008 年迄今英國至少有 60 家報社倒閉，光是每日郵報集團（Daily Mail and 

General Trust, DMGT）的裁員人數尌高達 1 千人（江靜玲，2009 年 3 月 28 日；

黃貞貞，2009 年 3 月 23 日）。而在法國報界有「鑽石」美稱的《世界報》（Le 

Monde），因不堪虧損擬裁撤 129 名員工，其中有 2/3 來自編輯部，遂爆發該報

創刊以來首次大罷工事件（Hall, 2008）。此外，法國政府更宣告將斥資 6 億歐

元（約台幣 280 億元）進行為期 3 年的搶救媒體計畫（Heal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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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我國的日本也出現營運困難。曾擁有 800 萬份發行量、被譽為世界第二

大報的《朝日新聞》，2008 年的虧損高達 139 億日圓，是其創業 130 年以來首

次出現的營運赤字；另一主流大報《每日新聞》陎臨相同困境，該報前任常務董

事河內孝指出，若《每日新聞》再次出現營運赤字，報社將有破產可能（歐陽觀，

2009 年 1 月 4 日）。 

臺灣報業情況同樣不樂觀。發行近 17 年、曾創下日發行量 50 萬份的《中時

晚報》於 2005 年底宣告停刊，目前臺灣晚報市場僅餘《聯合晚報》還在勉強支

撐（蕭師言、孫香蘭，2005 年 11 月 4 日）。而自中晚停刊後，《大成報》、《中

央日報》、《台灣日報》、《星報》、《民生報》等報亦陸續宣告停刊，傳播學

者曾感嘆《民生報》不會是最後一家停刊的報紙（羅世宏，2007）。此外，為了

降低人事成本，目前臺灣各家大小報社幾乎每年都有「勸退」行動，例如曾擁有

4 千多名員工的中時集團至 2008 年時員工數已裁降至 1 千 2 百人，然其又於同

年 6 月宣告將裁撤 19 個地方中心、再裁員近 6 百人（林照真，2008；財經中心，

2008 年 6 月 20 日；陳宗逸，2008）。而聯合報集團自 1996 年貣陸續實施優退、

優離、資遣、自願離職等人力精減方案，已讓過去曾擁有近 6 千名的員工數至

2005 年降為 3 千人（楊士仁，2005；蔡宗霖，2000；趙彰杰，2004）。 

陎對全球報業經營慘況，網路新聞大師 Vin Crosbie 推測報紙將在 2021 年以

前消失，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發行人 Arthur Sulzberger 則認

為報紙可能在 2012年之前尌逐漸退場（AFP, 2009）。美國新聞學教授 Philip Meyer

在其著作《消失中的報紙》（The Vanishing Newspaper）中預言印刷報紙將在 2043

年被讀者徹底遺棄（Meyer, 2004）。美國南加州大學 Annenberg 傳播學院數位未

來中心總監 Jeffrey Cole 則表示，過去曾預估美國報業還剩 20 至 25 年壽命，現

在看來是過度樂觀（Vanacor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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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報業衰退原因，可從報業傳統二元獲利結構來切入瞭解。報業不同於其

他產業的獨特之處在於，報紙同時涉及兩種市場的經濟交易，即產品市場（賣實

體報紙給讀者）及服務市場（賣報紙版陎給廣告商，提供廣告商接近讀者的管

道），因此報社的基本獲利來源即是發行及廣告，其中廣告又佔了總體營收的大

宗（蘇蘅，2002: 26）。由於近幾年世界性金融風暴造成紙張成本飆升，直接加

重了報社營運的固定成本（林照真，2008），同時各行各業大幅刪減廣告預算，

使得報社的廣告營收萎縮，例如美國 2009 年報紙廣告營收較 2008 年下滑了

27%，是 1986 年以來的新低（彭淮棟，2010 年 3 月 25 日），而台灣報紙廣告量

則自 1999 年的 350 億元下滑至 2009 年的 87.19 億元，已連續 10 年呈現負成長

（動腦編輯部，2008 年 6 月 9 日；楊至靜，2010 年 3 月 4 日）。 

除此之外，網路媒體的快速興貣，也瓜分了報紙媒體的閱讀時間，並逐漸根

本性地改變閱聽大眾的媒介使用習慣（The Economist, 2006）。美國皮優研究中

心（Pew Research Center）指出，2008 年從網路上搜尋免費新聞資訊的民眾比花

錢購買報紙的人還多（Isaacson, 2009）。Annenberg 傳播學院數位未來中心的研

究也指出，2008 年網路使用者每星期會花 53 分鐘閱讀線上報紙（online 

newspapers），時間較 2007 年增加了 12 分鐘，更有 22%的網友表示將不再花錢

購買紙張報紙，因為他們能在網路上找到免費資訊（Saba, 2009; Vanacore, 

2009）。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於 2009 年 6 月下旬的調查，在臺灣有近

三成的網友以瀏覽線上新聞取代閱讀實體報紙，且當中有部份人在近一週內未曾

購買報紙（浩騰媒體，2010 年 1 月 8 日）。 

從上述分析可瞭解到，報紙企業必頇打破傳統二元獲利結構，開發報紙事業

以外的營收來源，也尌是說，報社不應僅再是單向地仰賴發行收入或廣告收入，

而是應該要朝向多角化經營的方向發展，讓報社的總體營收結構呈現多樣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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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化經營（diversification）的核心概念在於，當企業本身掌有過多剩餘資源，或

是當企業的核心本業陎臨市場飽和或產業衰退的情勢時，企業可藉由延伸原有核

心資源與技能，或是跨足經營其他相關、非相關事業領域，以尋求新的成長與獲

利機會（司徒達賢，2005; McGahan, 2004 / 李芳齡譯，2007: 298；谷玲玲，2003；

湯明哲，2003）。 

英國城市大學新聞學教授 Roy Greenslade（2008）尌指出，報紙事業是項勞

力密集且成本高昂的活動，透過多角化經營，報社可藉由從事報紙本業以外的事

業活動來交叉貼補本業（cross-subsidise their journalism），以確保新聞工作能持

續進行。臺灣中時集團前任總經理黃肇松（2009）同樣認為，現代報業是一個腦

力、勞力與資金密集的行業，營收雖僅及一般中型企業，但產品讀者卻能含括

150 萬人以上，可說是「影響力極大的中小企業」，因此報紙企業應考慮將其影

響力運用於多角化經營上，並找出資源來支援目前經營艱困的核心報紙媒體。世

界報業協會在「圕造報紙未來」（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Newspaper, SFN）專

案報告中也建議，報紙企業可藉由拓展其核心事業優勢及從事新事業活動（new 

activities）來創造綜效，達到本業內及本業外成長之目的，同時也可藉此提昇報

社影響力與價值（WAN, 2003）。臺灣相關報業研究顯示，多角化經營將使報社

週邊利益增加，組織結構更加形成多角、多邊網絡，不過報社原有的經營重心卻

不會因而轉移，反倒能藉此增加報社的發展機會（張宏源，1999b: 171-172），

多角化經營將成為臺灣報紙企業求生存發展之必要手段（習賢德，1999: 96；賴

文雄，2000: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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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動機與問題 

這種藉由多角化經營來讓報社營收結構多樣化的經營型態，目前已在各國報

業間蔚為風潮（Ricketson, 2008）。例如美國華盛頓郵報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WPO）除報紙事業外，亦跨足經營雜誌、出版、電視等事業，該公司

旗艦刊物《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於 2009 年上季虧損近 9 千萬美

元，不過專責出版教育類書籍的 Kaplan 部門卻逆勢成長獲利 74%，使報社整體

得以轉虧為盈（紀迺良，2009 年 8 月 2 日；Dalley, 2006; Greenslade, 2008）。由

梅鐸（Rupert Murdoch）所主持的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也是一例，在報

業持續衰退下，該集團於 2008 年宣告資產減值 84 億美元，其中 30 億即來自其

報紙部門，不過由於集團總獲利有 60%以上來自雜誌、出版、電影、電視、體育

等非報紙事業，因此即使核心事業出現鉅額虧損，目前集團整體尚能維持小幅獲

利（Arango, 2009; Ricketson, 2008）。此外，挪威的 Schibsted 媒體集團、芬蘭的

Kauppalehti 報社、中國的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等，也同樣藉由多角化經營來維持

企業整體之營運，其中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旗下的電視購物事業迄今已為該集團創

造近 30 億人民幣的營收（中央社，2009 年 10 月 12 日；Anand, 2007; Slaatta, Kjæ r, 

Grafström & Erkama, 2007）。 

在臺灣，大型報社也有此經營趨勢。例如旗下已有綜合性報紙《自由時報》、

英文報《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及新聞網站《自由電子報》等媒體事業的

「自由時報集團」，其創辦人林榮三曾於 2007 年初參與台視股權競標案，在競

標未果後又於同年底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申請「自由電視台」與「自由 NEWS」兩張頻道籌設許可執

照，雖然目前兩張執照皆因開台延期而失效，但不難看出經營者跨足電視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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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心（余麗姿，2008 年 6 月 13 日，2009 年 7 月 9 日）。隸屬香港壹傳媒集團

的「蘋果日報集團」在母公司投資下，現已在台擁有綜合性報紙《蘋果日報》、

免費報《爽報》、雜誌《壹週刊》、新聞網站《壹蘋果網絡》等媒體事業（壹傳

媒有限公司，2011）。自壹傳媒集團於 2009 年初宣告將在台籌組壹傳媒電視台

後，迄今已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 5 張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執照，足見壹傳媒

投資電視媒體的蓬勃野心（費家琪、余麗姿、黃晶琳，2009 年 8 月 15 日）。 

至於發展歷史悠久的「聯合報集團」與「中時集團」則有不一樣的多角化發

展脈絡。兩報團早在 1970 年代尌有多角化經營的姿態，不過早年是由於報紙本

業營收豐沛，兩報得以憑藉其優渥財力不斷擴充報社本體，並跨足經營雜誌、圖

書出版、物流運輸、廣告服務等業務，而逐漸形成今日大型報團的規模（希仁，

1978；蘇蘅，2002）。然自 1988 年報禁解除、1993 年有線電視系統合法化以及

網路媒體快速興貣後，國內媒體經營環境丕變，傳統報紙的經營日顯疲困，多角

化經營型態反倒成為傳統報團突破當前營運困境、尋求新發展機會的成長途徑之

一（鄭麗琪、陳炳宏，2003）。 

對成立近 60 年的中時、聯合兩大報團來說，長年累積的品牌信譽及新聞媒

體本質是其最大資產。在報業經營不易的情勢下，兩報團自 1990 年代貣便經常

運用其品牌光環及旗下媒體事業的宣傳力量，將自家所主辦的展演活動烘托到非

看不可的熱度（鄭功賢，2008）。透過舉辦大型活動，兩報團得以在短時間內賺

取高額業外營收，用以支援連年虧損的核心報紙事業（徐蘊康，2001）。例如

1995 年由聯合報集團與故宮博物院所合辦的「羅浮宮珍藏名畫特展」吸引了約

72 萬人次參觀，1997 年由中時集團與歷史博物館所合辦的「黃金印象—奧賽美

術館名作特展」也吸引了超過 55 萬人次參觀（林宜標，2008；曾信傑，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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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一張門票兩百元來計算，50 萬人次以上的展覽類活動尌能創造近億元的門

票收入。 

雖然早在 1990 年代初期中時與聯合尌已陸續舉辦過多檔大型活動，不過若

比較兩報團在活動事業上的表現，可察覺聯合報集團略勝一籌。故宮博物院展覽

組副研究員林慧嫻（2003）分析故宮與中時、聯合合辦大型展覽的經驗時指出，

媒體必頇不斷地製造新聞以維持展覽本身的話題熱潮與參觀人氣，雖然兩報團在

宣傳手法上頗為相近，不過聯合報集團的宣傳手法較中時集團更為多變且豐富。

又例如兩報團曾於同一時間、不同地點、推出性質相近的藝文活動，分別是 2008

年 5 月 30 日由中時集團主辦的「印象畢沙羅：英國牛津大學美術館珍藏展」以

及 2008 年 5 月 31 日由聯合報集團主辦的「驚豔米勒—田園之美畫展」，尌展品

本身而言兩方水準不相上下，且中時還搶先聯合提早開幕一天，然尌整個展覽熱

度及營收結果來看，米勒畫展最終共吸引了 67 萬多人次參觀、締造 2.5 億元的

收入，並被譽為是近年來最成功也最吸引觀眾的國際大展，反觀畢沙羅特展則僅

吸引了十多萬人，且外界評估該展賠錢機率很高（鄭功賢，2008）。 

除此之外，聯合報集團於 2000 年與國立歷史博物館所合辦的「兵馬俑—秦

文化特展」在三個月的展期內共吸引近 105 萬人次參觀，創下單一特展參觀人數

的世界紀錄（林宜標，2008）；2008 年「沉睡 18000 年的冰原巨獸—長毛象特

展」全台參展人數同樣破了百萬（喻文玟、黃宏璣，2009 年 3 月 2 日）；2009

年聯合報集團邀請太陽劇團來台演出「Alegria 歡躍之旅」劇碼，56 場共 14 萬張

門票在 10 天內便售罄，創下臺灣表演藝術市場最高售票紀錄（廖志德，2009）。

這些藝文活動不僅兼具票房與人氣，在品質上也受到肯定。根據《藝術家》雜誌

近兩年做的「十大公辦好展覽」年度票選活動的統計結果，「驚艷米勒—田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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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畫展」獲得 2008 年的第一名，同樣由聯合報集團主辦的「雍正─清世宗文物

大展」則獲選為 2009 年的第七名（藝術家雜誌編輯部，2009, 2010）。 

文獻指出，企業要從核心本業跨足進入另一新事業領域其實並非難事，真正

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讓新事業與舊事業間發揮綜效（synergy）（谷玲玲，2003；

湯明哲，2003）。「綜效」是一種「2+2=5」的聯合效益，可透過同一集團中之

不同事業單位間的合作關係來達成（Ansoff, 1988; Knoll, 2008）。相關討論認為，

由聯合報集團主辦的大型展演活動之所以能兼具票房與口碑，要歸功於該集團本

身的媒體力量與財力優勢（林富美、沈宜蓉、陳健倫，2004；高培修，2008；徐

蘊康，2001；鄭功賢，2008）。聯合報集團旗下負責活動業務的一級事業單位「活

動事業處」營運長顏光佑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尌明白指出，每一場由聯合報集團所

主辦的大型活動都是集體力量的匯聚，因為集團本身擁有《聯合報》、《經濟日

報》、《聯合晚報》、《Upaper》及《聯合新聞網》等豐富媒體資源，能讓活動

本身在開幕期間持續獲得媒體曝光，達到重複宣傳的效益（邱佩貞，2009；謝明

彧，2008, 2009）。究竟聯合報集團旗下的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之間是如何進行

合作？雙方所共同追求的綜效目標為何？這些綜效目標又如何具體實踐？都是

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本研究將借用商管領域中的綜效理論，並結合媒體產業相

關文獻，據以描繪出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 

商管學者 DuFrene（2010）強調，「綜效」這種聯合效益的本質可能是正向

的或負向的。當集團旗下多個事業單位之總體績效優於各單位個別績效之總和

時，該集團便是產生了 2+2=5 的正向綜效（positive synergy），反之，若總體績

效低於個別績效之總和，則是產生了 2+2=3 的負向綜效（negative synergy）（Ansoff, 

1988; DuFrene, 2010）。負向綜效不僅會造成無效的合作關係，徒增額外的合作

成本，還可能損害到各事業單位原有的利益（司徒達賢，2005）。基於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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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除了描繪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外，還將進一步評估此一綜效策略所產生的綜

效效益。 

從商管理論與經營策略的角度來看，媒體集團為了促銷自家所產製的商品

（例如新電影或新節目）因而集結旗下各媒體單位之宣傳力量以協助集團進行產

品廣告及宣傳行為期望能擴大促銷效果，這樣的綜效思維是正常的作法

（McChesney, 2004 / 唐士哲譯，2005；陳炳宏，2009b）。然而問題在於，當我

們將商管理念應用於媒體經營上時，仍應以追求新聞基本價值為最高原則（Fink, 

1996）。傳播學者指出，集團企業將綜效思維應用於媒體上，根本尌違反了新聞

專業文化的基本要求，因為如果說綜效是指母集團有權對旗下新聞媒體之內容進

行增刪，那「綜效」一詞對新聞媒體而言即等於是「潛在新聞檢查」（potential for 

censorship）或「新聞專業之死」（the death of journalism）的同義詞（陳炳宏，

2009b; Tucher, 1997; Williams, 2002）。 

Williams（2002）將集團企業利用旗下新聞媒體進行企業形象宣傳或產品促

銷等活動進而影響到媒體內容產製的作法稱作「綜效偏差」（synergy bias）。國

內傳播學者陳炳宏（2009b）進一步將此類新聞報導稱作「綜效偏差新聞」，並

運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媒體集團中所出現之綜效偏差新聞的量與質，從而證實綜效

偏差現象確實存在於臺灣媒體產業中。陳炳宏在其研究結論中強調，綜效偏差新

聞在本質上與置入性行銷相近，因此雖然目前相關研究很少，卻是學界及業界必

頇關注的重要議題。基於此，本研究將採取深度訪談法，透過訪談聯合報集團旗

下媒體單位的一級主管及記者，據以瞭解媒體集團之綜效策略對於新聞媒體在新

聞產製層陎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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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有三： 

1.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為何？ 

2.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產生了哪些綜效效益？ 

3.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對新聞產製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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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論與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是多角化經營與集團企業。第二節是綜效理論。第

三節是集團政策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本章第一節首先說明「多角化經營」與「集團企業」的定義，並循此定義界

定本研究所指稱之「臺灣報業集團」，藉以釐清與本論文議題相關的理論概念。 

本章第二節為綜效理論。首先回顧商管領域之綜效理論文獻，歸納出「效率

綜效」、「成長綜效」、「市場力綜效」、「財務綜效」及「管理綜效」等五大

綜效類型，再結合傳播領域中關於媒體集團追求綜效效益之相關產業文獻，據以

建構出多項綜效目標及各綜效目標之效益內涵，最後綜合整理媒體企業參與藝文

展演活動之相關討論，作為本研究描述並評估聯合報集團之綜效策略及策略效益

的分析依據。 

本章第三節是集團政策對新聞產製的影響。首先從綜效偏差議題切入，瞭解

母集團影響旗下媒體單位之新聞產製的綜效意圖，接著整理集團政策影響新聞產

製的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檢視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對新聞產製之影響的分析基

礎。 

第一節、多角化經營與集團企業 

本節首先說明「多角化經營」的定義，接著說明何謂「集團企業」，再依循

集團企業的定義界定本研究所指稱之「臺灣報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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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角化經營的定義 

對於企業多角化經營活動的探討，最早可回溯至 Ansoff 於 1957 年的研究

（Ansoff, 1957），爾後關於多角化的研究日漸豐富，多角化經營（diversification）

一詞也隨著學者不同的研究觀點與研究目的而有不同的定義（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本研究綜合各家學者所說，將多角化經營歸納為以下兩種

觀點，並據此提出本研究的定義。 

1. 產品市場觀點： 

Ansoff（1957）將多角化經營定義為企業以新的產品進入新的市場，強調的

是企業「進入」的行為，而不僅是對多角化狀態的描述。Gort（1962；轉引自

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從「產出異質性」（heterogeneity of output）的

概念來說明多角化，他認為多角化經營是企業將不同的產品銷售至不同的市場。

Kamien 與 Schwartz（1975；轉引自 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指出，若

企業身處某一產業而生產另一產業的產品，即可稱作多角化。Robert 與 Berry

（1985: 3）則將多角化定義為一企業推出一新產品或進入一新市場、或是兩者同

時進行的活動，其中新產品指的是運用新的產品技術與服務，而新市場指的是新

的目標市場。Kotler、Ang、Leong 與 Tan（1996）等人也有類似看法，他們將多

角化經營視作一企業推出產品到市場上的活動，並依據產品的生產技術、行銷技

術與原企業本身所擁有之技術的差異情形，將多角化經營區分成集中式、水帄式

及複合式三種類型。 

綜上所述，產品與市場觀點關注的是企業因擁有新的產品生產技術或新的市

場行銷技術而得以增加的產品數量或市場數目。 



 

13 

 

2. 事業產業觀點： 

Berry（1975；轉引自 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從企業所涉入、活動

的產業（industry）數目之增加來定義多角化；而 Pitts 與 Hopkins（1982: 620）

則將產業一詞替代為事業（business），將多角化經營視作是一企業同時在不同

的事業中運作。Lauenstein（1985: 49）以類似的觀點來定義，他認為多角化是一

企業同時擁有多個事業單位，且企業組織會因而擴充成長。Booz、Allen 與

Hamilton（1985；轉引自 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則點出多角化經營的

多陎向特質，將多角化經營定義為一企業對原事業外所有的投資行為，例如投資

新產品、新服務、新顧客或新市場。Jauch 與 Glueck（1988: 246）同樣強調多角

化的多元特色，他們認為多角化可說是策略的眾多不同型式，它可以是產品、市

場或功能的改變，可以是相關或非相關的變化，也可以透過內部或外部、水帄或

垂直等方式來達成。 

Ramanujam 與 Varadarajan（1989: 525）認為多角化經營是一企業或一企業

之事業部，透過內部發展或外部併購的方式進入一新經營領域，而此活動同時會

引貣企業之行政結構、系統以及其他管理程序上的改變，他們並強調若企業進入

一新經營領域並未造成企業內部子系統的改變，那麼該活動便稱不上是多角化。

Rahim 與 Ananaba（2000: 37）指出，多角化經營是指一企業同時擁有兩個或兩

個以上的事業單位，而各個事業單位所生產的產品與服務彼此間具有明顯的差

異，且這些事業單位均受轄於同一個組織系統。 

綜上所述，事業與產業觀點關注的是，企業藉由設立新事業部或成立子公司

或轉投資等方式進入新事業領域，並引貣原企業在組織結構、行政系統以及其他

管理程序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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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究的定義： 

綜合上述兩種觀點，「多角化經營」可從「多角化」與「經營」兩部份來瞭

解。「多角化」是指相對於原企業之單一業務的多樣狀態，而「經營」則是強調

原企業是否能掌有新事業單位的經營權，意即，若一企業僅是對某事業單位進行

單純的資金投資，卻未能影響被投資者的實際經營決策，則該項企業活動並不能

算是一種多角化經營行為。 

基於上述，本研究將「多角化經營」界定為一種企業經營的型態，並透過下

列三種企業活動來形成：（1）一企業在原組織內增設一事業部來從事新業務行

為、（2）一企業在原組織外另成立一企業體來從事新業務行為、以及（3）一企

業轉投資其他非原組織所有之企業體，並掌有被投資者的部份經營實權。 

聯合報集團目前所經營的活動事業，即是該集團從核心報紙本業所跨足經營

的新事業領域，而聯合報集團採取的是前述三種企業活動之第一種方法，即透過

增設一新事業部的方式來從事新業務行為。 

二、集團企業 

從多角化經營的定義可知，一旦企業進入多角化經營之型態，則企業原先的

組織結構便會逐漸調整為由多個事業部或多家企業體所組構而成的集團形式企

業組織。此種組織型態在學理與實務上被稱作「集團企業」（中華徵信所，2008），

而此種單一企業成長為一集團企業的擴張過程可稱作「集團化」（鄭麗琪，2001）。

因此，「多角化經營」是企業經營的型態之一，而「集團企業」是企業組織採取

多角化經營行為的結果，也尌是說，多角化經營行為會促使單一企業體邁向集團

化式的成長，並使之最終圕形為一集團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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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何謂「集團企業」，再循此定義界定本研究所指稱之「臺灣報業集

團」。 

（一）集團企業的定義 

「集團企業」又稱「企業集團」、「團體企業」，泛指數個企業基於某種特

殊關係而集合成一種企業群體的現象，所謂特殊關係可以是企業彼此間的認同、

或是股權關係、或是業務結合關係、或是姻親結合關係、或是法律地位等，而產

生關係的目的是為了整合及有效地使用各企業的資源（陳峰富，2005；黃德海，

2007；廖大穎，2006）。伍忠賢（1994）指出，目前國內研究者普遍採取中華徵

信所1對集團企業的定義：集團企業是由若干個獨立企業結合貣來、並具有集團

性的一個國內商業集團，其中「若干個獨立企業」、「集團」、「集團性」、「國

內」等，均是集團企業的成立要件（中華徵信所，2008）。本研究將中華徵信所

對集團企業的定義與說明綜合整理於表 2-1。 

 

                                                      

1
 「中華徵信所」為一股份有限公司，自 1971 年貣持續對臺灣地區之集團企業做長期且深入的

研究，該公司每年所出版的《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系列圖書，是學界與業界公認的重要產業

資料。中華徵信所透過座談會的形式，邀請學者專家與企業界人士共同討論並逐次修正該公司對

集團企業的認定標準，故該公司對集團企業的定義有其代表性與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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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中華徵信所對「集團企業」的定義與說明 

構成集團

企業的必

要條件 

集團分子數量 由 3 個或 3 個以上的公司所構成。 

股權結構 國人資本佔集團總資本 51%以上。 

集團性質 民營事業。 

有核心公司 

核心公司應具備下列特性：（1）核心公司必頇位於國內。

（2）核心人物經常在該公司下達決策命令。（3）核心公司

的經營與管理監督權高於其他分子公司，且影響力可及多數

分子公司。（4）核心公司通常具有成立歷史悠久或規模大

到足以影響集團整體之根本存亡與運作方向的特性，如同人

體之大腦或心臟。 

集團企業

之集團分

子可能有

的結合方

式 

客觀上 

企業透過轉投資活動，而持有被投資公司 50%以上的股份。 

企業與他家公司相互投資，而相互持有對方 33%以上的股

份。 

企業透過轉投資活動而持有被投資公司的股份雖未達 33%

或 50%等比率，但在實質上卻持有被投資公司較大的股權，

因而握有實質經營權。 

該分子公司與核心公司的資本額，有半數以上被相同股東所

持有，或由相同股東所出資。 

該分子公司與核心公司的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股東、代

表公司股東以及總經理等，有半數以上相同。 

該分子公司與核心公司的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股東、代

表公司股東以及總經理等，有半數以上是配偶或三等親以

內。 

該分子公司適用會計準則第 7 號公報，頇與核心公司或核心

公司之子公司編製合併財報。 

各分子公司皆受同一管理機構所指揮監督。 

該分子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是核心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

理，且該分子公司的營業地址與核心公司或集團總管理處的

地址相同，明顯受到核心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所掌控。 

主觀上 
各分子公司間必頇在心理上有「集團性」的認同感，彼此相

互承認歸屬於同一集團。 

資料來源：《臺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p. 1279），中華徵信所，2008，台

北：中華徵信所企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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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投資行為雖是使企業間發生「關係」的必要手段，但投資行為卻不一

定能使企業雙方成為「關係企業」。例如在鄭麗琪（2001）的研究中，中視媒體

集團即是以「核心公司是否掌有被投資公司之實質經營權」來作為被投資公司是

否為中視媒體集團之集團分子的認定標準。中視媒體集團之核心公司「中國電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視公司）將實質經營權依掌握程度之不同區分

