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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在多年嘗試平衡於工作與家庭之餘，有無機會跳脫改變？帶著問號，我走進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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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進入自媒體時代，許多趨勢專家喊出企業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本

研究從整合行銷理論 (IMC) 及自媒體理論談起，進而深入探究自媒體時代

消費模式之改變及其影響，此即為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重要驅動因素。具

備媒體價值與內容價值的企業，在自媒體時代更具重要影響力，尤其是知

識型企業，如何發展出傳遞企業核心價值的最佳模式？知識型企業原已具

備管理知識、生產內容、銷售知識型產品或服務給目標客戶的能力，若要

轉型，相較於其他產業更容易達到轉型需求。不論企業之大小規模，其轉

型動機、轉型模式與關鍵成功因素值得探討。  

針對「自媒體企業」，本研究為國內少數開始進行探討此主題之內容，

研究者並首次對「自媒體企業」進行較完整的學術定義。本研究發現，由

於能掌握內容之獨特價值，知識型企業確可視為轉型自媒體企業的先行者。

成功因素除了領導人的支持等原因，關鍵性角色是企業內通常會有一位具

有跨界整合能力的「媒體總編」。最後，運用 I 公司此一個案為例，說明知

識型產業可以運用媒體匯流等內容管理方案、預算整編、組織調整等執行

過程，發展出一套知識型企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最適模式。 

 

關鍵字：自媒體企業、知識型企業、整合行銷溝通理論、自媒體、媒體匯

流、社群行銷、碎片化消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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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ing an era of Wemedia, many trend experts advocate that companies 

should transform into " Wemedia-Based Enterprise." This study starts with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IMC), and then look into 

changes and impacts on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Wemedia, which are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media-Bas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media value and content value have even more 

influence on the era of Wemedia. Especially for the 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 how do they develop the best model to convey their core value? 

The 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 already has the ability to manage knowledge, 

produce content, sell knowledge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target customers. 

Given transformation,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meet the needs than other 

industries. Regardless of the size of the firm, the transformation motives, 

transition patterns and key success factors are worth exploring. 

 

For " Wemedia-Based Enterprise", the study is one of the few pieces of 

research that starts to discuss this topic. The researcher also unprecedentedly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cademic definition of " Wemedia-Based 

Enterprise". The study shows that, due to the good command of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content, the 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 can indeed be seen as a 

pioneer in transforming into Wemedia-Based Enterprises. The factors of 

success include not only the support from the leadership, but the key role is 

that there is usually a "Media Chief Editor" with cross-domain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enterprise. Finally, take the case study of Company I for 

example, it demonstrates that a knowledge-based firm can use implementation 

processes like media convergences, content management programs, budget 

compil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adjustments to develop the most appropriate 

model for a 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 transforming into a Wemedia-Based 

enterprise. 

 

 

Keywords:  

Wemedia-Based Enterprise, 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Wemedia, Media Convergence, 

Community Marketing, Fragmented Consumer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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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美國 IT 專欄作家丹・吉爾默 （Dan Gillmor） 在 2003 年撰寫了一篇

題為《下一時代的新聞：自媒體來臨》（New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Here 

Comes We Media） 的文章，正式提出了自媒體（We Media）這一概念。由

於網絡、微博等網際網路興起，許多對新式傳播方式有興趣的民眾，透過

主動或非主動的方式參與了新聞對話，而成為整個新聞傳播流程中重要且

有影響力的一環，自媒體此後已成為現今及未來的主流媒體。 

2006 年年底，美國《時代》（TIME）雜誌年度人物評選封面上出現了

一個大大的「你」（You） 和一組電腦畫面。宣布網路已經突破了國家地理

的限制，你，個人正成為「數位時代民主社會」的公民，你是網路世界內

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創造者，因為所有人的貢獻，不但促成網路世界爆炸性

成長，也對網路生態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多數媒體也將 2006 年稱為自媒體

元年。 

自媒體現象方興未艾，商業行為產生截然不同的變化，網路正快速改

變我們的生或，當然也包括企業的生態。越來越多的企業逐漸從傳統的品

牌行銷，轉變為迎接及因應社群媒體的模式，不同產業的公司也開始運用

組織調整或是轉型為「自媒體企業」，因應調整公司的策略。 

 

http://wiki.mbalib.com/zh-tw/%E3%80%8A%E6%97%B6%E4%BB%A3%E5%91%A8%E5%88%8A%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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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自時代週刊（2006） 

圖 1：2006 年底時代周刊選出當年度的封面人物 YOU。 

 

近期多數的學術研究聚焦在企業針對社群媒體的經營策略或是個人式

的自媒體的操作形式，然而自媒體強調個體以人為主的經營模式，與自媒

體企業是以傳遞企業核心價值為主的最佳模式為主的模式不同，其中尤其

是知識型產業，本就有管理知識、生產內容、銷售知識型產品或服務給目

標客戶的能力，若要轉型企業自媒體，相較於其他產業更容易達到轉型需

求。不論知識型企業之大小規模，不論因為外部需求或內部因素（主動或

被動因素），若有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需求，其轉型動機、轉型模式與關鍵

成功因素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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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發現，與自媒體現象不同之處，許多自媒體（個人為主）所經營

之內容、族群，仍以較為有趣的民生所需資訊或娛樂性需求為主，但自媒

體企業卻多以經營知識型內容為主，此現象與知識型企業相較於其他產業，

如一般製造業等，對知識內容的掌握內容更有系統、且能持續產生有質量

的內容有關。但知識產業企業對於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或如何轉型？

尤其中小型企業，多數仍處在被動或觀望的態度，面對這股網路熱潮，並

非皆能掌握自媒體的轉型模式。或是轉型意願有餘，但成果不如預期？何

故？ 

自媒體現象與網路時代全新個人商機，與自媒體企業之傳播企業整體

價值之作法仍有差異化，本研究將針對知識型企業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

體企業之原因與模式進行研究。 

自媒體中的媒體二字，在數位時代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但一般品牌

傳播過程過去多仰賴傳統媒體，若能先理解媒體意義與價值，應能掌握轉

型自媒體企業之核心價值與關鍵成功因素。 

最後，本研究將進行轉型為自媒體企業建構模式探討，並透過個案之

分析，從中深入研究個案企業之轉型模式，及其轉型關鍵成功因素。而自

媒體成功之關鍵因素尤重產生「內容」之品質與管理，看似門檻降低，但

其實不少自媒體企業之內容良莠不齊，創作原生內容與企業組織模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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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質及形式、發布渠道、發布形式以及預算執行等執行方式均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值得探討。 

個案 I 公司為知識型企業，以推廣青少年太空教育與太空教育為主的

企業，目前正突破原有框限，希望轉型為具有傳遞 STEM 教育、培育未來

青年人才價值的自媒體企業，期望透過個案企業，探討中小型知識企業轉

型為自媒體企業的發展模式，提供參考策略。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聚焦於知識型企業，及轉型到自媒體企業之過程探討，為建立

出最適發展模式，本研究回歸到學術研究的基礎階段，從自媒體企業現象

之探討、確認定義、建立模型架構為方向，將針對以下幾個目的進行研究：  

1. 自媒體企業之定義與特色。 

2. 知識型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3. 建立自媒體企業之最適價值傳遞模型。 

4. 自媒體企業的成功條件及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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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論文第一章為緒論，包括說明研究背景及動機、研究目的、研

範圍及限制、研究流程等。 

 

 

 

 

 

 

 

 

 

 

 

 

 

 

 

 

圖 2：研究流程圖。 

研究目的 

文獻回顧 

整合傳播行銷(IMC) 

 

自媒體企業 

 

研究方法 

研究背景與動機 

深度訪談法 個案研究法(i公司) 

資料分析 

深度訪談專家 

意見之整理 

個案研究之 

初級資料分析 

結論與建議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自媒體

(Wemedia)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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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進行相關文獻回顧，包括整合行銷傳播相關研究及自媒體等資

料。第三章則介紹本研究採行之研究方法，包括個案研究法、深度訪談法

及流程。第四章則進行個案分析，包括深度訪談專家意見之整理、個案研

究之初級資料分析。第五章為結論及建議，包括對後續實務學術研究之建

議。研究流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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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整合行銷溝通  

整合行銷溝通定義。五○年代，行銷人員仰賴傳統模式運作產品生命週

期的概念，依據產品在生命週期的階段採用不同的傳播工具。到了六○年

代，受到訊息傳播方式的改變、成本考量以及產品生命週期等影響，於是

九○年代 IMC 觀念應運而生。因應科技產生的新媒體，傳媒選擇更為多元

化，同時閱聽人（audience）的分眾（customization）現象及知識碎片化也

越來越明顯，企業者必須思考如何在成本考量下，能夠有效觸及消費者，

因此行銷傳播的組合需要與傳統的組合有所區隔。 

1992 年，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唐．舒爾茨（Don E. Schultz）開始提出整

合行銷溝通理論（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簡稱 IMC）或稱

整合行銷傳播。整合行銷傳播其核心價值在於將廣告、促銷、公關、直銷、

CI、設計、新聞媒體等一切傳播活動都涵蓋到行銷活動的範圍之內，同時

企業將以上的傳播活動以統一的傳播資訊傳達給消費者。所以，整合行銷

傳播也被稱為 Speak With One Voice（用一個聲音說話），即行銷傳播的一

元化策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C2%B7E%C2%B7%E8%88%92%E5%B0%94%E8%8C%A8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9%BF%E5%91%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83%E9%94%80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5%B3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B4%E9%94%80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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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圖 3：整合行銷溝通理論（IMC）的一元化策略示意圖。 

 

近代各種產品及媒體興起，傳播工具多樣化，若只運用傳統媒體訴求

產品優點，勢必增加成本與消費者獲得資訊的困難度，企業必須整合，行

銷已從 4P 轉向 4C 發展，企業價值更需轉往關注關係行銷，見圖 4。 

當從 4P 轉往 4C 概念之後，即是從製造者／生產者立場，加入消費者

／接受者立場，企業通過整合傳播行銷整合兩端所有訊息及價值，統一為

整體的對外策略，因此整合型銷傳遞出的價值，將整合到所有利害關係人

關注的訊息，如圖 5 所示。 

 

  

傳播

活動

廣告

公關

促銷

設計直銷

新聞

媒體

CI

統一資訊 
消費者 

傳播過程 

 



中小型知識型企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發展模式探討─以 I 公司為例 16 

 

4P+4C

整合
行銷

4P

產品力強

Product

價格力強

Price

通路力強

Place

競爭力強

Promotion

4C

Customer-Orientation 及 Customer Value

堅持顧客導向及顧客價值

Cost down

持續性的成本下降

Convenience

通路便利性及普及率

Communication

整合傳播有效溝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企業行銷發展從 4P轉 4C對照圖。 

 

圖參考戴國良(2012)整理。 

 

 

 

 

 

 

 

 

圖 5：結合 4P與 4C整合行銷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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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行銷傳播大師 Schultz（1996）認為，整合行銷可分為兩大項目：

內容整合與資源整合，針對這兩大項目他分別提出觀點。 

內容整合。 

精確區隔消費者：根據消費者的行為及產品需求來區分消費者。 

具競爭性的誘因：根據消費者的購買誘因，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利益點。 

品牌定位：確認消費者如何進行為自己品牌定位。 

建立品牌個性：建構一個突出的、整體的品牌個性，以便消費者能夠區

別與競爭品牌之差異。 

資源整合。整合溝通即是「用一個聲音說話」，他認為資源整合應該發

掘關鍵「接觸點」，以更有效地接觸消費者。傳播方式包括：廣告、直銷、

公關、包裝、商品展示、店面促銷等，關鍵是「在什麼時候使用什麼傳播

手段」。   

整合行銷傳播一詞自 1986 年來，古今學者各自做了不同的定義，表格

1 表示研究者針對各學者對 IMC 的定義。蔡美瑛、陳蕙芬（1998）彙集了

各種整合行銷傳播的定義，指出整合行銷傳播概念的六個重點： 

「口徑一致」的行銷傳播：整合所有行銷傳播工具，以維持並傳達清

楚、單一、共同的形象、定位、主題、資訊等。  

使用所有的接觸工具：使用到所有可能傳遞企業或品牌資訊的管道與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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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導向的行銷過程：IMC 以消費者需求為基礎，並促發其購買行

為；各項行銷傳播工具的使用，必須考慮目標消費者對是否接受，而不是

從行銷者的觀點出發。  

達到綜效：整合各項傳播工具口徑統一，以傳達明確且單一品牌形象

的資訊。  

影響行為：要讓目標消費者產生對品牌的好感，更要激發消費者的購

買行為。  

建立關係：透過關係維持和持續連結，使消費者主動重覆購買或宣傳

產品，產生品牌忠誠。  

 

表格 1   

整合行銷傳播之定義整理 

學者／單位 定義 備註 

美國廣告代

理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AAAA）  

一種行銷傳播計畫的概念，確認一份完整

的傳播計畫應有其附加價值，該計畫應評

估不同的傳播技能，如廣告、直效行銷、

銷售促進與公共關係，並將之結合，提供

清晰連貫的訊息，使其傳播效益最大化。 

1989 年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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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學者／單位 定義 備註 

Novelli 提出「一次到達」與「綜效」的概念，整

合行銷傳播能提供許多行銷功能。 

1989 年 

James Foster 透過最適合之媒體，傳播適當的訊息給正

確的對象，引發預期回應，並運用多種傳

播工具擴散公司理念。 

1990 年 

Caywood, 

Schultz 

&Wang 

透過行銷傳播的全方位計畫，該計畫會評

估各種傳播工具的策略性角色，並將這些

專業領域組合在一起，以產生明確、一致，

以及最大的傳播附加價值與影響力。 

1991 年 

 

Don E. 

Schultz 

整合行銷傳播是一個業務策略，透過制

定、優化、執行的過程，達成有效協調的、

可測度的、有說服力的品牌傳播計畫，這

些利害關係人包括消費者、顧客、潛在顧

客、內部和外部受眾及其他對象。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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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學者／單位 定義 備註 

Oliva IMC 需先透過調查消費者行為，了解消費

者的需求，根據其行為模式，提供合於消

費者需求的產品，再提出滿足消費者需求

的獨特銷售模式，並規劃直接有效的工具

與消費者進行互動。特別強調資料庫對 

IMC 之重要。 

1994 年 

（林建宏等

譯） 

 

Duncan ＆ 

Moriarty  

 

策略性地掌控或影響所有相關的訊息，鼓

勵企業組織與消費者和利益關係人雙向溝

通，創造互惠關係。 

1997 年（吳

宜蓁、李素

卿譯） 

Shimp IMC 之目標不僅要影響消費者對於品牌的

認知，更要進一步影響消費者行為。透過

各種行銷方式的整合，提供顧客與潛在顧

客清晰一致的訊息，以發揮最大傳播效

益，因此企業能提供優於競爭者的附加價

值，企業也能將其經營理念、行銷目的有

效呈現，企業品牌形象能清楚且強烈的傳

遞給消費者，產生品牌忠誠度。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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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學者／單位 定義 備註 

Tom Brannan 整合各種不同的傳播工具，透過不同的媒

體、傳播技術和行銷活動，傳遞出相同的

訊息給目標族群。 

2000 年 

Philip Kotler 整合行銷傳播是從消費者接收端的觀點，

探討整體行銷過程的方式，主要是探討消

費者如何因為他們所看見、所聽見，以及

所感覺到的，來決定是否要消費產品或是

服務，而不只是因為產品或服務本身而決

定購買。應用 IMC 的行銷人員，其重點 

2002 年 

Philip Kotler 在於整合與傳播一致性訊息的傳遞能力，

且行銷工作必定涉及各個部門，因此各部

門決策都必須進行有效的整合。 

2002 年 

Peltier, 

Schibrowsky 

＆Schultz 

組織必須有一套收集個別資訊之流程，並

使這些資料利用新媒體與消費者互動，以

創造整合行模式之互動性及消費者溝通策

略。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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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學者／單位 定義 備註 

Jenkinson ＆ 

Sain  

整合行銷傳播是行銷最高階段的一個步

驟，也是透過整合正確及統一的行銷資訊

傳達給消費者。 

2004 

Schultz, D.E 

& Schultz. H 

整合行銷傳播是使用計畫，發展並執行的

企業策略過程，採用評估、協調、衡量及

說服相關利害關係人及相關外部和內部的

對象，對品牌商標的傳播模式。 

2004 

備註：資料參考自黃宏銘（2004）與曾世豐（2014）。  

 

整合行銷溝通模式。整合行銷傳播須策略性的整合傳統的六大傳播工具，

因此有效的協調使用所有行銷工具，是達成有效的整合傳播行銷的至要關

鍵。隨著科技和通路的發展，各傳播工具的角色定位越來越模糊，但基本

上仍各有獨特的功用及特質，以下將說明六大傳播工具：廣告、直效行銷、

促銷促進、公共關係、事件行銷、人員推銷，在整合行銷傳播中所扮演的

角色及功能意義，並將其整合模式研究內容表述於後。六大整合行銷溝通

工具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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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六大整合行銷溝通工具簡表 

工具 定義 特性 模式說明 

廣告

（Advertisin

g） 

廣告是付費的大

眾傳播，其最終目

的是傳遞資訊，影

響人們對廣告商

品或理念的態

度，產生行動而使

廣告主獲得利益。 

（美國行銷協

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 

廣告的發動者同時

也是可被認同的提

供者。 

廣告之目的在推廣

一種觀念、產品或

勞務。 

廣告是必須付費的

傳播行為。 

透過媒體為達到傳

播的目的為原則。 

優點在於能為產

品建立和維持品

牌形象，並直接影

響消費者行為，但

缺點則是缺乏公

信力、訊息眾多而

紛雜。 

直效行銷

（Direct 

Marketing） 

直效行銷是一種

互動的行銷系

統，經由一種或多

種廣告媒體，對消

費者產生直接影 

任何媒體皆可為直

效行銷的執行媒

介、不必透過傳統

的媒體代理商，廣

告與銷售同步發 

直效行銷可以與

消費者建立持

續、直接、互動的

關係，在大眾市場

中累積目標消費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A7%E4%BC%97%E4%BC%A0%E6%92%AD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A7%E4%BC%97%E4%BC%A0%E6%9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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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工具 定義 特性 模式說明 

