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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當代企業積極學習善用外部資源以創新商業模式。但多數企業往往只看

到資源的顯性價值以換取短期利益，忽略資源的隱性潛值，無法掌握創新先

機。本研究剖析TVBS電視台─美妝時尚節目《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如何

在換取資源過程中喚醒置入資源、達人老師、與電商平台價值，從而創新營

收獲利模式。本文提出三種轉型機制：喚醒有形資源的無形價值、轉化劣勢

資源為優勢價值、從單一資源增生多元價值。在學理貢獻上，本研究由喚醒

資源價值角度，豐富資源多元樣貌，取代開放創新對資源流動或資源交易的

單一換價觀點。尤其，特殊資源加值過程，可創造資源多元應用可能性；較

以往資源基礎論僅重視稀有性或難以模仿的優勢資源，將更具開創性。從資

源基礎論到「資源喚價學」，乃是本研究重要貢獻。在實務上，本文建議陷

入經營危機的企業，與其盲目仿效或到處籌措資源，不如潛心學習如何由

「喚價」實務改變內外部資源價值。企業若能學習資源加值之道，就有能力

掌握開創商模先機。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商業模式創新、開放創新、價值鏈、資源交換、價值創造 

 

 

 

Abstract 

Enterprises learn how to leverage outside resources to innovate their business 

models. However, most enterprises focus on the visible value of acquired resources 

but neglect the invisible potentials for innovative opportunitie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how a fashion TV show, “Lady First”, can summon resources for 

innovation by awakening “deep sleep”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ource 

exchange process and identifies three patterns of value awakening mechanism: 

wakening the invisible values, turning disadvantages into advantages, and 

effectuating one resource for multiple functions. Theoretically, this research 

enriches open innovation by deepening the resource exchange proces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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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wakening mechanism. This thesis on resource awakening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ful applications instead of just emphasizes on rare, valuable, 

not imitable, not substitutable of physical resources. Thus, exte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resource-based view theory. Practical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enterprises in revenue crisis need to review the incumbent resources at first fo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When firms learn how to awaken “deep sleep” resources, 

they can create new values, summon outside resources and seiz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Keyword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resource exchange, 

value creation, value capture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商業模式創新已成為近年來組織管理學界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特別是媒

體產業在科技變革的劇烈衝擊下，更陷入找不到獲利方程式的經營困境。過

去媒體最仰賴的廣告資源不但快速被數位媒體分食，多數傳統報業或電視台

更因為不熟悉數位科技的傳播方式，而陷入轉型困境。此外，許多中大型企

業也開始自己經營媒體，透過公司網頁、粉絲團、電子報、專刊發行等創新

媒體應用，直接與消費者溝通，開始取代傳統媒體傳播資訊角色 (劉幼琍，

2013)。 

媒體產業如何創新商業模式？成為當代媒體組織的重大挑戰。這個議題

必須考量跨域資源的運用，因為許多關鍵資源並非媒體本業，更非媒體所擅

長者，例如行動科技、電子商務或社群媒體經營等，必須借助外力才能取

得。因此，如何導流外部資源以改變營收獲利模式，就必須由開放創新角度 

(Chesbrough, 2003, 2006) 思考企業經商邏輯的有效變革。 

初探目前文獻對導入外部資源以創新媒體經營者，主要有以下作法。一

是直接洽購外部製作資源，以創新節目製作型態。例如 2013 年，湖南衛視引

進南韓 MBC《我是歌手》(I am a Singer)這類大型真人實境秀節目，引起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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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後來再度由南韓 MBC 引進《爸爸去哪兒》(Where Are We Going, Dad?)