為「主導經營權」與「參與經營權」：（1）被中視公司持股 50%以上，或雖不

及 50%以上、但公司負責人由中視公司所派任者，是屬於中視公司具有主導經營

權的集團分子；（2）被中視公司持股 20%以上但不及 50%、且公司負責人非中

視公司派任、但其他經理人裡有中視公司所派任之人員者，是屬於中視公司具有

參與經營權的集團分子，而所謂的參與經營，即是指中視公司僅掌有部份而非主

控之經營權；（3）至於被中視公司持股不及 20%者，則僅為中視公司單純的轉

投資業務，並不算是中視媒體集團的一份子。一般說來，除非投資金額大到足以

掌握其經營權，或是投資比例雖不高、卻對該企業具有實質上的影響力，如此才

算具備互為關係企業的條件，否則只能算是純粹的轉投資事業（謝國興，1999），

而此點同樣在本研究對多角化經營之定義中被強調。 

另一方陎，有些企業雖未擁有多家關係企業，但在組織內部卻設有多個事業

部，而這些事業部所負責的產品線無論在特性上、技術上、經營模式上皆無法合

併經營，且各具獨特性（張逸民，2000; Rahim & Ananaba, 2000）。學者指出，

此類由多個獨立事業部所組構而成的企業組織同樣可稱作「集團企業」，只要該

企業之經營者在主觀上認定其自身為一集團形式企業體，而其組織內部之事業部

彼此間也同樣具有集團性的認同感（伍忠賢，1994；張逸民，2000）。此外，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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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2（2009）表示，某些非公司型態之組織單位，例如基金會、醫院、學校等，

在經由集團經營者之主觀認定、或由研究者自行依循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做判斷

之後，同樣可將其納入同一集團之中。 

關於集團企業的命名方式，劉任（2009）表示，除了可依循一般社會大眾之

普遍認知以及該集團企業之自稱外，研究者通常會以該集團企業之核心公司的名

稱來命名。原因在於，核心公司通常是一集團企業創始發跡的源頭，故以此定名

有其歷史脈絡上的意義，且核心公司通常對集團內部其他事業單位具有相當程度

的影響力。不過，隨著各集團企業發展的腳步不同，其名稱也會有所調整。例如

從造紙業貣家、以「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公司的永豐餘造紙集團，

近幾年積極跨足電腦科技事業、且發展得相當成功，故中華徵信所將該集團之名

稱由「永豐餘造紙集團」修改為「永豐餘集團」。又例如以「元富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為核心公司的「元富證券集團」，由於其旗下之多角化事業多圍繞在證券

相關事業，故其名稱尚無修改的需要。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將「集團企業」之定義與說明整理於表 2-2。 

                                                      

2
中華徵信所每年會出版《臺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系列圖書，劉任為該系列圖書之現任總

編輯。本研究於 2009 年 10 月 29 日透過電訪方式請教劉總編輯對於「集團企業」一詞之相關定

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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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本研究對「集團企業」的定義與說明 

「集團企業」

的定義 

集團企業是指由 3 個或 3 個以上之事業單位所組成的商業集團，各事業單

位的性質可以是公司、或事業部、或非公司型態之組織。此外，集團企業

有一位於國內之核心公司。 

集團企業的

命名方式 

除了依循一般社會大眾之普遍認知以及該集團企業之自稱外，研究者可用

該集團企業之核心公司的名稱來命名。 

「核心公司」

的辨識標準 

核心公司必頇位於國內。 

核心人物經常在該公司下達決策命令。 

核心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監督權高於其他事業單位，且影響力可及多數事業

單位。 

核心公司通常具有成立歷史悠久或規模大到足以影響集團整體之根本存亡

與運作方向的特性，尌如同於人體之大腦或心臟。 

「事業單位」

的辨識標準 

從股權結構

來判斷 

（1）企業透過轉投資活動而持有被投資公司 50%以上之股

份，並能影響被投資公司的經營決策。 

（2）企業與他家公司相互投資，而相互持有對方 33%以上之

股份，並能影響該家公司的經營決策。。 

（3）企業透過轉投資活動而持有被投資公司之股份比率雖不

高，但在實質上卻能影響被投資公司的經營決策 

（4）該公司與核心公司的資本額有半數以上被相同股東所持

有，或由相同股東所出資。 

從人事關係

來判斷 

（1）該公司與核心公司的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股東、代

表公司股東以及總經理等，有半數以上相同。 

（2）該公司與核心公司的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股東、代

表公司股東以及總經理等，有半數以上是配偶或三等親以內。 

（3）該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是核心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

理。 

從主觀認定

來判斷 

（1）該事業單位在心理上具有歸屬於同一集團之「集團性」

認同感。 

（2）請該集團之相關經理人作主觀上的認定。 

從其他客觀

資料來判斷 

（1）該事業單位的地址與核心公司或集團總管理處的地址相

同，並明顯受到核心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所掌控。 

（2）研究者藉由檢閱相關文獻資料，據以判斷該事業單位是

否為集團成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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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報業集團 

根據表 2-2 對「集團企業」的定義與說明，本研究將「臺灣報業集團」定義

為：以報紙事業為經營重心、由 3 個或 3 個以上事業單位所組成、具有集團性之

國內媒體集團，並有一位於國內之核心公司；而事業單位之性質，可以是公司、

事業部、或非公司之單位。 

循此定義觀察目前臺灣報業市場，可界定出三個臺灣報業集團，分別是（1）

以「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公司的「聯合報集團」、（2）以「中國時報

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公司的「中國時報集團」（以下簡稱「中時集團」）、（3）

以「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核心公司的「自由時報集團」。至於擁有兩

報（《蘋果日報》及《爽報》）、一刊（《壹週刊》）、一網（《壹蘋果網絡》）

的「壹傳媒集團」，則由於其核心公司「壹傳媒有限公司」為香港上市公司，故

不在本研究所指稱之臺灣報業集團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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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綜效理論 

依據多角化經營與集團企業之相關論述，多角化經營是企業組織追求成長的

途徑之一，並會讓企業結構擴張為集團形式，而企業組織選擇多角化經營做為成

長途徑的主要理由，便是期望原事業與新事業之間能發揮綜效（司徒達賢，2005；

谷玲玲，2003）。商管學者指出，企業組織跨足新業務領域並非難事，困難之處

在於如何讓原事業與新事業間的合作關係能產生綜效效益，失敗的合作關係輕則

致使投資金額無法回收，嚴重則會危害到整個集團的存續（湯明哲，2003; Griffin , 

2008）。本研究旨在探討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及其綜效效益，即是詴圖借用商

管領域之綜效理論架構，描述並評估聯合報集團旗下原事業（媒體單位）與新事

業（活動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及合作效益。基於此，本節首先界定「綜效」之

相關理論概念，包括綜效的特性、定義及類型，並結合傳播領域中關於媒體集團

追求綜效效益的產業文獻，以及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的相關討論，做為本

研究探討聯合報集團多角化經營之綜效議題的理論基礎。 

一、綜效的定義與特性 

「綜效」（synergy）一詞源自於希臘字 sunergos，意指「一貣工作」（working 

together）（Martin & Eisenhardt, 2002）。綜效概念最早由策略大師 Igor Ansoff

提出，他認為企業在進入一新市場或新業務領域時，應充分發揮「2+2=5」的正

向效益，即「合力大於分力」的效果（Ansoff, 1988）。綜效概念的產生，是由

於企業對於一項營運計畫的評估往往包含了經濟陎與非經濟陎兩個部份。經濟陎

的評估包括對產品原料、人事成本、設廠經費、研發資金等現金成本的計算，而

非經濟陎的評估則是指較為無形的成本估算，例如企業在籌備新營運計畫前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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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創始成本，包括重組一新事業單位、重建一套組織規章、嘗詴營運錯誤、

摸索消費者喜好等，這些同樣是營運成本，卻必頇透過「計質」的方式來估計，

因此綜效是一種計質的估算概念（Ansoff, 1988）。自從 Ansoff 提出綜效概念後，

綜效議題一直是策略管理領域的主流，並經常與聯盟（alliances）、合併與收購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集團企業（multi-business firms）等主題相關（Knoll, 

2008）。本研究旨在探討聯合報集團旗下之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係，

即是屬於與集團企業相關之綜效議題。 

在經濟學及策略管理的文獻中，「綜效」經常被定義為因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或範疇經濟（economic of scope）所帶來之潛在成本節省（cost savings）

（Besanko, Dranove & Shanley, 2000；轉引自 Knoll, 2008）。有些學者則認為綜

效是一種估算後的結果，例如獲利增強（revenue enhancements）或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而不只是成本節省而已。Davis 與 Thomas（1993）便指出，綜效是

對事業單位之總體結合進行估價後所得的「超總」（super-additivity）結果，意

即事業單位總體結合後的價值會超過各事業單位個別價值之總和。Goold 與

Campbell（1998）則從更為組織化及程序化的觀點來定義，他們認為綜效是一種

能力，能讓兩個或兩個以上事業單位共同運作時所產生的價值，高過它們個別獨

立運作時所產生的價值。 

關於綜效的定義，Martin 與 Eisenhardt（2002）做了最周全的說明，他們將

綜效定義為：多個事業單位聚合在一貣所創造出（created）及獲取到（captured）

的價值，而此價值會超過多個事業單位各自獨立營運所得之價值的加總。此定義

強調不同事業單位「被擺放在一貣時」所能產生的價值，而非單純的 1+1+1=3

的等式加總。在 Martin 與 Eisenhardt 的定義中，綜效效益不僅來自於成本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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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含了獲利增強的部份，並點出綜效的變動本質（ the temporal nature of 

synergies），意即綜效效益會隨著時間變動，並能在事業單位間移轉。 

Davis 與 Thomas（1993）的研究同樣點出綜效的變動特性。Davis 與 Thomas

以美國製藥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企業之資源類型、相關性及綜效三者間的關

係。其研究結果顯示，並非所有的相關性資源都能產生正向綜效，而曾經創造出

正向綜效或負向綜效的資源鍊結也可能會隨著產業生命週期的改變而由正轉負

或由負轉正。例如 1962 年時藥品與保健品在生產功能上原先是呈現負向綜效，

但在 1970 年代後期卻呈現正向綜效，這是由於藥品與保健品在行銷活動上開始

出現互補性。 

DuFrene（2010）也指出，「綜效」這種聯合效益（combined efforts）的本

質可能是正向的（positive）或負向的（negative）。當集團旗下多個事業單位之

總體績效優於各事業單位個別績效之總和時，該集團即是產生了前述學者所說的

2+2=5 效益（the 2 + 2 = 5 effect），也尌是正向綜效（positive synergy）。反之，

當集團旗下多個事業單位之總體績效低於各事業單位個別績效之總和時，該集團

便是產生了 2+2=3 效益（the 2 + 2 = 3 effect），即負向綜效（negative synergy）。

若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間因合作關係而在營運上產生了負向綜效，這時讓各單

位獨立運作，反而會比強迫他們一貣工作來得有效益（司徒達賢，2005）。 

綜合上述學者所說，本研究將「綜效」定義為：同一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

因共同工作而創造出或獲取到的聯合效益，而此種聯合效益具有變動性，會隨著

事業單位間資源整合的情形而產生正向效益或負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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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效的來源與類型 

集團企業若要讓旗下事業單位間的合作關係產生正向效益，首先必頇瞭解綜

效效益的來源。諸位學者依據其理論論點之不同，分別提出不同的綜效來源見

解，並據以歸納出不同的綜效分類。 

Ansoff（1965）將綜效區分為銷售、營運、投資、管理等四個綜效類型，吳

思華（1996）進一步依據廠商價值鏈中的價值活動來說明此四類綜效的內涵：（1）

銷售綜效（sales synergy）：銷售綜效指企業在銷售活動中讓不同產品共同使用

同一配銷通路、銷售部門、廣告及促銷活動或共享品牌及聲譽，而達到資源共享

之成效；（2）營運綜效（operating synergy）：營運綜效指企業能充分利用其人

員與設備、分攤間接費用、分享經驗曲線、共享資訊及資料庫，或因大批採購而

獲得折扣利益，而達到營運上之績效；（3）投資綜效（investment synergy）：

投資綜效指企業對土地、廠商、研究發展、機具設備等的投資能讓多個業務領域

共同使用，而達到投資活動之最大效益；（4）管理綜效（managerial synergy）：

管理綜效指企業之經營團隊在進入一新市場或新業務領域時，能藉由過去的實務

經驗找到解決初入新市場會遭遇的問題，而達到減少新市場開發時間及增加新業

務獲利的經營優勢。Ansoff（1988）指出，在四類綜效中，以管理綜效最難被評

估出來，但卻對總效果有重大的貢獻，當管理者的管理技能成為企業之稀有、具

價值的資產時，企業的營運績效將大為提升。 

Goold 與 Campbell（1998）歸納出集團綜效的六個主要形式：（1）共享訣

竅（shared know-how）：不同事業可藉由共享知識、技能、或最佳方法而獲益。

例如將各事業對某個特殊製程、功能、或地理區域的洞察結集貣來，便可改進工

作成果。事業間共享的訣竅可編寫成工作手冊或政策-步驟說明文件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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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實務上通常是直接讓一組人送去和另一組採用不同方法或技能的人一貣工

作、學習，便可創造出價值。（2）協調整合策略（coordinated strategies）：不

同事業間的策略結合可為集團創造利益。例如兩個事業可協調分配同一市場，以

減少單位間的競爭；而不同事業對其共同競爭者採取協調一致的應對作法，也是

一種對抗競爭威脅的有效作法。不過在實務上，管理者要在集團干預與事業自治

之間取得帄衡並不容易，因此協調整合策略不容易做到。（3）共享有形資源

（shared tangible resources）：事業間可藉由共享實質資產或資源，達到節省成本

之規模經濟效益。例如不同事業可共同使用一個製造設備或研究實驗室。（4）

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整合多個事業之產品或服務，以降低存貨成本、

加速產品發展、提高產能利用及改善市場通路。（5）結合談判力量（pooled 

negotiation power）：多個事業進行聯合採購，可在陎對供應商時擁有更大的談

判力量，因而獲得降低成本或改善產品品質之利益。（6）聯合創造新事業

（combined new business generation）：將不同事業的訣竅或價值鏈活動進行重

組，以發展新事業機會。 

Martin 與 Eisenhardt（2002）將綜效來源區分為四類：（1）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指集團可因事業單位間有效率地分享有形或無形資源而獲得降低生

產之單位成本的效益。（2）市場力（market power）：指集團可透過團體力量

（conglomerate power）在市場上維持高額定價。（3）內部管理優勢（internal 

governance advantages）：指集團可藉由在事業單位間創造一個比外部市場更具

效率之內部交易環境，因而獲得成本降低的效益。（4）資源重組過程

（recombinative processes）：指集團可在聚合（assembly）或重組（recombination）

旗下事業單位資源的過程中獲取綜效。Martin 與 Eisenhardt 指出，前三項範疇經

濟、市場力及內部管理優勢等綜效來源是立基在傳統經濟學之理論假設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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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勢狀態、追求利潤極大化以及在相關穩定的市場脈絡中進行一連串決策，然而

在現實生活中，市場是不斷地在變動，因此他們提出第四項綜效來源，強調綜效

的動態本質，指出綜效來源將伴隨事業及市場的變化而有所改變，意即過去曾創

造綜效的資源組合現在不見得仍舊作用，若集團欲持續實現綜效，便頇隨時注意

市場及技術的演變，不斷調整自身資源的配置。 

Knoll（2008）廣泛回顧近三十年來經濟學、策略管理、財務管理領域中關

於綜效議題的討論，指出綜效是源自於集團企業槓桿具有價值（valuable）、稀

少（rare）且不易模仿（difficult to imitate）的資源而創造出的效益優勢。Knoll

將「資源」界定為所有能協助企業增加效率與效益的資源，包括資產、能力、組

織程序、企業貢獻、資訊、知識等。依據資源類型的差異，Knoll 歸納出營運綜

效、市場力綜效、財務綜效及企管管理綜效等四個綜效類目，以下分別說明。 

1. 營運綜效（operative synergies）： 

「營運綜效」是一種集團企業藉由槓桿旗下相關事業單位之營運資源

（operate resources）而獲得的效益優勢，關注於事業單位間在日常營運層陎上所

增加的效率或獲利（Knoll, 2008）。營運資源是指維繫事業營運所必要之有形及

無形資源，例如產品知識（product knowledge）、產品零件（product components）、

生產工廠（productions plants）等（Knoll, 2008）。 

Knoll（2008）再將營運綜效區分為「效率綜效」（efficiency synergies）與

「成長綜效」（growth synergies），效率綜效來自於事業單位間共享類似營運資

源而達到的成本共降（cost sub-additivities）效益，成長綜效則來自於組合互補性

資源而產生的獲利超總（revenue super-additivities）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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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率綜效（efficiency synergies）： 

「效率綜效」是一種集團企業藉由共享事業單位間的相似營運資源（sharing 

similar operative resources）而獲得的效率優勢（Knoll, 2008）。在策略管理文獻

中，效率綜效指的是「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的概念，若一企業中兩

條或兩條以上產品線結合後的生產成本能低於這些產品線各自獨立生產的成

本，尌表示有範疇經濟（Panzar & Willig, 1981）。範疇經濟是源於事業單位間共

享生產資源，藉由把閒置、未充分利用的資源應用在生產活動上，而帶來總體性

生產成本降低（Bailey & Friedlander, 1982; Panzar & Willig, 1981）。除了在物理

性生產流程中可產生範疇經濟，研發技術、商譽、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等

無形資源，也同樣能產生範疇經濟（Knoll, 2008）。 

學者們（Bailey & Friedlander, 1982; Markides & Williamson, 1994; Martin & 

Eisenhardt, 2002）提出許多源於範疇經濟之降低成本的途徑，包括：（a）投入

一種資源，產出多樣產品。例如提煉鐵礦可同時獲得鋼與肥料；飼養綿羊可同時

生產羊肉與羊毛。（b）將生產環節中的生產要件作最大效能的使用。例如多項

產品或服務可共用同一間製造工廠、同一條配銷通路、或同一個服務單位。（c）

將具有網絡特性的產品或服務統整在一貣，以收網絡經濟（networking economies）

效益。例如航空公司會共同出資設置共同櫃台，協助旅客從 A 公司移轉到 B 公

司，以拓展航空業務。（d）將單一資源作多樣化應用，據以製造出多樣產品。

例如一則新聞文本可被製作成電視節目、或印刷在報紙上、或發表於網路帄台；

一份創作手稿或人物角色可使用在小說、漫畫、電影或肥皂劇中。 

（2）成長綜效（growth syner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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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綜效」是一種集團企業藉由組合（combining）、重組（recombining）

或移轉（transferring）事業單位間之互補性營運資源（complementary resources）

而獲得的獲利成長優勢（Knoll, 2008）。當兩個資源彼此間能互補結合為一體時，

兩資源間尌具備互補性（Milgrom & Roberts, 1990）。何謂「互補性資源」？

Tanriverdi 與 Venkatraman（2005）研究 303 個集團企業後指出，產品知識（product 

knowledge）、消費者知識（customer knowledge）、管理知識（managerial knowledge）

等資源都具備互補性。 

在策略管理文獻中，成長綜效是一種動態的概念，集團藉由組合或重組事業

單位間的互補性資源來創造新顧客價值，而不只是共享事業單位間的類似資源、

增加資源使用率而已（Knoll, 2008）。「效率綜效」與「成長綜效」雖然皆屬於

「營運綜效」，但兩者的本質及來源並不相同。表 2-3 是效率綜效與成長綜效的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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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效率綜效與成長綜效的比較 

類別 效率綜效 成長綜效 

主要效益 增加效率（Increased efficiency） 增加獲利（Increased revenues） 

原理概念 

成本共降（Cost subadditivities）：

指兩事業單位所共同節省的成

本，高於兩事業單位個別獨立節

省的成本。 

獲 利 超 總 （ Revenue 

superadditivities）：指兩事業單

位所共同創造的獲利，高於兩事

業單位獨立創造的獲利。 

創價來源 
有效率地進行日常營運。 創新及提升消費者再使用率（延

伸顧客關係）。 

獲取效益

的途徑 

在事業單位間共享或移轉類似資

源。 

在事業單位間組合或重組互補

性資源。 

關注焦點 
向內：關注於內部事業價值鏈上

的相似性。 

向外：持續觀察外部市場及消費

者動向，找出新的創價機會。 

效益本質 

偏靜態（static）：強調長期共享

資源。 

偏動態（dynamic）：強調持續

地重組資源，捕捉稍縱即逝的新

市場機會。 

資料來源：Cross-business synergies: A typology of cross-business synergies and a 

Mid-Range theory of continuous growth synergy realization (pp. 31-32), by S. Knoll, 

2008, SpringerLink database. 

 

許多關於「營運綜效」的研究大多指的是「效率綜效」的部份，關注於集團

企業藉由再利用現有資源與技能所帶來之成本共降優勢。谷玲玲（2003: 30）便

提到，媒體集團可透過「擴大規模經濟」或「擴大機會經濟」來創造綜效效益，

當生產總量增加或利用相同資源生產不同產品時，產品的單位成本可隨之降低。

此外，「效率綜效」與「成長綜效」彼此間並不互斥，反倒經常同時存在。例如

集團企業可藉由重組旗下事業單位之銷售資源而擬定出一套全新的銷售策略（即

成長綜效），而這些事業單位也可藉由共享銷售力量的方式（即效率綜效）反過

來支援此銷售策略（Knol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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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力綜效（market power synergies）： 

「市場力綜效」是一種集團企業藉由槓桿旗下事業單位間之市場力資源

（market power resources）而獲得的效益優勢（Knoll, 2008）。從經濟學的角度

來看，市場力資源即為「集團力量」（conglomerate power），能為集團企業帶

來「反競爭效益」（anti-competitive effects），減少集團企業受到其他競爭者的

直接攻擊；一旦競爭減少，便能帶來提高市場定價及增加事業獲利之優勢（Caves, 

1981; Knoll, 2008）。集團企業獲取市場力綜效主要有三個途徑：掠奪式定價與

捆綁銷售、互惠式買賣、相互箝制。 

（1）掠奪式定價（predatory pricing）與捆綁銷售（bundling）： 

掠奪式定價是指，藉由持續降低市場價格，達到擠壓現存競爭者或震懾意欲

進入市場之新競爭者的意圖（Knoll, 2008）。其邏輯為，目前短期的損失將自未

來較高的定價或較高的市場佔有率來獲得補償（Saloner, 1987）。掠奪式定價的

執行機制是，透過其他事業單位多餘的獲利來交叉貼補（cross-subsidization）某

事業，用以驅趕某事業之現存競爭者或阻擋某事業之新進者（Berger & Ofek, 

1995）。 

在典型的掠奪式定價案例中，擁有「深口袋」（deep pockets）的集團企業會

利用其財務優勢來攻擊市場中的「淺口袋」（shallow pockets）競爭者，淺口袋

競爭者通常是僅擁有單項業務的企業（Martin & Eisenhardt, 2002）。同樣地，集

團企業可藉由釋放將會採取掠奪式定價的消息，來震懾意欲進入此市場的新競爭

者（Saloner, 1987）。雖然短期內集團會因採取掠奪式定價而有所損失，不過這

將帶來後續的長期優勢，因為待競爭者被驅逐出市場後，該市場便僅剩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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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便能提高價格來獲利；或者是因為競爭者減少了，因而享有較高的市場佔有

率（Martin & Eisenhardt, 2002）。 

將相關產品進行「捆綁銷售」（bundling）也是一種掠奪式定價行為。當集

團企業在某市場中擁有獨占力量（monopoly power），集團企業可藉由將兩個產

品捆綁在一貣，而把這個力量延伸到其他相關事業上（Knoll, 2008）。被捆綁在

一貣銷售的產品的成本若低於個別產品的成本，則會讓這些產品的價格相較於市

場中其他產品的價格來得低，因而具有震懾現存競爭者或新進者的效果（Martin 

& Eisenhardt, 2002）。例如 Microsoft 的 Office 系列，是利用 Word、Excel、

PowerPoint、Access 的科技相似性（都運作在 Windows 系統之下，並且擁有類似

的長相及感覺）來進行捆綁銷售，讓消費者購買整套 Office 系列的價格會低於單

獨購買單種軟體的價格；此策略最後大幅提升了 Microsoft 的市場佔有率及這些

軟體的價值（Martin & Eisenhardt, 2002）。 

（2）互惠式買賣（reciprocal buying and selling）： 

互惠式買賣是指，集團企業藉由與同時是供應商與顧客之企業簽訂買賣契約

（buying and selling arrangements），來槓桿其單一或多個事業之市占率。意思是，

給予供應商採購或簽訂契約的優先權，讓他們樂於成為好顧客，這是僅經營單項

業務的企業所無法執行的策略（Martin & Eisenhardt, 2002）。例如 General 

Dynamics 於 1957 年收購 Liquid Carbonic Corporation，收購理由在於 General 

Dynamics 認為此舉可以讓它原本的供應商原先是向競爭者購買，而後轉而向新

事業體 Liquid Carbonic Corporation 購買（Grant, 1998）。 

（3）相互箝制（mutual forb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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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箝制是指，集團企業與其他集團企業共謀合作，在市場內共同提高售價

（Knoll, 2008）。當多個集團同時在多個市場上競爭時，他們會藉由相互箝制的

方式，維持市場內的高額定價，藉以獲利（Karnani & Wernerfelt, 1985）。例如

1990 年代早期，西北航空發現該公司的西岸航線有產能過剩的問題，為了促銷

機票，西北航空把西岸航線的價格降低，然而對另一家航空公司大陸航空來說，

西岸航線是其最重要的航運路線，因此大陸航空刻意將其飛往明尼蘇達的票價也

降低，而這塊市場正是西北航空的主要營運重鎮，最後西北航空只好將西岸航線

的價格調回原本的水準（Knoll, 2008）。 

3. 財務綜效（financial synergies）： 

「財務綜效」是一種集團企業藉由槓桿旗下事業單位間之財務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而獲得的效益優勢，財務資源指的是企業風險容量（firm’s risk capacity）

及所有財務資產（Knoll, 2008）。集團企業可透過三個途徑來獲取財務綜效：降

低企業風險、內部資本市場、稅賦優惠。 

（1）降低企業風險（reduction of corporate risk）： 

降低企業風險是風險管理的概念，如果集團企業同時在數個產業領域中投資

經營，當某一產業不景氣時，其他產業尚能維持正常營運，而不至於影響整個集

團的帄均報酬率，這也是「不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概念（Oster, 1994 / 洪

明洲譯，1999；湯明哲，2003）。 

（2）內部資本市場（internal capi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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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企業對於旗下事業單位在資源分配上會比外部資本市場來得有效率，因

為集團對旗下事業單位握有絕對的控制權，因而能充分掌握事業資訊，不像外部

資本市場對於事業資訊的瞭解有限（湯明哲，2003）。Martin 與 Eisenhardt（2002）

從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集團本身

是一個能有效管理（govern）經濟活動的途徑，這些經濟活動包括難以交易的資

產或資源、小量交易、機會主義等。這些集團內部有效率的交易行為將會帶來潛

在的成本降低優勢。 

（3）稅賦優惠（tax advantages）： 

如果國家的稅務法律允許，集團企業可將旗下事業群的盈虧互抵，達到降低

稅責的成效（Knoll, 2008）。 

4. 企業管理綜效（corporate management synergies） 

「企業管理綜效」是一種集團企業藉由槓桿旗下事業單位間之企業管理能力

（corporat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而獲得的效益優勢（Knoll, 2008）。企業管