直效行銷

（Direct 

Marketing） 

響，不受空間影

響，藉以獲得可加

以衡量的反應或

交易。 

（美國直接信函

和廣告協會； 

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

DMA) 

生，方便建立顧客

快速回應系統，跳

脫時間地點及空間

的限制。 

（許安琪，2001） 

 

者的資料庫，成為

企業資產，精準的

與目標消費者進

行長期深度溝

通。其方式包括：

直接信函（Direct 

letter）、電話行

銷 (Tele- 

marketing)、傳播

媒體(Broad- 

casting)、 

網際網路(Inter- 

net)等。 

銷售促進

(Sale 

promotion) 

一種有別於人員

銷售、廣告與媒體

報導，而以刺激消

費者購買與增進

經銷商效能的行 

促銷的最大優點在 

於鼓勵消費行為，

且具有可測量性。

而其缺點在於過度

使用會使消費者對 

常見的銷售促進

包括：商品陳列

(displays)、商品展

覽(shows)與展示

會(exhibits)、商品 
    

 



中小型知識型企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發展模式探討─以 I 公司為例 25 

 

（延上表）    

工具 定義 特性 模式說明 

銷售促進

(Sale 

promotion) 

銷活動，銷售促進

常被用以試探市

場反應和創造銷

售量、掌握及維繫

消費者關係、以及

增強產品和品牌

形象。 

產品價格產生懷

疑，消費者可能會

等到折扣優惠期間

才會購買，同時降

低產品的價值感。 

(Duncan & 

Moriarty, 1999) 

示範會(demon- 

strations)，以及各

種不定期、非例行

性的推銷活動。 

公共關係

（Public 

Relation） 

公共關係能協助

建立機構與群眾

間的雙向溝通與

了解、接納與合

作，並參與公共政

策問題，促進群眾

了解事實真相與

互動、強調機構對

群眾利益負責，並

利用研究工具因

應外界變化，妥善 

公關行銷結合公共

關係、行銷、廣告

和其他領域之精

華，其目的在於協

助產業達成行銷商

品、勞務或形象的

目標。 

包括新聞報導、連

絡和宣傳等基本

公關工作；方式如

公關廣告（Public 

Relation 

Advertising）及事

前公關管理，和問

題解決的事後危

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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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工具 定義 特性 模式說明 

公共關係

（Public 

Relation） 

運用可形成早期

預警系統，以預測

未來發展趨勢並

作正面積極的傳

播。 

（Harlow，1989） 

  

人員銷售

（Personal 

Selling） 

通過推銷人員深

入中間商或消費

者，直接進行宣傳

介紹，使中間商或

消費者採取購買

行為的促銷方式。 

銷售具有針對性。 

銷售需有效性。 

買賣雙方關係密

切。 

訊息傳遞具有雙向

性。 

優點在於在銷售

過程中，銷售人員

可以運用多種溝

通方式來達到雙

向溝通與立即回

饋，說服消費者完

成銷售程序。而其

缺點在於成本較

高，或是銷售人員

無法發揮促銷價

值。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E%A8%E9%94%80%E4%BA%BA%E5%91%9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AD%E9%97%B4%E5%95%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D%E4%B9%B0%E8%A1%8C%E4%B8%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D%E4%B9%B0%E8%A1%8C%E4%B8%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83%E9%94%80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6%81%AF%E4%BC%A0%E9%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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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資料參考自黃宏銘（2004）與曾世豐（2014）。  

 

由上表可知，如同 Duncan 和 Caywood （1996）指出，IMC 的共識僅

是：「IMC 是一個概念，也是一個動態的流程。」而各學派切入此概念的

角度不同，也產生出不同的企劃模式，著重概念的部份也不一致。西北大

學三位著名的學者 Shultz、Tannenbaum 和 Lauterbom（1993）提出一個新

（延上表）    

工具 定義 特性 模式說明 

事件行銷

（Event 

Marketing） 

事件行銷是經過

特別規劃的、非自

發的，活動，能帶

給人們快樂與共

享的體驗；行銷內

容包括產品、服

務、思想、資訊等

特殊特色主張的

活動。 

（Robert Jackson, 

1997） 

事件行銷結合了廣

告、媒體公關、促

銷三者而整合的活

動；事件可藉廣告

與媒體報導達到話

題性與新聞性，進

而吸引民眾，三者

可相輔相成。 

事件行銷可以吸

引新聞媒體加強

報導而擴大，讓促

銷活動更多元

化、延續及強化廣

告效應，同時能夠

整合資源，以一致

性的訊息達成傳

播的最大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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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的整合行銷傳播模式，與傳統行銷傳播模式有所區隔，即是以消費者及

潛在消費者資料庫為出發點的新模式。如下圖 6 所示。 

 

資料來自《整合行銷傳播》，（1994）。 

 

 

 

 

 

 

 

 

 

 

圖 6 ：西北大學之整合行銷傳播（IMC）企劃模式。 

 

研究者彙整各學者提出對整合傳播行銷不同模式，與定義一樣沒有統

一的模式。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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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整合傳播行銷模式比較表 

模式名稱 代表人物／年代 主要概念 

西北大學

之整合行

銷傳播模

式 

Shultz、

Tannenbaum 和

Lauterbom

（1992） 

以消費者及潛在消費者為基準，資料庫內

容以人口統計、心理統計、購買歷史及產

品類別，將消費者區分為我牌忠誠消費

者、競爭品牌使用者及游離者等三類。進

行接觸管理、發展傳播溝通理念、根據傳

播目標訂定明確、具體且量化的行銷目標 

科羅拉多

大學學派

整合行銷

傳播模式 

Duncan（1993） 

提出整合行銷傳播四層次模式：形象統

一、訊息一致、藉由行銷資料庫與利益關

係人、消費者保持良性之雙向溝通、最後

成為世界公民，加入社會與環境意識，確

立明確的組織文化，成為好公民，產生良

性媒體效應，為企業帶來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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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模式名稱 代表人物／年代 主要概念 

丹佛大學

學派整合

行銷傳播

模式 

Burnett 和

Moriarty 

（1998） 

認為整合行銷傳播只是四 P 其中的

Promotion 

聖地牙哥

大學學派

整合行銷

傳播模式 

Belch （1998） 

將整合行銷傳播置於行銷計畫之下，認為

行銷傳播之重點在於傳播工具之整合： 

分析推廣方案的情境 

分析傳播過程 

決定預算 

發展整合行銷傳播 

整合傳播工具：廣告、直銷行銷、促銷活

動、公共關係及人員銷售 

整合與執行行銷傳播策略 

監看、評估與控制整合行銷傳播計畫 

備註：資料參考自黃宏銘（2004）與曾世豐（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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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傳播行銷的執行觀點。經整合行銷傳播學者的模式中可以發現，其

重點仍在於落實執行階段，由於整合行銷傳播執行並不容易，能夠徹底執

行的企業仍屬有限，但學者歸納能成功的執行流程仍有以下各種觀點： 

 

表格 4   

整合行銷傳播執行模式比較表 

代表人物 主述論點 內容 

Schultz

（1993） 

由顧客觀點

出發 

考慮消費者使用者和媒體，而非何種媒體對

行銷最有效。 

傳播時機取決於何時會與消費者互動。 

傳播模式選擇消費者於何時何地最能接受訊

息，而非行銷人員之媒體購買便利性 

Liano

（1993） 

內部整合與

行銷研究 

重新組織企業內部：組織內部須能執行整合

行銷傳播，避免各單位權力衝突 

內部規劃：請整合行銷專家擬訂計畫後交由

代理商執行 

區隔有影響力的傳播模式 

著重行銷研究而非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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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代表人物 主述論點 內容 

Haytko

（1996） 

協調、一致、

互補 

協調性：強調人員與創意的協調性 

一致性：強調不同的傳播工具組合必須與傳

播內容的協調一致化。 

互補性：傳播工具之組合必須能夠互補不足

之處。 

備註：資料參考自戴國良(2012)。 

 

第二節 自媒體相關理論 

自媒體定義。網路時代的迅速發展推動著資訊傳播方式的重大變革，傳

統媒體如廣播、電視、報紙逐漸被網路媒體所取代。自媒體傳播具有廣泛

性、即時性、互動性、複雜性等特點，對傳統媒體的一元性、權威性、針

對性和理論性形成了挑戰。同時，自媒體也為這時代提升了媒體的領導力、

吸引力、滲透力和親和力。  

自媒體（We Media）概念最早由美國作家 Gillmor 在 2002 年提出。

Gillmor（2002）將新聞媒體分為以報紙為代表的舊媒體、以網路媒體為代

表的新媒體和以部落格為代表的自媒體。依此，美國新聞學會的媒體中心

於 2003 年 7 月出版的「We Media（自媒體）」研究報告中提出：「自媒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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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般大眾透過數位科技與全球知識系統連結，提供並分享他們真實看法、

自身新聞的途徑。」（Bowman & Willis，2003） 是目前學界公認的自媒體

定義，自媒體相對於傳統新聞，是具有傳統媒體功能，卻不具有傳統媒體

運作架構的個人化網路行為。 

本研究所探討的自媒體企業，則因相關文獻均未有此定義，研究者將

於第四章自行進行「自媒體企業」之定義，期能為未來更多相關研究帶來

貢獻。 

自媒體特色。「自媒體」三字是由大陸開始流行，依據大陸學者王永友

與宋斌 （2016） 的研究，提出自媒體共有四種特性。 

傳播主體的廣泛性。傳統媒體的資訊傳播過程是封閉的，資訊的獲取、

選擇、包裝、審核和發佈等環節主要由專業的媒體人完成，一般民眾難有

機會利用媒體傳播。以網路為基礎的自媒體將傳播成本大大降低，民眾只

需要在自媒體平臺上註冊帳號，即可開始進行資訊傳播。只要是大眾有興

趣的資訊，通過粉絲的轉發擴散，傳播範圍可以呈現指數擴大，達到傳統

媒體可能難以達到的傳播效果。隨著自媒體影響力的擴大，傳統媒體、政

府機構、企業、名人、明星等蜂擁加入自媒體，成為引領輿論走向的「意

見領袖」。  

傳播速度的即時性。數位技術的發展和智慧手機的普及，自媒體成為時

效性最強的媒體。在自媒體平臺，資訊從生產、傳播到接收的時間週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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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計算。相比傳統媒體少則數小時、多則數天的製作週期，自媒體平臺在

傳播速度上具明顯優勢。自媒體資訊傳播的即時性，一是由於其入門檻低、

規範少，不需經過專業編輯字斟句酌，也不需要層層門檻，讓監管人員審

查內容是否可傳遞，資訊一經生產，即可傳播；二是人們可以將身邊的新

聞事件直接從自媒體平臺傳播出去，省下了傳統媒體的流程：記者採訪、

編輯、出版等環節，提高效率。  

傳播過程的互動性。互動性是自媒體的核心。自媒體在短時間能迅速

發展，關鍵在於其強大的互動能力。自媒體特性在於雙向互動：自媒體資

訊的發佈者和接受者身份是雙向的、資訊的流動也是雙向的，發佈者在發

佈資訊的同時也接受資訊。通過轉發、評論、按讚等方式，人們可以在自

媒體平臺自由互動，透過互動滿足了我們表達觀點、聯絡感情和彰顯特色

等需求。自媒體的互動性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的交往方式和行為習慣，

轉發、評論及按讚等成為現代人類互動交往的重要成分。  

傳播內容的複雜性。自媒體時代各個年齡階段、價值觀念和職業習慣

的人群都可以成為自媒體平臺中的一員。參與主體的多樣性決定了自媒體

傳播內容的複雜性。不同年齡階段、教育背景、生活經歷、階級階層的人

群，其價值觀念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正面意義包括促進不同階層、年齡、

性別、觀點的多元對話，但也可能加劇了不同族群思想觀念的對立性，同

時為了足一般大眾窺探的樂趣，內容更可能朝向娛樂化和低俗化發展，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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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產生新的網路酸民或霸凌現象，在網路匿名世界濫用言論自由權，因此

意見領袖更具有重要的言論責任，以免挑起不必要的對立與網路霸凌等現

象。此問題也可視為自媒體時代的社會現象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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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深入了解自媒體企業最適價值傳遞的發展模式及執行建議，本研究

將以整合傳播行銷（IMC）文獻為理論參考，綜合數位行銷產業專家之深

度訪談及自媒體企業個案調查法，針對以知識性產品或服務為主力之中小

企業發展自媒體時之最適建議模型及執行模式進行研究。由於自媒體企業

相關資料文獻較少，本研究將透過研究定義出自媒體企業之定義、發展模

型及成功因素等研究內容，以學術上來看，本研究將採用一般用來發展新

的定義及關鍵原因常用的質化分析研究方法，而非採取量化分析法。 

以下分項說明本研究所採用之質化研究方法。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為探討一個個案在特定情境脈絡下的活動，了解其中的獨特性與複雜

性，多數會採取個案研究法進行。研究者的興趣通常在於研究過程之樂趣

而非結果，因此研究者以整體觀點為重，了解現象或事件的情境脈絡而不

只是某些變項（林佩璇，2000）。 

個案研究是對特定現象的檢視（Examination），通常會針對一個計畫、

一個事件、一個人、一個機構、或者一個社會團體（Merriam，1988）。Merriam

（1988），整理出對個案研究特徵不同的說法，見表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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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質化個案研究的特色 

Guba & Lincoln 

（1981） 

Helmstadter 

（1970） 

Hoaglin & Others 

（1982） 

Stake

（1981） 

Wilson

（1979） 

‧ 濃厚的描述 

‧ 整體性 

‧ 對話型態的格

式 

‧ 啟發性意義 

‧ 建立於普遍性

的知識上 

‧ 能用來補救

或改善實際

現況 

‧ 結果即假設 

‧ 彈性設計 

‧ 能應用於繁

雜的情境 

‧ 獨特性 

‧ 對當事者及動

機的描述 

‧ 對關鍵議題的

描述 

‧ 能建議解決之

道 

‧ 歸納性 

‧ 多重資

料 

‧ 描述性 

‧ 獨特性 

‧ 啟發性 

 

‧ 特殊性 

‧ 整體性 

‧ 綜觀性 

‧ 質性 

 

 

備註：資料來自 Merriam（1988）。 

 

個案研究法大多數屬於探索性研究，從一個或數個個案中蒐集大量資

料，然後進入深度探索，將所得結果加以歸納彙整，從中獲取更多的細節。

由於個案研究強調過程而非結果；強調情境脈絡而非特定變項；在乎發現

而非驗證，如果研究希望處理現象與情境脈絡間複雜的交互作用，或者理

解與詮釋某一個案的特殊性，個案研究應該一種理想的研究設計。以本研

究為例，因要符合本研究之目標產業：為實施自媒體之中小企業，且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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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性產品為主，相關個案較具特殊性，為理解實施過程之背景因素與實施

成效之間的關聯，因此採取個案研究法較為適合。 

個案研究報告也要確定是讀者對象。以本個案研究為例，預計可能的

讀者有：1，相同領域的同事；2，決策者、實務者、領導者和專家；3，其

他自媒體企業等，這些對象的需求差異性很大，撰寫方式應盡可能符合讀

者的需求（Yin，1994）。如此讀者自行閱讀報告時，才能理解與建構本研

究的價值意義，表格 6 是個案研究時依據讀者需求的最佳報告組織方式。 

 

表格 6   

個案研究報告的組織方式 

1、 前言：讓讀者能立即感受不同的經驗，察覺研究所在地的時間、地點。 

2、定議題、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告知讀者研究的概要、研究者背景、以及

有助於了解此個案的研究議題。 

3、以故事描述方式更進一步地界定個案和情境脈絡：藉由呈現描述一些一

致或是衝突的資料讓讀者感受到個案的狀態。 

4、繼續發展研究議題：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會繼續發展一些關鍵的議

題，有助於了解個案的複雜性。研究者也可以將其他個案的狀況在此作描

述。 

5、詳述細節、文件、引文、並核證資料：有些議題有更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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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必須藉由觀察及各種方法找尋一些資料來加以確認。 

6、提出研究主張：摘述研究重點，以提供讀者重新思考從此個案獲得的知

識，修正原來已知道的通則。 

7、結語：研究者作最後的說明，分享研究心得。 

備註：資料來自 Stake（1995, p23） 

 

第二節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之質化訪談法。質化研究的深度訪談（deep interview）一

般比起量化研究的訪談來得困難，主要是其內容不具有結構性的過程，此

外，訪談過程中，也較不易保持中立立場，因而質化研究本身較無法避免

主觀的想法與價值判斷，需要靠研究者的專業性及敏感度來判斷及篩選資

料。但由於本研究目的是發展出自媒體之最適價值模式，同時也屬於較為

新穎的行銷理論，投入企業較少，為發展合適於個案產業適合之自媒體企

業模式，在衡量研究方式之後，首要須採取質化之深度訪談研究方式，以

獲得更多第一手之產業資訊。茲將量化與質化研究之成果對照詳見表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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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   

深度訪談法中質化與量化研究結果對照表 

 質化研究 量化研究 

成果價值 

‧ 可靠性（dependability） 

‧ 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 

信度 

‧ 可信賴性 （credibility） 

‧ 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效度 

研究模式 歸納法（induction） 演繹法（deduction） 

專家角色 

以受訪者觀點為觀點，被研究者

是專家 

研究者即是專家，建構

模型、蒐集資料、檢定

假設 

優點特性 

‧ 彈性和創意 

‧ 資料的分析方式多元、沒有

固定格式 

‧ 嚴謹與清晰 

‧ 有固定模式 

備註：資料參考自江淑美、吳伊勻、翁士勛、劉育雯（2000）。 

 

深度訪談法可分為「非結構式」、「半結構式」、及「結構式」訪談。其

內容如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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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問題的問法與回答提供了具體的限制，不能更改順序，也不