邀情明星父子檔擔任來賓，投入親子戶外真人秀拍攝，又引起觀眾熱議。大

陸電視節目不但導入全新節目製作概念，還以「冠名贊助商」，直接在節目

名稱上冠名，或是由主持人再三表明「本節目由某廠商獨家贊助播出」，創

新廣告收益型態 (廖宣怡，2011)。 

第二種作法是導入外部科技，尤其是網路科技，以創新媒體傳播或廣告

收益。例如《中時電子報》就與 Google 的 DFP (DoubleClick for Publishers)合

作，以即時競價機制銷售數位展示型版位。廣告主可以競標方式，購買特定

時段、特定版位廣告，達到精準投放之行銷目的；《中時電子報》則可以確

保電子廣告版位的有效銷售，每次均由出價最高者得標。估計即時電子版位

競標系統可以為《中時電子報》增加 30％廣告營收 (劉善群，2014)。《中時

電子報》還首創在 YouTube 上成立影音頻道，將每節新聞有系統的碎片化，

並且分門別類為政治、社會、生活、娛樂、運動、財經、熱門、專題等，以

重新編輯排版方式，吸引網民訂閱。截至 2014 年 6 月為止，此影音視頻已累

積近 60 萬個訂戶 (劉善群，2014)。 

第三種作法是跨平台合作，以增益多元營收。例如將製播節目同步在其

他視頻播出，包括國內有線與無線電視台，或是大陸新興網路視頻愛奇藝

等，藉此提高戲劇能見度並增加合資授權收益。三立電視台多部偶像劇就同

時在三立與無線電視台節目播出。例如，三立第一部原創偶像劇《薰衣草》

與台視合作播出，《MVP 情人》則是與華視合作聯播。另外如《真愛黑白

配》則由台視首播、隔一週在三立二播、隔一天在東森戲劇台播出，首創

「一劇三播」先例 (呂珮羽，2014)。另一種跨平台結盟則是和電子商務平台

合作。例如 TVBS《女人我最大》節目就和知名美妝電商 Pay Easy 合作，設

置「女人我最大」專櫃，分門別類銷售節目推薦商品。三立電視台則於 2013

年 1 月成立「愛美客」電子商務網站，直接銷售戲劇節目中的置入商品 (呂

珮羽，2014)。 

然而，不論是導入外部製作資源以創新節目價值、結合網路科技以改變

經營邏輯、或是跨平台合作以開創營收來源，目前文獻討論仍有以下不足之

處。首先是資源交換過程。資源的流動往往是雙向的，多數人只看到有形資

源的交易，卻較少看到無形價值的創造。在資源交換過程中，有哪些隱性的

價值被喚醒？有哪些創新價值被激發？有哪些資源價值被改變？換價的過

程，才是觀察組織槓動內外部資源以為創新的根本。第二，誠如學者 T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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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所言，商業模式創新乃是一系列價值創造、傳遞與擷取過程。因此，

組織欲引導外部資源以創新商業模式，就不能不細究資源導入後，經歷哪些

資源加值過程。最後，也須調查組織所遭遇的特殊挑戰。當組織擁有豐沛資

源時，相對容易取得外部資源。但是當組織面臨制度規範、市場結構調整或

產業特殊挑戰時，要引入關鍵資源恐怕就不容易 (Garud & Karnøe, 2003; 

Baker & Nelson, 2005)。若不追溯組織引導外部資源的前因，尤其是特殊的產

業環境脈絡，恐會錯誤理解組織取得外部資源作法，而在借鏡過程中出現盲

點。 

為彌補以上理論缺口，本研究擬由「資源」著手，分析以下重要議題。

第一，組織遭遇的資源挑戰與經營困境。尤其是法規制度面、技術研發面或

產業結構面。回溯組織經商困境，才能有效掌握組織所遭遇的資源劣勢，追

蹤組織開放作為。其次，組織導入的外部資源，不論是優勢資源、劣勢資源

或是複雜資源，究竟經歷什麼樣的資源轉值過程，也就是資源的創價、傳遞

與擷取，那些部分發生改變，進而得以調整組織原有的營收獲利模式？最後

是分析開放的兩造有何特殊資源交換機制。擁有優勢資源者，為何願意交付

資源？劣勢資源者又如何透過交換過程改變價值？單一資源如何創造出多元

價值？這乃是本研究調查重點。本文將分析創新者於挑戰中，如何藉資源交

換，有效喚醒內外部資源價值，從而創新營收獲利模式。以下將回顧商業模

式創新文獻，說明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在說明個案選擇、分析架構、資料收

集與分析方式等。接著提出研究發現，分析導入外部資源後的創價過程。最

後，本文提出對商業模式創新的理論貢獻，以及對組織創新商模的啟示。 

 

 

 

貳貳貳貳、、、、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商業模式創新並非只是單純地推出新產品或新服務，以改變營收獲利結

構；也不只是調整企業策略，例如由高階市場進入中低階市場，以跳脫競爭

紅海；重要的是改變組織的價值創造機制 (Teece, 2010)。而「資源」正是創

價核心。過去組織管理領域學者聚焦資源特殊性，以建構難以取代的商業模

式 (Penrose, 1959; Teece et al., 1990; Barney, 1991)；但對於處於劣勢或無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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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者，卻必須設法就地取材重組資源 (Garud & Karnøe, 2003; Baker & 

Nelson, 2005)，或是橋接引導外部資源為己所用，開創商機  (Chesbrough, 

2003, 2011b)。然而，不論是重組或橋接外部資源，唯有改變資源價值，才能

改變商業模式。不過，我們對於組織如何改變資源的創價過程，進而改變營

收獲利結構，所知仍極為有限，也是本研究重點。 

 

一、資源基礎論 

商業模式創新是近年來企業管理領域的重要論述  (Hisrich, 1988; 

Slywotzky, 1995; Chesbrough, 2006; Baden-Fuller & Morgan, 2010)。學者嘗試

由價值主張、顧客區隔、顧客關係、成本結構、營收獲利、關鍵資源、關鍵

活動、關鍵夥伴關係、通路等不同構面，來分析商模創新之道 (Osterwalder 

& Pigneur, 2009)。例如蘋果電腦推出的 iPhone 智慧型手機和大陸「小米

機」，兩者在顧客區隔與顧客關係管理等，就有完全不同的價值主張，形成

全然不同的商業模式。在顧客區隔上，蘋果 iPhone 手機以中高階專業經理人

客群為主，而大陸「小米機」則是鎖定低端年輕嘗鮮族，兩者客群顯有差

異。另外在顧客關係管理上，「小米機」特別導入領先使用者共創機制，有

近 6 成功能由使用者提供修訂建議。「小米機」並提供客製化「刷機」服

務，供使用者彈性調整手機頁面與功能。 

由不同構面來分析組織的商業模式雖然鉅細靡遺且言之成理，但卻忽略

商業模式的核心乃是價值的創造。學者 Teece (2010) 就直言，所謂的商業模

式創新乃是一連串價值創造、傳遞與擷取過程。追本溯源，組織的創價根

本，乃是資源。 

過去資源基礎論者就認為，組織必須能有效辨識並擁有異質、稀有或難

以被模仿的資源，才能厚植組織競爭實力，建構難以取代的商業模式 

(Wernerfelt, 1984; Barney, 1991;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早期台灣三