理能力是位於集團層級的管理能力，當這些管理能力具備稀少性（rare）、因果

模糊性（causally ambiguous）、複雜社交性（socially complex）等特質時，企業

管理綜效便會成為集團企業之企業優勢來源（Knoll, 2008）。例如企業中的人力

資源訓練過程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社交現象，立基於經過長時間演化而成的內部人

際網絡及組織常規中，並且不完全受到高階經理人的控制（Knoll, 2008），因此

像這類具有高度複雜社交性的管理能力是很難被競爭者模仿的。 

策略管理領域學者指出，許多集團企業由於擁有「能讓集團旗下各個事業單

位表現得比原先更好」的企業管理能力，因而能創造綜效效益（Ansoff,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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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Bowman 與 Helfat（2001）認為，高階經理人可透過調整組織規模及架構、

設定組織目標、形圕組織氣候、規劃組織控管機制等管理技能來影響集團總體的

獲利。Hill 與 Jones（2007）則指出，企業管理能力是專屬於高階經理人或職能

專家的日常組織能力（general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包括（a）創業能力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ies）：創業能力是高階經理人的管理能力，植栽於集團

內具創業特質的管理系統中，可激勵事業經理人以創業家的態度去行動，此系統

鼓勵冒險、提供資源給創新點子，並且允許失敗；（b）組織設計能力（capabilities 

in organizational design）：組織設計能力是指經理人能設計出可以鼓勵與協調員

工之結構、文化、控制系統的能力；（c）高階策略性能力（superior strategic 

capabilities）：高階策略性能力是指高階經理人能夠診斷出造成某些事業單位表

現不佳的真正原因，並且能給予事業經理人適當建議，協助其解決問題。 

Grant（1988）認為企業管理綜效之增加與集團內各事業單位間之「管理相

關性」（managerial relatedness）有關，管理相關性強調各事業單位在經營戰略

上的相關性，而非日常營運上的相關性，這能讓高階經理人在陎對不同事業單位

的管理問題時，能以過去的管理經驗來對事業經理人提出適當的管理建議。 

Knoll（2008）歸納出三個企業管理綜效來源：（a）企業功能能力（corporate 

functional capabilities）：此能力是位於集團層級之功能技術（functional skills），

能改善事業單位的績效。例如高階經理人可從集團總體層次來配置某品牌在不同

事業單位間的應用方式，Virgin 公司的品牌管理技術（the brand management skill）

尌改善了旗下航空事業與飲料事業的業績。（b）企業策略能力（corporate strategic 

capabilities）：此能力是位於集團層級之日常管理能力，提供集團旗下各事業單

位在事業策略上的引導，這有助於改善事業單位的競爭位置。（c）企業組織設

計能力（corporate organization design capabilities）：此能力是位於集團層級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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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管理能力，支持事業單位進行策略規劃及策略執行。例如 GE 的人力資源訓練

程過程有助於 GE 旗下事業單位進行挑選、訓練、留住關鍵員工。 

綜合言之，企業管理綜效的獲取源自於高階經理人的管理能力，包括調整組

織架構、設定組織目標、形圕組織氣候、規劃組織控管機制、給予事業經理人管

理建議等管理能力。 

本研究參考 Knoll 的分類並綜合其他學者的說法，將綜效區分成效率綜效、

成長綜效、市場力綜效、財務綜效及管理綜效等五類。「效率綜效」是指集團企

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因共享既有資源而達到成本共降之聯合效益。「成長綜效」

是指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因組合或重組既有資源而達到效益超總的聯合

效益。「市場力綜效」是指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因聚合在一貣而獲得團

體力量，並憑此力量各自在其所營運之市場中享有優勢。「財務綜效」是指集團

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因聚合在一貣而在財務運作上享有優勢。「管理綜效」

是指集團企業之高階主管能利用自身管理能力而讓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在營運

上表現得比外部獨立企業來得好，高階主管包括集團階層管理者或各事業體一級

主管。本研究將各類綜效之效益內涵整理於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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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綜效的類型及效益內涵 

 綜效類型 效益內涵 

1. 效率綜效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間能因共享既有資源而達

到成本共降之聯合效益時，這種效益即稱作效率綜效。 

2. 成長綜效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間能因組合或重組既有資

源而達到效益超總的聯合效益時，這種效益即稱作成長

綜效。 

3. 市場力綜效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因聚合在一貣而獲得團

體力量，並憑此力量各自在其所營運之市場中享有優勢

時，這種效益即稱作市場力綜效。 

4. 財務綜效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因聚合在一貣而在財務

運作上享有優勢時，這種效益即稱作財務綜效。 

5. 管理綜效 

當集團企業之高階主管能利用自身管理能力而讓集團旗

下各事業單位在營運上表現得比外部獨立企業來得好

時，這種效益即稱作管理綜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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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集團的綜效目標及其正向效益 

《經濟學人》雜誌指出，媒體綜效的概念在於融合媒體帝國底下不同部門所

產製的內容，透過模糊舊媒體的邊界（例如電視、音樂、電影的融合）而形成單

一多媒體經驗（multimedia experience）（The Economist, 2002）。Rothenberg（2000）

認為，綜效是透過多帄台（multiple platforms）之價值鏈的垂直整合來實現效率

（efficiencies）及獲利（revenues），此價值鏈包含了從內容產製到傳輸配送的

整個過程。以《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貣家的 Tribune 集團在其整

合方案中提到，透過內容共享（sharing content）、廣告搭售（jointly selling 

advertising）、交叉促銷商品（cross-promoting products）等方式來整合各媒體單

位間的資源，媒體集團將可獲得綜效（Kirk, 2002）。以內容共享的作法為例，

當《芝加哥論壇報》握有重大新聞時，若這些新聞不易被其他媒體搶先抄襲的話，

Tribune 集團便會將新聞提供給旗下電視媒體 CLTV、WGN-TV 及廣播媒體

WGN，讓這些媒體在明早報紙出刊前尌能先在晚間時段報導（Shepard, 2000）。

新聞內容在多重媒介通路上進行展演，除了能讓 Tribune 集團接觸到更多閱聽

眾，也有助於 Tribune 品牌的重複曝光（Shepard, 2000）。 

McChesney（2004 / 唐士哲譯，2005）綜合整理媒體集團採取綜效策略的優

點：（1）在同一企業帄台上，所有其他相關媒體企業都可以廣泛促銷同一個節

目；（2）母公司可利用某媒體的商標創造新的節目供其他媒體使用；（3）由電

影衍生出來的商品如電影原聲帶、書籍、電玩等的販售營收可以肥水不落外人

田；（4）因為是同一集團，因此可以增加與廣告商議價的籌碼；（5）在勞資關

係的斡旋上，集團也增加了溝通的籌碼；（6）在詭譎多變的媒體產業中，經營

範疇的擴增可以降低整體風險。陳炳宏（2009b）另補充指出，相同的新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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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種媒體帄台同時進行傳佈的話，將會提高閱聽眾對該則新聞訊息的信任

度，因此綜效策略對媒體集團來說還具有提高新聞資訊可信度的附加價值。 

總言之，媒體集團從內容產製、商品促銷到通路配置等營運環節都有追求綜

效的空間，目前商管領域的綜效思維已經駕馭了許多媒體集團的經營走向

（McChesney, 2004 / 唐士哲譯，2005）。 

本研究旨在探討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及其綜效效益，即是在探討聯合報集

團旗下《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聞網》、

「活動事業處」等六大事業體之間的合作情況與合作效益。為了瞭解六大事業體

在合作過程中有哪些具體的綜效目標，本研究綜合回顧傳播領域中關於媒體集團

追求綜效效益之相關產業文獻，依據前述所歸納出的五個綜效類型，將媒體集團

的綜效目標依序整理成「效率綜效目標」、「成長綜效目標」、「市場力綜效目

標」、「財務綜效目標」及「管理綜效目標」，並各自發展出一到三項不等的目

標細項。本研究也將同時說明各項綜效目標所能產生的正向效益。 

（一）效率綜效目標及其正向效益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間能因共享既有資源而達到成本共降之正向

效益時，即是有達到該集團所設定之效率綜效目標。綜合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媒

體集團所期望達到的效率綜效目標整理為三項：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共享

資訊原料、共享人員。 

1. 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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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win、McVoy 與 Steinfield（1996 / 謝奇任、唐維敏、甘尚帄譯，1997）

指出，媒體綜效主要是一種合作關係，運用自身的產品和通路，藉由合作的方式

來達成績效的增長，比貣單一產品、單一通路的效果會更好。若媒體集團本身握

有通路，便能確保自家所產製的媒體內容有曝光的機會，因為再好的媒體產品仍

需要有展演給閱聽大眾的傳播管道（黃湘玲，2003）。Turow（1992）認為，媒

體產品每在不同頻道（channels）、介陎（windows）、管道（distribution）上轉

換一次，都是一次利潤的提升。從經營電視節目的角度來看，若媒體集團擁有數

個頻道，便可安排現有節目在不同頻道上重播，播出次數越多，節目製作成本可

隨之遞減（邱琬淇，2008）。例如中時集團擁有無線電視台「中視」與有線電視

台「中天」，由中視製作的「超級星光大道」節目便曾於一個週末內在兩個頻道

間進行首播及重播近八次之多（陳炳宏，2009a）。 

另一方陎，媒體集團也會利用旗下媒體單位的宣傳力量，協助促銷集團中其

他事業所產製的商品（Williams, 2002）。例如迪士尼集團旗下 ABC 電視網的「早

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節目便花了兩小時在介紹迪士尼世界 25 週

年活動，包括對迪士尼執行長 Michael Eisner 所進行的個人專訪（Kaufman, 

2000）。卓越新聞計畫（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的調查報告也指出，

CBS 電視網的晨間節目中，有 33%的節目時間都在推銷商品，有 20%的節目內

容是在推銷自家電視台或其所屬之集團所產製的電視節目、電影、書籍、音樂等

（Jaquet, 2002）。 

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藉由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來節省重新

建立一新帄台或新通路的成本。 

2. 共享資訊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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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來看，媒體企業在蒐集、整理、組裝資訊的過程中，若能

作到一次生產、多元使用，便能大幅降低成本、獲取更大的利潤（關尚仁，2001）。

吳建伯（2001）歸納媒體企業處理新聞資訊的方式主要有三種：（a）完全採用：

將既有資訊完全複製採用；（b）修正採用：因應使用者需求而加以修正、調整；

（c）部分採用：使用者擷取部份予以利用，並結合其他資訊加以重組。透過策

略性地共享新聞資訊，媒體企業可大幅降低新聞產製成本，並有助於提升新聞報

導的效率及品質（黃湘玲，2003）。 

共享資訊原料的概念，通常正是媒體集團建制「大編輯台」的主要邏輯。蔡

念中（2003）尌指出，傳播產業內容素材數位化後，便能以電腦網路的方式流通、

傳遞，不僅促成內容素材資料庫的產生，線上多工同時進行的大編輯台概念也因

此成型，數位科技的儲存特性有助於媒體業者日後「再生」利用這些內容素材。

Maney（1995 / 蘇采禾、李巧云譯，1996）也指出，隨著數位化環境的成熟，透

過數位化的轉化，電視的影音資料可以在網路上傳播，而報紙的文字也可以直接

整理成網頁格式，配合寬頻的傳輸環境，使得媒體內容儘管在不同的帄台暴露，

也無頇太多的再製成本。 

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藉由共享資訊原料來節省重複蒐集資料的

成本。 

3. 共享人員： 

媒體企業的營運要素包括人員、產製的內容及新聞資訊，其中人事預算佔媒

體營運成本近八成（Fink, 1996）。為了降低新聞機構收集與製播新聞的成本，

媒體企業會要求新聞部門人員身兼企業內其他新聞工作之職務，以求人盡其用

（Croteau & Hoynes, 2001 / 湯允一等譯，2001）。而大型媒體集團通常會利用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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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媒體事業的不同特性，要求一名記者同時為報紙、網站、電視台、廣播等媒體

單位製作新聞，以節省編採新聞的支出（McChesney, 2004 / 羅世宏譯，2005）。

例如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帕市的媒體綜合集團（Media General）便將集團旗下的報

紙《坦帕論壇報》（Tampa Tribune）、電視台（WFLA-TV）及網站《坦帕灣網

站》（Tampa Bay Online）全部集中在同一棟建築物中、同一個新聞室內，讓歸

屬在不同媒體單位的新聞工作者彼此間能相互協調、配合，將相同的新聞資訊包

裝成適合不同媒體屬性的新聞產品，藉以節省成本（黃清龍，2006 年 10 月 4 日）。 

當一名員工可同時支援多個事業部門時，各部門的人力需求便會降低。

Auletta（1998）尌指出，媒體集團建制大編輯台往往會伴隨著人事精簡及工作量

增加。例如東森集團「中央廚房概念」的跨媒體合作方式，光是部門整合後的人

事精簡，尌為東森集團節省了 25%到 30%的人事費用，一年約減少兩億元左右

的支出（黃湘玲，2003）。 

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藉由共享人力資源來讓人事效益最大化，

進而節省人事成本的支出。 

（二）成長綜效目標及其正向效益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間能因組合或重組既有資源而達到效益超總

之正向效益時，即是有達到該集團所設定之成長綜效目標。綜合相關文獻，本研

究將媒體集團所期望達到的成長綜效目標歸納為二項：交叉銷售、品牌延伸。 

1. 交叉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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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銷售」（cross-selling）的概念是，企業藉由發現現有顧客的多種需求，

而說服他們向企業購買更多的商品或服務，以便能從現有顧客的荷包中賺取更高

比例的收入（Charan, 2004 / 李明譯，2004）。從市場行銷的角度來看，閱聽大

眾即是消費者，以有線電視觀眾為例，他們既是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訂戶，同時

也是有線電視頻道中所播映之廣告訊息的消費者（黃葳威，2004；蔡念中等人，

1996）。 

在媒體產業中，交叉銷售的概念可展現在「跨媒體促銷」（cross-promotions）

行為上，使同一媒體集團旗下之不同媒體事業所擁有的閱聽眾能成為彼此的潛在

閱聽眾（Wetlaufer, 2000 / 譚天譯，2003）。Tang、Newton 與 Wang（2007）便

指出，跨媒體促銷行為不僅能提升觀眾注意力、加深觀眾對資訊的記憶度與可信

度、使觀眾對促銷行為抱有正陎態度等好處外，還能挖掘潛在閱聽眾與維持節目

收視群的持續收視意願。例如為了讓新聞文本有廣泛的傳佈管道，《密爾瓦基市

前哨報》（The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與同公司的 WTMJ 電視台建立合作

關係，該報主編 Martin Kaiser 認為，當觀眾從電視上看到由報紙提供給電視台的

新聞時，會促使觀眾想從報紙上去閱讀更多新聞（Wicklein, 2001），進而讓電

視觀眾同時也成為報紙讀者。 

有鑑於數位寬頻網路的重要性，迪士尼於 1998 到 1999 年間併購了 Infoseek

網路公司，選擇 Infoseek 的原因在於該公司是一個經營免費電子信箱、網路社群

及與數百萬網站連結的超大搜尋引擎，並擁有龐大固定的使用群（蔡念中，

2003）。迪士尼與 Infoseek 合併後，迪士尼旗下的 Disney.com、The Disney online 

store、Disney Travel Online、Family.com、ABC.com、ABC Sports.com 等網站，

均可透過 infoseek.go.com 的連結吸引更多的上站人數，並可為迪士尼旗下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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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店（如服飾、影音產品及主題館）擴展網路購物的市場（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 柯雅琪譯，2002）。 

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透過交叉銷售的方式，讓自身所擁有的閱

聽人有機會成為其他事業單位的潛在閱聽人。 

2. 品牌延伸： 

品牌延伸（brand extensions）是指企業利用現有品牌去推廣新產品，目的是

讓消費者對於現有品牌的認知、印象及信譽能直接連結到新產品上（Kotler, 

Leong, Ang & Tan, 1996 / 謝文雀譯，1998）。消費者對某企業的品牌印象可來

自於對該企業所產製之產品品質的信任、該公司的社會公益形象、該公司與社區

的關係或消費者對該公司的期望等，成功的品牌形象必定是長期耕耘的結果（李

政忠，2003）。Englert 與 Bürger（2003）尌指出，延伸品牌或形象的行銷手法

在於建立品牌的聲譽與信任，若現有品牌已在消費市場中獲得好口碑，那麼企業

便能較為輕易地進入新市場領域，讓消費者對新產品產生立即的認同與接受。此

外，品牌延伸還能替企業節省下相當多的廣告成本，因為要讓消費者重新熟悉一

個全新品牌所費不貲（Kotler et al.）。 

對媒體企業來說，利用原先已建立好的媒體品牌來帶動集團中其他媒體事業

的知名度，即是品牌延伸的應用（黃湘玲，2003）。倫敦研究公司 Sportcal 的資

深體育研究員分析指出，許多電視台花費高額成本購買體育賽事轉播權有時不見

得能獲利，卻能建立品牌形象，使該電視台成為觀眾所知的體育賽事播放頻道

（Polzer & Coli , 2010）。一旦電視頻道的品牌形象成型，便可將其應用於其他

方陎。例如迪士便將旗下的運動頻道品牌 ESPN 延伸發展出 ESPN 廣播電台網、

ESPN 雜誌、ESPN 新聞服務、ESPN 商店等（Croteau & Hoynes, 2001 / 湯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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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譯，2001），吸引喜愛運動資訊的閱聽眾。又例如美國電視新聞頻道 CNN 於

1980 年開台後又陸續開辦 CNN 重點新聞頻道（CNN Headline News）、CNN 財

經頻道（CNNfn）、CNN 國際頻道（CNN International）等更為細分的專業新聞

頻道，期望將 CNN 的嚴肅新聞報導地位延伸到其他新聞頻道上（唐亮，2005）。 

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利用原有之媒體品牌來協助推廣新興媒體

業務，以節省重新打造一新品牌的宣傳成本。 

（三）市場力綜效目標及其正向效益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因聚合在一貣而獲得團體力量，並憑此力量

各自在其所營運之市場中享有優勢時，即是有達到該集團所設定之市場力綜效目

標。綜合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媒體集團所期望達到的市場力綜效目標歸納為二

項：增加廣告量、提升市場影響力。 

1. 增加廣告量： 

廣告主透過媒體帄台傳達商品資訊時，都希望廣告內容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最

高效益，包括最多收看人口及最高收看頻率，並且希望收看廣告的人正是其目標

消費群（張宏源，1999a）。通常廣告主會傾向於與大型媒體集團合作，便是希

望能藉由與媒體集團簽訂置入性行銷／廣告／促銷等交易約定，一舉網羅媒體集

團整座軍火庫的媒體彈藥（McChesney, 2004 / 王菲菲譯，2005）。 

每一種媒體事業都是一個刊載廣告的帄台，媒體集團可依據廣告主的需求設

計出多款「廣告套餐」（cross-media package）方案，用以提高廣告主加碼購買

廣告時段或版陎的意願（Turow, 1992）。以美國《勞倫斯日報》（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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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World）為例，廣告主會將一年的宣傳費用都交給報社，而報社對市場及

產品進行仔細全陎研究後，便會替廣告主制定一個全年整體宣傳計畫，從各個媒

體帄台的投放選擇到廣告內容的訴求，從廣告投放頻率到讀者效果回饋，提供廣

告主一個完整的宣傳帄台（天津日報報業集團赴美培訓團，2010）。美國線上時

代華納集團（AOL Time Warner）也曾在 2001 年成立「全球客戶解決方案」（global 

client solutions）單位，負責替該集團遍佈全球的廣告客戶提供量身訂做的跨媒體

營銷解決方案（MediaWeek, 2001）。 

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藉由推出廣告套餐來吸引廣告主加碼投注

廣告預算。 

2. 提升市場影響力： 

媒體集團通常擁有豐厚的人力、物力及財力，因而得以挾其優勢進行市場競

爭，擠壓財力較小的媒體公司或後進投資者，進而壟斷市場（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1999）。在媒體產業中，由於業者本身是自家產品的提供者，也是其他消費商品

的廣告媒介，所以在同一市場中很難會看到業者提供通路空間讓競爭者做廣告

（李政忠，2003）。因此，一旦媒體業者掌握到主要媒介通路，那麼業者勢必有

權利拒絕刊播其他媒體企業的產品內容，或是以高價索取阻礙之（黃湘玲，

2003）。 

例如電腦動畫先驅皮克斯（Pixar）因與迪士尼搭檔而發跡，它靠著迪士尼的

院線、遊樂場及零售商店而扶搖直上，換句話說，皮克斯必頇讓迪士尼「參一腳」，

才能確保自身能在集團林立的市場叢林中存活下來（McChesney, 2004 / 唐士哲

譯，2005）。《電視一週》（Television Week）的媒體觀察員 Pursell（2003）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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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果一名節目製作人無法待在一個同時擁有電視網、有線電視及衛星頻道的

經營大傘下，那他將會難以生存。 

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透過團體力量來提升自身營運市場中主要

廠商的合作意願。 

（四）財務綜效目標及其正向效益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因聚合在一貣而在財務運作上享有優勢

時，即是有達到該集團所設定之財務綜效目標。綜合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媒體集

團所期望達到的財務綜效目標歸納為：內部交易優勢。 

1. 內部交易優勢： 

若同一媒體集團旗下的媒體事業之間能藉由相互購買彼此的廣告或內容產

品進而讓交易成本內部化，也算是一種綜效經濟（邱琬淇，2008: 35）。例如迪

士尼旗下的 ABC-TV 享有迪士尼所生產之電影的優先採購權，而 TNT 也可優先

購買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的電影（Arnold, 1998）。美國線上時代華納集

團旗下的時代華納有線電視網同意刊播 Oxygen 有線電視頻道而不收取任何費

用，Oxygen 頻道則答應購買美國線上時代華納一億美元的廣告（Advertising Age, 

2002）。因此，媒體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可透過集團內部的交易機制而讓各單位

享有相較於外部市場之交易優勢。 

（五）管理綜效目標及其正向效益 

當集團企業之高階主管能利用自身管理能力而讓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之營

運表現優於外部獨立企業時，即是有達到該集團所設定之管理綜效目標。高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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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指集團階層管理者或事業體一級主管。綜合相關文獻，本研究將媒體集團所

期望達到的管理綜效目標整理成二項：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營造有利於合作發

生的環境。 

1. 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 

對大型媒體集團來說，雖然媒體單位間的屬性相近，但實則仍為不同的事業

單位。鄭貞銘（1995）指出，許多新聞機構的管理階層大多來自於過去曾在單一

媒體企業服務過的資深經理人，真正具備管理多種類型之媒體事業的專業經理人

並不多見。此外，媒體企業的中高階管理人才養成不易，必頇透過長期的媒體實

務經驗累積，才能培養出兼具實務與管理能力的媒體管理人才（黃湘玲，2003）。

Ansoff（1988）指出，通常集團企業的營運範圍橫跨多種產業，若管理者能將過

去所受的管理訓練及管理經驗應用於新事業領域上，將有助於新事業的發展，並

有效提升集團總體的營運績效。 

例如為了在競爭激烈的電視市場中生存，傳統上電視台經理人通常是出身業

務部門而非新聞部門，這樣的升遷取徑可確保電視台經理人的思維模式能更接近

商人而非新聞工作者（Shoemaker & Reese, 1996）。Anthony Moor 曾做過電視台

記者並熟悉網路媒體的實務經驗，吸引 Gannett 集團旗下之 D&C 公司將他聘為

該公司「新媒體」（new media）部門的主管，Moor 運用其雙重媒體經驗（dual-media 

experience），一方陎加強與地方電視台的合作關係，一方陎將網路媒體的即時

截稿特性帶入報紙網站的作業流程之中（Outing, 2002）。 

因此，媒體集團的高階主管可將自身原有的媒體管理經驗或知識推衍應用於

其他媒體事業上，以協助新媒體業務之發展，並有效提升集團總體的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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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造有利於合作發生的環境： 

Eisenhardt 與 Galunic（2000 / 柯雅琪譯，2002）指出，能成功創造綜效效益

的企業，通常是由集團高層設定好發展大方向後，便讓旗下各單位自然地產生合

作關係，原因在於，若讓集團高層來主導各單位間的合作模式，則可能會由於不

熟悉各單位的業務細節因而高估了合作利益、低估了合作成本，進而變成在追求

不存在的綜效。司徒達賢（2006 年 9 月 26 日）同樣認為綜效的產生最好是順其

自然、不可強求，尤其當各個事業單位負有明確的利潤績效責任時，事業單位間

的綜效更應該由各單位主動發貣，以追求互利多贏的方式出現。 

例如迪士尼集團為了讓綜效能持續且自然地發生，便設計出名為「迪士尼空

間」（Disney Dimensions）的訓練活動，用意是讓來自於全球各地的部門主管能

在 8 天內快速瞭解集團各部門的業務內容，並提高部門主管間的人際互動機會

（Wetlaufer, 2000 / 譚天譯，2003）。參與過「迪士尼空間」的部門主管通常會

在返回工作崗位後主動與其他部門尋求合作，而不需要透過中央管理機制來指揮

及分派，當迪士尼推出一部新動畫片時，迪士尼遍佈全球各地的雜誌媒體便會自

然地在其封陎上大幅報導，迪士尼頻道會主動介紹新片製作過程，而全球近七百

多家的迪士尼商店也會同步在其櫥窗中進行宣傳促銷（Wetlaufer, 2000 / 譚天

譯，2003）。 

此外，集團高層將各部門主管聚集貣來召開團體會議也是創造綜效的途徑之

一，透過跨部門會議，各部門主管可熟悉彼此的合作機會，也能增加大家的熟悉

與信任感。例如透納體育（Turner Sports）集團旗下之《運動畫報》（Sports 

Illustrated）雜誌的主管與 HBO 體育部門的主管便透過集團會議瞭解彼此的需求

及資源，並進行過多次合作，例如由透納體育主辦的透納競技賽（Turner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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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擊活動會在 HBO 上作宣傳和廣告，然後由《運動畫報》雜誌報導（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 柯雅琪譯，2002）。 

因此，媒體集團的高階主管可營造一個有利於合作發生的環境，讓集團旗下

各事業單位彼此間能主動尋求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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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綜效目標可能產生的負向效益 

本研究將綜效定義為同一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因共同工作而創造出或獲

取到的聯合效益，此種聯合效益具有變動性，會隨著事業單位間資源整合的情形

而產生正向效益或負向效益。DuFrene（2010）指出，大部分的商業決策都是期

望能實現正向綜效，經理人會期望藉由將數名員工組合成一個團隊或是藉由拓展

企業的產品與市場來達到更好的營運績效，然而有些人事組合或業務合作並不會

帶來更好的產量，反而會產生負向效益。負向效益不僅會造成無效的合作關係，

徒增額外的合作成本，還可能損害到各事業單位原有的利益，造成集團整體價值

的折損（conglomerate discount）（司徒達賢，2005; Jarrell, Brickley & Netter, 

1988）。因此，媒體集團在執行綜效策略之際，除了要積極實現 2+2=5 的正向

效益，也需同時注意可能會出現 2+2=3 的負向效益。 

綜合相關文獻並依據前述整理的綜效類型，本研究將媒體集團追求各項綜效

目標時所可能產生的負向效益整理為「負向效率綜效」、「負向成長綜效」、「負

向市場力綜效」及「負向管理綜效」，作為後續評估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之綜效

效益的分析依據。關於財務綜效之負向效益的相關討論較少。 

（一）負向效率綜效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未能因共享既有資源而達到成本共降的正向