能改變答案選項。  

非結構式：通常以閒聊方式和內部人員、專家訪談取得內情。對訪談

問題和答案不設限，只是事先確定訪問主題，訪談者可以自由回答，不過

也因非結構式訪談具有高度靈活性，難以量化分析，對於不同訪談者的回

答內容也難以比對。  

半結構式：綜合結構與非結構式訪談，訪談問題可依照不同的訪談者

靈活調動，只要受訪者回答不偏離主題即可。通常以「訪談大綱」來進行

訪談，對象可以是個人或團體。  

訪談對象及流程。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以產業觀察者及專家為訪談對象，

表格 8 為三位專家訪談者的基本資料表。訪談的目標希望從不同面相重塑

自媒體企業之價值與執行模式。研究者在進行深度訪談前，已針對相關文

獻、產業調查報告、新聞媒體報導、訪談對象調查等進行了解，希望可以

獲得更多產業資訊，也希望藉由訪談法獲得更多的關鍵性問題，以上已加

入於訪問中的問題中。因此，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來了解產業專家對自

媒體企業的意見，最後將受訪者之訪談整理為逐字稿，以編碼方式進行整

理，方便將意見整理比較，綜合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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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受訪者資料表 

專家編號 背景說明 訪談時間 

A 男，現任某商務聯誼會理事長，專欄作家、企業講

師與網路顧問 

2.5 小時 

B 男，某大商務平台總編輯  2 小時 

C 男，某網路媒體公司總經理，行政院匯流小組顧問 2 小時 

備註：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專家 A，男性。從平面轉往數位領域發展，為台灣內容行銷、自媒體

企業的網路研究者及重要意見領袖。利用平日晚間進行訪談，約於咖啡廳

中進行，時間約 2.5 個小時，欲罷不能。訪談過程中，特別針對兩岸自媒

體企業與內容行銷之異同有不少深入的探討。 

專家 B，男性。為某大社群平台之總編輯，對內容掌握有長期觀察與

見解。約於該公司進行訪談，共約 1.5 小時，訪談過程聚焦在內容對自媒

體企業的重要性與組織模式，該公司也屬於知識型產業之自媒體企業營運

模式。 

專家 C，男性。為國內少數教授自媒體企業之講師，同時也擔任行政

院匯流小組顧問，能從企業角度、乃至於產業整體發展提出看法與獨到的

 

http://tesa.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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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約於台師大管理學院內受訪，受訪時間共 2 小時，對研究者研究此

一題目表達樂於協助之意願。 

題目設計上部分為受訪者的專業背景為主，產業問題則為一致性問題，

以便獲取整體視野與回覆，方便做總體整理。受訪題目請見表 9-11。 

 

表格 9   

受訪者 A 之訪談題目表 

 

個

別

性

問

題 

a. 您過去曾在平面媒體工作過，之後轉到數位領域，您認為從「平

面」到「數位」，在產業價值及內容創造上的意義，您有何觀察？ 

b. 您目前經營的公司或協會等單位，有哪些重要的經營理念與脈

絡，是否願意分享您經營公司的成功因素及營利模式？ 

c. 在您過去的經驗中，如何透過內容產生社群或網路影響力之建

議模式？可否舉例說明？ 

d. 您在數位行銷領域中是重要的領域意見領袖，您運用哪些獨特

的方式經營自己的自媒體？是否已透過自媒體行銷創造營運模

式？  

 

 a. 台灣在社群媒體的運用時間與 DAUs 人數比例均高居全球前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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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性

問

題 

名，這對台灣發展數位行銷的優劣勢各有哪些影響？ 

b. 您預估未來五年自媒體的趨勢與發展？未來如 FB、LINE、ID

等社群平台會有哪些競合關係與發展？這對自媒體會有哪些影

響？ 

c. 「自媒體」時代來臨，大部分的自媒體研究偏向於以個人自媒

體的成功模式為主，您認為個人自媒體與企業自媒體有何異

同？ 

d. 您認為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e.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的成功條件及關鍵要素？ 

f. 經營網紅與領域意見領袖的差異性位何？您認為數位行銷模式

中，透過網紅（或意見領袖）創造行銷話題與經營基本重要客

群鞏固產品價值，兩者挹注的資源應如何分配？  

g.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如何產生出適合的原創內容產生影響力及社

群擴散力？內部的組織有何建議調整之處？與傳統的媒體報導

影響力差異為何？ 

h. 您所協助或了解的產業或企業（以台灣為例），有無轉型為自媒

體企業過程比較成功的案例，成功因素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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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失敗？ 

i. 自媒體平台目前多以付費模式（如臉書、LINE 等平台）達到更

好的宣傳效果，您認為針對自媒體平台付費與非付費內容的經

營、頻率及對消費者的觀感有何差異化？並有哪些執行上之建

議？ 

j. 針對知識型業者，不想採用大眾化或娛樂性為價值模式的企

業，若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有哪些具體建議？ 

備註：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表格 10   

受訪者 B 之訪談題目表 

1.

個

別

性

問

題 

a. 您從過去平面雜誌《數位時代》的編輯人轉型為 Smart M 平台的

編輯人，您認為從「媒體」到「平台」，在產業價值及內容創造

上的意義，您有何觀察？ 

b. Smart M 可以被定位為專業知識的知識性平台，從無到有，經營

的成功因素為何？如何建立起平台的營利模式？ 

c. 在您過去的經驗中，如何透過內容產生社群或網路影響力之建議

模式？可否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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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您在數位行銷領域中是重要的領域意見領袖，您是否也將自己經

營為自媒體？ 

 

2.

一

般

性

問

題 

 

 

 

 

 

a. 台灣在社群媒體的運用時間與 DAUs 人數比例均高踞全球前幾

名，這對台灣發展數位行銷的優劣勢各有哪些影響？ 

b. 您預估未來五年自媒體的趨勢與發展？未來如 FB、LINE、IG 等

社群平台會有哪些競合關係與發展？這對自媒體會有哪些影

響？ 

c. 「自媒體」時代來臨，大部分的自媒體研究偏向於以個人自媒體

的成功模式為主，您認為個人自媒體與企業自媒體有何異同？ 

d. 您認為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e.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的成功條件及關鍵要素？ 

f. 經營網紅與領域意見領袖的差異性位何？您認為數位行銷模式

中，透過網紅（或意見領袖）創造行銷話題與經營基本重要客群

鞏固產品價值，兩者挹注的資源應如何分配？  

g.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如何產生出適合的原創內容產生影響力及社

群擴散力？內部的組織有何建議調整之處？與傳統的媒體報導

影響力差異為何？ 

h. 您所協助或了解的產業或企業（以台灣為例），有無轉型為自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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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企業過程比較成功的案例，成功因素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會

導致失敗？ 

i. 自媒體平台目前多以付費模式（如臉書、LINE 等平台）達到更

好的宣傳效果，您認為針對自媒體平台付費與非付費內容的經

營、頻率及對消費者的觀感有何差異化？並有哪些執行上之建

議？ 

j. 針對知識型業者，不想採用大眾化或娛樂性為價值模式的企業，

若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有哪些具體建議？ 

備註：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表格 11   

受訪者 C 之訪談題目表 

1.

個

別

性

問

題 

a. 您在數位行銷領域中是重要的領域意見領袖，也帶過不少自媒體

課程，您為何會切入企業自媒體的研究領域？  

b. XX 媒體應用有限公司目前定位如何？主要仍以影音為主要的服

務項目之一，影片行銷是目前門檻相對高的內容素材，這對自媒

體企業經營的必要性如何？ 

c. 您認為目前數位整合行銷產業或公司可能會有哪些挑戰? （是否

可從產業的優劣勢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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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般

性

問

題 

 

 

 

 

 

 

 

 

a. 台灣在社群媒體的運用時間與 DAUs 人數比例均高踞全球前幾

名，這對台灣發展數位行銷的優劣勢各有哪些影響？ 

b. 您預估未來五年自媒體的趨勢與發展？未來如 FB、LINE、ID 等

社群平台會有哪些競合關係與發展？這對自媒體會有哪些影

響？ 

c. 「自媒體」時代來臨，大部分的自媒體研究偏向於以個人自媒體

的成功模式為主，您認為個人自媒體與企業自媒體有何異同？ 

d. 您認為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e.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的成功條件及關鍵要素？ 

f.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如何產生出適合的原創內容產生影響力及社

群擴散力？內部的組織有何建議調整之處？與傳統的媒體報導

影響力差異為何？ 

g. 您所協助或了解的產業或企業（以台灣為例），有無轉型為自媒

體企業過程比較成功的案例，成功因素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會

導致失敗？ 

h. 自媒體平台目前多以付費模式（如臉書、LINE 等平台）達到更

好的宣傳效果，您認為針對自媒體平台付費與非付費內容的經

營、頻率及對消費者的觀感有何差異化？並有哪些執行上之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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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針對知識型業者，不想採用大眾化或娛樂性為價值模式的企業，

若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有哪些具體建議？ 

備註：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針對訪談結果之分析，透過重新解構訪談者之內容，利用編碼方式整

理訪談者意見，訪談內容進行編碼是本階段重要的研究過程，第三節將說

明訪談之編碼原則。 

 

第三節 編碼原則 

質性研究為避免落入研究者主觀之意見，往往要透過較為嚴謹的編碼

過程進行資料分析與比對。本次受訪者為三位，均為業界專家，同一題目

可能回答各有不同，為使意見可以歸納整理，編碼是資料分析前必要的作

業，編碼原則依不同研究問題、受訪對象、問題架構等而有不同的設計。

本研究的編碼原則如下： 

第一碼為專家的代碼，本研究共採訪三位專家，分別為 A、B、C。  

第二碼為個別性問題及產業性問題兩大類，每位訪談者之後依個別性

問題代碼為 1、產業性問題代碼為 2。例如 A1、A2。 

第三碼為個別性問題及產業性問題之細項問題，以 a、b、c……順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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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深度訪談過程，會因為訪問者及受訪者之間的互動而產生更多火

花，因此題目會略有出入，回答內容通常是一段完整的內容，因此研究者

將逐字稿內容拆解為一個或數個具有意義的完整內容進行編碼，並以紅字

標示該段完整的語意。最後以 a1、a2、a3……或 b1、b2、b3……流水碼順

編各細項的內容。 

茲以以下產業性問題（共同問題）為例說明： 

題目： 

台灣在社群媒體的運用時間與 DAUs 人數比例均高踞全球前幾名，這

對台灣發展數位行銷的優劣勢各有哪些影響？ 

A 專家回答： 

台灣幾乎都被 FACEBOOK 綁架了（A2-a-1），問題就是說臉

書社群的價值，因為上面有親朋好友。但像 LINE 大家都在

傳長輩圖（A2-a-2），但如果是微信，大陸人比較不會傳貼圖，

比較會傳文章，像時事或有有意義的文章（A2-a-3），這跟我

們的習性也有關係。 

B 專家回答： 

台灣市場很淺碟，很願意嘗試新事物，但使用慣性又很重。

（B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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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來說，FACEBOOK 是要跳脫廣告代理商的模式，

不需要透過媒體代理就可以自己完成廣告投放（B2-a-2），且

FACEBOOK 的演算法能精準投到目標客戶（B2-a-3）。 

C 專家回答： 

台灣的媒體，在 2012 年開始之後，就失去他媒體應該有的功

能（C2-a-1），開始用收視率決定所有的事情，用廣告收益來

看所有的媒體（C2-a-2）。媒體失靈後，在這裡的人會去尋求，

或是嘗試著從各個管道去提取這些不足，就會發現社群是最

簡單、最好的方式，造成台灣人很黏媒體。 

由於要維持訪談專家的中立性，因此訪談逐字稿中之相關工作經歷均

以代號取代公司真實名稱，以達研究之效度與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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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與分析   

本研究參考整合行銷理論 （IMC） 之模型，透過文獻探討及專家訪

談內容為自媒體企業研究模型建立之探討依據，取得以上初級與次級資料

之後，研究者嘗試將研究成果建立出自媒體企業之最適價值傳遞模型，最

後以 I 公司為例，研究該公司利用此模型之發展現況、挑戰與未來策略。 

第一節 自媒體時代消費模式之改變  

網路時代讓現在的行銷模式與傳統古典的行銷模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

變。網路科技盛行之後，傳統行銷工具如透過媒體、廣告、公關公司、代

言人等針對利害關係人來傳遞資訊或利害關係（B2-d-1）的模式不再，人

們獲得資訊或找尋產品資訊的方式從早期的 BBS （電子布告欄系統） 、

部落格到利用 Google 搜尋、微博、臉書、LINE……等不同的社群媒體得

到資訊，消費模式從大眾轉為分眾、行銷工具集中於網路行為。自媒體一

詞，從 2006 年《TIME》雜誌的年度封面人物報導為「你」之後，更宣告

行銷模式必須改變。因此社群時代的社群商業模式 （Social Business Model） 

導致顧客影響力及重要性越來越大。 

自 2003 自媒體字眼出現到此刻 2017 年，15 年內社群商業模式重新

建立、一切仍在改變進行中。消費訊息透過幾個大型、免費且公開的自媒

體平台，早已無孔不入的影響我們的生活型態。至 2016 年 12 月為例，

幾大巨量的自媒體平台數字如表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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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   

巨量自媒體平台說明表 

社群平台 成立時間 2016.12 月用戶數 

Linkedln 2003 年 4 億 

Facebook 2004 年 超過 18 億 

Youtube 2005 年 超過 10 億 

Twitter 2006 年 3.2 億 

Pinterest 2010 年 1.5 億 

Instagram 2010 年 6 億 

LINE 2011 年 超過 10 億 

備註：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將社群商業模式興起後影響消費者行為之改變，分為以下三大

項目說明，依序為為訊息/知識碎片化現象、注意力缺失現象及 AISAS 行為

法則。此三大現象具有重要意義，因消費行為之改變，重大影響企業對外

整合行銷模式。 

訊息/知識碎片化現象。依據 Google、Ipsos & Sterlinbg Brand（2012）

等機構共同發布的研究指出，90% 的消費者會在多種電子產品中來回切換，

包括智慧型手機、電腦、平板電腦、電視等，報告中指出：智慧型手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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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間平均最短為 17 分鐘，但卻為顧客開始進行特定事件/產品的起點，

在不同時間點從 A 事件/產品進入下一個電子產品上，以完成這件事，研究

報告將此行為稱之為「貫序瀏覽」 （sequential screening） ，而多數的用

戶也會同時使用多種的電子產品，此現象則稱為「同時瀏覽」（simultaneous 

screening）。這兩大現象說明了，企業要產出相關訊息時，將思考顧客可能

同時並多樣的使用不同的電子產品或社群，所以各種產品露出的訊息在不

同的介面及不同的平台上都必須有最佳化的表現，人們搜尋資料的方式，

不限於一書一屏，及任何單一「系統化」之資料來源。多屏、多重任務式

的閱讀與搜尋方式，此為碎片化現象之一。（自己的品牌自己做，2014） 

由於電子產品之普及與方便，人們使用手機或電子商品的時間零碎而

多元，無論是在通勤、等待、工作、購物、休閒、用餐、睡前等等時刻，

人們習慣性使用電子商品，使用時間零碎不完整，知識甚至人脈聯絡碎片

化，影響了自媒體時代的學習模式，海量、碎片、拼湊的學習模式，可視

為碎片化現象之二。 

碎片化現象，企業必須透過拼圖的方式，利用各式平台與社群的多樣

化內容，讓消費者建立起對商品資訊的全貌，不可能期待消費者一次性的

將商品資訊完整理解，而是利用多次、零碎的時間組起對商品的資訊。人

類大腦的結構發展，大部分學習仍需要有架構與脈絡，許多習慣於線性學

習的人仍未能適應碎片化的現象（A2-a-5） （A2-a-6），但如果對話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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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為年輕的族群，企業就必須針對碎片化的消費旅程建立一套產品的「自

媒體模式」，以提供單一消費者於不同時間、不限地點、多種屏幕、各種呈

現素材的消費過程中獲得一致性的產品訊息。 

 

註：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圖 7 ：消費者碎片化之消費旅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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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注意力缺失症。身處數位時代的我們，每日頻繁大量的接收與處

理來自網路上的資訊與工作，資訊量的暴增，讓我們不得不多工與快速的

處理各種資訊，裡面包括有文字、圖片、MAIL、訊息、社群網站的互動等

等提醒。但其實人類的注意力根本無法處理如此大量的資訊，這是一個重

視「眼球」的時代，當資訊越多，人的注意力越是被分散，因此多數人被

迫養成一心多用的工作及生活模式。 

這對企業行銷上的意義在於，當我們拋出的企業訊息，企圖與消費者

對話的過程，有太多資訊共同爭搶消費者的眼球，即所謂「注意力」；電商、

自媒體、網站內容看似沒什麼相關，但其實都是希望同一群使用者裡撈取

有限的注意力（B2-b-2） （B2-b-3），注意力匱乏加上消費者一心多用的習

慣，對企業而言如何引起消費者注意力，是自媒體時代消費習慣的重要課

題。因此企業更需要因此創造媒體價值，贏得消費者注意力。 

我們可以想像，當消費者開著電腦播放著影片，手中卻滑著手機查詢

其他的訊息，過多的內容造成消費者對內容更不在意，良莠不齊的內容，

也使消費者自動將部分訊息歸類為「垃圾訊息」。因此，讓目標消費者能透

過碎片化的時間及注意力，注意到企業訊息，接收到企業傳遞價值之內容，

進而成為目標客戶，進行主動搜尋，我們可以說，這是解決消費者注意力

缺失（CADD）現象，達到消費目的最佳解決方案，企業產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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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與消費者更有相關性、提高其注意力與媒體價值，進而對目標客戶