家無線電視台便因擁有政府特許的無線電視台經營權，而取得高達九成以上

收視戶。然而在 1990 年，政府陸續開放有線電視台經營，獨佔天空的優勢被

打破，直接衝擊三家無線電視台的媒體寡佔地位。電視台的經營資源不再具

備稀有性，三家無線電視台也開始出現廣告流失的營收獲利危機。2000 年以

後，無線與有線電視台雙雙遭遇網路科技撼動，線上視頻與行動傳媒，深受

年輕觀眾喜愛，電視台經營頓失優勢。這引導出一個重要議題，當組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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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具有稀有性或特殊異質性，他要如何建構商業模式以突破困局。 

 

二、資源重組與交換 

不具優勢資源者，如何建構商業模式？整理目前組織管理文獻有以下三

大論述。一是創業管理文獻提出，資源匱乏的創業家可以仰賴先驗知識(prior 

knowledge)來辨識創業機會點，並轉化資源劣勢。例如同樣的 3D 影像模擬技

術，有建築背景者可以利用 3D 技術規劃大型工程設計，牙醫可用來製作齒

模塑型，而鑄造公司則可以客製化鑄模，降低設計與採購成本  (Shane, 

2000)。由此觀之，看似匱乏的創業家，最重要的資產乃是經驗的累積與豐富

的知識。但對於未必有專業領域知識者，又該如何轉化劣勢呢？隨創理論提

出解決方案。 

隨創理論認為，透過隨創者創意巧搭手邊資源，或重新詮釋資源價值，

就有機會改變資源劣勢 (Garud & Karnøe, 2003; Baker & Nelson, 2005; Bechky 

& Okhuysen, 2011)。例如聯合報系過去在策劃梵谷展時，因無法取得梵谷知

名畫作，只能借到梵谷早期素描作品，而陷入困境。但策展團隊卻善用梵谷

逝世 120 周年，全球掀起梵谷熱的重要時機，重新以策劃梵谷十年創作歷程

為主題，取代傳統以知名畫作為賣點，並巧搭名人講解梵谷畫作，由「策

畫」到「策人」，有效突破資源困境 (蕭瑞麟等，2014)。 

巧搭手邊資源雖能解決資源困境，但越來越多企業發現，單純仰賴內部

資源隨創已不足因應快速變化的市場；組織必須設法取得外部資源，以彌補

本身資源之不足。此即為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學者亨利·伽斯柏

(Henry Chesbrough)率領的開放創新學派，特別從創新研發、商業模式、到服

務體驗，提出一連串開放創新之論述 (Chesbrough, 2003, 2007, 2010)。亨利·

伽斯柏(Henry Chesbrough)說明，所謂的開放創新乃是指組織有目的性地流進

與流出知識以加速內部創新活動，並藉創新商品或服務拓展市場 

(Chesbrough, 2003)。藉由導入外部資源，組織甚至能後來居上，改變營收獲

利結構並引導產業變革。 

例如，蘋果並非第一位開發數位音樂的公司，一家名為 Diamond 

Multimedia 在 1998 年就推出 Rio；另一家名為 Best Data 的公司在 2000 年推

出 Cabo，他們推出的行動音樂相當成功，造型也極為新穎，但是卻沒有引爆

數位音樂革命。反而是蘋果電腦在 2003 年開發的 iPod 線上專賣店 iTune，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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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軟體開發工程師可以將商品或數位內容，透過線上下載服務，直接銷售給