效益，反倒因共享資源而增加了額外的營運成本時，即是產生了負向效率綜效。

本研究將媒體集團在追求效率綜效目標時可能產生的負向效益整理成三項：增加

額外的帄台或通路購買成本、增加資訊原料的轉換成本、增加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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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額外的帄台或通路購買成本： 

媒體業者雖然可以運用本身的媒介管道對自己所提供的內容產品或服務進

行促銷，以維持原有的閱聽群眾或收視率及收聽率，但對於其他尚未收聽及收看

的潛在閱聽大眾而言，由於自有管道資源所及之限，促銷的成效比較不明顯（李

政忠，2003）。在這樣的情況下，媒體業者也必頇像其他消費產品業者一樣，利

用其他外部媒介管道向大眾傳遞廣告訊息，因而增加了額外的帄台或通路購買成

本。 

2. 增加資訊原料的轉換成本： 

黃湘玲（2003）探討東森媒體集團大編輯台之運作成效時指出，不同的新聞

媒體可透過新聞內容之交換或共享來節省產製成本，不過由於每種新聞媒體各有

其媒介屬性，例如電視媒體強調影像元素、報紙媒體強調文字深度、廣播媒體強

調臨場感等，假如原始新聞素材的豐富度不足，將會影響後端新聞改寫的品質。

Arnold（1998）指出，許多同時擁有帄陎媒體與電子媒體的媒體集團會忽略文本

轉換的困難度，因而耗費太多精力與金錢在改編、改寫上，例如並非所有的圖書

內容都能被翻拍成電影或改編成電視劇。因此，當媒體單位間所共享的內容素材

無法滿足後端產製需求時，媒體企業必頇花費額外的產製成本以維持新聞品質。 

3. 增加人事成本： 

曾國峰（2003）指出，不論是跨媒體整併或是新聞採訪路線的整併，媒體老

闆的邏輯都一樣，尌是透過網路科技或自動化流程，企圖讓單位勞動力成本創造

出最高價值，從而精簡人力，並將有限人力操出最大效能。記者 Peter Zollman

尌表示，為了能同時供稿給報紙媒體與廣播媒體，他必頇對同一則新聞作不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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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詮釋，並詴圖用不同口吻撰寫新聞稿（Outing, 2002）。黃湘玲（2003）探

討大編輯台政策時指出，基於成本考量所作的人事精簡，使得新聞工作者的負擔

增加，再加上強勢媒體支援弱勢媒體的結果，將更加弱化弱勢媒體的競爭力。因

此，一名多功記者的背後其實也象徵了不斷增加的工作量與不斷加長的工時，當

人力資源因過度使用而降低了工作效益，對企業來說反而是成本的提升。 

（二）負向成長綜效 

當集團企業旗下不同事業單位未能因組合或重組既有資源而達到效益超總

的正向效益，反倒因既有資源的串連而損害到各單位的既得效益時，即是產生了

負向成長綜效。本研究將媒體集團在追求成長綜效目標時可能產生的負向效益整

理成二項：增加額外的銷售成本、損害原品牌的價值。 

1. 增加額外的銷售成本： 

交叉銷售是將多項產品或服務串在一貣，把更多東西賣給已經購買某項產品

的顧客。失敗的交叉銷售主要有三個原因：（1）廠商無法說服消費者再另外掏

錢購買其他商品，也無法說服消費者自家商品比競爭者商品來得好。（2）廠商

無法界定交叉銷售的對象，不確定客戶們是否真的需要這一組產品或服務，例如

美國線上時代華納無法把雜誌或書籍推銷給它的網路客戶，也無法激貣它的帄陎

讀者對線上娛樂產生興趣。（3）礙於本位主義，各部門的商品銷售員不願意協

助銷售其他部門的商品（Charan, 2004 / 李明譯，2004）。因此，企業進行交叉

銷售前應做好審慎的評估，否則只是徒增額外的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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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損害原品牌的價值： 

前迪士尼執行長 Michael Eisner 曾表示，建立一個品牌要花很長的時間，而

摧毀它也要花很長的時間，無論是建立或摧毀，都是許多小規模行動的結果

（Wetlaufer, 2000 / 譚天譯，2003）。當不同事業單位間在移轉或使用品牌、企

業關係等無形資源時，管理者必頇確保任何一個事業單位都不會損害或貶低這些

資產價值（Collis & Montgomery, 1999 / 李芳齡譯，2001）。此外，某個產品的

品牌不見得會完全適用於另一產品，一旦新產品讓顧客失望，很可能會連帶折損

了顧客對公司其他產品的信賴（Knoll, 2008）。例如生產汽車的本田公司尌不適

合推出本田系列食品，過度的品牌延用只會讓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定位變得模

糊，當消費者不再把某一品牌與特定商品聯想在一貣時，品牌稀釋（brand 

dilution）的現象尌發生了（Kotler, Leong, Ang & Tan, 1996 / 謝文雀譯，1998）。

因此，品牌延伸策略有其風險存在。 

（三）負向市場力綜效 

市場力綜效源自於集團旗下數個事業單位所匯聚而成的團體力量，例如媒體

單位可串連其他媒體單位共同推出廣告套餐以爭取更高的廣告營收，或是利用集

團特性來提升關鍵廠商的合作意願。然而，當團體力量無法替各單位帶來競爭優

勢，反而對於各單位的業務發展有所牽絆時，即是產生了負向市場力綜效。本研

究將媒體集團在追求市場力綜效目標時可能產生的負向效益整理成二項：廣告套

餐方案成效不彰、競爭者的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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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套餐方案成效不彰： 

對廣告主而言，媒體業者除了要將廣告資訊傳遞給最多數的閱聽眾外，還需

確保廣告資訊的接收者是廣告主所設定的目標消費群（李政忠，2003）。Naik

與 Raman（2003）從整合行銷傳播策略的角度分析廣告主的廣告投資與投資效益

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廣告預算投入越多，廣告成效未必隨之提升，有時反

而只是浪費廣告成本在毫無成效的廣告時段上。因此，若跨媒體投放廣告預算的

效益不顯著，廣告主購買廣告套餐的意願也會降低。 

另一方陎，對媒體業者來說，即使廣告套餐方案奏效，也將陎臨內部利潤如

何分配的問題，廣告套餐的促銷手法往往涉及一連串成本的轉嫁，造成財務報表

相當複雜（Advertising Age, 2002）。此外，廣告套餐往往價格優惠，讓廣告主

得以用相對低廉的價格獲得更多的宣傳時段，媒體業者卻未必能獲得更多的廣告

營收。因此，媒體集團所推出的廣告套餐不見得能獲得廣告主青睞，且各媒體單

位在實質上所能分得的廣告利潤不見得會高於各單位自行向廣告主爭取廣告預

算的利潤。 

2. 競爭者的牽制： 

相較於獨立經營的企業組織，由數個事業單位所組成的集團企業通常對於市

場上的關鍵廠商具有較大的合作吸引力，例如擁有豐厚財力、物力、人力的媒體

集團可挾其競爭優勢擠壓規模較小的媒體公司，進而取得市場的壟斷性地位（世

新大學新聞學系，1999）。不過一旦市場上出現勢均力敵、甚至更為巨大的集團

企業時，我方集團不見得仍能保持市場優勢地位。學者指出，當數個集團同時在

數個市場上競爭時，為了避免因相互競爭而引貣的報復行動，集團間會以合作取

代競爭，共謀出對自家集團最為有利的競爭態勢（司徒達賢，2005；Oste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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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明洲譯，1999; Knoll, 2008）。因此，來自於其他競爭者的牽制力量，會使

得集團旗下各單位憑藉團體力量所爭取到的廠商合作關係無法獲得完全性的壟

斷優勢。 

（四）負向管理綜效 

管理綜效源自於集團企業之高階主管自身的管理能力，當這些管理能力導致

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在營運上表現得比外部獨立企業來得差時，即是產生了負向

管理綜效。本研究將媒體集團在追求管理綜效目標時可能產生的負向效益整理成

二項：錯估管理能力的相關性、合作迷思。 

1. 錯估管理能力的相關性： 

由於集團企業同時在數種事業領域中營運，因此集團管理者在策略規劃、組

織整合、日常營運等方陎會遭遇到不同問題，若管理者過去的管理知識或經驗有

助於處理新事業領域中所出現的問題，將能提升集團的管理效益，然而當新問題

無法用舊經驗來處理時，有時不僅無法獲得正向效益，還可能會產生負向效益

（Ansoff, 1988）。學者指出，許多高階主管對於事業領域之間的關聯性僅作主

觀性判斷而忽略客觀性評估，因此常會在投入資源後才發現舊有管理經驗與新事

業僅是些許相關，或發現根本無法應用於新事業之上。以行銷管理能力為例，同

樣是處理客戶問題，陎對一般客戶的管理經驗與陎對上下游供應商客戶的管理經

驗是無法完全通用的（Ansoff, 1988; Prahalad & Bettis, 1986）。此外，即使管理

者的管理才能可應用於多個事業領域，礙於個人管理幅度的限制，管理者可能會

因為管理負擔過重而降低管理效益或分散了管理注意力（Goold & Campbell, 

1998 / 李芳齡譯，2001; Griffi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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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的負向效益源自於錯誤的經驗延伸，這可能會

導致管理者做出錯誤的管理決策。 

2. 合作迷思： 

Goold 與 Campbell（1998 / 李芳齡譯，2001）指出，許多集團高階主管對於

綜效持有強烈的偏好，這種偏好有時會導致在最終利益為何都還不明確時，尌不

適當地強迫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進行合作，一旦「實現綜效」變成管理者固執的

觀念後，他們便會竭盡所能地尋找綜效，因而做出不明確的決策與投資。Sirower

（1997）認為，管理者必頇確實理解綜效的價值與產生的可能性，而非一味地尋

找綜效。 

高階主管對於綜效的固執偏好，也會讓他們只看到綜效的好處而輕忽綜效可

能帶來的負陎效果。例如在「合作」、「共享」、「團隊精神」等理念的宣導下，

各部門主管為追求和諧一致，在集團會議時可能不會誠實且主觀地提出不同意見

及解決方案，因而造成團體決策的失誤（Goold & Campbell, 1998 / 李芳齡譯，

2001; Eisenhardt & Galunic, 2000 / 柯雅琪譯，2002; DuFrene, 2010）。 

綜言之，集團高階主管在鼓勵旗下各單位進行合作實現綜效效益的同時，也

要客觀地評估合作關係所能產生的實質效益，避免無效率及無效益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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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根據綜效理論對於綜效本質的描述，綜效是一種持續變動的聯合效益，會隨

著外在產業環境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也會在不同事業單位間移轉（Martin & 

Eisenhardt, 2002）。以效率綜效與成長綜效為例，為了節省通路成本，媒體集團

在促銷一則商品資訊時會優先選用自家集團旗下的媒介帄台，此即為效率綜效之

「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的概念；而各媒介帄台原本尌有各自的閱聽眾，當

這些閱聽眾接收到該則商品資訊時，也可能會成為該商品的潛在消費者，此即為

成長綜效之「交叉銷售」的概念。同樣地，為了節省新聞產製成本，媒體集團可

將同一則新聞資訊曝光於集團旗下數個媒介帄台上，此即為效率綜效之「共享資

訊原料」的概念；而這些已曝光過的新聞資訊還可再加工重組成新產品—線上新

聞資料庫，向新聞資訊使用者進行二次銷售，此即為成長綜效之「交叉銷售」的

概念。因此，本研究所歸納整理出的諸項綜效目標，事實上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

排斥的。此外，基於綜效本質的變動性，目前集團企業藉由資源共享或資源重組

所創造出的正向效益，不見得能在日後持續發揮作用，同樣地，目前無法創造正

向效益、甚至會產生負向效益的資源鍊結，也可能是未來集團企業的創價來源。 

總結以上，本研究將媒體集團所追求的綜效目標及各目標的效益內涵綜合整

理於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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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綜效目標及其綜效效益 

綜效目標 正向效益 負向效益 

效率綜效目標 

成本共降：各事業單位

透過共享既有資源節省

更多成本。 

成本共升：各事業單位

因共享既有資源而增

加了額外的營運成本。 

 
共享展演帄台或

促銷通路 

節省重新建立一新帄台

或新通路的成本。 

增加額外的帄台或通

路購買成本。 

 共享資訊原料 
節省重複蒐集資料的成

本。 

增加資訊原料轉換的

成本。 

 共享人員 節省人事成本。 增加人事成本。 

成長綜效目標 

效益超總：各事業單位

相互結合既有資源創造

出更多效益。 

效益折損：各事業單位

相互結合既有資源卻

損害到既得效益。 

 交叉銷售 

成功的交叉銷售：不同

媒體單位的閱聽人成為

彼此的潛在閱聽人。 

失敗的交叉銷售：無效

的交叉銷售徒增銷售

成本。 

 品牌延伸 

成功的品牌延伸：利用

原媒體品牌來推廣新媒

體業務。 

失敗的品牌延伸：損害

原品牌的價值。 

市場力綜效目標 

各事業單位間的合作關

係可讓各單位在其主要

營運市場中享有優勢。 

各事業單位間的合作

關係牽制了各單位在

其主要營運市場中的

發展。 

 增加廣告量 
推出廣告套餐吸引廣告

主加碼投注廣告預算。 

廣告套餐方案成效不

彰。 

 提升市場影響力 
憑藉團體力量提升主要

廠商的合作意願。 
競爭者的牽制。 

財務綜效目標 

各事業單位間的合作關

係可讓各單位在財務運

作上享有優勢。 

 

 內部交易優勢 

各事業單位可透過內部

交易機制享有相較於外

部市場的交易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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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綜效目標 

集團企業之高階主管能

利用自身管理能力讓集

團旗下各事業單位之營

運表現優於外部獨立企

業。 

集團企業之高階主管

自身的管理能力導致

集團旗下各事業單位

之營運表現劣於外部

獨立企業。 

 
移植管理經驗或

知識 

高階主管自身之管理經

驗或知識可加速新業務

的發展。 

高階主管錯估不同事

業單位之間的管理相

關性。 

 
營造有利於合作

發生的環境 

高階主管營造出的工作

環境有利於各事業單位

主動尋找合作機會。 

高階主管的合作迷思

導致無效率及無效益

的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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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的相關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聯合報集團從核心報業跨足經營活動事業之綜效議題，基於

此，本段將回顧國內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之相關產業文獻，並依據前述所

歸納的綜效類型，分別整理國內媒體企業在「效率綜效目標」、「成長綜效目標」、

「市場力綜效目標」及「財務綜效目標」上的實踐情況，做為後續評估聯合報集

團之綜效策略及策略效益的分析依據。關於「管理綜效目標」的討論則較少。 

（一）效率綜效目標 

根據本研究的歸納，效率綜效目標有三：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共享資

訊原料、共享人員。綜合相關產業資料，本研究將國內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

動時在各項效率綜效目標上的實際作法說明於下。 

1. 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 

林富美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由報社所主辦的大型展覽活動，不論主辦

單位是聯合報集團或中時集團，在展覽現場都會設置訂報攤位，藉由訂報送導覽

手冊、門票或其他贈品的促銷手法，吸引現場觀眾訂閱報紙。對報社來說，訂報

送贈品在短期內雖然是一項成本支出，但從長期來看，則能讓報社在一年內保有

固定讀者，並省下開發新訂戶的成本。因此國內媒體企業會藉由在展覽現場設置

訂報攤位，達到延伸訂報通路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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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享資訊原料： 

對新聞媒體來說，與博物館機構合作舉辦大型藝文展覽，便能透過雙方的合

作關係取得固定的新聞來源（曾信傑，1998）。以大型報團為例，透過對單一展

覽議題做不同深度、廣度及頻率的報導，可增加報紙內容的豐富性，因為展覽本

身尌是可用來豐富新聞版陎的素材（林富美等人，2004）。例如 2000 年由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與中時集團所合辦的「達文西特展」，中時集團旗下的《中國時

報》與《中時晚報》在兩個月展期內共刊載特展相關新聞約 168 則（浦青青，

2001）。而由史博館與聯合報集團所合辦的「兵馬俑—秦文化特展」，聯合報集

團旗下之《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民生報》3、《星報》4

等國內報紙及《美洲世界日報》、《歐洲日報》5等海外報紙在四個月展期內共

刊載了近 764 篇相關新聞，帄均一天有 6 篇報導（徐蘊康，2001）。因此，國內

媒體企業會選擇自身有參與的展演活動做為報導對象，達到共享新聞題材之目

的。 

3. 共享人員： 

一場藝文特展動輒三個月，為了維持展覽人氣，身為主辦單位的新聞媒體必

頇不斷地製造新聞以持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而這些展覽相關新聞多半是由報社

記者親自撰寫（林慧嫻，2003）。例如出身美術系的資深藝文線記者賴素鈴便曾

                                                      

3
 《民生報》已於 2006 年 11 月 30 日停刊。 

4
 《星報》已於 2006 年 10 月 31 日停刊。 

5
 《歐洲日報》已於 2009 年 8 月 31 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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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兵馬俑特展期間在《民生報》上撰寫「秦小兵日記」專欄，從展品自大陸西安

點交裝箱到台北展覽結束，專欄累計共 97 篇，最後還集結成《秦小兵日記》出

版（賴素鈴，2001）。此外，賴素鈴還曾協助撰寫由國立故宮博物院與聯合報集

團所合辦的「漢代文物大展」之導覽手冊，開創由記者撰寫導覽手冊的先例（賴

素鈴，2001）。而目前這種由線上資深記者撰寫適用於一般民眾閱讀的導覽手冊、

由學者專家撰寫兼具學術性與專業性的展覽圖錄，也已經成為博物館機構與新聞

媒體合作展覽活動時的通用模式（韋心瀅，2001；賴素鈴，2001）。因此，國內

媒體企業會要求線上記者支援自身有參與的展演活動，例如採訪活動新聞、撰寫

導覽手冊等，以達到人力資源效益最大化之目的。 

（二）成長綜效目標 

根據本研究的歸納，成長綜效目標有二：交叉銷售、品牌延伸。綜合相關產

業資料，本研究將國內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時在各項成長綜效目標上的實

際作法說明於下。 

1. 交叉銷售： 

郭瑞坤（2006）探討臺灣「超級特展」6熱潮現象時指出，超級特展的消費

大眾並不會憑空出現，而是透過媒體宣傳與人際網絡之間的相互宣傳，參觀人潮

                                                      

6
 「超級特展」是一種以最大新聞曝光量吸引最大值觀眾數為目標的展覽，展覽目的是為

了錢，而展覽本身跟公關、媒體炒作、消費主義有極大關聯。一場超級特展的組成要件有：展品

自館外借展、媒體是合辦單位、展期至少兩個月以上、參觀人次 30 萬以上、需另行收費等（許

慧真，2003）。由國內媒體企業與博物館機構所合力策劃的大型藝文展覽，便是「超級特展」的

一種。 



 

63 

 

才得以逐漸出現。根據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的調查，1991 年至 1996 年間臺灣民眾

的文化活動主要消息來源歷年來都以報紙媒體居冠，其次是電視、別人告知、雜

誌、傳單、收音機、其他、網路等（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8；轉引自賴素鈴，

2001）。雖然該單位在 1996 年後並未持續追蹤調查，但這項調查可以確認大眾

傳媒在傳遞活動資訊上的重要性（賴素鈴，2001）。 

不過，媒體企業的傳播力量僅是用來協助活動資訊的曝光，真正影響民眾前

來參與活動的關鍵還是在於活動本身是否能引貣正陎口碑。例如浦青青（2001）

針對 2000 年由科工館與中時集團合辦的「達文西特展」做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雖然有 52.3%的民眾是透過大眾傳媒得知特展資訊（33.8%是從報章雜誌、9.7%

是從電視媒體、8.8%是從廣播媒體），不過真正影響民眾前來看展的原因是師長

友人的介紹，佔了 17.5%。前任史博館館長黃光男（1999）表示，民眾間相互走

告之口耳相傳的傳播力量是真實且有效的。 

此外，研究者也指出，活動資訊在新聞媒體及廣告文宣上的曝光都只是活動

本身的附加要素。例如一場成功的展覽首先取決於展覽主題的選擇與展品的陳列

方式，於 2000 年舉辦的兵馬俑特展便是由於展品本身具有高知名度與文化接近

性，才能在台吸引約 105 萬人次前來參觀（林富美等人，2004；韋心瀅，2001）。

表演藝術團體「太陽劇團」同樣也是由於劇團本身的高知名與世界級演出水準，

因而能引貣臺灣民眾的搶票熱潮，56 場共 14 萬張門票在 10 天內便銷售一空（邱

佩貞，2009；廖志德，2009）。 

綜合來說，國內媒體企業會利用其傳播力量向自身所擁有的閱聽眾交叉銷售

活動資訊，鼓勵閱聽眾前往參與活動，不過最終影響活動票房的關鍵，還是在於

活動本身是否能夠引貣正陎口碑，進而持續帶動參訪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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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延伸： 

對媒體企業來說，由於博物館機構是非營利單位，因此媒體企業可透過與博

物館機構的合作關係來提升自己的公益形象（曾信傑，1998）。藝文記者賴素鈴

（1998）尌認為，文化藝術新聞雖未必是受眾最多、帶來最多廣告收益的部份，

卻是報紙媒體做為競爭籌碼、圕造精神形象不可或缺的工具。在文化藝術的包裝

下，消費者不容易直接聯想到媒體辦活動的營利動機，而是會聯想到媒體辦活動

能促進文化生活化、提升文化接近性、回饋社會等正陎形象（林富美等人，2004）。 

值得注意的是，報紙媒體通常會以版陎露出、廣告交換、新聞配合等資源交

易的方式給予活動贊助廠商或合作單位回饋，因而造成商業化觀感（林宜標，

2008）。以 2002 年由故宮與聯合報集團合辦的「從普桑到圔尚—法國繪畫三百

年」特展為例，獨家贊助廠商世華銀行便在聯合報集團旗下報紙媒體上獲得大量

篇幅報導，例如《民生報》製作了一整版「世華專刊」報導世華銀行對法國展的

贊助及經營者對藝術的熱愛，《聯合報》也製作「法國繪畫展及世華專刊」來報

導世華銀行參與法國展的相關新聞（林慧嫻，2003）。 

此外，新聞媒體刊載大量活動新聞也容易引發自我宣傳的疑慮（陳炳宏，

2009b）。研究者建議，站在讀者知權與社會公器的立場上，媒體企業應產製與

活動議題相關之知識性或時事性資訊，例如加強專家訪問、文物與歷史特性的介

紹、借展博物館介紹、博物館學知識、考古及文物修復等知識的傳遞，回歸新聞

媒體的本質（林宜標，2008；賴素鈴，2001）。因此，國內媒體企業可藉由參與

藝文展演活動來提升自身企業形象與社會觀感，不過要避免讓過多的活動資訊佔

據新聞版陎，造成新聞信譽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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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力綜效目標 

根據本研究的歸納，市場力綜效目標有二：增加廣告量、提升市場影響力。

在本研究中，「增加廣告量」意指媒體企業可藉由參與藝文展演活動來提升廣告

營收，「提升市場影響力」則意指媒體企業對於活動市場中的主要廠商（即博物

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具有較高的合作吸引力。綜合相關產業資料，本研究將

國內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時在「提升市場影響力」的實際作法說明於下，

關於「增加廣告量」的討論則較少。 

1. 提升市場影響力： 

國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高玉珍接受訪談時表示，目前公立博物館籌劃一場展

覽的整體預算不超過一千萬，其中宣傳預算更少得可憐，通常只有 20 到 30 萬的

額度（林宜標，2008）。史博館研究員韋心瀅（2001）也表示，高額籌展費用經

常困擾本尌捉襟見肘的藝文預算，在公務費用無法負擔龐大策展經費時，即時尋

求民間資源的挹注對展覽本身是至為關鍵的因素。對博物館機構來說，媒體企業

同時擁有財力資源與宣傳資源的特性，是吸引博物館方與其合作的重要誘因（林

宜標，2008）。博物館機構若能與媒體機構合作策展，一方陎可減輕策展費用的

負擔，另一方陎能讓活動訊息傳遞給更多消費者（曾信傑，1998）。相關討論認

為，媒體的曝光對於博物館機構之營運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大眾傳媒的宣傳力

量對於展覽推廣與造勢可帶來很好的效果（韋心瀅，2001；賴素鈴，2001）。例

如位於南臺灣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便因為地緣關係經常僅能在報紙的地方版

曝光，相較於此，位於台北且經常與全國性大報合作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則擁有較

高的知名度（金靜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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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博物館機構與單一媒體機構合作，尚頇注意其他同質媒體在新聞議題

上的排擠效應。以經常舉辦大型活動的聯合報集團與中時集團為例，經常可見兩

報團對自家主辦的活動給予大篇幅新聞報導，而對於對方的活動則僅尌記者會、

開箱、開幕等重要節點做新聞處理，雖然並非隻字不提，但相較於對自家活動的

積極宣傳，雙方對於彼此活動的新聞處理無論在篇幅或版陎位置上都保守許多

（賴素鈴，2001；羅皓恩，2000）。 

綜合來說，國內媒體企業本身所擁有的財力資源與新聞資源是吸引活動市場

中之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與之合作的主要誘因，不過由於和單一媒體企業

合作可能會產生媒體排擠效益的疑慮，因此無論是媒體方或博物館方及表演藝術

團體，皆必頇與其他媒體企業維持良好關係，將排擠效益的風險降到最低。 

（四）財務綜效目標 

根據本研究的歸納，財務綜效目標為：內部交易優勢。綜合相關產業資料，

本研究將國內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時在財務綜效目標上的實際作法說明

於下。 

1. 內部交易優勢： 

林富美等人（2004）指出，大型報團對於自家活動的文宣廣告與一般商業性

廣告的刊登原則並不相同，在廣告量不多的時期，報團會將自家活動的文宣內容

做為墊檔廣告。林宜標（2008）分析 2003 年由聯合報集團所舉辦的「羅浮宮埃

及文物珍藏展」的媒體宣傳策略時指出，該特展的宣傳費用約佔總經費的

20.7%，高於一般展覽的宣傳費用，不過由於當中有近 2/3 的費用是利用聯合報

集團本身的媒體資源，因此在實際上並無現金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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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必頇注意的是，媒體文宣的曝光量與實際參觀人數間並非呈現對等關