傳達重要訊息。 

AISAS 消費法則。Hall 於 1920 年代提出經典的 AIDMA 消費者模

式，闡述廣告宣傳對消費者心理過程縮寫，日本廣告界被稱為 AIDMA 定

律，依據維基百科對 AIDMA 的定義如下：  

「AIDMA 表達的是消費者從聽說商品，到購入的各個階段。包括：

Attention（注意）、Interest（興趣）、Desire（欲求）、Memory（記憶）、Action

（行動）」 （Wikipedia , 2017） 就傳統的行銷模式，首要引發消費者之注

意力 （可參考前述第 2 點之描述），讓消費者主動關心該產品資訊，產生

購買慾望，直到對產品品牌有了明確的品牌印象、產生記憶之後，該名消

費者就會產生明確的消費行動。 

不過社群媒體時代，消費者行為已產生變異。2004 年，Dentsu Inc （日

本電通公司） 提出 AISAS 行為模式，取代了 AIDMA 模式。AISAS 分別

是：Attention（注意）、Interest（興趣）、Search（搜尋）、Action（行動）、

Share（分享），其中的雙 S：Search、Share，即可視為數位時代的新模式（許

景泰，2015）。購買前要網路搜尋、購買後分享，這種購買模式影響了現代

的企業推廣模式，消費者事先會透過網路的評價獲得資訊，如果是朋友們

的評價，影響力更大，最後購買產品之後，透過分享及推薦，讓朋友也獲

得相關產品口碑資訊，形成產品完整的消費旅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91%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8%B2%BB%E8%8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8%E8%B2%BB%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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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從 AIDMA 到 AISAS 消費行為的改變，企業的最大挑戰便在於處

理消費者社群的經營管理與跟隨。 

 

備註：圖片參考許景泰（2015） 

 

 

圖 8：AISAS 消費行為模式轉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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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媒體企業定義 

「自媒體企業」為一新興的概念，查過相關文獻之後，研究者發現尚

未於中文學術論文中有明確的定義，為進行本研究之內容，研究者嘗試定

義如下：「凡以資訊內容為主要價值傳遞核心的企業，透過數位科技與全球

知識系統連結，提供並分享企業獨特理念、真實看法、自身新聞的途徑，

達到與客戶直接溝通、傳達訊息一致性之價值傳遞模式」。 

而「自媒體企業」相關文章報導有兩種不同之概念。網路上探討企業

自媒體的概念有兩種主軸：「企業自媒體」,「自媒體」可視為名詞，一般

是將「自媒體」作為傳播工具之概念，例如運用 Facebook、LINE、Twitter、

微博等平台，或是企業網站、APP 發布企業形象或對外訊息之模式，而多

數公司企業主重視的多是平台或網站的相關數據背後的影響力或擴散模式，

而這是較容易被量化及追求的管理方式，也較適用於多數產業；但若以「自

媒體企業」之層次來看，「企業自媒體」，將「自媒體」當作動詞，企業轉

型成為自媒體，此類型公司從企業主到員工、內容模式到發布模式、乃至

企業整體營運都將因其「自媒體」價值而彰顯，特斯拉汽車（Tesla）可作

為範例，但由於其知識內涵及對企業具有關鍵意義，多數企業實施上較不

易完整執行，但如果成功轉型，企業價值能因此更上一層樓。 

知識型產業於自媒體時代面臨轉型之際，要針對認同知識型價值之目

標對象，進行傳遞價值並產生雙向互動，本研究特別針對中小型知識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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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研究範圍，並以更具積極意義的「自媒體企業」作為本研究之定義模

式。 

關於企業實施整合行銷傳播模式與自媒體企業之差異，是常被提出來

探討之處。以圖 10 說明其差異性。以兩大變因說明其差異，縱軸為媒體整

合性，由低而高；橫軸為媒體內容產生方式控制度的高低程度來區分，由

左而右分別為外包(Outsource)與內製(Inhouse)，其中自媒體企業的媒體整合

性高及控制度集中，落在象限的右上方，而 IMC 整合行銷模式，媒體整合

性強，但其產生方式非集中於內部，多以外包方式呈現。相對於使用 IMC

整合行銷模式的非 IMC 公司，則其媒體整合度低，內容產生方式也多已外

包方式呈現。傳統知識型產業，多有產生內容之模式，但其媒體整合程度

較低，落在右下位置，若有成功轉型，則有機會成為自媒體企業。 

 
 
 

註：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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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內容產生方式 

 

圖 9  整合行銷傳播理論與自媒體企業差異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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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企業運用整合行銷模式與本研究所探討的自媒體企業，在行銷理

論上其精神是一致的，均為傳遞一致性的價值給顧客，但最基本之差異在

於「內容」。自媒體時代，消費者更加追尋具有認同感的內容價值，也將因

之產生新的收費與商業模式。自媒體企業因此重新定義內容對企業的重要

性，而將組織轉型成為重要的內容生產團隊與營運團隊。運用整合行銷模

式的公司，內容價值或營運不一定是其重要的商業模式，但對自媒體企業

而言，內容的生產與營運模式，卻關係著公司的對外整體價值輸出，因此

內容呈現更不假他人之手，減少外包產生的溝通落差，由內部規劃、生產

到銷售，成為自媒體企業重要的轉型意義。 

 

第三節 自媒體企業特色 

自媒體企業和自媒體最大的差異，自媒體是以個人為表現及經營單位，

具強烈的個人特質，粉絲或追隨者喜愛的是自媒體之個人特色與價值，每

個獨立的自媒體均具有獨一無二的個人風格。早期稱之為部落客、自媒體

時代之後多稱之為網紅，也引起很多跟風，包括影視名人、政治人物、意

見領袖、甚至有個人特色之素人等等，只要有一定數量的跟隨者，所傳播

之資訊具有擴散立及影響力，即可視之為自媒體。而「網紅」經過一段時

間後，可能擴大其規模，不論是自己成立公司或是透過其他經紀公司的協

助，以規模化的方式經營該網紅，並透過網紅粉絲之支持經營相關商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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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A2-f-1） （B2-b-1） （C2-f-2），也包括企業與網紅合作，以廣告方式

創造自媒體商業價值。不同的經營模式中，最有名也具有獨特性的是大陸

的《羅輯思維》節目，羅振宇創造了全新的自媒體價值，用獨特的影片模

式及獨特的知識敘事能力，將自媒體的力量展現到最極致。（A2-a-15）但

網紅式的自媒體經營模式，仍不脫以個人特色為價值的表現形式，不論其

表現內容為何，往往會吸引認同其個人及粉絲價值的廠商或其他網紅共同

合作，此模式若套用在企業上比較像是企業產品代言人，屬於較為短期的

產品宣傳，此模式不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模式。 

針對「自媒體企業」本研究較有系統地歸納出以下幾項特色： 

推廣企業品牌為目的。該企業對外形象非以個人為主要代表人物，而是

著重於企業品牌形象之經營。自媒體企業推廣品牌過程中，強調的是企業

價值、產品特色、公司理念，如果有網紅或其他推廣者共同推廣，往往是

扮演代言人的角色，只是為了短期但效果強烈的宣傳效果，但自媒體企挑

選網紅會更為謹慎，會挑選與公司理念價值一致的代言人（C2-f-2），如知

名運動品牌 NIKE 公司挑選 NBA 職籃明星林書豪為品牌長期推廣；但如果

該公司之創辦人或經營者具有強烈等同品牌之意義，這樣的形象結合往往

更具有強烈品牌推廣效果，如 APPLE （蘋果電腦）公司的 Jobs、Tesla （特

斯拉汽車）  的 Musk，其發言或發文往往為企業品牌帶來巨大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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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g-1）。但多數公司並沒有這樣的企業創辦者角色，自媒體企業傳播之

內容仍多以具企業價值、品牌特色為主的內容模式。 

以具有符合企業形象的擬人化樣貌出現。如同自媒體個人式價值，為符

合數位時代之傳播特色，會設計具有記憶點、具有個人化特色的角色，以

引起目標消費者之注意力，以此擬人化的角色做為自媒體企業對外傳播的

統一形象（B2-c-1）。以全聯為例，為與更年輕的族群互動，全聯小編的設

定以較為年輕、可愛，具有擬人化的互動語彙方式（A2-g-6），創造了全聯

小編的風潮。而全聯小編的成功，也讓全聯從傳統的超市零售通路，搖身

一變成為「引領年輕人節省購物美學」的自媒體企業，全聯對外自媒體整

體形象，包括經營及原創相關影音、圖片及幽默式對話等內容，甚至創造

了全台灣各粉絲團「小編」（指粉絲團的經營者）之跟風，最後成為匯聚全

台社群編輯交流的平台，可謂台灣社群經營極具研究價值的代表性指標。 

然而，2017 年 4 月爆發全聯集團總裁徐重仁對年輕人之失言風波，甚

至罕見地在全聯粉絲團以「徐重仁」本人身分現身道歉。不料此舉卻引起

粉絲及各大粉絲團小編一片撻伐，事件演變之烈，出乎全聯集團之想像，

逼使全聯集團最後無法以粉絲團之模式回應滾雪球般之聲浪，為消弭各方

疑慮，最後以公司發言人以官方身分出面滅火。由此現象可知，一旦開始

經營自媒體企業，即開始具有媒體特色與意義，對外形象不容任何人，包

括經營者，任意改變其對外形象。雖然該形象看似為虛擬，但在自媒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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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中，任何對外創造之「虛擬形象」，都是自媒體企業之重要價值，也是

企業及消費者經過反覆對話、互動後定型的原創模式，此形象如同公司之

商標，在數位世界裡此創造之形式與自媒體企業識別幾乎畫上等號，不該

任意改變與未經宣告下唐突修正。若未重視，其反應將會招致企業形象難

以自圓其說，更容易在網路世界造成失控的言論攻擊、甚至反撲，原本具

有發布公司形象重要訊息的自媒體，可能因此在極短的時間成為無法被信

任的平台，企業往往來不及應變此現象的轉變。 

具有正面形象及影響力的內容，會因為成功的經營模式，創造出指數

型的擴散力；反之，若是破壞性內容，一旦造成消費者及追隨者的反撲與

巨浪般的負評，這些評價也將以指數型的方式擴散，自媒體企業維護對外

一致性之品牌樣貌與形式，不可不慎！ 

只針對目標對象傳播價值模式。過去，整合行銷理論 （IMC） 強調運

用六大行銷工具達到傳遞一致性行銷訊息到消費者的方法過程，大型品牌

的行銷預算往往高到驚人，投資於與目標客戶相關之媒體或行銷通路

（B2-d-1）。然而在自媒體時代，消費者行為模式的改變，隱身在各式數位

媒體及社群之下，再也沒有一個媒體可以宣告自己是「大眾媒體」（C2-a-1） 

（C2-a-2），企業要對話的對象，不易透過傳統媒體與之互動，針對目標對

象的行銷模式成為自媒體企業的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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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透過社群網路、大數據或是相關數位工具，在目前最重要的幾

個社群平台上，找到目標族群，形成目標客戶甚至該產業的影響力中心，

這是企業的最大挑戰，從過去的大眾行銷到目標行銷、從過往大型預算的

專案行銷到綿密日常的每日互動，自媒體企業必須要學習透過每日、每則

動態經營自己的族群對象。 

因此，一旦轉型為自媒體企業，要體認不能再只因為「產品銷售」而

與消費者「傳遞訊息」，而是為了與目標群族「溝通」、產生「互動」價值

（C2-g-4） （C2-j-1），也因此，透過網紅、部落客等名人廣告代言都是一

時的促銷活動（A2-a-13） （A2-a-14） （A2-f-2） （B2-f-1） （C2-f-1），

回歸到自媒體企業的經營本質是不再透過廣告代理商、或其他代言人

（B2-a-2） （B2-a-3），企業也有能力長期並不斷的創造出自己與目標族群

對話的內容形式。 

各種社群媒體主宰了社群訊息曝光的管道，以臉書為例，其演算法經

常改變，企業無法只透過臉書傳遞訊息給目標讀者（B2-i-1），透過自己投

放臉書廣告也並不困難，甚至更為精準。若只透過單一社群媒體為曝光管

道，終究無法達到有效的訊息傳遞，唯有善用各種社群媒體，發布對能吸

引目標族群注意力的內容，將之導流、彙聚在企業網站或 APP 中（A2-a-16） 

（C2-b-1） （C2-b-2），並做好具有產出內容質量的管理模式，這是自媒體

企業鎖定目標族群行銷的重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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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識型產業本以產、銷內容為其最大價值，未來不論是科技功能或

目標客戶的使用習慣均一直更新，知識型產業為求生存與擴大，更須因應

這些快速改變，加上目標客戶追隨其內容價值的特性較之其他產業更為明

顯，這也是知識型產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更容易成功之原因。 

由組織內的內容創造團隊共同經營。由於是以企業為單位的自媒體，除

非是微型或一人公司，多數企業自媒體對自媒體內容都是在不同組織或同

一組織內多人共同經營。為了維持自媒體企業對外的整體形象與價值，團

隊必須以合作及分工的方式處理圖、文、影片、說話語彙等等內容的產出

與互動，同時必須在過程中仍保有企業價值與特色 （B2-g-1） （C1-a-6） 

（C1-a-7）。 

既然是分工合作，就會有組織運作、決策者支持、預算、分工整合、

領導模式等問題，公司能否貫徹執行自媒體企業理念，往往端看此執行階

段。以較著名的自媒體企業全聯福利中心為例，該公司內部人力之外，更

委託外部廣告代理商共同經營所有自媒體，一共七人小組，該七人小組努

力將全聯打造為嶄新的品牌形象（A2-g-5） （A2-g-6） （A2-h-3）。這種

模式清楚的說明了全聯的幾個成功因素，包含決策者支持、預算支持，透

過創意團隊的編制，共同創造並經營成功有趣的全聯對外的人格形象。 

社群時代已經沒有明確上下班的時間，團隊如何在社群時代快速回應

各式回應？同時，即使不在這個創意團隊之中，所有線上線下的活動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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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被視為一個整體，該企業所有對外的活動與相關資訊，都有可能在網路

上被搜尋或放大討論。 

因此自媒體企業須視公司每個成員都是自媒體的一個成員，每一次與

客戶、或利害關係人接觸的機會都是自媒體企業要考慮的環節，不分線上

與線下（C2-e-2），如此，自媒體企業所有對外的訊息，包括一張名片、電

話的問候、各種圖案的設計或是企業識別系統……等看似不起眼的訊息，

將更為一致並有效地建立起完整的形象脈絡（C1-a-7）。團隊將在自媒體企

業扮演不同的角色，此時，企業領導人及自媒體企業的媒體總編輯，是企

業自媒體在團隊內的靈魂角色。 

 

第四節 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面對從消費者模式轉變，並了解自媒體企業特色價值之後，或許多數

知識型企業公司決策者或相關單位已經意識到自媒體企業的重要性，甚至

更多科技趨勢專家均已喊出：每間公司都該轉型為自媒體企業！（A1-d-2） 

（C1-a-5） （C2-d-1） （C2-d-2）本研究無法針對所有產業進行了解，但

就算是知識型產業，有心步入轉型過程也比想像中路遙且長。若要討論轉

型，可能要先從掌握媒體意義及媒體價值談起，而不被「自媒體」意義所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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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媒體式微，新媒體崛起，然而媒體二字可能會讓知識型企業的領

導人充滿迷思與想像。究竟媒體具有怎樣的特質？媒體公司的幾大特色如

下列（自己的品牌自己做，2014）： 

說故事的能力。新聞每天發生，媒體公司如何將新聞或訊息組織編輯後

傳送給適合的對象，這時媒體公司需要有擅長說故事的團隊，如同電影團

隊要有導演、演員及所有工作人員，媒體公司也要有善於打造文字、圖片

故事性的記者、圖文整合的編輯團隊還有擅長下標、統籌的總編輯。（C2-e-1） 

（B2-g-2） 

產生內容的能力。媒體公司永遠在線，哪裡有故事或新聞，團隊便能將

鏡頭或文字進入現場，產生出原創的圖、文甚至影音報導。而這些內容不

會只是少數幾則，而是每日都要產生出一定質量的內容。 

即時性內容。媒體扮演提供資訊的重要角色，只要發生重大事件或話題，

均能在最短的時間蒐集所有訊息，即時性提供最新訊息。 

內容包羅萬象，容易搜尋。媒體產生之內容須要能被容易搜尋，能夠佔

據消費者眼球，或是網路、通路版面，而其內容具有價值，對顧客端而言

甚至除了搜尋之外，更願意訂閱，以從中獲得各式有用的訊息。 

靈活快速因應的能力。媒體需要行動迅速而靈活。針對不同的主題，要

能在最短時間因應並找到適合的對應人及編輯團隊進行產出內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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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工作分秒必爭，也必須讓顧客在最短時間內看到已經整理過後的專業

內容。 

如果知識型企業開始啟動轉型，便不能理解掌握以上媒體能力的重要

性（C1-a-3） （C1-a-4）。企業如果可以主動、快速及靈活的產生出具有相

關性的內容，因為具有快速因應的能力，甚至可以在某些重大事件發生時，

具有發言主導權，或是扭轉劣勢，或是擺脫同業的糾纏，樹立自己領頭羊

的產業形象。 

網路上充斥著各種內容，消費者又有注意力缺失的問題，為了讓自媒

體企業的訊息更靠近消費者，知識型企業更須致力打造出一種與過去層層

把關、時效性較慢等與傳統模式有別、新的內容產生模式，透過新的組織

模式，在更快的時間原創出對的內容、透過對的通路到達對的顧客，這是

轉型為自媒體企業的重要能力（B2-b-3）。自媒體企業掌握內容的能力，即

為轉型為自媒體企業的關鍵能力。 

自媒體企業需要掌握的內容模式又分為以下三大項目：包括自有媒體

（Owned Media）、付費媒體（Paid Media）與口碑媒體（Earned Media）。

依據研究調查公司 Forrester Research（2008）發布三種媒體，說明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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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   

自有媒體、付費媒體與口碑媒體對照表 

媒體類型 定義 例子 功能 優點 挑戰 

自有媒體

（ Owned 

Media） 

‧ 品牌或企

業自己的

平台或網

站 

‧ 企業網站 

‧ 企業 APP 

‧ 企業 FB、 

與目標族群

建立長久的

溝通互動關

係之用 

‧ 企業可

控制 

‧ 成本較

低 

‧ 與銷售

效果無

法直接

對應 

 ‧ 對象為目

標顧客 

‧ LINE@

等 

 ‧ 對象精

準 

‧ 具長期

效果 

‧ 需長時

間維持

客戶互

動 

付費媒體

（Paid 

Media） 

‧ 品牌付錢

獲得的平

台或網站 

‧ 對象為一

般大眾 

‧ 付費搜尋

廣告 

‧ 電視廣播

廣告等 

吸引注意力 

增加曝光與

討論 

‧ 效果迅

速 

‧ 擴及範

圍大 

‧ 依需求

擴大效

應 

‧ 成本高 

‧ 效果越

來越差 

‧ 消費者

對廣告

較不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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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媒體類型 定義 例子 功能 優點 挑戰 