消費者，取代傳統唱片的實體銷售通路，降低交易成本，開創全新商業模

式。在短短三年內，iPod 營收高達 100 億美元，佔蘋果營收 50%。蘋果市值

則由 2003 年的 10 億美元成長至 2007 年的 1500 億美元 (Johnson et al., 

2008)。 

組織要進行開放創新，有效調度外部資源，可有以下作法。一是整合同

業資源，甚至是競爭者資源，以提高集體議價能力。以媒體產業為例，美國

有近八百多家報社就加入 Yahoo 的「報業媒體聯盟」，以結盟合作取代同業

殺價競爭。如此一來，各家報社不但能透過集體議價，爭取更多廣告資源；

還能彈性巧搭媒體露出形式，提高廣告曝光效果。而 Yahoo 則藉由「報業媒

體聯盟」開創整合行銷的廣告代理商機 (劉幼琍，2013)。另一例是 20 幾家

報社和 Google 新聞閱讀器合作，共同分享廣告收益；結盟報社還能透過

Google 平台有效露出，提高網民新聞點閱率。Google 成功扮演中間代理商角

色，媒合平面報紙與廣告代理服務。 

第二種做法是上下游供應鏈資源的垂直整合，目的在降低交易成本。例

如三立電視台為持續製播「華劇」，成立「三立數位敘事工場」培訓編劇創

作人才，量產優質劇本。另成立「三立藝能學院」，專責男女藝人的演藝經

紀，並發展「部頭約」等特殊演藝商模，例如約定女藝人必須在三年內參與

至少三部戲劇演出等。三立甚至與便利商店、閃電購物網合作，以同步銷售

戲劇節目的置入商品，並在 2013 年 1 月成立「愛買客」電子商務網站，直接

銷售置入商品 (劉麗惠，2013；呂珮羽，2014)。從劇本創作、男女藝人的演

藝經紀、到商品銷售，三立電視台積極整合戲劇節目的上下游供應鏈，以降

低經營風險，並有效創造多元營收，由過去仰賴電視廣告與置入收益，到演

藝經紀、商品銷售、電視版權等多元收益。 

第三種作法是將自主研發科技對外開放，以創新營收來源；組織還可藉

此提高技術相容性，拓展未來媒體資源整合空間。國外報業在數位科技潮流

下，特別成立技術研發團隊，進一步提供創新服務。例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推出「出版引擎」(Press Engine)的應用平台，將 iPhone 和

iPad 的樣本開放給其他規模較小，缺乏研發技術的報社或出版商使用，並收

取執照費和維修費。向《紐約時報》簽約的平面媒體就包括：美國《達拉斯

晨報》、《普羅維斯頓記事報》、《企業報》、英國的《電報媒體集團》

(Telegraph Media Group)等。這些客戶第一次使用平台時要付給《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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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美元執照費，隨後每月還要繳交 1,500 美元維護費。《紐約時報》不

但提供讀者優質新聞，還成為媒體同業出版引擎，拓展技術授權商機。 

 

三、研究缺口：交「喚」資源價值 

取得外部資源以創新商業模式，確實是當代組織解決資源困境的重要途

徑。然而不論是水平整合資源以提高集體議價能力，或垂直整合資源以降低

交易成本，或開放內部研發資源以提高技術相容性，這些都涉及內外部資源

流動。由此可觀察到，商業模式創新必須關切以下議題。一是資源的交換。

沒有資源者或欠缺優勢資源者，必須設法取得外部資源；尤其，資源的流進

與流出往往是雙向的，這就涉及資源如何交換。同樣一個資源，如何才能換

到更多資源？看似不利的資源，如何換成有利資源？我們往往忽略，資源價

值有可能是被低估的，有可能是隱性的；但是透過交換過程，組織就有機會

喚醒資源的潛在價值，甚至透過一系列的加值過程，改變資源價值。 

這就涉及第二個重要議題，也就是價值的創造，亦即資源的加值過程。

誠如 Teece (2010) 所言，商業模式創新乃是一連串的價值創造、傳遞與擷取

過程。因此，當組織導入外部資源後，如何透過加值過程，喚醒、轉化、蛻

變資源的價值，進而改變組織的營收獲利機制，則是現有商模文獻另一個亟

需探討的重點。 

目前國內文獻在討論媒體經營者，多仍停留在傳統的電視節目產製流程

與績效管理 (李金玲，2009；陳哲彬，2010；廖宣怡，2011)，少數則開始由

劣勢制約下，思考媒體創新經營之道。例如劉麗惠 (2013) 調查國內三立電

視台、八大電視台與華研音樂，如何巧搭藝人、內容和載體，以重新建構資

源，有效突破制約。又如劉善群 (2014) 研究《中時電子報》如何串接報

紙、電視、廣播、社群等不同類型媒體資源以創新商業模式。但現有論述對

「資源」的討論仍多局限於有形資源建構，較少由資源價值創造角度進行討

論，更未能剖析資源的隱性價值與喚價之道。本研究將由資源交換過程解析

創價商機。以下說明研究方法與個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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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查主題是：組織如何交換資源，以創新商業模式。調查內容包

括兩大重點。一是組織如何交換資源。二是取得資源後，組織如何改變資源

價值，包括價值的創造、傳遞與擷取過程。因此，以質性研究來發展論述是

較為適合的作法 (Lee et al., 1999)。立論基礎是商業模式創新，並非建構全新

理論，故不適合紮根理論之研究方法 (Glaser & Strauss, 1967)。研究目地在釐

清商業模式轉型變革中，組織如何換取資源，並改變資源價值之一連串創價

過程，屬於理論驅動(theory-driven)的研究方式 (Orlikowski, 2002; Dutton et al., 

2006)。以下說明研究設計，解釋個案選擇基礎、研究架構、資料採集以及資

料分析方法。 

 