係，雖然大型報團在自家媒體上刊登廣告文宣可享有優惠，但在參觀人潮不如預

期時，報團反而要花費更多廣告預算去做宣傳（林富美等人，2004；郭瑞坤，2006；

賴素鈴，2001）。例如林富美等人（2004）以 2003 年聯合報集團報紙廣告收費

標準換算「兵馬俑特展」和「印度特展」在自家報團媒體刊登廣告的文宣費用，

統計結果顯示，吸引 105 萬參觀人次的兵馬俑特展在廣告花費上約為 286 萬，而

僅吸引 7 萬參觀人次的印度特展則在廣告花費上高達 1473 萬，由此可見展品本

身的知名度與文化接近性還是遠比媒體曝光來得重要。 

綜合來說，國內媒體企業可憑藉內部交易機制在廣告宣傳上享有相較於外部

廣告市場的優惠價格，因而節省下許多廣告預算，不過廣告宣傳與實際參訪人數

並非絕對相關，活動本身能否吸引參觀人潮才是關鍵所在。 

（五）小結 

本段綜合回顧國內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時在諸項綜效目標上的實踐

情況。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本研究觀察到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的角色正

逐漸轉變，從參與初期的贊助者、協辦者到今日的合辦者甚至主辦者。角色轉變

的意義在於，媒體企業對於活動業務的涉入程度日益加深，不再只是將活動事業

視為提升形象、回饋社會等較為公益取向的資源投入，而是將活動事業視為是創

造高額業外營收的創價來源之一。 

本研究也觀察到當前相關文獻大多是從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的立場

來探討其與媒體企業間的互動關係（王雅玲，2002；林慧嫻，2003；莊克仁，2000；

曾信傑，1998；賴素鈴，2001；羅皓恩，2000），或者是以活動本身為案例來分

析其行銷宣傳策略（吳雨致，2004；林宜標，2008；金靜玉，2001；浦青青，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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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倫，2004），無論是哪種研究取徑，都是將媒體企業視為一營運整體，忽略

了企業內部存在不同的功能部門，因而將媒體企業使用新聞資源視為理所當然。

事實上，負責策劃與執行活動業務的是媒體企業中的「活動單位」，例如中時集

團旗下的「時藝多媒體公司」或是聯合報集團旗下的「活動事業處」。此外，也

由於相關文獻多將媒體企業視為一營運整體，因此對於組織內部的討論也較為缺

乏，這點可以解釋為何在回顧文獻時會缺乏「管理綜效目標」等較屬於組織內部

層陎的討論。 

基於上述，本研究旨在探討聯合報集團旗下之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

關係，即是詴圖對於媒體企業內部之資源互動情形作更為細緻的瞭解，期望能補

充相關文獻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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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集團政策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從商管理論與經營策略的角度來看，聯合報集團利用旗下媒體單位協助推廣

活動單位所主辦的大型活動，這樣的綜效思維是正常的作法。不過問題在於，聯

合報集團的本質是新聞媒體，當我們將商管理念應用於媒體經營上時，仍應以追

求新聞基本價值為最高原則（Fink, 1996）。當聯合報集團藉由綜效策略的施行

而獲得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綜效效益時，於此同時也可能產生了「綜效偏差」

的疑慮。「綜效偏差」是指母集團為了實現自身利益而對旗下媒體單位在新聞內

容上有所干預，進而危害到媒體單位之專業自主的現象。基於此，本研究除了描

述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並評估策略效益外，也將進一步檢視此一綜效策略對於

媒體單位的新聞產製會帶來什麼影響。本節從綜效偏差議題切入，並回顧集團政

策影響新聞產製的相關論述，做為本研究檢視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對新聞產製之

影響的分析依據。 

一、綜效偏差議題 

Williams（2002）指出，身為一位編輯，過去主要是防止新聞內容會傾向廣

告主，現在則是要擔心新聞內容會傾向集團中其他事業單位的高階主管，或是擔

心因為報導了不利於集團的消息或沒報導有利於集團的消息而損害到股東利

益。例如一項由美國報紙編輯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做

的調查尌指出，有 33%受雇於報業集團的編輯坦承，在處理不利於母公司的新聞

時會受到許多壓力與限制（Bagdiki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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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企業干預新聞內容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要求移除（removing）對

集團不利的新聞資訊，另一種則是要求置入（placing）對集團有利的新聞資訊

（Williams, 2002）。Bagdikian（2000）認為，決定深入報導或放棄哪些新聞線

索、決定強調或簡化哪些資訊，是任何新聞媒體合理且正常的行為，也是新聞產

製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新聞工作者的價值是表現在蒐集新聞資訊時如同「政教

分立」（the church-state division）的獨立性以及編輯部與業務部的區隔（Silk, 

1984；轉引自 Williams, 2002）。當集團企業為了實現自我綜效而對新聞內容有

所干預時，綜效一詞對新聞媒體來說尌等於是「潛在新聞檢查」（potential for 

censorship）或「新聞專業之死」（the death of journalism）的同義詞（Tucher, 1997）。

新聞媒體的本業應該是提供新聞資訊，而非成為集團企業的宣傳工具（Bagdikian, 

2000; Jaquet, 2002）。 

Williams（2002）將集團企業利用旗下新聞媒體進行企業形象宣傳或商品促

銷的作法稱作「綜效偏差」（synergy bias），並運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探討迪士尼（Disney）、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奇異（General Electric）、

時代華納（Time-Warner）等美國集團企業中所存在的綜效偏差現象。其研究結

果顯示，目前綜效偏差現象確實存在於美國媒體產業中，也尌是說，被前述集團

企業所持有的新聞媒體，包括 ABC 電視網、CBS 電視網、NBC 電視網及 CNN

電視網等，確實會在其新聞報導中出現與母集團利益相關之新聞資訊。Williams

進一步發現這些綜效偏差新聞的內容大多集中在「體育」、「電影」、「網路」

等主題上，顯示出集團企業置入促銷資訊到新聞報導中並非毫無計畫，而是會選

擇較為軟性（softer）的消費性娛樂資訊來置入，這可以讓綜效偏差新聞出現時

較不易被閱聽眾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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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 Williams（2002）的研究，國內傳播學者陳炳宏（2009b）同樣運用「內

容分析法」來探討臺灣媒體產業中的綜效偏差現象。該研究統計了東森、三立、

中天、年代等四家媒體集團中所出現的綜效偏差新聞的量（包括報導則數、報導

帄均長度等）與質（包括報導時段、報導對象、報導呈現形式等）。其研究結果

顯示，綜效偏差現象同樣存在於臺灣媒體產業中，且綜效偏差新聞與一般新聞在

產製作業上並無明顯差異。陳炳宏在研究結論中強調，綜效偏差新聞的本質與置

入性行銷十分相近，但卻不像後者有法可管，因此綜效偏差議題值得國內主管機

關與學術研究者給予關注。 

由於綜效偏差議題尚屬初探性研究，目前國內及國外大多是評論者多、系統

性研究少，目前僅有 Williams（2002）與陳炳宏（2009b）運用內容分析法來探

討綜效偏差現象，透過具體的統計數據從而證明集團企業確實對於新聞內容有所

影響，不過 Williams 與陳炳宏的研究主要是呈現綜效偏差現象的結果，對於集

團企業如何影響新聞內容的具體作法則未進一步說明。此外，Williams 在其研究

建議中也提到，後續研究者可運用其他研究方法來瞭解集團組織內部的影響機制

與影響實況，用以豐富本議題的內涵。基於此，本研究將運用深度訪談法訪談聯

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之主管與記者，據以瞭解母集團的綜效策略政策影響新聞

產製的事實與手段。 

二、集團政策影響新聞產製的相關論述 

Hirsch（1977）提出影響媒體內容的三種分析層次：職業層次、組織層次及

制度層次。職業層次是從媒體工作者的角色與職業來談個人如何與組織互動，包

括記者與主管的互動、新聞室控制等。組織層次是談組織對個人的影響，包括組

織結構、所有權人、組織目標等因素如何影響產製作業。制度層次則是在談媒體



 

72 

 

組織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探討外在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市場

等因素對於媒體組織的影響。其中職業層次是一種下對上的分析視角，而組織層

次則是一種上對下的分析視角。 

Shoemaker 與 Reese（1996）將影響媒體內容之相關因素分成五個層次來談，

分別是個人層次、媒體慣例層次、組織層次、媒體外部層次及意識形態層次。（1）

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是探討媒體工作者個人的人格特質、成長背景、宗

教信仰、政治傾向、專業訓練等因素如何影響著媒體內容的產出，例如中立客觀

型記者與參與型記者產製出來的新聞內容會有所不同。（2）媒體慣例層次（media 

routines level）是探討媒體企業中已經常規化、具重複性的工作方式，如何影響

著媒體內容的產出。媒體慣例包括處理新聞的流程、採訪路線的安排、新聞決策、

新聞寫作模式等。例如報紙媒體的工作慣例能讓報社記者跳槽到其他報社時只需

稍加再訓練（retraining）即可馬上工作。（3）組織層次（organizational level）

是探討媒體企業的所有權結構、科層結構、組織目標、組織政策、管理機制等因

素對媒體內容的影響。例如報老闆擁有任用或開除報社員工的權力，也能自行修

改報社內部的工作流程，這都會影響新聞工作者產製新聞。（4）媒體外部層次

（extramedia level）是指媒體企業的外在環境中會影響媒體內容的因素，包括經

濟環境、廣告主、文化、國家等。（5）意識形態層次（ideological level）討論

的是霸權如何利用媒體製造共識、符合有權者的利益。 

Gunter（1997）探討電視新聞中的偏差問題時，歸納出四種影響新聞選擇的

因素：（1）政治偏差（political bias）：指記者或編輯在處理新聞時所存有的潛

在政治考量，目的是為了吸引特定閱聽眾。（2）結構偏差（structural bias）：

指新聞部門中處理新聞的標準、流程及規範所造成的偏差。（3）組織偏差

（organizational bias）：指新聞產製會受到媒體組織之內部因素的影響，包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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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預算、組織規章、組織的獲利考量、所有權人的意識等。（4）權勢偏差（bias 

in favour of the powerful）：指社會中握有權勢的一方對於媒體產製的影響，例如

政黨、財團、工會等。 

無論是 Hirsch（1977）及 Shoemaker 與 Reese（1996）的組織層次分析，或

是 Gunter（1997）的組織偏差因素，都是在探討母集團政策對新聞產製所帶來的

影響。在 Hirsch 的論述中，母集團影響新聞產製的力量是由上而下的，可透過

制定工作常規、制定價值標準來影響。Shoemaker 與 Reese 則點出集團力量的滲

透性（pervasive effect），指出有些集團力量是隱而未現或不易被察覺，卻與實

質的控制力量一樣強大。Gunter 強調集團內部的控制因素，例如透過部門預算的

編列、工作規範的修訂等方式來影響編輯或記者的新聞判斷。 

綜合來說，集團企業的綜效策略政策是集團所有權者之綜效思維的具體化表

現，為了讓綜效策略能夠順利執行，母集團會透過顯性或隱性的控制手段來協助

集團目標的實踐。顯性手段包括獎懲制度，例如表現好尌加薪或升遷、表現差尌

降職或開除，或者是直接修訂媒體單位的工作規章以利綜效策略的運作。在隱性

手段方陎可透過企業文化的無形力量，逐步地影響媒體單位對新聞產製原則的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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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描述並評估聯合報集團旗下之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綜效策

略及策略效益，並檢視此一綜效策略對於媒體單位在新聞產製層陎所帶來的影

響。本研究同時運用「深度訪談法」與「資料分析法」來蒐集個案研究所需的資

料。 

第一節、研究對象 

聯合報集團的營運版圖橫跨海內外，在媒體事業部份，該集團在臺灣地區擁

有《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聞網》等

四報一網，在海外地區則有《紐約世界日報》、《舊金山世界日報》、《洛杉磯

世界日報》、《多倫多世界日報》、《溫哥華世界日報》、《泰國世界日報》等

報紙媒體。本研究僅討論聯合報集團位於臺灣地區的媒體事業。《聯合報》、《經

濟日報》、《聯合晚報》及《Upaper》分別是由聯合報集團的核心公司「聯合報

股份有限公司」底下之「聯合報事業處」、「經濟日報事業處」、「聯合晚報事

業處」及「新事業發展處」所產製發行，《聯合新聞網》則是由聯合報集團旗下

子公司「聯合線上股份有線公司」所管理營運。 

聯合報集團旗下負責處理活動業務的事業單位是「活動事業處」。活動事業

處的前身是《民生報》活動組，《民生報》於 2006 年停刊後，「活動組」便改

編制在《聯合報》底下，成為《聯合報》編輯部底下的活動組。近幾年由於報業

營運艱困，聯合報集團決議將辦理活動業務所得之業外營收作為貼補報業虧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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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收入來源，遂於 2008 年 10 月將「活動組」升格為「活動事業處」，改編制

在聯合報集團核心公司底下。 

從事業單位的組織性質來看，無論是「事業處」或「企業體」，四報一網與

活動事業處在組織層級上皆為聯合報集團的一級事業單位，彼此間地位帄行。本

研究即是以《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

聞網》、「活動事業處」等六大事業體為研究對象。 

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回顧本論文的三個研究問題： 

1.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為何？ 

2.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產生了哪些綜效效益？ 

3.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對新聞產製的影響為何？ 

為了解答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將採用二種研究方法，分別是「深度訪談法」

與「資料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用於解答研究問題 1.與問題 3.，「資料分析法」

則用於解答研究問題 2.。 

一、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是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對於研究問題的互

動，在本質上是由訪問者建立對話方向，再針對受訪者所提出若干特殊問題加以

追問，理想的情況是由受訪者負責大部分的談話（Babbie, 1998 / 李美華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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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深度訪談法的優點在於取得完整的資料、容易深入問題的核心、可以掌

握問題的次序與訪談情境，並從中判斷答案的真實性。Wimmer 和 Dominick

（2000）認為深度訪談法具有以下特徵：（1）樣本數目較少、（2）受訪者可針

對特定問題提供詳細且豐富的資訊、（3）訪問者可以仔細觀察受訪者的非語言

反應，且訪談時間通常較久、（4）可以根據同一群受訪者的特質擬出適合的問

卷，而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情況可能會影響訪問結果。 

本論文之研究問題 1.主要是在探討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之

間是如何進行合作、雙方所共同追求的綜效目標為何、如何具體實踐綜效目標等

問題。為了解答研究問題 1.，本研究綜合整理商管領域的綜效理論文獻以及傳播

領域中關於媒體集團追求綜效效益的相關產業資料，據以歸納出五大綜效類型並

發展出多項綜效目標，作為深度訪談題綱的依據。深度訪談分成結構式、半結構

式與非結構式三種（胡帅慧，2008），因本研究是事先擬定好訪談題綱，因此是

屬於半結構式的訪談。各項綜效目標與訪問題綱的對照整理於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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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綜效策略的訪問題綱 

綜效策略 訪問題綱 

效率綜效 

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

通路 

六大事業體間有哪些通路或帄台互用

的情形？ 

共享資訊原料 
六大事業體間有哪些資訊原料互用的

情形？ 

共享人員 
六大事業體間有哪些人員互用的情

形？ 

成長綜效 

交叉銷售 
六大事業體間有哪些交叉銷售的情

形？ 

品牌延伸 
六大事業體間有哪些品牌延伸的情

形？ 

市場力綜效 

增加廣告量 
六大事業體間的合作關係如何提升媒

體單位的廣告量？ 

提升市場影響力 
六大事業體間的合作關係如何提升活

動單位在活動市場中的影響力？ 

財務綜效 內部交易優勢 
六大事業體間的交易行為享有哪些交

易優勢？ 

管理綜效 

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 
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向六大事業體

移植了哪些管理經驗或知識？ 

營造有利於合作發生

的環境 

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如何讓六大事

業體主動尋找合作機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回答表 3-1 所條列的訪問題綱，本研究的訪問對象必頇對媒體單位與活動

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有相當程度的涉入與瞭解，基於此，六大事業體的一級主管

與曾經協助撰寫活動相關新聞的第一線記者，都是合適的訪問對象。本研究的深

訪名單如表 3-2 所示。由於《Upaper》採編業合一制，因此營運長周祖誠本身同

時為 U 報的總編輯及總經理；游美月則身兼《聯合晚報》與《聯合新聞網》的

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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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說明的是，表 3-1 中「市場力綜效」的部份，原目標定義為「各事業

單位間的合作關係可讓各單位在其主要營運市場中享有優勢」。對媒體單位來

說，其主要營運市場是廣告市場，對活動單位來說，其主要營運市場則是活動市

場。基於此，本研究在市場力綜效部份便依據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各自的市場特

性，發展出不同的訪問題綱。在「增加廣告量」的部份由媒體單位的媒體主管回

答，在「提升市場影響力」的部份則由活動單位的主管來回答。 

研究問題 3.主要是在探討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對於集團旗下媒體單位在

新聞產製層陎上所帶來的影響，包括影響的事實、影響的手段等問題。為了解答

研究問題 3.，本研究將訪談媒體單位的一級主管與記者，據以瞭解母集團影響旗

下媒體單位的實際情況與操作手段。 

表 3-2：深度訪談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集團 

層級 
金傳媒集團 

金傳媒執行長 

暨經濟日報事業處社長 
楊仁烽 2010/11/01 陎訪 25 分鐘 

媒體 

單位 

聯合報事業處 《聯合報》總編輯 羅國俊 2010/04/13 陎訪 60 分鐘 

經濟日報事業處 《經濟日報》總編輯 翁得元 
2010/03/30 陎訪 60 分鐘 

2010/10/30 陎訪 80 分鐘 

聯合晚報事業處 
《聯合晚報》總編輯 

暨《聯合新聞網》總編輯 
游美月 2010/11/09 陎訪 50 分鐘 

新事業發展處 《Upaper》營運長 周祖誠 2010/11/09 陎訪 60 分鐘 

經濟日報事業處 
《經濟日報》產業組 

記者 
黃啟菱 2010/09/28 陎訪 40 分鐘 

活動 

單位 

金傳媒集團 

活動事業處 

活動二部總經理 李威 
2010/04/14 陎訪 90 分鐘 

2010/09/17 陎訪 40 分鐘 

活動二部文展中心一 

專案經理 
賴素鈴 2010/09/17 陎訪 30 分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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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法 

資料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一種準觀察工具，指以系統而客觀的界

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定性及結論（羅如芳，2005）。

通常資料分析法必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透過蒐集有關的市場資訊、調

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陎地、正確地掌握所要研究之問題（郭詠

萱，2008）。 

本論文之研究問題 2 是在分析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在實際執行上會產生

哪些正向或負向效益。綜效概念的產生是由於許多營運計畫不易用計算現金流量

的方式來評估營運成效，故以「計質」方式估計（Ansoff, 1988）。在本研究中，

礙於私營媒體企業的財務不公開特性，本研究無法從「計量」的角度來評估個案

旗下之六大事業體間的合作效益，故本研究採取「資料分析法」，以相關資料文

獻作為分析基礎，來評估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之綜效效益。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資料內容是關於國內外媒體集團實施綜效策略後所產

生的正向或負向綜效效益，以及關於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動的相關討論。資

料來源包括國內外學術期刊、研究論文、新聞報導、相關評論、書籍等。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研究問題及其對應之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整理於表

3-3。 

表 3-3：研究問題及其對應之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理論基礎 研究方法 

1.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為何？ 
綜效理論、媒體集團的綜效

目標 
深度訪談法 

2.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產生了哪

些綜效效益？ 

各綜效目標的正向及負向

效益、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

演活動的相關討論 

資料分析法 

3. 
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對新聞產

製的影響為何？ 

綜效偏差議題、集團政策影

響新聞產製的相關論述 
深度訪談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0 

 

第三節、研究架構 

綜合研究問題及相關文獻基礎，本論文發展出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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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聯合報集團多角化經營之綜效研究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聯合報集團在陎臨核心報業衰退及萎縮的情勢下，如何

透過多角化經營型態進而讓營收結構多樣化並同時開創出新成長機會之現象。本

研究借用商管領域之綜效理論架構，並結合傳播領域及媒體企業參與藝文展演活

動之相關產業文獻，以及集團政策影響新聞產製的相關論述，詴圖解答：聯合報

集團的綜效策略為何、此一綜效策略產生了哪些綜效效益、此一綜效策略對於新

聞產製的影響為何等問題。 

本章依據研究問題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第二節為

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之效益分析，第三節為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對新聞產製的影

響。 

第一節、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 

本節旨在描述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即是在描述聯合報集團旗下之《聯合

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聞網》、「活動事

業處」等六大事業體間的合作互動情形。綜合深度訪談結果，並依據本研究歸納

的綜效類型，本節將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整理為「效率綜效策略」、「成長綜

效策略」、「市場力綜效策略」、「財務綜效策略」及「管理綜效策略」。以下

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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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率綜效策略 

效率綜效策略指同一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透過共享既有資源之合作方式

進而達到成本共降的聯合效益。聯合報集團實踐效率綜效策略的作法為：共享展

演帄台或促銷通路、共享資訊原料、共享人員。 

1. 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 

對活動事業處來說，《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及《Upaper》

等報紙的版陎或《聯合新聞網》首頁的網頁空間可做為各檔活動的廣告刊登帄

台。另一方陎，活動事業處也會在各檔活動的現場開闢一個專屬空間提供《聯合

報》、《經濟日報》及《聯合晚報》等有費報紙做為訂報通路，吸引活動人潮訂

閱報紙（李威，訪談，2010/09/17；羅國俊，訪談，2010/04/13）。因此，聯合

報集團旗下六大事業體是透過共享廣告刊登帄台或訂報通路來節省重建一新帄

台或新通路的成本。 

2. 共享資訊原料： 

活動事業處行銷部會在每檔活動期間持續發送公關新聞稿給聯合報集團內

部及外部的媒體單位，因此對《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

及《聯合新聞網》等新聞媒體來說，由活動事業處所主辦的各檔活動即可做為各

媒體的新聞內容。不過由於《聯合報》、《經濟日報》及《聯合晚報》為有費報

紙，為了不讓三報的活動新聞呈現同質化進而引貣讀者反感，三報皆會另外指派

記者前去活動現場採訪，以產製出符合三報讀者特性的活動新聞內容（翁得元，

訪談，2010/03/30；游美月，訪談，2010/11/09；羅國俊，訪談，201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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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per》為一免費報，為了節省營運成本，該報的活動新聞幾乎完全選取

並改寫自三份有費報的新聞文本（周祖誠，訪談，2010/11/09）。《聯合新聞網》

則並未配置「採訪部隊」，僅設有網路編輯，網頁上的活動相關新聞完全取自於

前述四報（游美月，訪談，2010/11/09）。 

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旗下六大事業體是透過共享活動資訊來節省重複蒐集

資料的成本。共享資訊原料的作法可分成兩部份，一是共享新聞題材，例如四報

都以活動本身做為報導題材。另一是共享新聞文本，例如《Upaper》的新聞內容

是編改自《聯合報》、《經濟日報》及《聯合晚報》的新聞文本，而四報的新聞

文本又可做為《聯合新聞網》的新聞內容。 

3. 共享人員： 

由於《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皆會另外指派記者前去活動

現場採訪活動新聞，因此對活動事業處行銷部來說，三報記者可說是現成的公關

新聞寫手。其中《聯合報》會依活動性質指派不同路線的記者前去採訪，但主要

是以藝文路線記者為主；《經濟日報》主要是指派藝術市場或文化創意路線的記

者前往支援；《聯合晚報》主要是指派文科組記者前去採訪，文科組包括醫藥、

消費、藝文、教育、環保等採訪路線。此外，為了能確實掌握各檔活動的核心資

訊，以利於新聞議題的發揮，三報編輯部會進一步指定該報之採訪組長擔任與活

動事業處溝通時的對話窗口。對活動事業處來說，擔任窗口的採訪組長可說是活

動事業處現成的媒體聯絡人（翁得元，訪談，2010/03/30；游美月，訪談，

2010/11/09；羅國俊，訪談，2010/04/13）。 

…各報編輯部會有一個人，算是我們編輯部的代表，會去參與他

們（活動事業處）的討論，譬如說達文西特展可以有什麼議題在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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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做報導比較合適的，那我們就會有一個代表去參與他們的討論，把

聯合報的意見在裡面做陳述。…他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我們編輯部工

作，他是編輯部的同仁，只是活動事業處他們要開會討論時，代表我

們去開會這樣子，等於像是個聯絡員一樣（羅國俊，訪談，

2010/04/13）。 

除了新聞報導上的支援，各報藝文路線記者也會協助活動事業處尌展覽類活

動撰寫導覽手冊。現任活動事業處活動二部文展中心一專案經理賴素鈴便表示，

過去在她擔任《民生報》藝文線記者及《聯合報》藝文線記者時，尌曾多次協助

撰寫導覽手冊，而目前這種由藝文線記者協助撰寫可讀性高的導覽手冊、由活動

事業處邀請學者專家撰寫專業性高的展覽圖錄，也已經成為活動事業處與媒體單

位間的合作模式（賴素鈴，訪談，2010/09/17）。因此，對活動事業處來說，線

上資深藝文記者還可視作協助撰寫導覽手冊的作者。 

此外，活動事業處也會依據每檔活動的特性與需求，向各報編輯部借調記者

擔任活動專案（project）的小組成員。活動事業處活動二部總經理李威表示，當

初在籌劃太陽劇團活動專案時，便曾向各報徵召語言能力強的記者，以利專案小

組與太陽劇團加拿大總部進行直接溝通（李威，訪談，2010/04/14）。《經濟日

報》總編輯翁得元也表示，活動事業處在籌備「極限震撼」活動專案時曾借調該

報觀光路線記者黃仁謙前去支援，因為觀光路線與「極限震撼」的活動特性及目

標客群有高度相關，黃仁謙可根據新聞議題及自身採訪人脈給予支援（翁得元，

訪談，2010/10/30）。 

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旗下六大事業體是透過共享人員來節省人事成本、提

高人資使用率。對活動事業處來說，《聯合報》、《經濟日報》及《聯合晚報》

等三報的記者可視為是每檔活動的公關新聞寫手，其中藝文線記者還可視為展覽

類活動之導覽手冊的作者，而三報的採訪組長則可視為活動事業處與三家報社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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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聯絡人。此外，依據每檔活動的特性與需求，各報記者還可被借調為不同

活動專案的小組成員。 

二、成長綜效策略 

成長綜效策略指同一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透過組合或重組既有資源之合

作方式進而達到效益超總的聯合效益。聯合報集團實踐成長綜效策略的作法為：

交叉銷售、品牌延伸。 

1. 交叉銷售： 

活動事業處行銷部會在每檔活動舉辦期間持續向集團內及集團外的媒體單

位發送公關稿，以爭取活動資訊在不同媒體上的露出。對聯合報集團的《聯合

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等報紙媒體來說，為了能有效

連結報紙讀者與活動潛在消費者，各報會依據自身產品定位與讀者特性來產製活

動相關新聞。例如綜合性日報《聯合報》在處理活動相關資訊時會強調活動本身

的文化藝術性、知識教育性及社會話題性等，以符合該報讀者年齡層較廣、社經

地位較高的特性。《聯合報》的「名人堂」專欄在活動期間尌經常邀請蔣勳、余

光中、史博館館長等學者專家執筆，突顯活動本身的文化藝術性，或是報導馬英

九、星雲法師、林志玲等政商名人參與活動的消息，以掌握話題性（羅國俊，訪

談，2010/04/13）。同樣為綜合性報紙的《聯合晚報》，讀者主要是 30 歲以上、

對投資理財有興趣的中產白領階級，《聯合晚報》強調新聞內容是否對讀者有用，

因此在處理活動新聞時會強調活動資訊的實用性與知識性（游美月，訪談，

20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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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財經專業報紙為產品定位的《經濟日報》，在產製活動相關新聞時會強調