口碑媒體

（ Earned 

Media） 

‧ 消費者形

成的平台

或網站 

‧ 對象為粉

絲 

‧ 用戶口碑 

‧ 病毒行銷 

當前兩者媒

體運作良好

時，口碑媒

體便是前兩

者產生出的

正面效應 

‧ 花費相

對較低 

‧ 協助銷

售的關

鍵因素 

‧ 透明 

‧ 負面評

論 

‧ 不可控

制 

‧ 範圍廣

泛 

備註：資料來自 Forrester Research (2008) 

 

以本研究而言，透過自有媒體展現自己企業品牌價值特色，是現在知

識型企業的挑戰，但若只依靠自有媒體，還是難免會陷入觸及率不足的問

題，例如臉書每則發文到達粉絲的比例大概只有 5%，甚至更低。這時透過

適當的付費媒體的操作（傳統是只有付費媒體的選擇），可以透過付費媒體

到達沒有接觸過的消費者，雖然這是一個付費媒體逐漸失效的時代，但妥

善利用付費媒體的整合，可以與自有媒體達到擴展影響力及創造議題性的

效果。也因為兩者整合成功，形成口碑媒體，綜效才會更容易擴散，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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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是最難被創造及控制的，如果一旦形成效益，其影響力甚至可能會大

於前兩種媒體的效果。 

因此，要利用數位媒體與消費者互動的知識型企業，學習整合自有、

付費及口碑三種元素的媒體模式，在接下來可能的 10 年內，要能透過以上

三種元素，創造出自媒體企業所需的具有質量的各種行銷內容，這種模式，

也可以稱之為「媒體匯流 」（Media Convergence）。知識型企業若要持續與

現在的消費者溝通，甚至透過認同其「現在內容」的消費者面向需求「未

來內容」的消費者，就需要認知並具備整合媒體匯流的功能，這也是知識

型企業要透過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掌握媒體特性，具備媒體匯流能力，以

達到傳遞企業價值的終極目的（C1-b-2） （C1-b-3）。就如同之前提到的消

費者注意力缺失等現象，顧客可能要透過多次（3-5 次以上）、在不同管道

注意或理解到品牌資訊，才會開始產生行動，透過匯流創造出多元內容，

形成消費的刺激因子，有了正向的產品使用效應之後，循環創造消費者對

該企業品牌的整體認同感，這便是媒體匯流帶來的加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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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媒體

企業擁有的網站、手機

網站、FB等社群媒體

口碑媒體

自然產生的分享

按讚、回應等

付費媒體

購買廣告，如向傳

統媒體或數位媒體

採購之廣告

來源：參考自己的媒體自己做(2014)及本研究整理 

 

圖 10：媒體匯流示意圖。 

 

第五節 轉型為企業自媒體之發展模式分析 

本研究從整合傳播理論探討企業/品牌之最適傳遞價值模式開始，進入

自媒體企業之定義與發展價值，從中研究者發現，啟動知識型企業轉型之

最大因素來自於：自媒體時代來臨之後，如本章所談目標客戶消費者型態

之轉變，而此轉變不可逆轉，產業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如紙本沒落、教育

線上化、課程以共享模式經營、媒體被劃分為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等等現象，

帶有媒體價值意識的知識型企業，也在這波浪潮中無法回頭，往轉型之路 

前進。目標客戶的改變，促使知識型企業朝向轉變之路，這是契機/轉機， 

透過自有媒體之內容達

到搜尋引擎最佳化(SEO)

並贏得口碑分享 

 

獲得更多自有內

容之搜尋及品牌

推廣效果 

透過付費觸及更多

消費者，並分享 

媒體
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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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是知識型企業面對未來客戶的挑戰，但最終仍以「價值傳遞」為其

最後目標。研究者將知識型企業如何發展及轉型為自媒體企業分為四個階

段。 

價值定義階段。知識型企業本質仍需從了解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出發，

找出自己的獨特價值，以滿足客戶「未被滿足的需求」（此時亦會參考其他

競爭者針對客戶未被滿足的需求的競爭能力），價值定義階段是企業發展之

起始階段，同時也要針對該企業之核心價值，提供給利害關係人共同理解

與發展。 

價值提案階段。盤點知識型企業之價值獨特性之後，依據目標客戶的

消費模式與樣貌，產生出「企業定位」。企業定位之確立是轉變為自媒體企

業的轉變階段，一旦清楚價值與定位，自媒體企業將提供給客戶所需之新

產品（內容）、新特色與新理念。 

目標客戶在自媒體時代之特性已非傳統模式可以對應與連結，創造與

他們互動之方式，具媒體意識的知識型企業，將會針對客戶提出新的傳遞

其企業價值提案模式。 

創造傳遞/價值階段。確認公司之新價值、新特色與新理念後，以整合

行銷概念（IMC）為基本思維，傳遞具有一致性的資訊為目標，透過行銷

學 4P 的架構，企業重新透過企業的產品、價格、通路、宣傳銷售方式，達

到傳遞價值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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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體企業仍是利用 4P 為接觸點，與消費者溝通企業價值與定位，從

產品到銷售端，皆運用自媒體企業的特質進行整體價值輸出。這個階段，

研究者是認為企業須最具有媒體特色之階段。從產品生產開始就可以講一

個完整的故事，因此從產品生產到銷售的過程中，無一不在敘述著該知識

型企業的特色與價值。 

品牌價值形成階段。自媒體企業透過所有的產品銷售過程，最後意欲

形成的不只是達到銷售的目的，而是建立起消費者對企業價值的認同甚至

推廣，從而達到形成對此品牌的品牌意識與認同其價值，企業發展以創造

價值為起點，以消費者認同價值與品牌為終點，再透過對品牌的回饋，提

供企業不斷創造新的典範價值，形成自媒體企業發展正循環。 

回顧第二章研究者自訂的自媒體企業之定義，若將「達到與目標客戶

直接溝通、傳達訊息一致性之價值傳遞模式」視為知識型企業長久發展的

努力方向之經營者，研究者提出之自媒體企業發展模式應有參考價值，發

展模式圖整理如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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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圖 11 ：自媒體企業發展模式圖。 

 

第六節 I公司發展自媒體企業之模式 

I 公司簡介。台灣相對於國際社會，地狹人稠，人才往高度知識密集性

企業有集中趨勢，具有高度的知識企業管理之能力與相關類型之公司也是

台灣重要的中小企業類型，包括為數不少的台灣中小型教育類型民間企業，

如同 I 公司的台灣分公司，即為本研究之個案。 

I 公司 2003 年成立於美國休士頓，除了自身研發的課程外，也代理世

界一流的課程，課程對象均以青少年（10-18 歲）為主。I 公司在台灣、澳

洲、日本及中國大陸設有分公司。I 公司銷售的課程中最為重要的品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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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E 太空學校，該課程為總部位在美國休士頓的 Houston Association For 

Space And Science Education（美國休士頓太空與科學教育協會，簡稱 

HASSE）所研發設計，I 公司為 HASSE 官方課程的唯一課程銷售機構。 

HASSE 為一國際性的教育機構組織，長期研究及投入 STEM 教育課

程（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的研發推廣，其中

與國際太空人、NASA 科學家、大學教授及企業家共同研發設計的

HASSE 太空學校研習課程，是國際間知名的青少年太空課程，透過課程帶

領青少年進入科學與數學的深度學習。 

HASSE 太空學校是國際間少數能帶領學員親身了解 NASA（美國太空

總署）面貌，並參與頂尖太空項目的教育研習，其教學內容依照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美國科學教育標準） 制訂，以 NASA 詹森

太空中心與休士頓市的資源和環境為基礎，利用課程增加推廣青少年太空

教育，並帶領他們學習科學專案管理的能力。 

太空課程具有獨特知識專業，並須提供此課程的專業服務，坊間一般

以 NASA 為主題的課程往往無法給予同樣的課程內容，多以參加 NASA 對

外的遊樂中心為號召。且 I 公司的課程銷售對象遍及國際間重要城市，營

運複雜度高，品牌識別更為重要，且須一致， I 公司的台灣分公司是亞洲

區的品牌營運中心，並需負責台灣的銷售推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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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公司內的組織重要角色需將品牌概念推廣給目標客戶，並透過

業務推廣檢驗推廣成效，讓更多青少年參與，因課程以青少年為主，行銷

對象需包含青少年及其家長，並與相關教育組織或與青少年有關之單位合

作。課程概念不同於台灣一般的留學/遊學/夏令營操作方式，將課程定位為

「在 NASA 最佳青年創新與領導能力的研習」，教授 STEM 課程的短期教

育課程，並輔以搭配 HASSE 聯盟提供給合作學校之長期 STEM 課程共同

推廣。 

I 公司於台灣創立分公司以 14 年餘，因課程設計需密集進行，而台灣

青少年升學壓力較大，太空學校課程安排只能安排於假期較長的寒暑假期

間進行課程安排，因此經常與遊學/留學等公司性質作為比較，同時，也常

與坊間課程的夏令營/冬令營成為家長選擇的眾多標的之一。 

 

表格 14   

I 公司產業價值說明簡表 

產業價值 知識產業的國際教育課程 

品牌價值 唯一深入 NASA 學習，並與 NASA 官方共同研發及推廣的

太空青少年課程 

品牌定位 在 NASA 最佳青年創新與領導能力的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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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營運地區 台灣（台北）、日本（東京）、大陸（上海）、澳洲（雪梨）

等地點 

銷售對象 1. 青少年及其家長 

2. 與青少年相關之教育或單位組織 

銷售模式 1. 太空學校（高中以上學生）：個別報名，需經過徵選通

過方能錄取 

2. 初階太空學校（國小高年級/國中）：以學校等單位團

隊報名為主，含具 HASSE 認證的 STEM 國中小（如

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中學附設中小學）推廣課程 

台灣營業額 約 1.2 億（含課程授權金收入） 

備註：資料來自本研究整理。 

 

知識型企業產業分析。依據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所發表之報告將知

識經濟定義為：「一種植基於知識與資訊的生產、分配與使用的經濟活動與

模式。」（1996, OECD）  

2005 年，OECD 做了更進一步說明，認為「知識經濟所代表的是一種

進階的經濟趨勢，其與以往的社會經濟模式相比更依靠知識、資訊與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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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創新，在這個趨勢之下，企業與公共部門對於知識、資訊與高科技創新

有更多的需求與應用。」（2005, OECD）  

根據 OECD 之定義，知識經濟時代中之知識型產業包含兩個部分：製

造業中的高科技產業以及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兩者共通的特色是重視智

慧資產的生產、配置及運用，因此知識工作者與高科技運用對於知識經濟

格外重要。知識型產業與傳統勞動密集產業的邊際報酬遞減法相反，知識

資源的利用和開發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特性，在經濟活動中將幫助產業及

其產品不斷增值。（胡述兆，2012）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發佈的「2012 年全球知識經濟指數評比」，臺灣在 

146 個受評國家中，排名第 13 名，在亞洲名列第 1，優於香港、日本、

韓國及新加坡等主要競爭對手，臺灣的知識經濟競爭力在教育、創新及資

通訊科技（ICT）等領域穩健發展，均名列全球前 10 名， 其中在教育領

域方面，臺灣排名為全球第 8 名，顯示近年國內人力資本（受教育年限、 

技能經驗及專業化程度）不斷提升，並且有利於整體經濟的轉型與升級；

亞洲開發銀行（ADB）也在 2014 年發布「創新亞洲：推動知識經濟發展」

報告中，引用世界銀行於 2012 年所公布的「全球知識經濟指數評比（KEI）」

相關數據，針對亞洲 28 個 國家進行評比，其中臺灣獲得 8.77 分（滿分 

10），排名亞洲第 1，不僅是亞洲國家平均數（4.28 分）的 2 倍，也高於

經合組織（OECD）國家平均數 8.25 分（產業知識管理加值計畫，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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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司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發展模式。如同臉書上的社群經營模式，坊

間有許多的書籍及課程有相關教學，模式較為一致且公式化，臉書經營或

網站內容多以方案促銷、多元課程及有趣的分享為模式（A2-a-9） （A2-a-12） 

（A2-b-1），內容及經營方式較為雷同，也易掉入客戶比價泥淖，或課程越

開越多的假象。I 公司若比照這些業者的推銷促銷模式，將也陷入紅海而無

法凸顯產品的重要性。 

I公司經營理念有很重要的價值在於課程的原創性、獨特性，及專業性，

致力深化並優化此課程，在此前提之下，I 公司希望凸顯課程理念、創造青

少年及其家長對課程的嚮往，而非僅因價格因素或是短暫的廣告效應，同

時，HASSE 太空學校的課程為一國際性課程，希望讓台灣的消費者能認識

品牌的角度選擇課程、珍惜課程，而非為了短暫消磨寒暑假期的營隊選項

之一，因此對外名稱上也避免使用夏令營、留學、遊學等較多業者搶食大

餅的行銷字眼，選擇使用較為嚴謹具有教育價值的「學校」二字作為命名。 

此外，此國際課程需要前往美國休士頓 NASA 進行，需要安排機票、

住宿等國外行程的安排，因此除了課程費用之外，選擇航空公司及住宿飯

店等，都不是以便宜為考量，均以品牌合作為產品加值，因此回歸到產品

品牌為識別訊息、以課程知識為核心行銷，是 I 公司非常確定的企業經營

理念。也如同之前提到的自媒體企業轉型模式與消費者樣貌的變化，I 公司

一路轉型，回到與消費者溝通品牌價值理念，才是公司希望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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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自己定位於自媒體企業，也經歷了轉型過程的各種過程，套用本章

第二節提到的企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的發展模式，說明 I 公司之轉型模型

如下： 

價值定義階段。I 公司首先定義公司之核心競爭力包括：「與 NASA 官

方合作提供豐富及獨特的 STEM 課程資源，包括場地及師資」、「打造國際

課程的組織團隊」、「課程具有對手難以仿效的專業性及獨特性」、「以青少

年為課程唯一對象的課程設計」、「設計符合具有未來生存能力的課程」，將

這些與消費者需求的連結起來，成為 I 公司獨特的價值特色，明確而清楚： 

國際太空課程的領導品牌； 

點燃青少年夢想與熱情的課程； 

激發青少年學習未來能力的課程； 

專業且少見的 STEM課程； 

NASA與 HASSE的密切合作夥伴關係； 

參加者名額稀有性增添品牌認同感。 

價值提案階段。I 公司的消費者有兩大對象，包括青少年及其父母（或

機構）。更精準的對象是「對培養未來能力有想法、對太空科學有興趣、對

NASA 上課及其師資有憧憬、及希望學習 STEM 科學的青少年及其父母（或

機構）」。大部分行銷要透過 B to B to C，或直接 B to C，都要接觸到終端的

客戶，因此本研究以終端客戶為主要描述對象。這些青少年之家庭背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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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大多集中在都會區排名前三的公私立高中或國立大學的理工科系學生，

家庭背景為中產階級以上、父母多半是中小企業主、公部門主管、教授或

是教職為多，以強調課程價值為方向，這群對象往往最能理解與認同。針

對這些對象及其父母，I 公司之價值以一句文案定位：「在 NASA 最佳青年

創新與領導能力的研習」，並設計針對這些目標客戶傳遞企業價值的相關方

式。 

創造/傳遞價值階段。為創造與青少年及其父母等目標客戶對話，I 公

司決定揚棄過去傳統大量刊登廣告或找獨家代理商的方式，創造有獨特形

象具國際視野美感的海報、網站、臉書、Instagram、影片，甚至線下活動

與家長互動，多數家長及學生先被形象吸引，再進一步了解課程及報名。

對青少年而言，先點燃對此課程的好奇心與想像力，然後吸引其父母理解

課程之價值，由於青少年產品需讓青少年及其父母都買單，因此希望透過

自媒體的經營模式，而非仰賴其他廣告或代理商的模式，成功推廣企業品

牌及產品。此模式與其他公司做法產生非常大的差異，也使產品品牌更為

出眾並有記憶點。 

認同獨特價值階段。HASSE 太空學校有別於其他短期課程，這是一個

可信賴的、獨特性的課程，由於課程具有原創性，因此每年總有新的創意

與差異，參加過的學員甚至會記住自己的級別，每年太空學校都會舉辦校

友會（已舉辦超過 10 屆），總能吸引高達上百位的學員參與，學員間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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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級別區分上下屆及課程內容，對品牌有高度的熱情與向心力。每位

參加過的學員多能對課程具有高度評價與向心力，並能主動發揮口碑效

應。 

除此之外，太空學校也會針對校友舉辦助教（TA）徵選，每年隨團出

發的助教皆象徵榮耀，也是校友們從參加者搖身成為課程重要關係人的過

程，這些形成強大的貢獻，目前太空學校的校有多達上萬人，也在各行各

業服務，形成太空學校獨特的關係人脈及品牌推廣者。未來將更善用這些

校友的力量，搭配自媒體企業推廣的模式，由他們協助推廣理念，並邀請

他們定期分享對課程的看法與期待，帶動 I公司往未來客戶之需求而努力。 

綜合上述內容，茲將 I 公司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過程模型，以圖 12 表

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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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圖 12 ：I 公司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模式圖。 

 

I 公司自媒體企業之執行模式。I 公司創造並提供了目標消費者獨特的

產品，HASSE 太空學校可說是 NASA、美式、太空、STEM、青少年、夢

想與熱情等元素的體驗式課程，要保有此鮮明的特色，研究者針對 I 公司

之內部執行模式探討如下，參考整合行銷理論 IMC 的執行模式，發現屬於

知識產業的企業，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過程相較於一般製造或其他產業似

乎較為容易，畢竟對於以知識為核心的產品與組織，對於內容生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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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容易掌握，以下針對組織、預算、內容及執行挑戰等幾個執行構面進行