一、個案選擇 

台灣媒體產業在亞洲國家已相當成熟。自 1993 年 7 月《有線電視法》通

過後，全台有線電視台數，包括地方有線電視台已高達 440 台。其中，由福

隆公司與香港無線電視台(TVB)所共同組成的聯意公司，在 1993 年 9 月 28

日正式以 TVBS 無線衛星電視台在台灣播放。發展至今，TVBS 的資本額約

8 億 8 千萬元，整體營業額約 30 億元 (劉幼琍，2013)。 

在台灣，各家電視台的營收結構十分相近。以 TVBS 為例，廣告業務佔

總收入約 65~70%，系統授權金大約是 20~25%，其他為海外收入。其中最大

一部分收入仍是廣告收益。其次則是有線電視授權費，亦即向系統台收取購

買內容的費用。另外還有將節目賣給國外的版權收入。近年來，包括 TVBS

等有線電視台卻遭遇極為嚴峻的挑戰。 

挑戰之一是電視廣告遭網路、行動載體、社群媒體等各類新興媒體爭

奪，電視廣告大幅限縮。根據統計，台灣廣告收益在 2010 年約 530 億元，

2015 年則約 570 億元。其中，電視廣告約佔 3 成，仍有些微成長，但網路廣

告成長更快，高達 15% (林道燊，2011)。衡諸美國的網路廣告已在 2013 年正

式超越電視廣告，國內外的電視台都面臨極大的營收壓力。 

挑戰二是台灣電視台的製作經費不足。廣告經費大幅限縮直接衝擊節目

製作經費編列。相較之下，大陸自製節目提撥高額製作費，對台灣知名演藝

表演工作者造成磁吸效應。台灣電視台平均一集節目製作經費僅 20~4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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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陸電視台的節目製作經費則高達 40 萬人民幣以上，相當於 160 萬～

200 萬台幣。這導致不少台灣資深製作人、一線明星、演員相繼轉台到大陸

發展。 

2003 年開始製播的《女人我最大》節目在兩岸走紅後，不少電視台爭相

模仿，相繼推出同類型節目。如中天娛樂台的《完美一窩瘋》、八大娛樂台

的《蝴蝶蝴蝶生的真美麗》、東森綜合台的《美少女聖典》、年代電視台的

《美麗說達人》。大陸湖北衛視《美人我最大》、大陸湖南衛視《我是大美

人》、大陸旅遊衛視《美麗俏佳人》等。其中，台灣模仿《女人我最大》節

目者，多因收視不佳，製播一季就結束。目前尚在播出的節目僅剩下年代一

週製播一集的《美麗說達人》，以及 11 年來始終周播五集的 TVBS《女人我

最大》。 

面對媒體營收資源的激烈競爭，各家有線電視台正在企思創新突圍之

道。尤其，如何有效轉化商業模式，以跳脫傳統以廣告營收為主要獲利來

源，實為首務。本研究個案《女人我最大》乃屬於關鍵性個案 (Yin, 1994)，

他是台灣電視媒體面對廣告收益急速流失，找不到營收獲利模式下的重要成

功案例。相較於其他電視台的主要營收來源有七成以上仍仰賴廣告收益，

《女人我最大》的核心收益中，有四成是置入廠商贊助、四成是廣告、另有

兩成是授權與商品銷售分紅等收益。當多數同類型電視節目僅有 1~2 年的壽

命，《女人我最大》節目播出至今已有 11 年時間，並持續由外部夥伴，包括

置入廠商、達人老師、電子商務與社群平台，取得關鍵資源，而能有效創新

營收獲利模式，相當特殊，屬於開放創新的關鍵個案，符合理論抽樣原則。

以下進一步詳述本研究選定《女人我最大》之理由。 

第一，商業模式跳脫傳統廣告收入迷思，開創獨特創價機制。《女人我

最大》自 2003 年 8 月 29 日節目開播以來，歷經兩次重要節目改版過程。第

一次改版是在 2004 年 5 月 24 日。原本兩性議題節目不受歡迎，收視不佳，

節目被迫改版。製作人李思慧改變改節目定位為女性生活資訊與流行彩妝，

節目主持人也由藍心湄與九孔，調整為藍心湄一人主持。2005 年 5 月，節目

開始加入 Kevin、Tony、Lulu 等專業達人老師，教導女性觀眾美妝保養實

務，收視率回升。自轉型為女性生活資訊與流行彩妝節目後，《女人我最

大》的營收獲利模式出現結構性變革，由原本以收視率為主的營收基調，轉

為以廣告、美容保養廠商的置入收益、海外授權、與產品銷售分紅等多元營

收來源。商業模式完全跳脫傳統以廣告收入為主的收視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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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殊的資源換取機制。初步探索《女人我最大》的商業模式後發

現，《女人我最大》與置入廠商、達人老師、乃至外部媒體平台間，建立相

當特殊的互動機制。相較於其他友台以「一次性」交易與老師或廠商合作，

《女人我最大》卻有特殊的資源換取方式，積極和合作廠商建立夥伴關係。

由此，本研究也察覺，置入廠商、達人老師、與外部媒體平台，是《女人我

最大》導入的特殊資源，也是本研究調查分析重點。 

第三，節目價值變革。經長達十年的節目轉型發展後，《女人我最大》

節目價值也同步蛻變。由過去單純的女性生活資訊與流行彩妝節目，轉型為

國際美容保養品的「教育素材」，提供一線櫃姊專業教育培訓內容。更進一

步者，《女人我最大》也成為國內外保養美容廠商與專業達人的跨媒體經紀

平台，特殊的經營模式相當值得探索。  

 