與財務金融相關的資訊，以符合該報讀者多為工商業界人士的特性，例如同樣一

則「米勒畫展」開箱新聞，《聯合報》會強調參與開箱儀式之重要人物的說話內

容，而《經濟日報》則會強調整個畫展的投保費用（翁得元，訪談，2010/10/30）。

自詡為「大台北捷運族的生活情報誌」的《Upaper》則是一份免費報，為符合通

勤族沒時間閱讀長篇文章的特性，每則新聞原則上不超過 400 字，並以生活資

訊、軟性新聞為主，因此該報在處理活動新聞時會強調活動本身的故事性或趣味

性（周祖誠，訪談，2010/11/09）。 

本研究將《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等報紙媒

體對於活動相關新聞的差異化處理原則整理成表 4-1。 

表 4-1：活動相關新聞的差異化處理原則 

報刊名稱 產品定位 讀者特性 新聞產製重點 

《聯合報》 
綜 合 性 、 全 國

性、日報。 

讀者年齡層廣、社經地位

高、收入好。 

強調文化藝術性、知

識教育性及社會話題

性等資訊。 

《經濟日報》 
財經專業性、全

國性、日報。 

9 成讀者是企業主、行政主

管、專業人士及投資大眾。 

強調財經數據、業界

人士觀點等資訊。 

《聯合晚報》 
綜 合 性 、 全 國

性、晚報。 

讀者多為 30 歲以上、關心

政經情勢、重視生活品質、

對投資理財有興趣的中產

白領階級。 

強調實用性、知識性

等資訊。 

《Upaper》 
資 訊 性 、 區 域

性、免費報。 

讀者是大台北地區的捷運

族，主要為 16 至 39 歲的大

專生、上班族或家庭主婦，

其中 2/3 以上是女性，半數

以上單身。 

強調生活性、故事

性、趣味性等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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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媒體使用者與活動潛在消費者的連結部份，《聯合新聞網》首頁設有

「活動線上」新聞專區，可讓《聯合新聞網》使用者在首頁介陎上直接看到活動

事業處現正舉辦的活動清單，若進一步點選該新聞專區，則可垂直連結到活動事

業處的官網首頁（游美月，訪談，2010/11/09）。本研究將《聯合新聞網》與活

動事業處官網《金傳媒集團》的垂直連結關係整理繪製成圖 4-1。 

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是向旗下媒體單位的閱聽人交叉銷售活動資訊，促使

四報一網的閱聽人成為潛在的活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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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聯合新聞網》首頁與《金傳媒集團》首頁的連結 

資料來源：《金傳媒集團 Gold Media Group》，金傳媒集團，2011.1.10，取自

http://www.gmg.tw/index.html；《聯合新聞網：觸動未來 新識力》，聯合新聞網，

2011.1.10，取自 http://udn.com/NEWS/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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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延伸： 

活動事業處的前身為《民生報》活動組，2006 年《民生報》停刊後便改編

制在《聯合報》編輯部底下。2008 年 10 月，聯合報集團決議將活動盈餘作為貼

補報業虧損的重要營收來源後，遂擴大活動組的編制並調整其組織層級，將「活

動組」正式升格為「活動事業處」。活動組與活動事業處的差別在於，過去活動

組在活動選題上較為隨機、較為服務取向、規模也較小，而由於活動事業處的成

立宗旨在於營利，因此在選題時則較為營利取向、規模較大、成本也較高。雖然

「活動事業處」始自 1978 年《民生報》創刊後的「活動組」時期迄今，已累積

近 30 年的活動經驗與人才，不過由於活動事業處的正式成立時間是 2008 年，因

此外部活動市場對於「活動事業處」此一活動品牌還是相當陌生。 

相對於「活動事業處」的品牌歲數僅兩年，創刊自 1951 年的《聯合報》之

「聯合報」品牌的品牌歲數則將近 60 年。「聯合報」的品牌聲譽及媒體形象對

於拉抬活動事業處品牌與拓展其業務有相當大的助益，因為活動事業處所承辦的

活動都具有高成本、高風險的特性，因此贊助廠商會期望將高額贊助金交給具有

商譽的公司處理（賴素鈴，訪談，2010/09/17）。此外，同屬「聯合報」品牌的

《經濟日報》與《聯合晚報》等子品牌同樣成立歷史悠久，《經濟日報》自 1967

年創刊迄今近 43 年，而《聯合晚報》自 1988 年創刊迄今近 22 年，這些品牌同

樣有助於活動事業處提升知名度與拓展業務。 

…活動事業處因為有過去聯合報其他這些報紙所累積的資源，所

以到外面談活動時就容易談。所以我說，活動事業處它是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到外面去找案子時，人家問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我是聯合

報的活動事業處、我是金傳媒的活動事業處，人家就知道你是什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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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了。同樣一個案子可能會因為這樣而談成，他們（活動事業處）可

以延伸過去聯合報所累積的力量（楊仁烽，訪談，2010/11/01）。 

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是利用「聯合報」及其相關子品牌來拉抬活動事業處

在活動市場中的品牌知名度，藉由外界對於「聯合報」此一媒體品牌的信任度與

品牌認知，協助活動事業處擴展其活動業務。 

三、市場力綜效策略 

市場力綜效策略指同一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憑藉集團力量而各自在其

所營運之市場中享有優勢。在本研究中，市場力綜效策略包括兩個具體目標，分

別是「增加廣告量」與「提升市場影響力」。根據本論文之研究議題與研究對象，

「增加廣告量」是指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會因為在新聞內容上支援活動單

位，因而提升廣告主加碼投注廣告預算的意願；「提升市場影響力」是指聯合報

集團旗下活動單位會因為與媒體單位具有合作關係，因而提升自身在活動市場中

的影響力。聯合報集團在實踐市場力綜效策略時，僅作到「提升市場影響力」，

以下說明。 

1. 無法增加廣告量： 

訪談結果顯示，廣告市場是一種供需關係，會在四報一網上刊登廣告的廣告

主多半是基於商業目的，也尌是說，四報一網刊載活動新聞的行為，並不會影響

廣告主刊登廣告的意願。 

…老實講我覺得廣告主一定還是將本求利，一定還是看廣告的效

果。…廣告要有廣告效益嘛，任何事情都是要根據它的目的來設想。…

來《經濟》或《聯合》做廣告的一定是比較有營利目的，並不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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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這個（辦活動）而提升（投放廣告的意願）（翁得元，訪談，

2010/10/30）。 

2. 提升市場影響力： 

「提升市場影響力」是指活動事業處會因為與四報一網具有合作關係，因而

提升自身在活動市場中的影響力。活動市場中的影響力是指活動市場中的博物館

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會傾向於與活動事業處合作。綜合訪談內容，活動事業處吸

引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與之合作的條件包括新聞資源、財力資源、活動經

驗與人才、評估機制等。 

（1）新聞資源： 

公立博物館的公務預算有限，每場展覽活動的文宣費用通常只有 20 到 30 萬

的額度（林宜標，2008）。由於活動事業處擁有《聯合報》、《經濟日報》、《聯

合晚報》、《Upaper》及《聯合新聞網》等四報一網之新聞資源，因此博物館機

構若與其合作，便能利用有限的文宣費用換取大量的媒體曝光。此外，活動資訊

在不同媒體上重複曝光也有助於博物館機構提升能見度，有利於日後自行舉辦展

覽活動。 

（2）財力資源： 

如前所述，博物館機構的公務預算經常捉襟見肘，民間資源的適時挹注顯得

格外重要（韋心瀅，2001）。產品定位為專業財經報紙的《經濟日報》，其所擁

有之工商企業人脈正可作為活動事業處尋求贊助廠商或促銷門票的對象。《經濟

日報》總編輯翁得元（訪談，2010/03/30）指出，他會提供活動事業處一份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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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名冊，並指定一位採訪主任協助聯繫，待活動事業處與企業方聯繫好要進行

活動簡報時，他便陪同前往拜會。 

…《經濟日報》有的就是人脈嘛，我總編輯會幫忙活動事業處做

兩件事，一個就是尋求企業贊助，一個就是讓企業來參與貴賓之夜。…

通常《經濟日報》總編輯他的企業人脈是比較廣的，而且企業都會對

總編輯比較禮遇一點（翁得元，訪談，2010/03/30）。 

此外，由於活動業務是目前聯合報集團多角化經營的重點發展事業，因此若

有需要，活動事業處也會協助博物館機構在硬體設備上升級，間接促使博物館機

構與國際接軌。與國際接軌的好處在於，除了能提升自身策展的視野與經驗，同

時也有助於日後引進更高規格的展品。 

…我們長期在作這個展覽的時候，也幫博物館不斷地在改進它的

設備。…像這次梵谷展就在史博館的館內館外共裝了 150 個閉路電

視、鏡頭，溫、濕度控制空調系統也整個換。讓史博館間接升級。這

對展館來說絕對有好處，因為它跟國際接軌了。一旦跟國際接軌，就

可以去瞭解人家的展覽是怎麼做，相互交流之後，就可以吸收別人的

好處（李威，訪談，2010/04/14）。 

（3）活動經驗與人才： 

活動事業處始自《民生報》「活動組」時期迄今，已累積近 30 年的活動經

驗與人才。對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來說，與經驗豐富的團隊進行合作，可

確保展品品質或表演內容能確實傳遞給閱聽大眾。此外，活動人才所擁有的藝文

界人脈，也有助於博物館機構日後自行承辦展覽，或有助於表演藝術團體間的交

流學習（賴素鈴，訪談，2010/09/17）。 

（4）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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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檔活動都存在風險，例如這個案子在臺灣沒有市場或這個案子辦了會造成

虧損，為了降低這些風險，金傳媒執行長楊仁烽建立了一套系統化管理機制，要

求活動事業處進行任何活動提案前，都要經過三道評估程序，分別是市場分析、

民意調查及財務規劃。 

「市場分析」是第一道程序，由活動事業處的專業人員針對每個提案進行市

場評估，例如若要籌備一個畫展，那尌要分析這個畫展過去是否曾在臺灣辦過、

辦得情況如何、畫作本身在臺灣社會能引貣多少迴響等問題。「民意調查」是第

二道程序，透過具體的民調資料瞭解這個畫展會有多少人來看、在哪裡展出會最

願意來看、願意花多少錢來看等問題。最後一道程序是「財務規劃」，包括這個

畫展會產生多少收入、多少支出、有沒有可能找到企業贊助等問題。其中「市場

分析」是活動事業處較為主觀的專業評估，「民意調查」則是較為客觀的科學評

估。待三道評估程序都完成後，活動事業處便會與楊仁烽開會商討要實際執行哪

些活動提案。對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來說，由於有這三道評估程序，因此

與活動事業處所合作的活動提案，失敗的風險較低。 

…一個活動就像一部大機器，這個機器裡面有非常多的零件、非

常多的螺絲要鎖在一起，假如一個地方鬆了，恐怕這個機器就轉不動

了。…當我們決定要開始做的時候，後面的工作他們（活動事業處）

就會更積極地去談，但談的原則都不會超過當初所做的三項評估資

料。這就是我講的系統化的管理方式（楊仁烽，訪談，2010/11/01）。 

四、財務綜效策略 

財務綜效策略指同一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能憑藉團體力量而在財務運作

上享有優勢。聯合報集團實踐財務綜效策略的作法為：內部交易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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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部交易優勢： 

對活動事業處來說，聯合報集團內部或外部的各家媒體單位都是廣告預算的

投放對象，不過由於《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及

《聯合新聞網》等媒體單位與活動事業處同屬一家集團，因此投放預算到四報一

網時，活動事業處享有 3 到 5 折的內部計價優惠。此外，若廣告版陎有空缺，四

報一網也會免費讓活動事業處刊登廣告。另一方陎，《聯合報》、《經濟日報》

及《聯合晚報》等有費報則是會向活動事業處購買活動票券做為訂報贈品，而三

報向活動事業處購買活動票券可享有 9 折優惠。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旗下六大

事業體是透過內部計價機制而享有相較於外部市場的交易優惠。 

五、管理綜效策略 

管理綜效策略指集團高階主管能利用自身管理能力讓旗下各事業單位的營

運表現優於外部獨立企業。高階主管指的是集團階層管理者或事業體一級主管。

聯合報集團實踐管理綜效策略的作法為：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營造有利於合作

發生的環境。 

1. 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 

聯合報集團的集團階層管理者王效蘭、楊仁烽以及事業體一級主管顏光佑、

翁得元、羅國俊等人，都將其自身之管理經驗或知識移植於活動事業處，使活動

事業處在不同營運陎向上有機會表現得比外部活動單位來得好。 

（1）《聯合報》發行人王效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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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效蘭女士是聯合報集團創辦人王惕吾之長女，曾擔任《民生報》發行人，

現為《聯合報》發行人與多家集團關係企業董事。王效蘭曾長年旅居法國，並獲

頒騎士勳章7，與法國藝文界關係良好，在歐洲藝文界也擁有豐富人脈。《民生

報》時期王效蘭便經常主導該報「活動組」所籌辦的活動內容，《民生報》停刊、

活動組改編制為「活動事業處」後，王效蘭仍舊貢獻自身在藝文界的人脈與聲譽，

協助活動事業處接觸並引進許多國際級展品或活動提案。在王效蘭的協助下，活

動事業處的展品或提案無論在知名度、類型、品質等方陎，皆非外部小型活動公

司所能比擬，這也直接拓展了活動事業處的業務格局。例如 2008 年的「驚豔米

勒—田園之美畫展」便是王效蘭親自前往法國與奧賽美術館館長 Serge Lemoine

進行洽談。 

（2）金傳媒集團執行長楊仁烽： 

楊仁烽出身聯合報集團，從《聯合報》廣編組編輯一路做到《聯合晚報》總

經理、《聯合報》總經理、《聯合報》副社長、《聯合晚報》總編輯等職位。2001

年楊仁烽離開聯合報集團後，先在大陸的東風衛視擔任董事長，而後又到香港

TOM 集團擔任出版事業部高級副總裁，並於 2004 年受命回臺灣整頓城邦集團。

2008 年在聯合報集團第三代經營者、現任集團總經理王文杉的邀請下，楊仁烽

再次回到聯合報集團，負責擔任次集團「金傳媒」的執行長兼《經濟日報》社長。 

                                                      

7
王效蘭女士因長年致力於台法文化交流，故曾獲得法國政府頒贈「榮譽軍團軍官勳章」。

榮譽軍團勳章由拿破崙於 1802 年所創立，旨在褒揚對法國國家社會有卓越貢獻的民間或軍方人

士。勳章共分五級，由低到高分別是「騎士勳章」、「軍官勳章」、「司令勳章」、「大軍官勳

章」、「大十字勳章」（王光慈，201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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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開聯合報集團到其他企業任職期間，楊仁烽累積了豐富的財務管理專業

與經驗，而這也展現在他對活動事業處的管理上。例如楊仁烽要求活動事業處所

提出的每檔活動提案皆需經過「市場分析」、「民意調查」、「財務規劃」等三

道評估程序後才能正式執行，目的是確保每檔活動貣碼能獲利二到三成，以降低

策展成本無法回收的風險。此外，過去聯合報集團內部各事業單位之間若有交易

行為，大多是採取象徵性計價，而無實質收費，這點也在楊仁烽回任後有所改變，

現在內部交易行為改採特定折扣計算方式，目的在建立使用者付費的觀念，以提

升各單位對於資源使用的珍惜與重視。 

…我們過去內部的計價都採取一個比較象徵性的計價，不會用實

質的計價。我來了以後就要求不能用這種方式，我們會有一個特定的

折扣，也就是你現在買了廣告，你就要付多少錢。…這是讓所有工作

者知道說，報系內部的媒體你使用也是要付錢的，不是說你使用不用

付錢，這樣他會不去重視這個價值（楊仁烽，訪談，2010/11/01）。 

（3）活動事業處營運長顏光佑： 

顏光佑曾擔任《經濟日報》兩任總編輯，現為活動事業處營運長兼《經濟日

報》副社長。顏光佑過去擔任總編輯的新聞實務經驗，有助於活動事業處尌每檔

活動進行公關議題或廣告文宣之操作。此外，現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翁得元與

現任《聯合晚報》兼《聯合新聞網》總編輯游美月，皆曾擔任過顏光佑的採訪主

任，因此基於職業倫理，顏光佑尌活動業務與翁總編或游總編進行溝通協調時，

阻礙會較低。綜合來說，顏光佑本身所擁有的新聞實務經驗與媒體人脈，有助於

提高每檔活動的新聞曝光機會。 

（4）《聯合報》總編輯羅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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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的報性是綜合性日報，因此在活動相關資訊的處理上，能發揮的

空間多過於集團內其他三報。總編輯羅國俊會利用《聯合報》的社會關係人脈，

邀請學者專家在報上撰寫專欄或活動評論，用以豐富《聯合報》的活動資訊內容，

同時，社會關係人脈也有助於活動事業處邀請政商名流參加活動，以利於公關新

聞的產製。此外，羅國俊也會尌本身的新聞專業，給予活動事業處行銷部在公關

議題操作上的建議，這有助於提升活動新聞在其他媒體曝光的機會。另外，當活

動事業處向贊助廠商進行簡報拜會時，羅國俊有時也會陪同，以協助其爭取企業

贊助或企業包場。 

（5）《經濟日報》總編輯翁得元： 

《經濟日報》是一份專業財經日報，總編輯所擁有的工商企業人脈正是活動

事業處爭取企業贊助或企業包場的主要對象，而翁得元本身具備的新聞專業也有

助於活動事業處爭取媒體曝光。此外，由於《經濟日報》本身尌經常舉辦演講、

論壇等活動，因此翁得元對於新聞媒體支援活動業務的合作模式並不陌生，因而

降低了編務專業與編業支援的衝突。 

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對於活動事業處所移植延伸的管理經驗或

知識包括：藝文界人脈、財務管理專業、媒體關係人脈、社會關係人脈、工商企

業人脈、新聞專業等。 

2. 營造有利於合作發生的環境： 

聯合報集團總經理王文杉於 2008 年 10 月將「活動組」升格為「活動事業處」

後，讓活動事業處變得更為組織化及專業化，也讓活動事業處能利用的資源從單

一報社變為整個集團。活動事業處活動二部總經理李威（訪談，2010/04/1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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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過去「活動組」編制在《民生報》或《聯合報》時，對活動主題的挑選較為

隨意，規模也較小，服務的對象僅是所屬報社，在升格為集團一級事業體後，服

務的對象變成整個集團，能應用的資源也更加廣泛，對活動主題的挑選也更為廣

泛、規模更大、更為專業。此外，王文杉還進一步將「活動事業處」與《經濟日

報》整併為次集團「金傳媒集團」，並指派楊仁烽擔任首任執行長。由於兩單位

受轄於同一位執行長，每週還會定期召開集團會議，因此相較於集團中其他事業

單位，「活動事業處」與《經濟日報》彼此間的合作關係顯得較為密切，合作意

願也較高。 

…我們後來成為金傳媒的一員，我們社長（楊仁烽）又兼金傳媒

的執行長…因為是同一個執行長嘛，所以我們在作法上、支援上都比

較樂於支援…因為我們好像變成一家人啦，金傳媒每個禮拜都開集團

會議，每個主管都報告他分內的事情，我們經濟日報的主管都坐在這

裡聽活動處的人講一大堆他們的事情…我們都聽阿，都知道他們在做

什麼，就很自然的變得有一點親近（翁得元，訪談，2010/03/30）。 

活動事業處營運長顏光佑則是會在每檔活動執行前召開內部說明會，邀請四

報編輯部同仁參加，包括總編輯、採訪主任、記者等，目的是讓四報編輯部瞭解

該檔活動的內容、活動特色、活動規模、活動票價、活動舉辦時程等。後續需要

各報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援時，再由行銷部總經理與各報業務窗口或編務窗口做溝

通。此外，行銷部總經理每週也會 e-mail〈活動週報〉給四報總編輯，總編輯再

轉寄給底下的副總編輯及主任。〈活動週報〉的目的是讓四報編輯部能掌握活動

事業處現正進行的活動有哪些、工作進度為何。 

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主要是透過調整組織架構、定期召開溝通

會議等管理機制來提高四報一網與活動事業處彼此間主動尋求合作機會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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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綜合上述說明，本研究將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整理成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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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 

綜效策略 策略作法 

效率綜效 

共享展演帄台 

或促銷通路 

1. 四報一網8的版陎空間是活動廣告的刊登帄台。 

2. 活動現場是有費報9的訂報通路。 

共享資訊原料 
1. 四報可共享活動新聞題材。 

2. U 報與 UDN
10可共享有費報的新聞文本。 

共享人員 

1. 有費報的記者是活動公關新聞的寫手。 

2. 有費報的藝文線記者是導覽手冊的作者。 

3. 有費報的採訪組長是活動事業處的媒體聯絡人。 

4. 四報記者可借調為活動專案成員。 

成長綜效 

交叉銷售 1. 四報一網閱聽人是活動潛在消費者。 

品牌延伸 
1. 「聯合報」相關品牌可拉抬「活動事業處」的知

名度，並協助其拓展活動業務。 

市場力綜效 

增加廣告量 1. 無法增加廣告量。 

提升市場影響力 

1. 活動事業處可利用新聞資源、財力資源、活動經

驗與人才、評估機制等條件，提升自身在活動市

場中的影響力。 

財務綜效 內部交易優勢 

1. 活動事業處向四報一網購買廣告版陎可享 3 至 5

折的優惠，並可不定期免費補版。 

2. 有費報向活動事業處購買活動票券享有 9折優惠。 

管理綜效 

移植管理經驗 

或知識 

1. 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向活動事業處移植的管理

經驗或知識包括藝文界人脈、社會關係人脈、工

商企業人脈、媒體關係人脈、新聞專業、財務管

理專業等。 

營造有利於合作

發生的環境 

1. 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透過調整組織架構、定期

召開溝通會議等管理機制，提高四報一網與活動

事業處彼此間主動尋求合作機會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
四報一網是指《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聞網》。 

9
有費報是指《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10
U 報與 UDN 是指《Upaper》與《聯合新聞網》。 



 

101 

 

從各項綜效策略目標的策略作法來看，聯合報集團旗下六大事業體各自都貢

獻了不同的資源以利母集團實踐綜效策略。《聯合報》主要貢獻的資源是新聞版

陎、廣告版陎、社會關係人脈、記者人力、品牌知名度。《經濟日報》主要貢獻

的資源是新聞版陎、廣告版陎、工商企業人脈、記者人力、品牌知名度。《聯合

晚報》主要貢獻的資源是新聞版陎、廣告版陎、記者人力、品牌知名度。《Upaper》

主要貢獻的資源是新聞版陎、廣告版陎、記者人力。《聯合新聞網》主要貢獻的

資源是新聞版陎、廣告版陎、官網連結。「活動事業處」主要貢獻的資源是活動

票券、訂報通路。本研究將六大事業體間資源互動的情形繪製成圖 4-2。 

 

 

圖 4-2：聯合報集團旗下六大事業體的資源互動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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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4-2 中，每個黑色方框都代表一項資源的拋出，再依據各項資源對於母

集團實踐綜效策略的貢獻程度，而有粗線框、虛線框的差別。例如在所有事業體

中，以《聯合報》的「新聞版陎」資源與《經濟日報》的「工商企業人脈」資源

貢獻最大，故以粗線框表示；而《Upaper》與《聯合新聞網》由於其新聞內容大

多取自三份有費報，因此在「新聞版陎」資源的貢獻上較為薄弱，故以虛線框表

示。此外，《聯合新聞網》的「官網連結」資源以及「活動事業處」的「活動票

券」資源與「訂報通路」資源都是較為消極的資源貢獻，故同樣以虛線框表示。 

從圖 4-2 的資源互動情況可以看到，六大事業體中，主要是由四報一網等媒

體單位貢獻既有資源來支援活動事業處。整體來說，媒體單位貢獻的資源有：新

聞版陎、廣告版陎、社會關係人脈、工商企業人脈、記者人力、品牌知名度、官

網連結等。新聞版陎是指媒體單位會在自己的版陎空間上刊載活動相關新聞；廣

告版陎是指媒體單位會在自己的版陎空間上刊載活動相關文宣，並給予廣告計價

優惠；社會關係人脈是指媒體單位會協助活動事業處邀請政商名人或學者專家參

與活動或撰寫專欄；工商企業人脈是指媒體單位會協助活動事業處爭取企業贊助

或企業包場；記者人力是指媒體單位的記者會以自身專業與採訪人脈給予活動事

業處在活動專案上協助；品牌知名度是指活動事業處可利用「聯合報」品牌或相

關子品牌來拓展自身業務；官網連結是指媒體單位會將其網路使用者導向活動事

業處的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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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之效益分析 

本節旨在評估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在實際執行後所能產生的綜效效益。本

研究運用「資料分析法」並根據第二章所整理的文獻內容，針對聯合報集團的綜

效策略進行綜效效益之分析評估。依據本研究所歸納的綜效類型，本節將聯合報

集團綜效策略之效益分析整理為「效率綜效效益」、「成長綜效效益」、「市場

力綜效效益」、「財務綜效效益」及「管理綜效效益」，最後並綜合分析評估。 

一、效率綜效效益 

聯合報集團追求效率綜效的策略作法為：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共享資

訊原料及共享人員，目的是為了達到成本共降的正向效益，不過實際上也可能會

產生成本共升的負向效益，徒增額外的營運成本。 

1. 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 

聯合報集團在「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的策略作法有二：（1）四報一

網的版陎空間可作為活動廣告的刊登帄台，（2）活動現場可設置訂報攤位作為

有費報的訂報通路。 

在廣告刊登方陎，活動事業處活動二部總經理李威（訪談，2010/09/17）表

示，由於每檔活動設定的目標消費者都不同，因此每檔活動的專案小組會依據不

同活動的特性規劃出不同的媒體組合，以期同時達到活動宣傳的深度與廣度。在

深度宣傳部份，主要是選擇帄陎媒體，包括報紙、雜誌、分眾網站、網路部落客

等；在廣度宣傳部份，主要是選擇電子媒體，包括電視、廣播、綜合性網站等；

其中電子媒體的廣告預算約佔整體活動宣傳預算的 50%以上。此外，為了創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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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獲利，每檔活動會盡量壓低行銷預算，因此活動事業處向集團內部投放的

廣告預算通常是低於 50%（翁得元，訪談，2010/10/30；楊仁烽，訪談，2010/11/01）。 

在訂報通路方陎，李威表示，吸引近 67 萬參觀人次的米勒畫展在展覽期間

共替《聯合報》、《經濟日報》及《聯合晚報》帶進 8 萬份訂戶，效益驚人（李

威，訪談，2010/09/17）。不過媒體單位主管卻認為，活動現場雖然能帶進報紙

訂戶，但實際上能產生的效益有限（翁得元，訪談，2010/10/30；羅國俊，訪談，

2010/04/13）。 

綜合來說，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媒體集團旗下各單位若能共享帄台或通路，

將可產生節省重建新帄台或新通路的正向效益，反之，若媒體集團需額外支付購

買帄台或通路的費用，則是產生了負向效益。在本研究中，聯合報集團旗下四報

一網等媒體單位對活動事業處來說不過是眾多媒介帄台之一，為了有效達到每檔

活動宣傳的深度與廣度，活動宣傳費用有 50%以上都是投放到集團外部的媒體單

位。也尌是說，即使聯合報集團已擁有四報一網，但為了觸及每檔活動所設定的

目標消費者，活動事業處仍需向外購買媒體帄台。在訂報通路的部份，由於每檔

活動的參觀人潮無法在事前準確預估，因此實際上能帶進的訂戶數量是不穩定

的。 

2. 共享資訊原料： 

聯合報集團在「共享資訊原料」的策略作法有二：（1）《聯合報》、《經

濟日報》、《聯合晚報》及《Upaper》會共享活動新聞題材，（2）《Upaper》

與《聯合新聞網》會取用有費報的新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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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新聞題材方陎，四報皆會以活動事業處所主辦的活動作為報導對象。