探討。 

組織模式。如同多數企業運作的現況，企業由人組成，因此所有的運作，

組織絕對是關鍵。而能掌握自媒體企業特色與運作模式的關鍵性角色，一

是上位的領導者，如總經理、CEO（A2-g-1） （A2-g-4） （C2-e-3）的大

力支持，二則是公司裡必須要有一位具有媒體素質與經驗的媒體總編

（A2-g-1） （A2-g-2） （A2-g-3）。一般常說的社群小編是素材的編輯，

但媒體總編要依據企業價值與願景，帶領公司相關組織，創造圖、文、影

音等素材，自媒體企業的內容絕對不是一個人所產生，所以要透過媒體總

編形成自媒體團隊。團隊這個人不只要會寫文，更重要的能力可能是下標

（B1-b-1），既是社群媒體中心，也是行銷發動中心，甚至對於程式語言、

網路發展都要有概念，這樣的角色要具跨界與多元能力。（A2-g-3） 

I 公司現況共 21 人，其中要負責產製出自媒體內容的即為行銷部門，

編制內共 6 人，經常性外包寫手 3 人。 

其中行銷部經理 1 人，即為 I 公司自媒體媒體中心之主編，下轄設計 1

人、社群編輯 1 人、實習生 3 人，同時，社群編輯要負責管理 3 人以上的

外包特派員，擔任文章、議題報導的寫手。行銷及業務總監即為媒體總監，

總控所有整體形象之確立與對外發言內容。 

I 公司的組織現況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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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業部

經理

技術長

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圖 13：I 公司組織圖 

 

I 公司執行長明確給予支持，並希望 I 公司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後，透

過行銷部門產製出獨創原生的行銷內容，給予行銷部門明確的發展方向與

支持，行銷業務總監在教育及出版媒體產業擔任行銷業務相關工作長達 20

多年，能掌握消費者面貌與需求，故能貫徹公司發展價值與模式，發展與

一般業者完全不同的形象模式，而行銷部整合了具備設計、文字、影音能

力不同專長的同事，整合相關素材，發布對外內容。 

但由於仍非一般大型公司的媒體中心，可以透過專業社群管理軟體製

作、經營所有社群媒體或對外發布之訊息，然而因為知識內容取得相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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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以 I 公司對於轉換產品資訊形成對外發布訊息之機動能力強、素材

也容易取得，因此若有重要議題，往往可以在一天之內於網站、社群媒體

發布適合之圖文內容。 

由於行銷及業務總監還需管理業務部，因此對外訊息之發布，也不會

與業務方向脫節，甚至可以環環相扣，形成「社群內容為空軍、業務模式

為陸軍」的整體戰略模式。組織裡關鍵角色包括：執行長（概念形成）、

行銷及業務總監（策略掌握）、行銷部經理（整合資源）的角色，彼此之

間相輔相成，使 I 公司具有明確的自媒體企業之特色。 

預算規劃。從 2016 年開始，自媒體企業概念於 I 公司內部開始執行之

後，內部針對自媒體企業方向訂定幾大原則，2016 年總預算為 685 萬（含

直接人力），較之 2105 年的 265 萬，成長了將近 2.5 倍！2016 年與 2015

年的預算規畫呈現如表 15 所示。 

首先，I 公司大幅增加相關人員之配置 （從 3 人到 6 人） ，並且新增

了幾大項目：專案出版費用、品牌網站建置、寫手費用，在網站建置及文

字內容上希望有更多元的呈現及散布模式。而內容成本單項最高的是影片

製作，增加了 3 倍之多，也符合現今流行影音或直播媒體的趨勢。 

 

表格 15   

I 公司轉型自媒體企業相關預算 2016 VS.2105 年度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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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106 年度預算 2015 年度預算 2016 成長值 

行銷人員編制（行銷

部人數） 

325 195 130 

影片製作 100 30 70 

社群廣告預算 50 20 30 

品牌活動 50 20 30 

專案出版費用 50 0 50 

品牌網站建置 40 0 40 

寫手費用 40 0 40 

總計 655 200 390 

備註：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總合來說，I 公司透過預算的支持，於 2016 年度開始規劃並執行以下

幾個自媒體企業的規畫模式： 

各種內容人才加入團隊，包含圖片、文字、影音，也包括具整合功能

的媒體主編。 

影音內容大幅增加，利用具有故事力、吸引力的影片，凸顯產品風格。 

建置太空學校單一品牌形象網站，揚棄 I公司過去產品大雜燴的網站。 

布建寫手及出版模式，內容多元運用，並透過商業出版模式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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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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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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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50

2106年度預算

2015年度預算

透過更專業的品牌活動，建立線上線下連結，同時創造自生及口碑內

容。 

 

資料來自 I 公司內部資訊。 

圖 14：I 公司 2015 到 2016 年預算配置比較圖表。 

 

透過圖 14 呈現更可以清楚看見預算之消長，及 I 公司轉型為自媒體企

業之決心。同時 I 公司財務預測，公司將因為這些預算，業績將在 2017 年

呈現成長趨勢。 

內容建置。如同第四章第二節談到的「媒體匯流」能力，企業要能掌

握內容的三大關鍵，便是要掌握自有媒體、付費媒體及口碑媒體的能力。

以下是 I 公司針對以上三大內容媒體的內容策略： 

自有媒體： I 公司投資最多之項目便在自有媒體上，希望能形成更深

化、更有曝光度的自有內容與自有平台，對象是青少年及其父母。投入人

力及資源比例佔整體內容開發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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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6   

I 公司自有媒體內容營運模式說明表 

作法 價值 

建置具有太空學校特

色的品牌網站 

‧ 凸顯產品品牌質感及定位，以太空感設計為主 

‧ 成為繁體中文世界針對太空科學、太空新聞的平

台，提供精選轉載的優質文章 

‧ 建立品牌網站獨特美式太空風格及網站架，成為

其他國家語系網站之原型 

每週產生二篇太空故

事或報導 

‧ 透過特派員及實習生，蒐集 NASA 獲世界各國

的最新太空及 STEM 新知，重新撰寫及發文 

‧ 字數控制在網路閱讀最舒適的 1000 字內容，並

有多種內容主體，如太空人故事、未知星球報導

等等 

製作年度影片 

以具有好萊塢式的敘事手法製作年度影片，包括音

樂、影片內容均請國際團隊製作，增加太空學校影

片的震撼性與可看性，並廣為流通。 

製作年度主視覺 

透過每項活動的發布、網站資訊、各式海報製作，

將主視覺的圖片與太空學校深度連結，目標讀者容

易辨識內容，並與品牌聯繫 

備註：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中小型知識型企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發展模式探討─以 I 公司為例 92 

 

付費媒體：透過三種廣告模式接觸不一樣的客戶，並且希望接觸的是

年輕消費者的父母（非青少年），付費廣告希望能直接與有消費能力的家

長（多為 40-50 歲上下的父母，又以女性為主），因此在內容上較為成熟、

專業取向。投入人力及資源比例佔整體內容開發約 20%。 

 

表格 17   

I 公司付費媒體內容營運模式說明表 

作法 價值 

關鍵字廣告 

透過關鍵字廣告，針對陌生族群強打品牌新定位：在NASA

最佳青年創新與領導能力的研習，不再強調與留學課程之

差異等傳統行銷訴求。 

再行銷廣告 

圖片再行銷，結合年度主視覺及與國際接軌的精要訊息，

讓以對產品有印象的消費者產生好齊心而進入，不是以價

格或業務性字眼，如抽獎或贈品媒式，吸引消費者點閱圖

片廣告 

臉書廣告 

太空學校臉書原本粉絲樹就有 10000 多人，平時以「海斯

哥」的形象與粉絲互動，海斯哥形象較為親切、聰敏且喜

愛科學新知，粉絲大多熟悉此角色。如果有比較震撼的影

片或是重要的訊息，或透過海斯哥的口吻發布，再投以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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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作法 價值 

臉書廣告 

書廣告。但 2016 年臉書廣告投放比例漸少，內部希望能

減少被臉書控制的模式。 

備註：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口碑媒體：主要針對粉絲而經營，除了臉書等社群互動之外，也會舉

辦重要的年度活動，包括國際課程高峰說明會、校友會活動，讓校友帶領

朋友產生互動，形成正面的口碑行銷。投入人力及資源比例佔整體內容開

發約占 10%。 

 

表格 18   

I 公司口碑媒體內容營運模式說明表 

作法 價值 

於臉書、IG 等社群平台上同步發文 將原生內容，依適當度發文於臉

書、發圖於 IG、發影片於 Youtube，

並透過內容導流到太空學校的品牌

網站，透過文章促使更多人進入到

品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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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上表)  

作法 價值 

年度品牌活動 透過年度重要活動，除了產生內容

之外，也可以產生口碑行銷的重要

效益，讓校友們可以產生互動，同

時也將訊息發布給校友朋友，校友

形成影響力中心。 

備註：資料由本研究整理。 

 

I 公司經營自媒體的相關內容舉例請見圖 15-19。 

 

資料來自太空學校品牌官網。 

圖 15：太空學校品牌官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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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自太空學校品牌臉書官網。 

圖 16：HASSE 太空學校品牌臉書首頁。 

備註：至 2107 月 5 月 24 日止，共 11,990 名粉絲。 

 

資料來自太空學校 Youtube 頻道。 

 

圖 17：太空學校年度影片 WH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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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取自太空學校網頁。 

 

圖 18：太空學校特派員專欄文章專區 

 

資料來自 I 公司 EDM。 

 

圖 19：台北、上海年度系列活動宣傳及付費廣告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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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與挑戰。I 公司經歷了一年多的發展，轉型過程備受挑戰，經過一

路摸索才逐漸明朗。主要碰到的限制與挑戰如下： 

目標無法明確量化：組織內部尚無法將此投資轉為實際業務報酬率，難

免會面臨如何檢驗成效的壓力，還有來自其他部門的壓力。但也因為自媒

體企業要展現成效並非短期可見，也不能只能業績上展現其成果，因此其

變現模式，I 公司仍在摸索，目前跨出之第一步模式為出版、及內容授權。

因為 I 公司在不同國家有分公司，目前在規畫授權給其他語言國家（如簡

體中文版及日本版）使用生產圖、文、影音、網站規格的生產企畫模式及

轉換內容，希望此授權模式能對 I 公司產生更大的商業契機。 

組織變動較大：由於自媒體企業為 I 公司新嘗試之模式，許多模式組織

也在學習階段，因此經歷不少磨合過程，包括圖文影音素材的內容整合、

各種人才意見不易整合，如設計、網站、編輯等角色，甚至人才的流失等

問題。此外，也因為內容初期較無明確方向，經歷許多次修改甚至意見不

合，才逐漸聚焦共識，此過程無形中也對組織產生影響。 

預算仍屬有限：由於 I 公司屬於中小型企業，在還沒有明確變現模式之

下，預算有限，有些更好的管理方式或呈現，創意人才較無法發揮。初期

建置花費成本較高，未來維護成本勢必會有所保留，與原先希望展現的創

新模式，也難免有所牴觸。組織內部要更加強預算管理的能力，未來應更

加強科技運用，及影音內容的製作，內容形式要更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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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公司需年年開發新的客源：由於課程屬性之故，多數學員只會上一次

課程，因此校友較無回頭率，其口碑效益只能影響新客戶，所以每年都要

針對新客戶再重來一次，針對自媒體行銷的長尾效益及加乘效益較難評

估。 

執行成果與目標。雖有上述的經營壓力與挑戰，但 I 公司在經營過程中

仍創造了重要的經營意義如下： 

清楚傳遞公司價值與理念：I 公司以較具高觀點經營產品的理念，深獲

目標家長及學生的喜愛，已不再與同業進行價格紅海之戰，此轉型意義也

是當初公司經營者最希望獲得之成效。下一階段目標，是希望能將太空課

程模是提供線上標準化版本，複製其課程模式與自媒體企業之精神，輸出

到其他語系國家銷售。 

改造及凝聚公司組織文化：I 公司從較為小型的公司，經過自媒體轉型

過程，雖然經歷內部人才的流失與變動，但內部逐漸凝聚共識與向心力，

對家長及學生，均能展現出與其他留學業者之差異與特色，同時也透過內

容或活動，讓組織同事更理解公司發展與未來，透過此過程，公司領導人

更清楚帶領公司未來發展方向，希望未來可以透過更多自媒體企業模式取

代同業常用的傳統行銷及業務模式。 

創造更多產業合作機會：因為轉型過程後的形象更為清楚鮮明，更多企

業或學校單位只需透過網站或公司提供之素材，主動與公司洽談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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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也因為認同 I公司獨一無二之課程價值，只與 I公司洽談獨家課程合作，

合作時也不會因為需要削價競爭，因此產生較高之獲利。下一階段目標，I

公司希望可以串連更多理念相同之國際或國內知名組織（如國內外大學共

同合作課程），創造新的產業合作模式。 

消費者終身價值提高：消費者雖然較無回頭率，但因認同公司品牌，所

以購買公司課程周邊商品的消費力提高，此為品牌力之展現，甚至高價商

品如太空筆也有較好的銷售成果，下一目標是要在網站上開設線上商城及

線上課程，希望能透過自媒體品牌經營，增加校友購買商品及其他課程之

可能性。 

I公司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成功條件與關鍵因素。透過 I 公司轉型為自

媒體企業之個案更加得以驗證本研究提出的轉型模式。I 公司由於內部驅動

力及外部產業環境的條件，在轉型之後也達到傳遞品牌價值及一致性訊息

給消費者的目標，以 I 公司個案研究結果，其他中小型之知識型業者要轉

型為自媒體企業，起步階段可參酌以下建議： 

經營者理念明確且支持。不是每間公司都有一位邏輯思維的羅胖，可以

明確喊出公司就要發展自媒體！但未來趨勢讓更多知識型企業主或經營者

知道，企業自媒體是重要的趨勢，雖然短期看不到足以變現的模式，但企

業如果不轉型，很難在未來的自媒體時代具有發言權。而展現在知識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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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具體的支持方式就是人才及預算，企業主要找到一位可控制內容的媒

體總編，提供預算，才能走出轉型的第一步。 

媒體企業須要一個具跨界整合功能力的媒體總編。有了上位者的支持，

更需要一位具有了解媒體特質、善於整合內容素材，將對的內容、用對的

方式，在對的通路上和目標消費者互動。自媒體企業的價值在與和消費者

溝通與互動，這個關鍵性角色需要多元與跨界的能力，過去似乎只有媒體

業者需要一位總編輯，未來在知識型企業轉型過程中，要有一位能掌握內

容、掌握媒體特色的關鍵角色，成為公司自媒體企業內容生產及統整的樞

紐。有了這個角色，企業自媒體便能產生能與消費者互動的故事、角色與

樣貌出現。沒錯，就像電影中的導演一樣重要！ 

運用媒體匯流之概念打造企業自媒體內容。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

識型企業產生的內容與模式的方式要調整，不管是自有媒體、付費媒體或

是口媒媒體，透過媒體匯流、整合內容的模式，讓內容散布在目標消費者

之前，消費者可以透過多次的尋訪或查詢，獲得一致性內容，從中建立一

致的品牌形象。每間公司方式可以不同，更不表示一定要同步製作圖、文、

影音等內容，最重要的是，依據消費者屬性做好分眾需求，如此打造出該

知識型企業規劃媒體匯流與管理內容的獨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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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定義何謂「自媒體企業」。本研究為解釋何謂自媒體企業，經過研究後，

自行整理做出以下定義：「凡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透過數位科技與全球知

識系統連結，提供並分享企業真實看法、自身新聞的途徑，達到與客戶直

接溝通、傳達訊息一致性之價值傳遞模式。」由於學術單位尚未看到針對

此名詞之定義，然而自媒體企業也是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研究者嘗試率

先自行定義，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學術研究。 

從消費者模式之改變建構自媒體企業特色。進入數位時代之後，研究者

透過解析消費者模式之轉變，包括：訊息/知識碎片化現象、顧客注意力缺

失症及著名的 AISAS 消費法則，解析傳統的行銷方式必須改變。未來的企

業若要面向消費者之轉變，勢必將發展出幾個重要的特色，包括：推廣企

業品牌、以具有符合企業形象的樣貌出現、只針對目標對象傳播價值、內

容創作\團隊共同打造經營，這些也是自媒體企業之特色表現。 

說明企業為何要轉型為企業自媒體之原因。網路上充斥著各種內容，消

費者又有注意力缺失的問題，為了讓企業的訊息更靠近消費者，企業更須

致力打造出一種內容產生的組織模式，原創出對的內容、透過對的通路到

達對的顧客，這是轉型為自媒體企業的重要價值。自媒體企業掌握內容的

能力，即為轉型為自媒體企業的關鍵能力，而掌握內容的能力便是掌握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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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匯流的能力：亦即掌握自有媒體、付費媒體與口碑媒體三者內容整合的

能力。 

建立轉型自媒體企業之發展模式。研究者從整合行銷理論之研究架構開

始，到訪談相關專家學者之後，創新建構出企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模式，

分成四大階段：1.價值定義階段、.價值提案階段、創造/傳遞價值階段、認

同獨特價值階段，並可呼應到自媒體企業之定義，最後透過此模式檢視個

案 I 公司轉型過程，也從中建構出 I 公司轉型之成功條件與關鍵因素。 

解析轉型成功之關鍵因素。由於 I 公司為知識型產業，且產品具有獨

特性，相較於一般產業，產生原創內容更為容易，因此轉型過程成為較容

易排除其他變因的研究個案，經過研究之後，得出重要的三個成功的關鍵

因素：經營者理念明確且支持、媒體企業須要一個具跨界整合能力的媒體

總編、運用媒體匯流之概念打造企業自媒體內容，希望透過研究者所創立

的研究轉型模式，及建構出的成功條件與關鍵因素，可以協助更多企業轉

型為自媒體企業，透過本研究，建立產業獨到價值。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研究自媒體企業之定義、特色及轉型原因，以因應目前消

費者之轉變及因應未來消費者的需求，本研究對於中小型知識性產業而言，

對於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發展模式、執行階段及成功關鍵因素，皆已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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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建議，應可協助具有未來轉型意識的企業領導人作為參考。此外，本