二、個案背景 

《女人我最大》自 2003 年開播至今已有 11 年歷史，是台灣同類型節目

當中壽命最長者，也是第一個花一個小時打造女性全體造型的電視節目。

《女人我最大》除在台灣播出外，節目也隨著 TVBS 旗下的國際頻道 TVBS 

Asia 在國外播出，並有海外版權銷售，包括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澳

洲、紐西蘭及北美觀眾都看得到該節目。2013 年，新加坡星和集團 Star Hub

與 TVBS 簽約合作，將節目名稱與製播模式輸出到當地，製播新加坡版的

《女人我最大》，除收視率較原播出時段成長二倍外，在第一季播出後也贏

得新加坡年度最佳綜藝節目與綜藝節目主持人獎兩項大獎殊榮。 

《女人我最大》主持人是知名歌手藍心湄，製作團隊成員共有 9 位，包

括一位製作人、4 位負責撰寫腳本的企劃編輯人員(簡稱企編)、2 位負責後

製、1 位助理、和 1 位負責網路流行趨勢探索者。《女人我最大》企編都有

特殊時尚專長。一位企編很會畫眼妝，對於眼線繪畫、假睫毛穿戴等，具有

特殊手感。另一位是「小細節魔人」，特別注意各種細節。例如，搭電梯時

看到其他部門同事頭髮不整齊、後腦杓「開花」；外出吃飯時，注意到最近

流行的軍綠色外套過於寬鬆、沒精神等，這些都會成為小細節魔人的企劃主

題。另一位則是對服裝主題高度敏感。例如，很多東方女生在 30 歲以後容易

在大腿旁邊多長出兩塊肉，需要較長版的衣服修飾。又如很多女生喜歡穿低

腰牛仔褲，但卻有「牛仔肚」的尷尬，容易露出一截肚子，這也需要靠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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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或是靠保養瘦身的美妝商品。 

除了製作團隊成員各具特色外，《女人我最大》的達人老師，也有特殊

安排。最具知名度的牛爾老師，過去主攻醫藥學，對保養品研究透徹，一般

美妝師皆自嘆不如。第二位是 Kevin 老師，專長彩妝與造型，他擅長將平凡

無奇的臉孔，改裝為時尚女性；據了解，Kevin 老師目前一場活動身價已飆

高至 8 萬元以上。第三位是小曼老師(吳依霖)專長髮型設計，經常能在短時

間內完成髮型改造雕塑，讓人驚豔。目前預約小曼剪髮造型起價在新台幣

5000 元以上，且至少要在半年前預約。 

達人老師的專業解說雖然充滿知識性，但時間一久卻也出現疲態。製作

團隊在 2009 年間，注意到當時臺灣電視節目開始流行「素人」現身說法，例

如《大學生了沒》就邀請大專院校的特色學生擔任固定班底，參與節目演

出。因此，《女人我最大》在 2009 年決定加入「女人軍團」角色，由領先使

用者角度，幫助觀眾提問。「女人軍團」七嘴八舌的聊天場景不但創造豐富

有趣的氣氛，更能投射女性觀眾的難言之隱，貼近女性需求。例如，長得漂

亮的美女，卻有臀部過大的煩惱；皮膚白皙的女生，手臂上卻有橘皮組織困

擾；還有永遠減肥無法成功的女生，再接再厲的精神充滿笑點。這群「女人

軍團」不是完美女神，也不是全素人，而是有特殊亮點，但也有一般女性困

擾的「半素人」。 

總結來說，製作團隊、主持人、達人老師、女人軍團，以及攝影團隊

等，構成《女人我最大》的核心，也成為許多同類型節目競相模仿的對象。

以下說明本研究之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三、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蒐集資料方式是配合現有文獻所點出理論缺口，由《女人我最

大》製作團隊與主要利害關係人間的資源交換過程，進行資料採集。主要鎖

定和《女人我最大》商業模式相關的三個關鍵對象，包括：置入廠商、達人

老師、電子商務與社群媒體。這三者正是《女人我最大》主要營收獲利來

源。調查重點放在《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如何與這三類利害關係人互動？

當中有何特殊資源交換？導入資源後如何轉化價值？而《女人我最大》的商

業模式又產生何種特殊變化？ 

資料蒐集分為兩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2012 年 9 月至 12 月。研究者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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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熟悉電視節目製作的專業經理人與長期在有線電視台工作的資深主管，了

解電視台的主要營收方式、近年來數位匯流的特殊挑戰與機會等。研究人員

並參訪 TVBS 電視台的節目錄製過程，並多次參與友台節目企劃與錄製，以

有效區別《女人我最大》與他台節目之差異。 

第二階段是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6 月。研究者密集採訪《女人我最

大》的節目製作團隊、贊助廠商、達人老師、技術團隊等，以掌握《女人我

最大》與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模式。主要採訪問題包括：製作團隊如何與置入

廠商溝通節目內容？達人老師如何參與節目製作？贊助廠商在節目播出後，

如何以社群或其他新媒體轉介推播資訊，製作團隊的多媒體運用機制等。此

外，研究者定期觀看《女人我最大》節目，有效掌握節目製作流程。研究者

並長期關注相關美妝網站、部落格、《女人我最大》季刊與臉書社群討論，

以掌握《女人我最大》在跨媒體平台應用上的特殊作法。總調查時數計 120

小時。 

 

表 1：受訪人員角色與工作摘要 (2012年 9月～2014年 6月) 