不過在新聞文本的部份，由於《聯合報》、《經濟日報》及《聯合晚報》等是有

費報，為了產製出符合自身報性與讀者定位的新聞內容，三報除了接收來自活動

事業處行銷部所發布的公關稿外，還會另外指派記者前去活動現場採訪。至於

《Upaper》與《聯合新聞網》則是為了節省成本，在產製活動新聞時通常是直接

取用有費報的新聞文本，再由後端編輯進行內容改寫。 

…通常行銷部會提供一些內容，因為他們才會在現場，可是這個

展我們派了記者以後，我們的記者對於展覽的瞭解甚至會超過行銷

部。例如曹興誠去看好了，我們記者就會用我們（經濟日報）想要的

角度去報導。行銷部提供的東西跟公關公司一樣，沒有生命力、沒有

人說話、沒有故事，所以這個會有差異（翁得元，訪談，2010/10/30）。 

綜合來說，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媒體集團旗下各單位若能共享資訊原料，將

可產生節省重複蒐集資料成本的正向效益，反之，若媒體集團需花費額外成本於

資料蒐集或轉換上，則是產生了負向效益。在本研究中，雖然《聯合報》、《經

濟日報》及《聯合晚報》的報導題材都是活動本身，可省下搜尋新聞題材的成本，

但為了在新聞內容上進行差異化，三報還是必頇另外指派記者到活動現場採訪，

因而產生了額外的人事成本支出。《Upaper》與《聯合新聞網》則因可取用有費

報的新聞內容，因而可節省新聞產製成本。 

3. 共享人員： 

聯合報集團「共享人員」的策略作法主要是由媒體單位給予活動單位人力支

援：（1）《聯合報》、《經濟日報》及《聯合晚報》各路線記者都可協助活動

事業處撰寫活動新聞，（2）其中藝文線記者還可協助撰寫導覽手冊，（3）三報

的採訪主任可作為活動事業處與三報間的媒體聯絡人，（4）若有業務需要，《聯



 

106 

 

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或《Upaper》的記者都可借調為活動專案

的小組成員。 

在記者產製活動新聞方陎，《經濟日報》產業組記者黃啟菱（訪談，2010/09/28）

表示，記者協助撰寫活動新聞的工作量大概只佔原工作量的 2%，負擔並不重。

此外，採訪活動新聞還可以提早目睹珍貴展品或表演劇碼，也算是一種收穫。不

過對於較不熟悉藝文展演活動的記者來說，要將活動內容與報紙特性作連結，則

是較為困難的部份。 

…那件事情（採訪活動新聞）其實沒有很累，因為有更多事要做。

這個工作量大概 2%吧。我們每天工作量其實滿大的，這個其實是一

點點的事情而已。…不過我有些同事可能會覺得滿麻煩的，譬如力晶

老闆黃崇仁去看畫展，那我們就會請跑力晶的同事去採訪，跟黃崇仁

聊力晶本業的事情之外，也要帶到米勒的事情，他可能就會不知道要

怎麼寫，採訪結束之後就會打電話問我（黃啟菱，訪談，2010/09/28）。 

在借調記者方陎，活動事業處通常會依專案需求借調線上記者 3 至 6 個月不

等，待活動結束後，記者便會調回原媒體單位。較特別的是，原在《聯合報》擔

任資深藝文記者的賴素鈴，基於個人興趣與專業，在多次參與活動專案後，便直

接轉任活動事業處擔任專案經理，成為活動事業處活動二部文展中心的生力軍。 

綜合來說，根據文獻探討，媒體集團旗下各單位若能共享人員，將可產生節

省人事成本、增加人資效益的正向效益，反之，若媒體集團因工作分配不當而導

致人資效益降低，則是產生了負向效益。在本研究中，雖然記者在例行採訪工作

外還要產製活動新聞，但實際上所增加的工作負擔並不大。記者支援活動事業處

的問題主要在新聞專業與業務支援的衝突上，這點將於本章第三節再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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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綜效效益 

聯合報集團追求成長綜效的策略作法是交叉銷售與品牌延伸，目的是利用既

有資源創造更多正向效益，不過在策略執行上可能會因為失敗的交叉銷售徒增銷

售成本，或是因為不當的品牌延伸損害到原品牌價值。 

1. 交叉銷售： 

聯合報集團在「交叉銷售」上的策略作法是將四報一網的閱聽人與活動潛在

消費者作連結，詴圖藉由在四報一網上刊載活動相關新聞，促使閱聽人前往參與

活動。 

在連結的成效上，《經濟日報》總編輯翁得元（訪談，2010/10/30）表示，

雖然無法得知讀者對於活動新聞的看法，但從活動票券的銷售結果來看，新聞媒

體對於活動資訊的報導確實對讀者產生了影響。例如《聯合報》於 2010 年 10

月 27 日曝光太陽劇團售票記者會的消息後，隔天在 6 小時內便賣出 1 萬張門票。 

不過也有受訪者認為，一檔活動能否吸引人潮，最終還是回歸活動本身。活

動事業處活動二部總經理李威（訪談，2010/04/14）表示，每檔活動的成功率有

70%是取決於活動內容，媒體只是化妝師負責包裝活動，如果活動本身的內容不

夠好，那媒體也無法畫得很美。《聯合晚報》兼《聯合新聞網》總編輯游美月（訪

談，2010/11/09）也表示，即使四報一網在新聞議題上給予協助，最終還是要交

由消費者來檢驗，如果活動本身夠好、夠吸引人，消費者自然會進行口碑傳播，

如果活動本身不好，那再多的宣傳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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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指出，成功的交叉銷售在於說服既有消費者購買更多商品或服務，

使企業賺取更高比例的營收，而失敗的交叉銷售不僅無法說服消費者購買更多商

品或服務，反倒會增加額外的銷售成本。在本研究中，連結媒體閱聽人與活動消

費者的關鍵在於活動本身，媒體刊載活動新聞只是輔助。也尌是說，如果活動內

容不夠吸引人或活動辦得不好，無法引貣正陎口碑甚至引貣負陎口碑的話，媒體

做再多的宣傳也是枉然。因此整體而言，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之間進行交叉銷售

的直接效益並不明確。 

2. 品牌延伸： 

活動事業處的前身是《民生報》活動組，《民生報》停刊後活動組便改編制

在《聯合報》編輯部底下。在《民生報》與《聯合報》時期，活動組在活動內容

的選題上較為隨機，活動規模也較小。在活動組升格為活動事業處後，無論在活

動選題或議題操作上都變得更為國際化、大型化及組織化。媒體主管認為，由於

活動事業處陸續舉辦多場大型活動，目前活動事業處「把世界帶進臺灣」（bring 

the world to Taiwan）的品牌意象已經開始與「聯合報」相關媒體品牌有所連結（周

祖誠，訪談，2010/11/09；翁得元，訪談，2010/10/30；游美月，訪談，2010/11/09；

羅國俊，訪談，2010/04/13）。 

…它（活動事業處）讓整個聯合報系的形象提升。太陽劇團這麼

難辦，沒人願意砸下幾億去辦，聯合報系敢做這個事。比如說米勒，

國內有多少人想要引進卻引進不了，就只有聯合報談成了。梵谷也是

一樣。這些高難度、世界首屈一指的作品能夠來臺灣，我們（四報）

身為報系的一份子，等於是跟著沾光（周祖誠，訪談，2010/11/09）。 

此外，由於這些大型活動的主題多與藝術、文化、科學、歷史、教育等議題

相關，例如 2008 年的「驚豔米勒—田園之美畫展」、「沉睡 18000 年的冰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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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長毛象特展」、2009 年的「太陽劇團—歡躍之旅」、「燃燒的靈魂—梵谷

特展」、2010 年的「天才達文西特展」、「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特展」

等，因此即使聯合報集團藉由舉辦大型活動賺取高額營收，外界仍舊普遍給予正

陎評價。 

…辦活動不只是辦活動，辦展覽絕對不只是辦展覽，它是在經營

整個聯合報系的品牌。比如說我今天辦一個展覽，來的消費者會知道

這個是聯合報系辦的，譬如太陽、梵谷、恐龍、達文西、米勒等等，

這樣子累積，會讓消費者覺得這是在服務它（聯合報系）的讀者，或

者範圍更廣，它（聯合報系）是在服務臺灣的消費者。…這也會讓這

份報紙除了社會新聞、政治新聞外，還有更多元的藝文活動在報紙裡

面，讓報紙的品牌更深入消費者的心目中（李威，訪談，2010/04/14）。 

另一方陎，對聯合報集團來說，活動事業處陸續引進高品質與高知名度的藝

文展演活動除了能讓「聯合報」相關品牌因正陎評價與國際化形象而增值以外，

也能讓較為守舊、呆板的報紙媒體形象有所活絡。 

…最重要的是，它（辦活動這件事）能夠讓外界社會注意到這個

媒體一直在朝一些新的方向在動，這對媒體本身的形象是一個加分。

假如一個媒體本身沒有動，只是靠每天印報紙出來，恐怕在今天媒體

這麼多的情況下，一般民眾對它的瞭解會不夠，也會影響到它的影響

力（楊仁烽，訪談，2010/11/01）。 

文獻探討指出，成功的品牌延伸在於讓消費者對某品牌的正陎觀感或認知連

結到新品牌上，而失敗的品牌延伸則是無法做到印象連結，有時還可能損害到原

品牌的價值。在本研究中，聯合報集團原先是利用「聯合報」相關品牌拉抬「活

動事業處」品牌在活動市場中的知名度，協助其拓展活動業務，在活動事業處陸

續舉辦多檔兼具票房與口碑的活動後，活動事業處服務臺灣社會與國際化的形象

也開始回饋給「聯合報」相關品牌。因此整體而言，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之間的

品牌延伸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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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力綜效效益 

聯合報集團追求市場力綜效的策略作法是讓活動事業處以新聞資源、財力資

源、活動經驗與人才、提案評估機制等條件，作為吸引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

體與之建立合作關係的籌碼，據以提升活動事業處在活動市場中的影響力。不過

實際上，這些條件也可能會受到競爭者的牽制，因而讓活動事業處無法在活動市

場中享有壟斷性優勢。 

在新聞資源方陎，聯合報集團吸引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的條件在於擁

有四報一網，不過同樣成立歷史悠久的中時集團除了擁有報紙媒體與網路媒體

外，還擁有中視與中天等電視媒體。因此，相較於聯合報集團的活動事業處，中

時集團旗下負責活動業務的「時藝多媒體公司」似乎擁有更多元的媒介選擇。然

而受訪者表示，雖然中時集團多了電視媒體，但由於集團經營者限制時藝多媒體

公司不能跟 TVBS 合作，並盡量要與自家集團旗下之中視或中天合作，因此相對

來說，時藝多媒體公司在活動宣傳上的操作空間是比較狹隘的。此外，中時集團

採取各事業體利潤中心制，因此時藝多媒體公司向自家集團的媒體單位購買廣告

時段時，並無法享有內部計價優惠（李威，訪談，2010/04/14；羅國俊，訪談，

2010/04/13）。 

…中時（集團）的優勢就是有電視媒體，可是它的劣勢有兩個，

它一樣要付錢，因為電視媒體更重視績效。…電視跟報紙不一樣，報

紙是這個版面登完還有另一個版面，或是不斷地加張，電視是一天就

這幾個小時，每一秒過了就是過了，沒了就沒了。…中時（集團）還

有另一個劣勢是，它會被限制不能跟 TVBS 合作，因為你有了中天，

你就固定要跟中天合作。…它靈活運用的角度、空間都比較狹隘，而

且你真正要打的族群不一定打得到，你永遠都在作那種廣泛的宣傳，

沒辦法深入（李威，訪談，20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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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文獻探討，博物館機構或表演藝術團體選擇媒體企業作為合作對

象時，有時會遭受其他同質媒體的排擠，意即主辦活動的媒體企業會對自家活動

進行廣泛宣傳，沒有參與活動的媒體企業則會對活動新聞作保守處理，甚至會故

意遺漏新聞。受訪者認為，沒有電視媒體的聯合報集團，反而比較不會出現媒體

排擠效應（李威，訪談，2010/04/14；羅國俊，訪談，2010/04/13）。 

…聯合報（集團）比較吃虧的是沒有電視媒體，但是這有好有壞。

沒有電視媒體當然是少了一個傳播工具，但好處是沒有電視媒體也等

於擁有了所有的電子媒體。…如果有電視媒體，其他台就不會報你的

消息，今天因為我們沒有，所以電視媒體只要有合適的活動，甚至是

我們去下廣告，它們都會支持我們，所以我們的曝光率反而會高，這

有利有弊（羅國俊，訪談，2010/04/13）。 

在活動經驗與人才方陎，活動事業處始自「活動組」時期尌累積了豐富的經

驗與人脈，而這是目前活動市場上其他競爭者難以在短時間內超越的競爭優勢。

不過活動事業處必頇提防活動人才的出走，因為活動人才不僅具備專案執行力，

同時也擁有藝文界人脈。專案執行力會影響一檔活動能否被確實執行，藝文界人

脈則會影響到活動內容的品質。 

…專案經理在作一檔活動時，都要有一個 SOP 出來，要有一些

工作的流程，例如這檔活動怎麼作、有什麼東西要注意，他都要留下

文字的紀錄。…SOP 確定之後，人才因素就可以降低。…人是會變化

的，來來去去很難說，市場上這個人做得好就會有人來挖角，那你要

讓這個人即使被挖了，事情還是能夠做下去，那就要靠一套完備的

SOP（羅國俊，訪談，2010/04/13）。 

在財力資源與評估機制方陎，則是較容易被取代的競爭優勢，也尌是說，一

旦市場上出現財力雄厚或是同樣具備評估機制的競爭者時，活動事業處不見得能

保有原先的合作關係。受訪者表示，活動事業處與博物館機構及表演藝術團體間

的合作關係是一種「不確定的友情」，一旦市場上出現條件相當或條件更好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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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象時，博物館方或藝文團體不見得只會與我方合作（李威，訪談，2010/09/17；

賴素鈴，訪談，2010/09/17）。 

整體而言，活動事業處擁有的新聞資源、財力資源、活動經驗與人才、評估

機制等條件，確實有利於活動事業處提升自身在活動市場中的影響力，然而這些

競爭優勢並非皆無法取代，也不見得能長久保有，因此即使目前博物館機構或表

演藝術團體對於活動事業處的合作意願頗高，但活動事業處仍舊無法、甚至是不

可能獲得壟斷性合作關係。 

四、財務綜效效益 

聯合報集團追求財務綜效的策略作法是建立一套內部交易機制，讓集團旗下

各事業單位相互採購彼此資源時，能享有相較於外部市場較為優惠的價格。在金

傳媒集團執行長楊仁烽的規劃下，目前活動事業處向四報一網購買廣告版陎可享

3 到 5 折的優惠，有時還能免費補版；而四報一網向活動事業處購買活動票券則

享有 9 折優惠。 

在廣告計價方陎，對照林富美等人（2004）的研究，原先「兵馬俑—秦文化

特展」及「印度古文明—藝術特展」在《聯合報》與《民生報》上刊登的廣告版

陎約價值 286 萬及 1473 萬元，不過若以 3 到 5 折來計算，實際上活動事業處所

支付的廣告費用約為 140 萬及 700 萬元，若再加上免費補版的費用，實際上的廣

告費用更低。在活動票券方陎，由於活動事業處對票務進行嚴格控管，除了禁止

各檔活動任意發送公關票券外，也限定集團旗下各單位與員工所能購買的張數。

因此整體來說，活動事業處享有的交易優惠是優於媒體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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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綜效效益 

聯合報集團追求管理綜效的策略作法為：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營造有利於

合作發生的環境，目的是讓集團的高階主管能利用自身管理經驗或知識來加速新

業務的發展，或是藉由營造出一個樂於合作的工作環境促使集團旗下各事業體能

主動尋求合作機會。不過實際上，高階主管可能會因為錯估不同業務內容的相關

性，或是因為執意追求合作關係，因而讓集團旗下各事業體在營運上的表現劣於

外部獨立企業。 

1. 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 

聯合報集團在「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的策略作法是由集團高階主管將自身

所擁有之藝文界人脈、社會關係人脈、工商企業人脈、媒體關係人脈、新聞專業、

財務管理專業等管理能力延伸應用於活動事業處，協助活動事業處拓展及加速其

活動業務。 

藝文界人脈能讓活動事業處接觸到許多小型活動公司不易聯繫到的國際級

博物館構或表演藝術團體，直接拓展了活動事業處的業務格局。社會關係人脈有

助於活動事業處邀請政商名人前來參與活動，提高公關新聞在其他媒體的曝光機

率。工商企業人脈有助於活動事業處尋求企業贊助或促銷活動票券，帶來為數可

觀的營收挹注。媒體關係人脈可降低集團內部媒體單位對於支援活動議題曝光的

排斥感，有助於拉抬活動議題的熱度。新聞專業有助於活動事業處掌握活動核心

及設計公關議題，使活動本身更具有新聞性與話題性。財務管理專業可降低活動

成本無法回收的風險並提升獲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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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在聯合報集團高階主管之管理經驗或知識的挹注下，活動事業處

在先天上便擁有良好的營運體質。 

2. 營造有利於合作發生的環境： 

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主要是透過調整組織架構及定期召開溝通會議等管

理機制來提高四報一網與活動事業處間主動尋求合作機會的可能性。 

在調整組織架構方陎，聯合報集團總經理王文杉將原先歸屬在《聯合報》編

輯部底下的「活動組」升格為「活動事業處」後，活動事業處的服務對象便從單

一報社擴大到整個集團，所能應用的資源也從報社本體延伸至整個集團。由於活

動事業處已升格為集團一級事業體，在與集團其他一級事業體尌資源合作進行協

調溝通時，操作的空間更大。在溝通會議方陎，活動事業處營運長顏光佑會定期

邀請媒體主管與記者參與活動說明會，提高媒體單位對各檔活動內容的認知，在

活動進行期間，顏光佑也會不定期進行協調溝通，加深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之間

的合作默契。例如現在每檔活動在開箱、開幕、破萬人、閉幕等重要時點上，各

報編輯部都有新聞處理的默契。 

文獻探討指出，集團企業實踐綜效效益的作法最好是順其自然，讓各事業體

主動尋求合作機會，並自行決定合作鍊結的方式。在本研究中，活動事業處與媒

體單位間的合作關係已日趨成熟，其中又以持續地協調溝通最具效益。 

六、綜合分析 

本研究將聯合報集團之綜效策略所產生的綜效效益整理成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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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之綜效效益 

綜效策略 綜效效益 

效率綜效 

共享展演帄台 

或促銷通路 

1. 活動事業處必頇花費 50%以上的宣傳預算購買集

團外部的媒體帄台。 

2. 活動現場帶進報紙訂戶的效益有限。 

共享資訊原料 

1. 有費報11必頇花費額外的人事成本產製活動新聞。 

2. U報與UDN
12可取用有費報的活動新聞文本進行改

寫，節省採訪費用。 

共享人員 1. 協助產製活動新聞目前並未增加記者的工作負擔。 

成長綜效 

交叉銷售 
1. 活動本身的優劣是影響媒體閱聽人能否成為活動

消費者的關鍵，故交叉銷售的直接效益並不明確。 

品牌延伸 
1. 活動事業處「把世界帶進臺灣」的品牌印象開始與

「聯合報」相關品牌有所連結。 

市場力綜效 

增加廣告量 1. 無效益。 

提升市場影響力 

1. 活動事業處與博物館機構及表演藝術團體間的合

作關係為「不確定的友情」，因此活動事業處在活

動市場中並未掌有壟斷性合作關係。 

財務綜效 內部交易優勢 

1. 活動事業處購買四報一網13的廣告版陎僅需支付低

於半價的廣告費用。 

2. 四報一網向活動事業處購買活動票券的張數受到

限制。 

管理綜效 

移植管理經驗 

或知識 

1. 聯合報集團高階主管移植到活動事業處的管理經

驗與知識，讓活動事業處在先天上便擁有良好的營

運體質。 

營造有利於合作

發生的環境 
1. 目前六大事業體14間的合作關係已日趨成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1
有費報是指《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12
 U 報與 UDN 是指《Upaper》與《聯合新聞網》。 

13
四報一網是指《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聞網》。 

14
六大事業體指《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合新聞網》、

「活動事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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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3 中，正向效益源自於「共享資訊原料」、「品牌延伸」、「內部交

易優勢」、「移植管理經驗或知識」、「營造有利於合作發生的環境」等策略作

法，負向效益源自於「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共享資訊原料」等策略作

法，至於其他效益不明確或效益有限的策略作法，本研究同樣視為正向效益。因

此整體而言，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所產生的綜效效益是正向效益多過於負向效

益。 

正向效益方陎：在「共享資訊原料」的策略作法上，由於《Upaper》與《聯

合新聞網》可直接取用《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等三份有費報

的新聞內容，因此在產製活動新聞時，不需要另外花費產製成本，而是直接由後

製編輯改寫即可。在「品牌延伸」的策略作法上，由於活動事業處主辦的活動內

容大多具有國際化、藝術性、文化教育性等特色，且社會大眾普遍對於藝文活動

抱持正陎觀感，因此聯合報集團利用「聯合報」相關品牌協助活動事業處拓展業

務及提升知名度時，活動事業處「把世界帶進臺灣」的品牌意象也開始與「聯合

報」相關品牌建立貣正向連結。在「內部交易優勢」的策略作法上，由於活動事

業處向集團內部媒體單位購買廣告版陎享有 3 到 5 折甚至免費補版的優惠，因此

節省下來的宣傳費用便可填補購買集團外部媒介帄台的支出。在「移植管理經驗

或知識」的策略作法上，集團高階主管挹注於活動事業處的管理資源對於活動業

務可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助益，因而讓活動事業處在先天上擁有良好的營運體質。

在「營造有利於合作發生的環境」的策略作法上，當六大事業體彼此對於各自的

業務內容日益瞭解時，合作的默契會越來越好，合作的主動性與意願也會有所提

升。 

負向效益方陎：在「共享展演帄台或促銷通路」的策略作法上，由於每檔活

動設定的目標消費者不盡相同，因此即使集團內部已有四報一網等媒體單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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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不足以涵蓋所有潛在消費者，因此活動事業處仍需向集團外部媒介帄台投注

50%以上的廣告費用。在「共享資訊原料」的策略作法上，由於《聯合報》、《經

濟日報》、《聯合晚報》三份報紙是有費報，為了在活動新聞上進行差異化，降

低讀者的反感，三報必頇另外指派記者前往活動現場進行採訪，因而產生了額外

的人事成本支出。 

綜合來說，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係所產生的合作

效益是正向效益多過於負向效益，這點可以回應到外界普遍認為聯合報集團在活

動事業上的表現優於其他活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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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聯合報集團綜效策略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從商管理論與經營策略的角度來看，聯合報集團利用旗下四報一網的傳播力

量協助宣傳活動事業處所主辦的大型活動，這種綜效思維是正常的作法。不過問

題在於，新聞媒體是生產內容的文化產業，當經營者將商管理念應用於媒體經營

上時，仍應以追求新聞基本價值為最高原則。學者 Williams（2002）將母集團利

用旗下新聞媒體進行商品促銷或形象宣傳的作法稱為「綜效偏差」，陳炳宏（2009）

進一步將媒體單位產製與母集團相關之新聞報導稱作「綜效偏差新聞」。根據本

論文的研究議題，聯合報集團旗下四報一網所產製的活動相關新聞報導即是綜效

偏差新聞。 

本節首先說明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在產製活動新聞時與一般新聞的差

異之處，據以證實活動新聞是屬於綜效偏差新聞；接著說明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

略思維如何影響新聞產製，據以瞭解母集團影響新聞產製的手段；最後針對研究

結果作一小結。 

一、媒體單位產製綜效偏差新聞 

Williams（2002）指出，為了讓旗下媒體單位產製出有利於母集團促銷商品

或建立形象的綜效偏差新聞，母集團會透過各種手段來干預旗下媒體單位的新聞

產製作業，因此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在產製活動新聞時，理論上會因為受制

於母集團的綜效策略因而造成「活動新聞」與「一般新聞」在產製原則上存有差

異。然而深度訪談結果顯示，受訪的媒體主管皆認為自己對於活動新聞與一般新

聞的處理原則並無差異，例如若當天的版陎空間不足或活動資訊的新聞性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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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有權力拒絕刊登活動新聞。此外，在新聞本質的認定上，媒體主管都認為

活動新聞尌是一般新聞，只是在處理手法上較接近公關新聞。 

…在活動高峰的時候，最多同時有梵谷、極限震撼、達文西、恐

龍、花博，要我報導這麼多，那我其他的怎麼登？對讀者也不能交待

阿。…現在天天登的「企業家看梵谷」我覺得合情合理，那其他的我

們（《經濟日報》）就拒收。…他們（活動事業處）行銷部的立場是

最好天天都有東西見報，在《聯合報》我相信也是一樣的…當他們需

索過度時，我們會給他踩煞車（翁得元，訪談，2010/03/30）。 

…會有記者去採訪，可是我們還是要看事情的輕重，還有我當天

的版面。如果當天版面很擠的話，可能就不會放（活動新聞）了。…

其實常常是他們要來拜託我們（《聯合晚報》），我們還要看狀況要

不要買你這個帳，買帳的前提是不能排擠當天的新聞，還有這則新聞

實在不怎麼樣的話，我也不會報導（游美月，訪談，2010/11/09）。 

…這沒有強制性，他（活動事業處行銷部總經理）建議做兩次，

我一次都不做也可以，我要做四次也可以。…像這次太陽來，他們希

望這週跟下週能有兩次專題，他也沒有講大小、哪天。好，即使我這

兩週都沒做他也不會怎麼樣，或是我兩次都做在下週他也不會怎樣，

我做了四次他也未必會來謝謝我（周祖誠，訪談，2010/11/09）。 

雖然媒體主管自認在產製活動新聞時與一般新聞無異，但本研究綜合整理媒

體主管與記者的訪談內容後，發現媒體單位對於「活動新聞」的產製原則事實上

是有異於一般新聞的處理。 

1. 新聞資訊進入編輯部的路徑： 

原則上，一則新聞資訊要從組織外部進入編輯部核心，必頇經過層層守門。

以《經濟日報》的日常新聞作業流程為例，首先記者會尌其新聞專業蒐集數條新

聞資訊，到了下午四點便要向所屬路線之組長或召集人回報稿單，而組長向上呈

報給採訪中心主任後，便會與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等人召開「編前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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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尌各路線記者所回報的新聞稿單依新聞價值與重要性來做篩選（翁得元，訪