研究對 I 公司而言，也能協助檢視轉型過程之挑戰與問題，同時思考下一

步方向，自媒體企業的下一階段，應要成為更有影響力的產業角色，對 I

公司而言，希望可以從本研究中明確體認轉型之價值，並為下一階段做好

更完善的規劃。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將以整合行銷理論（IMC）為基礎，針對中小型知識型業者 I

公司為研究個案，進行自媒體企業成功關鍵因素探討及內容規畫模式。由

於自媒體企業的整合推廣模式為近 20 年內興起的行銷模式，相關研究資料

較為有限，因此本研究乃先架構在整合行銷理論及自媒體研究之基礎上，

最後統整為知識型企業可以操作的最適模式提出研究建議，因此本論文主

題以參考整合行銷理論為研究，自媒體理論為輔助，資料上可能有所不足，

此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  

本論文由於研究者之背景及研究個案之限制，僅以知識型產業為例，是

否可擴及其他產業，無深入探討，若其他產業要採用，本研究之研究結論

與模型僅提供參考，是否適用或需調整，恐較無法由本次研究中得到最佳

結論。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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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個案研究對象選擇以知識產業中的 I 公司為單一個案研究，並

未大規模針對其他知識產業的自媒體企業進行大規模訪調，相關業者資料

僅以次級資料蒐集做為了解，此為研究限制之三。針對中小型知識型產業

之自媒體企業更多元性個案與整合模式，仍待後續研究之補充。  

在進行個案研究法及專家訪談法時，研究者之知識背景及問題變項為

其條件限制，本研究將透過較為客觀的研究方法，降低研究者之主觀偏見。

但質性研究之特色，為研究者本身與研究個案及訪談專家之間，已有選擇

後的個人價值與意義在內，具有較為密切之關聯，因此，本研究已盡力降

低主觀性偏頗意見，但在質性研究的分析過程中仍無法避免此一可能性。

未來若有可能應加入量化分析之資料，以加入更客觀的研究資料。 

 

第四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內容對 I 公司及其他中小型知識產業或有些許創新貢獻，列出

以下幾項創新觀點及創新解決方案如下： 

創新觀點。 

本研究針對「自媒體企業」進行較完整的學術定義。在收集及回顧本

領域相關的學術論文之後，本研究發現過去文獻對於自媒體企業之定義並

不清楚。本研究首次嘗試提出對自媒體企業之定義與見解，並由此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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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媒體企業之營運模式的建議。希望能對未來研究此一主題的研究者有

更大之貢獻。 

認為知識型產業可視為轉型自媒體企業的先行者。普遍認為任何企業

均可以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但這樣的概念是建構在運用傳統行銷工具及運

用整合行銷中「社群行銷」的概念，但本研究認為知識型產業可以在轉型

為自媒體企業模式得更大的價值，這其中包括媒體產業、出版產業、部分

中小型教育業者，因其產製內容及透過內容與目標消費者互動之模式，較

容易透過內容之吸力與價值轉型為自媒體企業。研究者認為這也是知識型

產業的未來生存價值與曙光。 

認為數位時代後「消費者型態改變」為啟動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重要

原因。一般企業在思考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時，多從獲利角度思考是

否有無價值，但本研究希望回到顧客價值為開端，從顧客行為看未來轉型

的啟動因子，如同之前描述消費者型態之改變，包括知識碎片化現象、消

費者注意力缺失症之現象、AISAS 模式……顧客樣貌改變，勢必讓企業的

未來經營方式也要跟著改變。找到自己的目標客戶，並與之對話，這種分

眾行銷是自媒體企業的價值傳遞模式與結果，未來知識型業者也將不再以

大眾行銷為模式。 

研究者首先提出知識型產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成功條件與關鍵因素。

自媒體企業如何確認其可以成功營運？研究者提出了三個重要的觀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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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理念明確且支持、媒體企業須要一個具跨界整合能力的媒體總編、

運用媒體匯流之概念打造企業自媒體內容，從領導者、組織關鍵性角色及

內容原生模式這三點出發並持續發展，應可以協助知識型媒體企業的成功

營運，且不偏離其道。 

 

創新解決方案 

本研究提出知識型企業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獨創發展模式。在一般理

論中，較少理論設計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階段模式，而此模式對一般企業

卻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研究者嘗試將之推展出發展模式，並以個案 I 公司

為例導入此模型，希望有助於相關企業未來轉型之參考。 

本研究認為，自媒體企業轉型過程，內部需要關鍵整合性角色，如媒

體總編。自媒體企業要成功轉型，在組織面上應該也要有所調整，傳統模

式多是運用原公司行銷團隊建置，但研究者參考了相關案例及訪談後，認

為組織改造過程的重要推手、關鍵人物，是組織內需要一位類媒體總編之

角色，並需具有跨界整合，了解科技及圖文內容產生等跨界能力，以因應

新時代的內容所需，產生具有質量的內容。知識型企業未來應加強對這類

型人才的培養或對外徵才。 

本研究提出自媒體企業新的獲利模式可能性。一般談自媒體企業變現

方式，仍以公司產品銷售是否增加、廣告或平台的收入為常見模式，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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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企業的獲利模式有無其他創新方案？本研究以 I 公司為例，提出另一

種創新的變現方式，不僅是一般廣告或商品的銷售，包括將轉型後公司發

展出的圖、文或影音模式及內容模組化，將其授權給其他分公司作為收入。

此收入以 I公司而言將是重要的發展策略，此方案涉及權利金之收入模式，

有待後續持續研究其成果。 

本研究從財務觀點提出轉型為自媒體企業之預算配置建議。在一般研

究中較少提出明確的預算編列的項目，或者領導人應該考慮哪些涵蓋層面。

本研究提出較為明確的預算編列的項目及相關比重，包括在人才投資、內

容創造及平台設置費用的比例與金額，均可提供相關企業或研究者參考。 

本研究提出中小型知識型企業轉型的完整組織再造模式。如前所述，

轉型階段的組織再造模式亦無完整的文獻，但這對一般企業卻十分重要。

本研究針對 I 公司之研究，提出組織的建議方案，並具體建議自媒體企業

之總編輯如何配置內部人力、時間及預算，製作自有媒體、付費媒體及口

碑媒體之內容與比例，此創造內容之執行模式可作為其他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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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專家訪談紀錄  

1.個別性問題 

a. 您過去曾在平面媒體工作過，之後轉到數位領域，您認為從「平面」

到「數位」，在產業價值及內容創造上的意義，您有何觀察？ 

 

當然內容本質是很類似的，但是兩者的做事作法思維是不一樣的，

現在因為大家都要變現，求生存。 

 

數位的方式要搶時間，要跟歐美配合時間。（A1-a-1） 

大概三五年從平面轉數位，但實際上從來沒離開過數位。電視台為

什麼找的專家都是固定那幾個人，因為他們不能冒險找新的人，因

為不知道默契怎麼樣，一般新人看到記者會緊張，這就是為什麼電

視台都是訪問固定的專家。 

 

可想而知現在報社、雜誌、也不是靠賣雜誌來賺錢，它是靠廣告、

或是品牌本身的媒體品牌，但自媒體又是另外一路。（A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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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您目前經營的公司或協會等單位，有哪些重要的經營理念與脈絡，

是否願意分享您經營公司的成功因素及營利模式？ 

 

我想分享之前在 X傳媒的經驗好了。由於 X傳媒的廣告價位非常高，

所以它都不是找一般的廠商（A1-b-1），而且他們都是財經背景的

出來做，所以是以金融角度做媒體的事情，不過現在若沒有具體可

行的商業模式的話不容易做。（A1-b-2） 

自媒體，台灣缺大舞台，跟台灣市場小、資產有限有關（A1-b-3），

大陸偏向功利、希望很快可以變現（A1-b-4），可以立即改變的模

式。 

 

c. 在您過去的經驗中，如何透過內容產生社群或網路影響力之建議模

式？可否舉例說明？ 

 

內容是否有影響力，內容本身是種篩選，不僅推銷東西，把東西的

價值傳達給你（A1-c-1），至於你喜不喜歡，不是重點。 

從傳統行銷慢慢走到關係行銷，像會員制，就跟內容行銷有點關係

（A1-c-2）。類精品的行銷，也跟內容行銷有關係。（A1-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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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您在數位行銷領域中是重要的領域意見領袖，您運用哪些獨特的方

式經營自己的自媒體？是否已透過自媒體行銷創造營運模式？  

 

自己做的還不夠。應該是有，但談不上是經營，最近大陸流行的

Slash，大陸翻譯成斜槓青年，表示多才多藝、多重身分，可是說

是目前自媒體的身分模式（A1-d-1）。所以自己一直透過 facebook、

自己經營的社群，把力量擴大擴散出去，多角色、多功能也是專業。 

 

以黃子佼為例，他是媒體人，他就像是媒體的公務員，但還談不上

自媒體人。 

自媒體不是被傳統媒體照顧，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跟自己的努力，

才能得到社會的關注（A1-d-2）。大陸有個自媒體企業的品牌可以

參考，杜蕾斯保險套的例子，杜雷斯的文案很好，會連接時事跟議

題，像是大陸水災，立刻廣告把保險套當鞋套使用。（A1-d-3） 

 

 （接著舉台灣網路名人 MR. 6的例子） 公司的營運，本來就是一

直在變動，但 MR. 6的臉書不是在經營自己，是在經營業務方面

（A1-d-4），因為第一個他已經夠紅，第二個還是要照顧公司業務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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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性問題  

a. 台灣在社群媒體的運用時間與 DAUs 人數比例均高踞全球前幾名，

這對台灣發展數位行銷的優劣勢各有哪些影響？ 

 

台灣幾乎都被 FACEBOOK綁架了（A2-a-1），問題就是說臉書社群的

價值，因為上面有親朋好友。但像 LINE大家都在傳長輩圖（A2-a-2），

但如果是微信，大陸人比較不會傳貼圖，比較會傳文章，像時事或

有有意義的文章（A2-a-3），這跟我們的習性也有關係。 

 

但如果我們一直在這種迴圈裏面出不去的話，也很難晉級（A2-a-4），

但不能否認它們的價值，因為它們幫我們串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但這很碎片化（A2-a-5），但只有少部分的人能夠適應碎片化的學

習，大部分的人是需要有架構的。（A2-a-6） 

 

另一方面我們會很期待有沒有新的社群媒體，或是給我們新的選擇。

（A2-a-7） 

像美國還有 TWITTER等，但台灣用 INSTAGREAM只看看吃吃喝喝、

明星的圖，這取決於我們台灣人的個性跟氛圍有關，這種的東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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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商業模式就很難，因為只充斥那些內容，自然很難有其他的模式

能發展。（A2-a-8） 

 

（現在台灣很多社群媒體的成功之道，居然是有公式化的，這是好

的方式嗎?） 

 

這就是所謂的套路，但套路沒有不好，只是用久了就僵化了，但限

制了文章內容跟結構（A2-a-9），這個方式只能說效果不錯，但是

小品牌這樣做根本沒有出路。（A2-a-10） 

 

（不管賣什麼東西，但都是使用同一套的流程，女明星/網紅，試

用、直播、推薦，再加上下面一堆人討論的推薦，這已經變成一套

商業推廣模式） 

 

這是一種戰術，但要學的是戰略（A2-a-11），台灣的內容行銷比起

大陸的，內容比較缺乏、比較難看，但還是有效（A2-a-12），只是

也不知道是一時有效還是永久有效。 

 

（現在套用這種公式，最快可以達到目的的方法，這種算自媒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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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不是，這算廣告而已（A2-a-13），像當網紅，這是生態的一個

現象而已（A2-a-14），不算是長久的模式，（接著舉羅胖的例子） ，

羅胖可以算是自媒體，他是知識的入口，他們很清楚就是要壟斷當

知識的入口（A2-a-15），只要有上取心、積極心的人，現在每天都

在他們 APP透過聲音的方式接觸客戶。 

 

社群媒體平台很方便是沒錯但終究不是你的，所以才要自己創造自

己的媒體平台（A2-a-16），這些像 FACEBOOK、優酷這類架構好的

平台，剛開始很多都不用錢，當你慢慢黏著上去的時候，就開始從

你口袋掏錢。（A2-a-17） 

 

b. 您預估未來五年自媒體的趨勢與發展？未來如 FB、LINE、ID 等社

群平台會有哪些競合關係與發展？這對自媒體會有哪些影響？ 

 

現在的廠商或品牌，如果今天看到臉書的成效不錯，就像吃藥一樣

越吃越重，就會花更多的成本，但這對品牌或廠商來講，會越依賴

臉書，是很危險的（A2-b-1），所以有些企業會開始尋求排名第二、

第三的平台，當然另一方面期待一些新的社群媒體出現，或自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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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己的平台（A2-b-2），台灣現在太依賴臉書了，導致沒有第二

第三的平台出現。（A2-b-3） 

 

（舉例天下雜誌）一個月付一筆錢，可以看過去所有的文章，第一

個是要活化他的資產，第二個測試是不是一個可行的商業模式，而

且雜誌占空間，如果是線上的會比較方便搜尋 

 

（現在社群媒體選擇好像只有臉書沒有別的了，所以有心要做品牌

的企業，他一開始必須忍受被找不到的壓力?） 

 

所以包括他的 naming、slogan都是很大的問題。 

FB的創辦人就像是地球的國王，如果一直享受 FB帶來的便利，就

像溫水煮青蛙，現在要取代 FB很難，大家都習慣看臉書新聞

（A2-b-4），習慣養成了就不會去新聞他們自己網站看。 

 

c. 「自媒體」時代來臨，大部分的自媒體研究偏向於以個人自媒體的

成功模式為主，您認為個人自媒體與企業自媒體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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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自媒體企業在台灣比較難，台灣有自媒體的觀念的已經不多

了，而且台灣這種環境，要有自媒體的概念也很難，其實國外這樣

操作的也沒有很多吧。 

 

台灣去年有流行一個成長駭客（Growth Hacker）行銷，運用一些

數據科學，來追求流量成長（A2-c-1），像 KKBOX，會根據顧客聽

什麼歌、在什麼時段、年齡層，網路上的操作怎麼選，蒐集這些數

據做一些比對。這對公司要創造話題很有幫助。 

 

d. 您認為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略 

e.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的成功條件及關鍵要素？ 

 

略 

f. 經營網紅與領域意見領袖的差異性位何？您認為數位行銷模式中，

透過網紅（或意見領袖）創造行銷話題與經營基本重要客群鞏固產

品價值，兩者挹注的資源應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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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一詞是這一兩年從大陸那邊學來，以前台灣叫部落客，我們不

會叫他們網紅，網紅的生命週期短、賺錢快，企業找網紅的效果是

比較快的。（A2-f-1） 

 

但企業應先做好基本盤，不要過度依賴短期的名人效益（A2-f-2），

這也是做自媒體很重要的概念。 

 

g.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如何產生出適合的原創內容產生影響力及社群

擴散力？內部的組織有何建議調整之處？與傳統的媒體報導影響

力差異為何？ 

 

現在各方面的人才都很貴，外包很正常，一個看懂全局的人很重

要。 

小編只是素材的編輯，現在需要一個人盤點所有的資源跟企業發展

的方向（A2-g-1），必須按照這些東西跟公司的價值跟願景，這些

做歸納才知道要端出什麼菜色來吸引顧客（A2-g-2），這種人不能

只會寫文章，也要懂點技術跟行銷觀念，甚至懂得 coding之類的

概念，必須是多元的。（A2-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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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成功不只是預算，也是老闆支持（A2-g-4），如果老闆不支持，

他們也不敢做那些大膽的嘗試，這些東西的拿捏跟分寸是很微妙的，

全聯一方面測試公司老闆的尺度、一方面也測試市場（A2-g-5），

所以他們越來越活潑，成功帶領到他們的新方向與核心價值

（A2-g-6），以前全聯是很保守的，去年開始做廣告吸引年輕人，

想告訴大家去全聯是很潮的事情，為了讓更多年輕顧客進入。 

 

h. 您所協助或了解的產業或企業（以台灣為例），有無轉型為自媒體

企業過程比較成功的案例，成功因素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會導致

失敗？ 

 

台灣開始有些企業會有內容策略，像全聯，有比較大的編制，他們

有七個小編，外包給奧美（A2-h-1），這是全聯的部門跟奧美的 team

在合作，光是編制後面的 cost就知道這不是台灣中小企業可以負

擔得起的（A2-h-2），全聯那是一個境界（A2-h-3），但不是一般企

業可達到的。我覺得像 iCook 愛料理跟 iFit 愛瘦身這兩家都還做

得不錯（A2-h-4）。（接著看 ifit的網站）先想行銷，商業開發，

再想客服怎麼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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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媒體平台目前多以付費模式（如臉書、LINE 等平台）達到更好

的宣傳效果，您認為針對自媒體平台付費與非付費內容的經營、頻

率及對消費者的觀感有何差異化？並有哪些執行上之建議？ 

 

（自媒體包括三大塊：付費媒體、自有媒體、口碑行銷，付費媒體

跟自有媒體的做法上不太一樣，是不是不該顛倒過來只做付費媒體

而不做自有媒體？因為有些公司只做付費媒體而不做自有媒體。） 

 

對，沒錯。像臉書效果是看得到的，但自有媒體更重要，不然一直

做付費媒體這塊是不行的。（A2-i-1） 

 

（所以自媒體是全部都要涵蓋，您稱之為這是內容行銷？） 

 

對  

 

j. 針對知識型業者，不想採用大眾化或娛樂性為價值模式的企業，若

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有哪些具體建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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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專家訪談紀錄  

1.個別性問題  

a. 您從過去平面雜誌《XX 時代》的編輯人轉型為 M 平台的編輯人，

您認為從「媒體」到「平台」，在產業價值及內容創造上的意義，

您有何觀察？ 

 

媒體跟自媒體的界線會越來越模糊，因為都在傳遞資訊的方式，差

別在於資訊的後端。不管行銷或是自媒體，最重要的就是產品要好，

產品好，自媒體是加分的；產品不好，自媒體是加速毀滅，因為網

路擴散的很快。（B1-a-1） 

 

b. M平台可以被定位為專業知識的知識性平台，從無到有，經營的成

功因素為何？如何建立起平台的營利模式？ 

 