調查方法 說   明 

資料蒐集方式 類別 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TVBS 節目部與友

台企劃單位 

節目部經理、製作

人、企劃主管 
8 10 24 

其他友台企劃單位 
年代、台視等節目部

主管 
4 4 14 

專業達人老師 
美妝保養的專業達人

老師 
4 4 10 

正式訪談 

贊助廠商 國際知名品牌廠商等 3 3 6 

非參與式觀察 《女人我最大》與友台節目錄影，每次約 3 小時。 6 18 

 友台節目評審會議 10 20 

跨媒體平台社

群觀察 

追蹤《女人我最大》臉書社群、Pay Easy 購物網站的討

論。定期收看《女人我最大》節目與友台節目、《女人我

最大》季刊等。 

28 

時數總計 1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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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並非以內容分析法，或將逐字稿放入電腦軟體來分析訪談資料，

而是以研究題目來引導資料分析。整體資料分析架構說明如下。第一，本研

究先說明《女人我最大》所遭遇的特殊挑戰，以解析製作團隊為何需要導入

外部資源，以及該資源的特殊價值。其次，本研究分析資源導入後的價值轉

換過程，包括價值的創造、傳達與擷取過程。以廠商置入為例，本研究綜合

整理製作團隊的說法，並參酌廠商意見與達人老師說明，提出：如何以特殊

的議題形塑，精準打動目標客群，也就是價值創造；如何善用臉書等社群媒

體，擴大市場銷售通路，亦即價值的傳達；最後則是如何將節目行銷特點轉

化為教育櫃姊的行銷專業，以營造商品買氣，亦即價值之擷取。  

第三，說明製作團隊與利害關係人間特殊的資源交換內容。這部份的解

析，是研究者在綜合各方說法後的解讀，並佐以相關證據及推論，說明製作

團隊與特定外部利害關係人間特殊的資源交換機制。以廠商置入為例，《女

人我最大》節目製作單位除取得有形置入收益外，其實還包括無形的商品知

識。尤其國際化妝品牌廠商每年都投入高額研發經費在創新美妝商品上，因

此，《女人我最大》在與置入廠商討論商品企劃過程中，也能直接吸收最新

美容保養知識，這有助於《女人我最大》在自製節目企劃上，加深專業規劃

內涵。至於置入廠商則可取得直接廣告收益，另外還可取得達人老師的專業

解說，並可適時轉化為教育櫃姊的有用資源。最後則是說明商業模式的轉換

過程。 

在介紹《女人我最大》特殊的資源交換方式後，本研究嘗試解讀《女人

我最大》在商業模式上的特殊轉化過程，幫助讀者釐清《女人我最大》商業

模式的變化軌跡。究竟，《女人我最大》的商業模式是如何由單純的廣告收

益，逐步轉變為置入收益、教育費用、達人經紀收益，乃至於商品銷售收

入、海外版權收益與跨傳媒等多元營收。以下將在研究發現章節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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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論文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肆肆肆、、、、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分為三部分呈現，分別就《女人我最大》節目製作團隊與置入

廠商、達人老師、電子商城等跨媒體平台，三項重要外部資源之導入進行解

析。在每一部分，將先說明製作團隊所遭遇之挑戰；其次說明製作團隊引導

特定外部資源投入後的價值創造、傳達、與擷取過程。最後分析製作團隊與

三類外部開放對象間的資源交換機制。 

 

一、有形喚無形：以廣告置入交換教育培訓資源 

(一)、資源挑戰：置入規範嚴格 

《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在創台之初，便面臨政府法規對商品置入的嚴



中山管理評論 

 ～241～  

格規範。根據台灣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節目應維持完整

性，並與廣告區分」。另廣播電視法第 33 條第 1 項則規定，「電台所播送之

廣告，應與節目明顯分開；內容應依規定送請主管機關審查。」嚴格取締節

目廣告化或廣告節目化，目的乃是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以確保節目內容具備

一定真實度，產品服務內容具備一定可信度。 

但站在置入廠商立場，如何提高贊助金額投資報酬率，才是重點。在競

爭激烈的台灣媒體生態下，許多節目為爭取贊助金額，不但有長達三分之一

以上置入時間，以 45 分鐘節目製播時間計算，置入時間就長達 15 分鐘以

上。節目製作團隊為爭取贊助資源，甚至不惜犧牲節目品質，照單全收廠商

行銷廣告內容。一位資深媒體主管描述節目錄影現場，經常出現強勢廠商全

程盯場，並逐一核對行銷重點，以確認置入內容是否完全到位。她提到： 

「某日系保健品牌，在電視圈是出了名的強勢。他不但會規定哪一句關

鍵台詞必須由那位專家或來賓來說，才能達到廣告效果。還會列出 8 到 10 條

廣告內容，看製作團隊有無照單全收。例如，一定要說到由大包裝改為隨身

包的小包裝，每天要喝一杯，一包多少錢，還可以幫助消化與排便等等。」 

為爭取高額贊助，友台節目多會配合廠商要求。甚至有置入廠商反客為

主，直接要求電視台以製作教學錄影帶為置入條件，企劃女性保養美容節

目。但過於直接且時間過長的置入橋段，反而容易引起觀眾反感，適得其

反。因此，《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如何有效轉化置入資源，在商業利益與

觀眾權益間取得平衡，乃第一項挑戰。 

(二)、資源轉換過程 

《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為符合台灣廣播電視法對置入之嚴格規範，特

別制定置入內規。每一季總播出集數約 67 集，可置入集數約佔三分之一，每

項商品置入時間僅有 5 分鐘，每次至多置入二項商品。相較其他友台長達

10~15 分鐘的置入時間，《女人我最大》必須善用僅有 5 分鐘的置入時間，

創造最大效益。以下說明《女人我最大》特殊的價值創造、傳播與擷取過

程。 

1、、、、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形塑流行美妝話題。為善用僅有 5 分鐘的置入時間，