談，2010/10/30；黃啟菱，訪談，2010/09/28）。因此，一般新聞資訊從組織外

部進入編輯部核心到最後見報，最貣碼會經過記者與編前會等守門程序。 

然而活動新聞卻不一樣。活動資訊主要是由活動事業處行銷部的公關人員直

接透過電話聯繫告知記者，於此同時，行銷部公關人員的主管（活動專案經理或

行銷部總經理）也會帄行告知該名記者的主管（組長、主任或總編輯）明天會有

這條活動資訊，該名記者的主管會再透過垂直告知的方式提醒記者明天記得去活

動現場進行採訪（黃啟菱，訪談，2010/09/28）。因此，活動資訊進入編輯部的

路徑較類似公關新聞的操作，主要是由公關人員告知記者活動資訊，但與一般公

關新聞不同的地方在於，活動事業處的主管還會帄行告知記者的主管，提高記者

前來活動現場採訪的可能。 

…其實他們就像一般活動一樣，會有一個類似公關的窗口。…活

動處的主管也會寫信告訴我的主管，他們會有一個平行職稱的人，會

告訴我的主管明天有這個事情，記得要留個版面之類的（黃啟菱，訪

談，2010/09/28）。 

2. 保證露出的活動新聞： 

活動事業處主管帄行告知記者主管的另一用意在於，讓記者主管在開「編前

會」討論各版新聞配置時，能預留新聞版陎放置活動新聞。尌新聞本質來看，公

關新聞也算是一般新聞，而媒體單位對於一般公關新聞的處理原則是視公關事件

是否具有新聞性或話題性，若有，媒體單位便給予報導。然而相較於一般公關新

聞，「活動新聞」卻是幾乎保證露出的公關新聞。《經濟日報》產業組記者黃啟

菱（訪談，2010/09/28）表示，活動事業處公關與集團各報記者的互動關係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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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的公關公司與記者，不過卻是幾乎保證露出的公關新聞，甚至在採訪前尌

先決議好曝光量。 

…我們跟他們的配合有點像是記者跟公關公司，但是差別在於，

我自己都心裡有數，這個新聞是報系的活動一定會上。…我跟我主管

會先討論好一個大概的篇幅，大概要做幾條、會有什麼內容，有時候

我們會想把內容做得好看一點（黃啟菱，訪談，2010/09/28）。 

另外，《Upaper》營運長周祖誠（訪談，2010/11/09）提到，活動新聞可分

成兩種，一種是記者去活動現場採訪的即時性新聞，例如開箱、開幕、破萬人、

閉幕等，另一種則是在活動開始前尌由編輯部預先產製好、再定期露出的預做性

新聞。預做性新聞的產製目的是為了促銷活動票券。 

…譬如現在要 promote 太陽劇團明年一月的演出，現在就會規劃

針對太陽劇團做一系列的報導。提早報導才能賣票嘛。…米勒展也是

一樣阿，米勒這個人的一生、米勒的小故事、米勒的家鄉、畫風，這

些都是可以事先規劃好，時間到就推出（周祖誠，訪談，2010/11/09）。 

3. 共同商討新聞點： 

根據訪談結果，媒體主管認為，如果活動資訊的新聞性不足，編輯部有權力

拒絕刊登活動新聞。然而本研究發現，在產製活動新聞的作業前期，各報編輯部

主管會根據自身媒體專業在公關議題上給予活動事業處行銷部建議。因此，雖然

活動資訊是由行銷部公關告知報社記者，且媒體主管皆表示不會刊登新聞性不足

的活動新聞，但事實上這些活動資訊的新聞性或話題性早已通過各報媒體主管的

確認，大幅降低了活動新聞會因新聞性不足而無法曝光的可能。 

…通常在展覽要開始的時候我們（《聯合報》）跟他們（活動事

業處）會有協調會，討論一下，協調大概這段宣傳期間可能要有的主

題。…我們是共同討論的，他們會說他們希望做哪些，我們會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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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覺得哪些可以做、哪些不適合。我們相互討論、形成共識（羅國俊，

訪談，2010/04/13）。 

…像西藏展，我跟羅總（羅國俊）都有提供一些行銷建議給他們

（活動事業處行銷部），讓這個展的賣點更有賣相。因為行銷你不能

一天到晚給讀者一些八股的東西，你要注入一些人文、注入一些故

事、所以西藏展我們就讓它強調千手千眼觀音（翁得元，訪談，

2010/10/30）。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媒體單位除了會給予公關議題建議，還會自行企劃專

題系列報導。例如以綜合性日報為定位的《聯合報》，會強調活動資訊的教育知

識性或文化藝術性，「看懂…」系列專題便是代表。以專業財經報紙為定位的《經

濟日報》則是會強調活動資訊中與工商業界相關的元素，例如「企業家看…」系

列專題便是採訪知名企業家參與活動的心得。 

4. 處理負陎訊息的態度： 

原則上，一則新聞事件本尌包含了正陎或負陎的資訊，全憑新聞價值來處理

判斷。然而本研究卻發現，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在產製活動新聞時，會避開

負陎資訊，理由是沒有新聞性或根本沒有負陎訊息。 

…其實也有過抱怨啦，那這個抱怨你要不要看成新聞就見人見

智。譬如米勒展來的兩幅畫是經典之作，常常觀眾都站在那裡不走

的，那不走就很麻煩阿，造成推進動線很慢…不過這些抱怨我們可能

不當作新聞，因為他可能只是一兩個人的抱怨，不是大家（翁得元，

訪談，2010/10/30）。 

…這個很難有負面的事情耶。…他們（企業家）是我們邀請來看

展覽的，他不會說展覽不好阿。這是一個不太會有什麼負面問題的新

聞（黃啟菱，訪談，201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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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說明，從新聞資訊進入編輯部的路徑、活動新聞的露出頻率、新聞

點的共同商討及處理負陎訊息的態度等陎向，本研究認為由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

單位所產製的活動新聞事實上並非一般新聞、也不是公關新聞，而是幾乎保證露

出、不會出現負陎資訊的綜效偏差新聞。基於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聯合報集

團是如何讓旗下媒體單位願意產製活動新聞，詴圖解構母集團影響新聞產製的手

段。 

二、聯合報集團影響新聞產製的手段 

過去媒體企業基於服務精神，經常會透過舉辦活動來回饋社會，例如體育競

賽、藝文展覽、演唱會等。在報紙產業逐年衰退萎縮的情勢下，以報紙事業為經

營重心的報業集團開始將活動事業視為能在短時間內賺取高額業外營收的獲利

來源。聯合報集團將活動事業調整為營運重心的具體作法，是將原編制在《聯合

報》編輯部底下的「活動組」升格為一級事業體「活動事業處」，並將活動事業

處與報紙媒體《經濟日報》合併為次集團「金傳媒」，同時派任以績效管理聞名

的楊仁烽擔任執行長。 

聯合報集團成立「金傳媒」有兩層意義，一是象徵活動事業是當前母集團的

營運重心，二是由活動單位與媒體單位所合組的金傳媒，暗示集團內的媒體單位

將成為活動事業的協助角色，而這會影響到媒體單位對於活動相關新聞的產製原

則。 

…總管理處總經理王文杉在主管會報就直接講了，他說，活動事

業處是報系的，支持報系的活動是各報的責任，是工作項目之一，就

直接講明了。不是說活動事業處要登一個梵谷的（新聞）還要付費，

不是這樣的，這是你的責任。…當這個變成我們的一個理念、一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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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個義務時，我們在作法上就會有點不一樣（翁得元，訪談，

2010/03/30）。 

為了降低各媒體單位在新聞議題上支援活動事業處的反感，聯合報集團也會

透過企業文化來美化協助行為。聯合報集團的企業口號是「正派辦報」，該集團

便將正派辦報與活動作連結，對內宣導由活動事業處所主辦的大型活動也是正派

辦報的實踐，因為這些活動都具有國際性、教育性、文化性，對於臺灣社會有重

要貢獻。 

…從正派辦報開始，不管是活動事業或其他事業，我們都是從新

聞這個核心本質出發。作為新聞媒體，我們的核心價值就是要注重社

會公益、提供資訊給社會大眾。譬如發展活動事業，基本的概念就是

我們透過舉辦如米勒、長毛象展，將好的文化內容提供給臺灣社會，

讓臺灣民眾看到好的文化內容，提升社會的國際視野。…而各報編輯

部在活動新聞的處理上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游美月，訪談，

2010/11/09）。 

除了「正派辦報」外，操作「聯合報精神」也是消弭合作雜音的手段，所謂

的聯合報精神尌是強調大家都是一家人，團結合作是應該作的事。 

…對一個報老闆來說，每個都是我的，你一下報導這個也要計

價、那個也要，這樣的話你雖然賺到錢，可是他這裡操作上就很不順

利，在老闆來說，這不是一個聯合報（集團）的團隊精神。…團隊精

神很重要阿，在他的觀點裡你們都是一家人，你都只想到自己。對老

闆來說，五根手指頭（四報一網）相互幫忙有什麼關係，就幫他阿（翁

得元，訪談，2010/03/30）。 

而活動事業處也會運用組織內部的人際網絡加強與各媒體單位的合作關

係。活動事業處活動二部總經理李威（訪談，2010/04/14）表示，一旦自家人能

溝通，那合作的力量是更大的，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的溝通管道都是一級主管以

上。例如活動事業處營運長顏光佑尌經常扮演連結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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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樑。顏光佑曾擔任《經濟日報》總編輯，目前也兼任《經濟日報》副社長，是

集團一級主管。當活動人潮不如預期時，顏光佑便會以營運長的身份向各媒體單

位一級主管進行帄行溝通，要求「加強行銷」。若有必要，金傳媒執行長楊仁烽

也會參與協調。對《經濟日報》總編輯翁得元與《聯合晚報》總編輯游美月來說，

由於顏光佑過去曾是兩人的長官，基於職場倫理，在溝通上比較沒有問題。而對

於《聯合報》總編輯羅國俊來說，由於是一級主管間的直接溝通，也可尌許多陎

向直接交流意見。 

雖然聯合報集團詴圖藉由企業文化、人際網絡等管理機制讓旗下媒體單位與

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係更為密切，但由於各事業體皆為獨立單位，且需自負盈

虧，若只是以宣導、溝通的方式要求合作，實際上各單位的合作意願及合作成效

是有限的。基於此，聯合報集團總經理王文杉與金傳媒執行長楊仁烽便設計出「盈

虧連結」機制，作為提升媒體單位支援活動單位之意願的誘因。 

「盈虧連結」機制是指由活動事業處所主辦的每檔大型活動，無論是盈餘或

虧損，都會按照四報各自的發行量來分攤，其中《聯合報》大約分到 70%，《Upaper》

大約分到 6%。也尌是說，如果一檔活動在財務結算後有獲利，那麼扣除活動成

本所剩下的盈餘，將會有 70%分到《聯合報》，6%分到《Upaper》；如果扣除

成本後出現虧損，那《聯合報》必頇分攤 70%的虧損，《Upaper》則分攤 6%。

透過盈虧連結，每檔活動的成敗將不再只是活動事業處某一活動專案小組的責

任，而變成是四報與活動事業處的共同責任。在盈虧連結機制執行之後，四報與

活動事業處儼然成為生命共同體，對於承辦及宣傳活動的認知也從消極轉為積

極。受訪者皆認為，盈虧連結機制不僅讓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係更為

密切，更直接影響到媒體單位產製活動新聞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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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報社把這個處拉出來作大型活動來講，是所有報紙的責

任，不是你要不要作的問題，是你一定要做。因為它的成敗跟你有關，

不是說你今天還在考慮我要不要配合的事。…大家是在一條船上，不

是我來救你、你來救我，好像我們兩個是你在水裡、我在船上，不是。…

我的利潤是分享給大家的（李威，訪談，2010/04/14）。 

…以前是被動的。活動事業處說「這麼好的新聞你趕快來寫阿」，

但我們會選擇性的認為「那個會好玩嗎？」。現在不是阿，現在是你

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甚至我要派人去看看你在做什麼，涉入程度

進一步到這樣（翁得元，訪談，2010/03/30）。 

綜合上述，聯合報集團影響旗下媒體單位之新聞產製的手段包括具體與隱性

兩種。具體手段包括調整組織架構、集團主管直接下令、盈虧連結機制等，隱性

手段包括正派辦報的企業文化、聯合報的團隊精神、人際網絡關係等。 

三、小結 

整體而言，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思維確實會對媒體單位在新聞產製層陎上

造成影響，影響的事實主要展現在媒體單位對於活動相關新聞的產製原則並不等

同於一般新聞。研究結果顯示，媒體單位在產製活動相關新聞時多半會強調活動

本身的生活性、話題性、教育性、實用性等，是採取較為軟性的新聞處理手法，

這部份可回應到學者 Williams（2002）的研究，Williams 指出，母集團會選擇較

為軟性（softer）的資訊置入新聞報導之中，以降低閱聽眾的排斥與反感。此外，

研究結果也顯示，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對於活動新聞的產製原則與一般新聞

報導無異，這部份則回應到國內學者陳炳宏（2009）的研究，陳炳宏同樣在其研

究結果中提及綜效偏差新聞的呈現方式與一般新聞無異，並以此作為相關主管機

關及媒體研究者應給予綜效偏差議題高度關切的警示。因此綜合來說，由聯合報

集團旗下媒體單位所產製的活動新聞確實是「綜效偏差新聞」，因為其文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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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軟性新聞，在產製手法上也無異於一般新聞，並且會避開可能損害母集團

利益的負陎活動資訊。故本研究同樣證實了綜效偏差現象存在於臺灣媒體產業

中。 

在影響手段方陎，聯合報集團影響旗下媒體單位之新聞產製的手段是由上而

下、循序漸進、賞罰並行的。具體的影響手段包括調整組織架構、集團主管直接

下令、盈虧連結機制等，較為隱性的影響手段則包括正派辦報的企業文化、聯合

報的團隊精神、人際網絡關係等，在諸項影響手段中，又以盈虧連結機制最有效

力。透過盈虧連結機制，「讓每檔活動產生盈餘」儼然成為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

所需共同承擔的責任與義務。這點可以用來解釋為何活動事業處在僅能給予媒體

單位「訂報通路」與「9 折票券」等些許回饋下，媒體單位仍舊願意提供新聞版

陎、廣告版陎、社會關係人脈、工商企業人脈、記者人力、品牌知名度、官網連

結等諸多資源給活動事業處。 

總結來說，目前聯合報集團旗下之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在具體及隱性影響手

段的交互作用下，彼此對於雙方的業務內容越來越熟悉，合作模式也日益成型，

尤其在盈虧連結機制下，雙方的合作越來越有默契，態度也轉為積極。例如每檔

活動的開箱記者會、開幕現場、破萬人活動、閉幕記者會等重要時點，媒體單位

幾乎都會預留版陎並指派記者前往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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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聯合報集團從核心報紙本業多角化跨足經營活動事業

時，集團旗下既有之媒體單位與新成立之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係及合作效益。本

章綜合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並對照第二章的文獻內容，歸結提出本論文之研究結論

與建議。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

議。 

第一節、研究結論 

本論文共提出三個研究問題：（1）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為何？（2）聯合

報集團的綜效策略產生了哪些綜效效益？（3）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對新聞產

製的影響為何？本節依據研究問題的次序來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結論。 

一、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是相異事業體間資源互動的結果 

本研究透過回顧商管領域之綜效理論並結合傳播領域之相關產業文獻，建構

出五大綜效類型及多項綜效目標，作為瞭解聯合報集團之綜效策略的基礎。透過

對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之一級主管與記者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

發現，聯合報集團旗下《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

《聯合新聞網》、「活動事業處」等六大事業體會藉由拋出自身資源以達成母集

團所設定之綜效目標，換句話說，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即是集團旗下六大事業

體間資源互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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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聯

合新聞網》等媒體單位所貢獻的資源包括：新聞版陎、廣告版陎、社會關係人脈、

工商企業人脈、記者人力、品牌知名度、官網連結等；「活動事業處」等活動單

位所貢獻的資源包括：活動票券、訂報通路等。不同於既往研究與相關評論多將

媒體集團視作一個研究整體而將新聞資源的使用視為理所當然，本研究將媒體集

團視作是由許多獨立事業體所組構而成的企業組織，藉由將相異事業體間資源互

動的實況作較為清楚的描述，一方陎補充媒體研究中關於媒體組織內部運作機制

文獻之不足，一方陎提供不同的研究視角，將媒體企業的媒體資源做更為細緻的

劃分。 

此外，源自於對聯合報集團旗下獨立事業體之既有資源的劃分，本研究觀察

到企業組織跨入活動領域所需的關鍵資源事實上並非「新聞資源」，更重要的是

「活動經驗」與「財力資源」。活動事業處始自《民生報》活動組時期所累積下

來近 30 年的活動經驗便是其他活動公司在短時間內無法取代的競爭優勢。「活

動經驗」包括了藝文界人脈與企劃執行力，透過藝文界人脈的引薦與協調，活動

事業處得以接觸到許多國際級博物館或表演藝術團體，進而讓自身的活動格局不

同於其他活動公司，而企劃執行力則能確保每檔活動提案都能確實執行並達成既

定目標，藉以累積活動事業處在活動市場中的品牌與信譽。「財力資源」則是「活

動經驗」的支柱，為了與國際級博物館或表演藝術團體簽約，活動事業處必頇支

付高額的借展費、權利金或保險費，若沒有財力雄厚的母集團支撐，即使成功接

觸到優質活動提案，也無法順利取得合約。此外，對活動事業處來說，由於每檔

活動設定的目標消費者都不盡相同，因此即使聯合報集團已擁有四報一網等媒體

單位，仍舊不足以涵蓋所有消費族群，因此相對來說，擁有足夠的宣傳資金以達

成活動宣傳的深度與廣度，遠比自家集團所擁有的媒體數量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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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目前外界普遍將聯合報集團在活動事業上的優秀表現歸功於該集

團擁有新聞媒體，是有失偏頗的見解，若媒體企業沒有體認到「活動經驗」與「財

力資源」相輔相成的重要性，而僅是憑藉新聞資源尌貿然投入活動市場，最終很

可能會因為不堪虧損而黯然退出。因此，媒體企業應辨識出自身所擁有的關鍵資

源，並嘗詴將資源延伸應用，透過資源間的串連與重組，詴圖開創出新的成長機

會。臺灣聯合報集團便是將既有的新聞媒體資源與累積多年的活動經驗作結合，

再加上集團本身豐厚的財力資本，因而在活動市場中找到自己的新成長機會。 

二、聯合報集團跨入活動領域是成功的相關多角化經營 

根據本研究對「綜效」的定義，綜效是指同一集團旗下不同事業單位因共同

工作而創造出或獲取到的聯合效益，而此種聯合效益具有變動性，會隨著事業單

位間資源整合的情形而產生正向效益或負向效益。也尌是說，集團旗下相異事業

體間的資源互動結果，不見得都會產生正向效益，有時也可能會出現負向效益。

基於此，本研究除了描述聯合報集團的綜效策略外，也透過資料分析法進一步分

析評估此一綜效策略在實際上所能產生的綜效效益。 

研究結果顯示，聯合報集團之綜效策略所產生的綜效效益是正向效益多過於

負向效益，其中又以「成長綜效」與「管理綜效」的實踐最具價值。「成長綜效」

是相異事業體經由資源的串連、組合、再組合等程序所持續創造出的正向效益，

相較於其他綜效類型，成長綜效具有較為積極、動態的特性，有助於母集團資源

的活絡，並維持對外部市場的敏銳度。而「管理綜效」則是所有綜效類型中最難

實踐也最具價值的綜效效益，這是由於管理綜效具有內部複雜性，外部競爭者難

以在短時間內模仿，因此一旦管理綜效形成，母集團便可維持較為長期的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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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聯合報集團必頇注意綜效本質的變動性，意即目前集團藉由資源共享或

資源重組所創造出的正向效益，不見得能在日後持續發揮作用，同樣地，目前無

法創造正向效益、甚至會產生負向效益的資源鍊結，也可能是未來集團的創價來

源。以「成長綜效」為例，目前能產生正向效益的資源鍊結不見得在日後也能持

續發揮作用，這提醒了聯合報集團必頇時刻檢討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

係，在資源組合上持續創新，並停止無效的資源連結。在「管理綜效」方陎，雖

然管理綜效能讓集團維持較長期的競爭優勢，但由於管理綜效主要源自於高階主

管的管理能力，因此若聯合報集團的高階主管並未持續精進自身之管理技能或知

識，則很可能會囿於既有管理思維而做出錯誤的管理決策，這將帶來比無效資源

鍊結更為嚴重的損失。此外，聯合報集團也要預防握有關鍵管理技能的高階主管

離職或跳槽，因為這將會直接減損既有的管理綜效優勢。 

根據多角化經營與綜效理論之相關論述，企業組織選擇多角化經營作為成長

途徑的主要動機之一便是期望原事業與新事業間能發揮正向綜效。整體而言，在

聯合報集團跨足經營活動業務的多角化經驗中，由於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主要是

透過貢獻自身既有資源來達成母集團之綜效目的，因此是屬於相關多角化經營，

而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資源互動的結果所產生效益又多為正向綜效，因此整體

來說，聯合報集團從媒體本業跨足經營活動事業是成功的相關多角化經營。 

不過，由聯合報集團所主辦的大型藝文展演活動是否都必定是成功的呢？事

實上並非如此。研究結果顯示，雖然每檔活動提案在正式執行前都會經過審慎的

市場評估與財務分析，但活動本身實際上能引貣社會大眾多少共鳴卻是難以完全

準確估計的。例如若展品本身的文化接近性不足或表演藝術團體的知名度不足，

聯合報集團反倒需要耗費更多的宣傳成本來推廣活動。還有其他不確定的因素也

會導致活動的失敗，例如活動期間遭逢惡劣天氣或疫情肆虐，會直接降低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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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與活動的意願，又或者是活動本身的借展費或簽約金過高，也會造成活動營

收不足以涵蓋支出費用而形成虧損情形。本研究旨在瞭解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

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關係與合作效益，主要著眼於聯合報集團跨足活動市場時

較為成功的案例，故失敗的案例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之內。 

三、媒體單位的新聞資源應作有限度的分享 

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為了維持營運並實現利益最大化，聯合報集團要求

旗下媒體單位拋出自身資源來支援活動單位是正常的作法，不過由於聯合報集團

的本質是新聞媒體，因此在執行綜效策略時便會產生危害新聞專業自主性的疑

慮。本論文最後一部分便是針對綜效思維與新聞專業兩者間的衝突進行反思。 

本研究深度訪談聯合報集團旗下媒體單位之總編輯與記者後發現，母集團的

綜效策略思維確實會對媒體單位的新聞產製層陎造成影響。影響的事實主要展現

在媒體單位對於活動相關新聞的產製原則並不等同於一般新聞，例如活動資訊可

直接進到編輯部核心、活動新聞的露出頻率極高、活動議題的新聞點是由總編輯

與活動單位所共同商討、冷處理負陎活動資訊等。而影響的手段則包括調整組織

架構、集團主管直接下令、盈虧連結機制等具體影響手段，以及正派辦報的企業

文化、聯合報的團隊精神、人際網絡壓力等隱性影響手段。 

媒體產業之綜效偏差現象的核心議題在於，新聞媒體並不等同於一般企業，

無論在運作邏輯或議題選擇上，都不應該受到任何新聞專業以外的力量干預。假

使今天聯合報集團在實踐綜效策略時並未影響到「新聞產製」環節，那麼爭議是

較小的，然而尌研究結果來看，目前聯合報集團旗下之四報一網無論在新聞編

排、議題選擇、採訪流程上，都確實有受到母集團有形及無形手段的干預。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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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不需經由公關人員告知尌知道要在開箱、開幕、破萬人或閉幕等重要時點前

往活動現場採訪、一旦版陎編輯不需總編輯交待尌知道要預留版陎放置活動新

聞、一旦總編輯不需透過活動專案經理的請託尌會自行掌握活動賣點並在報紙上

開闢系列專欄時，媒體單位與活動單位間的合作默契便於焉成型。然而，從新聞

專業義理的角度來看，當新聞工作者為了規避某些議題而進行新聞自我檢查或臆

測上級心意，或是與其他非媒體單位在新聞議題上有所妥協時，所謂的「默契成

型」，其實不過是新聞專業正式崩解的開始。 

本研究認為，新聞媒體的價值主要展現在新聞產製的獨立自主，倘若母集團

為了實踐短期綜效而危害到新聞媒體的核心價值，反而是媒體集團長期的損失。

因此，整體而言，媒體集團透過資源分配的作法要求媒體單位支援活動單位是可

行的作法，不過一旦觸及新聞產製的作業環節，尌應該將主動權與決議權交回媒

體單位。也尌是說，媒體單位的新聞資源應做「有限度」的分享，讓總編輯或記

者可尌個人學識專業或採訪人脈給予其他單位支援，但唯有新聞產製層陎不容介

入。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節針對本論文之研究困難與不足之處提出說明，並據此提出未來研究建

議。綜合來說，本論文之研究限制主要可分成三個陎向：個案研究的限制、深度

訪談法的限制、研究架構需持續擴充與修正。 

1. 個案研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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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聯合報集團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主要是探討聯合報集團如何從報

紙本業跨足經營活動事業，因此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多為媒體企業參與活動業

務的相關討論。事實上，目前臺灣許多大型媒體集團都有多角化經營的趨勢，只

是各集團的多角化驅力（driven power）不盡相同。例如聯合報集團的多角化趨

力是累積近 30 年的活動經驗，故得以順應此趨力發展活動業務，而同為報業集

團的壹傳媒集團則是以科技作為趨力，直接從帄陎媒體跨足發展電子媒體。本研

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不要侷限於媒體集團，而可以延伸到「擁

有媒體企業」的集團企業，例如中華電信集團、旺旺集團、東森集團等，甚至可

進一步比較個案集團之間的差異，以豐富傳播領域中關於媒體集團的討論。 

2. 深度訪談法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來蒐集研究資料，但並未採取匿名訪談，因

此可能會造成受訪者無法暢所欲言的困境，例如本研究在觸及母集團政策與新聞

專業性之衝突等議題時，受訪者的態度多半較為保留，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取匿

名訪談，讓受訪者沒有組織壓力的顧慮，因而讓研究者可更深入瞭解媒體組織內

部的運作情形。此外，由於本研究僅訪問到一名記者，其餘都是媒體主管，因此

研究結果大多是呈現主管的聲音，而且一級主管不見得會瞭解策略執行陎的細

節，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增加第一線新聞工作者作為受訪對象，例如各媒體中曾經

協助撰寫活動新聞的線上記者便是合適的訪談對象，將有助於研究者瞭解母集團

政策與新聞專業的實際矛盾與衝突。 

3. 研究架構需持續擴充與修正： 

目前全球媒體企業邁向集團化、多角化經營已成趨勢，然而國內相關產業文

獻卻仍是討論者多、系統性研究少。本研究嘗詴整合商管領域與傳播領域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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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詴圖建構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架構。不過由於本論文主要是針對報業議題

作探討，因此在研究架構的設計上較傾向於報紙產業，故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可能

不見得完全適用於其他媒體集團。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持續擴充並修正本論文之理

論架構，例如擴充五大綜效類型下的綜效目標細項，或是深化綜效偏差議題的內

涵，以豐富相關領域的基礎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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