網站經營要鎖定目標客戶的需求，下標題很重要（B1-b-1），也可

以被精準搜尋，提高自然搜尋力（B1-b-2），因為取決一個人是否

被吸引點進去看文章、是抱持什麼樣的情緒看文章，並且有後續的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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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經營方式會透過 FACEBOOK及 line@，跟客戶有更密切的互

動，養成社群之後之後可以再做人才與工作的媒合、課程推廣

（B1-b-3）。 

 

c. 在您過去的經驗中，如何透過內容產生社群或網路影響力之建議模

式？可否舉例說明？ 

 

文章標題要使人感興趣，文章本身資訊量要足夠（B1-c-1），才會

使人想進一步了解，並在文章裡面放連結或論壇資訊（B1-c-2）。 

 

d. 您在數位行銷領域中是重要的領域意見領袖，您運用哪些獨特的方

式經營自己的自媒體？是否已透過自媒體行銷創造營運模式？  

 

稱不上意見領袖，只是把自己覺得有趣的文章轉載到自己 FACEBOOK，

並加一些自己的評論、標記一些摘要。（B1-c-2） 

2.一般性問題 

a. 台灣在社群媒體的運用時間與 DAUs 人數比例均高踞全球前幾名，

這對台灣發展數位行銷的優劣勢各有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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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市場很淺碟，很願意嘗試新事物，但使用慣性又很重。（B2-a-1） 

某種程度上來說，FACEBOOK是要跳脫廣告代理商的模式，不需要

透過媒體代理就可以自己完成廣告投放（B2-a-2），且 FACEBOOK的

演算法能精準投到目標客戶（B2-a-3）。 

 

優勢：有利於廣告客戶，因不用繳錢給代理商，又可以找到明確的

受眾。 

劣勢：代理商、廣告商都會消失（B2-a-4）。而且台灣只要有一個

獨大的媒體平台出現，之後很難有更大的平台可以超越。（B2-a-5） 

 

b. 您預估未來五年自媒體的趨勢與發展？未來如 FB、LINE、ID 等社

群平台會有哪些競合關係與發展？這對自媒體會有哪些影響？ 

 

平台一定越來越競爭，畢竟是來自同一群使用者。太陽花學運像是

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前，網紅叫部落客，偏向吃喝玩樂型，不是美

食就是美妝；太陽花學運後，開始有職業部落客，例如人渣文本、

呂秋遠，也有知識型內容出現。（B2-b-1） 

精準的內容很重要，不管是自媒體、媒體、電商，大家都是在競逐

使用者有限的時間跟眼球（B2-b-2）。電商、自媒體、網站內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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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沒什麼相關，但其實都是同一群使用者裡，撈取有限的注意力，

所以還是回到內容這件事上（B2-b-3）。 

 

c. 「自媒體」時代來臨，大部分的自媒體研究偏向於以個人自媒體的

成功模式為主，您認為個人自媒體與企業自媒體有何異同？ 

 

企業做自媒體不應該是冰冷、說教的，不然就像是傳統媒體。有趣、

親近、人格化很重要。（B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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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您認為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傳統的方式，要透過媒體、廣告、公關公司、代言人等針對利害關

係人來傳遞資訊或利害關係（B2-d-1）；企業如果有自媒體這種形

式的話，可以跟自己的利害關係人直接溝通。（B2-d-2） 

 

e.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的成功條件及關鍵要素？ 

 

產品一定要好、一定要了解消費者。（B2-e-1） 

 

f. 經營網紅與領域意見領袖的差異性位何？您認為數位行銷模式中，

透過網紅（或意見領袖）創造行銷話題與經營基本重要客群鞏固產

品價值，兩者挹注的資源應如何分配？ 

 

新品牌可以找代言人（網路紅人）代言，也許可以打響知名度 

（B2-f-1）。非新品牌的話，可以保留客戶的資料，後續做 CRM，

維持好消費者、粉絲跟公司的關係。（B2-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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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如何產生出適合的原創內容產生影響力及社群

擴散力？內部的組織有何建議調整之處？與傳統的媒體報導影響

力差異為何？ 

 

個人自媒體的內容通常是自我風格，但企業自媒體的內容通常是一

群人一起做（B2-g-1）。企業裡面要透過組織的方式就會牽涉到老

闆是否同意、預算是否可以、風格是否一致，需要一個總編輯來統

籌一切 （B2-g-2）。在網路上面做內容，最慘的不是被別人罵，而

是沒人注意（沒人理）。（B2-g-3） 

 

h. 您所協助或了解的產業或企業（以台灣為例），有無轉型為自媒體

企業過程比較成功的案例，成功因素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會導致

失敗？ 

 

（只有舉例）心元資本/91app/紅門/卡迪諾新聞 

i. 自媒體平台目前多以付費模式（如臉書、LINE 等平台）達到更好

的宣傳效果，您認為針對自媒體平台付費與非付費內容的經營、頻

率及對消費者的觀感有何差異化？並有哪些執行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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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目標客戶要很精準，像臉書不斷更新修正它們的演算法。

現在透過它們的演算法，在這方面（精準目標客戶）是越來越有幫

助且準確的，它們的廣告模式越來越強大（B2-i-1）；第二個是要

做 CRM。客戶資料保留下來，可以做再行銷。 

 

j. 針對知識型業者，不想採用大眾化或娛樂性為價值模式的企業，若

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有哪些具體建議？ 

 

企業還是要思考營收從何而來，自媒體變大概現有三種方式，1 廣

告，2 電商，3 付費媒體（B2-j-1）。至於怎麼去設計，還是要考

慮公司的特色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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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家訪談紀錄  

1.個別性問題  

a. 可否請您簡單介紹自己的歷程，以及為什麼想要進入企業自媒體這

塊領域的研究？  

 

其實這個過程還算蠻自然的，我過去大部分時間都在媒體圈。98

年在媒體裡面開始往網路發展，一開始我選擇的比較像是以前的

OTT，就是類似像 MOD這樣的影音平台，後來 2000年就獨立開公司

了，在年代集團底下開公司，當時都在做影音這塊，會開始做到自

媒體這塊應該是 08年左右，開始看到國外有這樣的趨勢、這樣的

發展、開始做這樣的討論，那因為我兩岸比較頻繁，發現大陸也有

這樣的方法。企業自媒體我這裡的邏輯跟方法，會跟別人不太一樣，

因為我把它自己獨樹成一格（C1-a-1）。這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符

合台灣當地的需求（C1-a-2）。那我公司最好的是，可以用我的理

論跟客戶不斷的演練，我們到現在為止，自媒體是我們營業項目蠻

重要的一個。 

 

除了看到這個趨勢之外，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過去的媒體，過

去的企業必須經由報紙廣播電視雜誌才能跟用戶或消費者溝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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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了網路，現在企業可以透過網路跟用戶溝通。但他透過網路後，

不管它是媒介、它是平台，這個就應該叫做企業的自媒體（C1-a-3）。

因為他要有媒體的屬性，才能完成溝通的目的（C1-a-4）。 

 

現在用網路就可以跟消費者溝通了，但自己要有媒體的樣貌、媒體

的屬性、媒體的特質，才能夠完成溝通的目的（C1-a-5），所以企

業才必須要有自己的自媒體。這對我來講，這個發展再合理不過

了。 

 

b. 所以你認為網站是一個自媒體的展現？ 

 

如果是第一年我是會回答你這個答案，任何一個企業團體或組織的

任何一次能夠跟消費者溝通的，不管是線上、線下的任何端點或媒

介，都應該屬於企業自媒體的範疇（C1-a-6），小至名片、宣傳海

報、或辦公室，這個都是你的自媒體，因為消費者如果有機會能夠

進來，他們就能看到這些代表你品牌的任何一個 image。（C1-a-7） 

 

c. 所以您認為不管是Online或是Offline所有的跟客戶溝通的方式、

端點，都是自媒體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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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消費者不會分線上跟線下，企業應該也要這樣看（C1-b-1） ，

但大部分的人還是只有用線上的方式討論，只有用線上的邏輯討論，

但這是不對的，效率是很低的。當你分開來討論的時候就會發現事

倍功半，串不起來。 

 

品牌跟企業自媒體有什麼差別？企業自媒體的攻擊性比較強，溝通

責任比較大。品牌是想要給你一個 image，傳遞品牌價值、品牌精

神（C1-b-2）。自媒體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拉近企業跟消費者的距離，

品牌是要告訴消費者我在哪裡（C1-b-3） 。 

 

什麼是內容行銷？內容行銷是 Content for Marketing，什麼是企

業自媒體，Content for Community（C1-b-4）。 

 

d. 所以你覺得內容行銷與企業自媒體它們目的不同，但它們要做的事

情會不會很相似？ 

 

我覺得差距很大。Content for Community底下可能有一小部分是

for Marketing，但是 Content還有 for Commerce，for Br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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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for很多東西。我們會覺得兩者差距不大是因為這個氛圍，很

多人在討論 Content Marketing，討論自媒體的很少，所以很少人

把這裡講得很完整。所以看起來兩個會一樣，但如果想得很完整的

話，就會發現不一樣。 

 

誠品松菸開幕前，網路應該怎麼做。我們就有溝通什麼是企業自媒

體。接下來就提案。即使他是企業自媒體，但我還是要找到他在線

上企業自媒體的定位。只要是兩岸三地的華人，大概都會去誠品走

一下。所以他的品牌基本上已經快等同於台灣了。但在線上，沒有

時間跟空間的限制時，那到底我要讓大家看見怎麼樣的誠品，所以

我的定位就是讓大家看到：在誠品看見台灣的美。他的自媒體就是

網站，他絕對不是 Content for Marketing…（C1-c-4）。idea、

設計都不是。這網站只是一個工具或媒介或通路。 

 

你要告訴你的用戶你今天想要告訴他們什麼。所以我在誠品網站設

計了一個叫做今天首選，他就問說怎麼做，他們說不會做媒體，只

有行銷跟公關的人。所以後來就變成說，簽一個 Contract，我們

帶他們做半年，然後把他們所有 Marketing所有的語言跟宣傳內容，

全部把它變成 content，變成是媒體的樣子。什麼叫媒體，媒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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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完成溝通的任務（C1-c-5）。完成溝通任務就是消費者看的過

程，他是不會討厭、不會離開的（C1-c-6）。他們的內容也很好做

content，因為故事性很強。 

 

e. 貴公司的網站，知道你們做了不少的產品跟服務，有影音、自媒體，

也有分學校（教育）端、企業端，我看的出來你們強項是媒體跟影

音的部分，這個是你們現在很重要的定位跟市場上的區隔嗎？ 

 

因為我本來就是媒體出生的，血液上就留著這些基因，跟媒體比我

又相對比較早跨網路上面，所以其實他很自然，所以我沒有刻意想

要強調跟媒體上的區隔，因為國內有這樣的背景、做這樣事情的人

相對少。 

 

f. 影音平台及服務是你們很重要的強項跟產品？然後延伸到線上跟

線下的整合，是這樣的服務模式嗎？ 

 

好像是，我現在想不起來好像沒有一個案子是沒有影音的。但從另

一個角度回來講，現在在市場上，要做單純沒有影音的案子，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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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少很多，因為現在大家都用影音來溝通，溝通效率是高的，頻

寬也便宜也沒什麼成本，我們沒有刻意用影音。 

 

我其實是做影音平台，我很少下去幫客戶做影音，因為我很少做，

我做幾個案子都是硬著頭皮去做的，所以我盡量不做，原因就是回

來這裡，第一個是預算的問題、第二個是沒有想清楚，為什麼要做

影音、影音要達成的目標目的是什麼？（C1-d-1）我覺得預算其實

還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還有很多手法可以解決。現在成本、門檻、

費用降很低，但是也因為現在人人都會，所以品質就會參差不齊，

不太容易找到邏輯很完整的來幫你做這個事情（C1-d-2）。那反觀

為什麼有這個市場，這供跟需都是有責任的，需求的人永遠講不清

楚他要什麼，給不到清楚的定位，做出來的東西修修改改，最後就

會磨掉了好的人，沒辦法生存，就會離開，品質一直降，品質不好

的話就覺得費用不用花那麼多錢，就開始惡性循環。 

 

直播跟自媒體當然也有關係。直播是有時效性的，手機是很清楚目

的性導向的。我的定位就是：將台灣每一場最重要的活動，送到你

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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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怎麼變現，那我說你拿到一個刀子怎麼變現，賣掉可以變現而

已，所以直播是個工具，他主要的目的是互動，如果你直播一個東

西沒有產生互動，那幹嘛直播呢，那就點播就好了。要互動性很強，

完成你的互動性、溝通。直播能夠真正獨立變成一個平台的，美女

聊天嘛、遊戲嘛，因為它就是個工具。羅胖也把他當工具，所以它

不是直播平台，他用直播的手段（C1-d-3）。他每周一個 45分鐘，

還有其他 content，只是他手段之一，他是少數清楚的人，所以他

不回放。他就是不回放，因為他就是要你這個時間坐在這裡

（C1-d-4）。我覺得他講的東西有沒有直播根本不重要，他沒有互

動，直播是說，當下我們在不同的空間、但是都在同一個時間，因

為網路，所以你問我可以回答，這種東西是直播最大的特性。 

 

2.一般性問題  

a. 台灣在社群媒體的運用時間與 DAUs 人數比例均高踞全球前幾名，

這對台灣發展數位行銷的優劣勢各有哪些影響？ 

 

台灣的媒體，在 2012年開始之後，就失去他媒體應該有的功能

（C2-a-1），開始用收視率決定所有的事情，用廣告收益來看所有

的媒體（C2-a-2）。媒體失靈後，在這裡的人會去尋求，或是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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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從各個管道去提取這些不足，就會發現社群是最簡單、最好的方

式，造成台灣人很黏媒體。 

 

b. 您預估未來五年自媒體的趨勢與發展？未來如 FB、LINE、ID 等社

群平台會有哪些競合關係與發展？這對自媒體會有哪些影響？ 

 

看這些變化或發展，不如回來花更多的力氣去從我們的角度去看他

們的需求是什麼。 

 

在這些地方（FB、LINE）做，都不是你能控制的（Po文曝光率、

不同時期發表的資訊）。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網站、自己的 app才

是可以控制的（C2-b-1），要想辦法導回到自己的網站，因為其他

地方看到的訊息都是片段、零散的，只有這裡（自己的平台）才是

完整的（C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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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媒體」時代來臨，大部分的自媒體研究偏向於以個人自媒體的

成功模式為主，您認為個人自媒體與企業自媒體有何異同？ 

 

略 

 

d. 您認為企業為何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 

 

任何一個要在市場上跟你的用戶或消費者完成溝通目的的企業，就

必須要企業自媒體（C2-d-1），簡單來講，就是都要。只是需要的

因為時間點、預算範圍，使用的手段、工具、方法都會有很多的差

異性。什麼的產業最適合？沒有！因為都需要（C2-d-2）。只是有

些的產業比較靠近、有些比較遠。 

 

e.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的成功條件及關鍵要素？ 

 

中間有沒有故事很重要，產品有 story，比較容易變成一個 media

或 content，完成溝通的任務。（C2-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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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業自媒體，也是公司上上下下每一個人的事情（C2-e-2），上

面（Owner/CEO）要有這個認知，當有程度的重視才會有程度的資

源下去做這些事情（C2-e-3）。每一個能夠跟客戶或消費者接觸到

的端點或媒介都應該視為企業自媒體。 

 

f. 經營網紅與領域意見領袖的差異性位何？您認為數位行銷模式中，

透過網紅（或意見領袖）創造行銷話題與經營基本重要客群鞏固產

品價值，兩者挹注的資源應如何分配？  

 

找網紅來可以瞬間賣掉很多商品，但這個就是在做買賣，不是 focus

在品牌（C2-f-1）。如果是做品牌的人，可能會很在乎網紅跟品牌

的連結度，跟社群的關係，會不會影響品牌、信譽度，還有核心價

值有沒有一樣（C2-f-2）。 

 

g. 您認為自媒體企業如何產生出適合的原創內容產生影響力及社群

擴散力？內部的組織有何建議調整之處？與傳統的媒體報導影響

力差異為何？ 

像 TESLA，我覺得他產品就是最大的企業自媒體，那台車就可以講

多少故事（C2-g-1），而且不用自己講的很深，只要講設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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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製造，有些 video，出來就已經夠嚇人了。他的故事強到根

本不太需要包裝，一個真正好的故事，文字就可以解決了，不夠的

才要靠聲音、影像來強化（C2-g-2）。 

 

幾乎沒有一個企業在運用這些社群網路平台上面的做法會是一樣

的，因為企業的屬性、它的消費者都不一樣（C2-g-3）。既使是同

一個目標但一定也還是會有差異性。每一個企業，甚至每一次要推

出、每一個階段想要溝通的目的都要重新檢視這些平台在那個時間

點當下，對它要做的這個動作，可以產生什麼價值（C2-g-4）。 

 

h. 您所協助或了解的產業或企業（以台灣為例），有無轉型為自媒體

企業過程比較成功的案例，成功因素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會導致

失敗？ 

 

略 

 

i. 自媒體平台目前多以付費模式（如臉書、LINE 等平台）達到更好

的宣傳效果，您認為針對自媒體平台付費與非付費內容的經營、頻

率及對消費者的觀感有何差異化？並有哪些執行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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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不應該是付費，應該是自己做的內容就可以完成所有你想

達成目標，最下層才是全部（使用）付費（C2-i-1）。 

 

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網站、自己的 app才是可以控制的，因為其他

地方看到的訊息都是片段、零散的，只有這裡（自己的平台）才是

完整的。 

 

j. 針對知識型業者，不想採用大眾化或娛樂性為價值模式的企業，若

要轉型為自媒體企業有哪些具體建議？ 

 

Content for Marketing，就會想 Content深不深、淺不淺、長不

長、短不短； 

Content for Community，原生的 Content的出處應該是從

Community出來的（C2-j-1），經營 Content for Community的時

候，其實要在乎 Community的互動性並不強，重點是有沒有觸發消

費內心的需求。經營社群很成功的，有一部分都是他有辦法讓社群

跟他們對話，對話幾次之後就梳理出來 （C2-j-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