《女人我最大》發展出一套特殊的議題形塑機制，以創造流行話題，延燒商

品買氣。首先是定位目標客群。製作團隊分析，《女人我最大》的收視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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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很懶，工作很認真，但又很愛貪小便宜的女生，年齡層在 25~45 歲間。

以化妝保養品為例，目標客群特別重視速成、簡單、凍齡等特殊議題。例

如，「五分鐘快速出門上妝法」、「讓你年輕五歲的秘訣」等。 

其次是嚴選置入商品。《女人我最大》對於高額置入商品並非來者不

拒，凡是宣稱療效，商品原料或來源標示不清者，列為拒往戶。製作團隊坦

言，曾有知名人士創設醫療保健品牌，就因宣稱療效且商品成分來源交代不

清，讓製作團隊不得不割捨大筆贊助金額。 

第三是精準議題形塑。國際大廠雖持續創新美妝商品，但過多的化學元

素或專業語言，難以打動使用者。製作團隊必須將廠商的創新元素，轉化為

消費者關心的議題、流行的語言，才能打動女性消費族群。例如知名美妝大

廠 SKII 由酵母中提煉出 Pitera 成分，必須以「讓肌膚晶瑩剔透的奧祕」，才

能打動消費者。 

製作團隊開發特殊議題形塑機制。做法一是將議題類型化。包括，解決

季節性痛點、探勘時尚趨勢、搭配節令活動、掌握流行話題。在解決季節性

痛點上，台灣美妝保養市場有相當特殊的季節性痛點，春夏重視美白、夏天

強調防曬、秋天預防過敏、冬天則有皮膚乾澀議題。以季節性需求為基礎，

結合廠商創新商品特點，製作團隊發展出一套同中求異的創新機制。例如，

同樣是春夏美白商品，製作團隊可以配合時下女孩痛點，開發出「我不要變

成黑肉底美女」、「讓你詢問度超高，一天會被問三次」等企劃。製作團隊

成員說明： 

「我們知道專業美白的內容，但是觀眾不會對熊果素 、左旋 C 、玻尿

酸有興趣。這些東西雖然有專業價值，但不能加太多，觀眾會覺得我們在上

課。我們會切『讓你詢問度超高，一天被問三次！』你一天被問三次，你真

的變美了，是不是動了什麼手腳？是不是用了什麼法寶？這樣的討論比較容

易被觀眾接受。而不是一直教你美白、美白。這樣觀眾也會覺得好煩。」 

除季節性痛點外，製作團隊還設置專職網路企編，搜尋部落格、臉書、

PTT、微博、噗浪等使用者的意見討論版，積極開發隱性需求。例如，網路

企編就曾發掘網路上的「減肥聖品」：每天在嘴巴裡咬 5 分鐘，一週就可以

輕鬆瘦下 3 公斤。 

另外也搭配節慶活動進行議題行銷。春天年節時分可以分享「逛街戰利

品」主題，例如《最強！女星年節出國血拼戰利品》；母親節則設計《母親

節折扣來了！帶著媽媽血拼去！》。夏天端午節吃太多，可以設計《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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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也要吃的粽子》。秋天中秋節吃的不安心，則規劃《中秋必學秘技！月

餅、烤肉大口吃也不怕胖！》。冬天跨年裝扮要如何穿搭最吸睛。這些節慶

議題，也成為《女人我最大》長年耕耘的重要題庫。最後則是掌握時下議

題，靈活應用以創新題材。例如 2014 年知名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男主角

「都教授」深受女性喜愛，製作團隊就設計「暖男時尚，打造屬於自己的都

敏俊！」邀請保養達人和彩妝造型師，討論如何將自己的另一半打扮成「時

尚暖男」。 

第四是將議題戲劇化，指定專家示範，創造「神奇時刻」。長期和《女

人我最大》合作的置入廠商直言，指定專家講解示範，是整個置入能否成功

關鍵。專家演繹的精采程度會大幅提高討論熱度，更會直接反應在隔天的櫃

檯銷售成績上。因此置入廠商多會指定專家，設計演出橋段，以彰顯產品特

點。例如為了強調消除斑點的美白效果，廠商會以稀釋碘酒為材料，分別加

入指定退斑商品與另一家品牌，進行攪拌實驗。幾分鐘後，指定退斑商品溶

劑會呈現透明狀；而一般品牌，還是呈現混濁狀態。透過「實驗組」與「對

照組」的實例說明，觀眾很快就能理解產品的「退斑」功效。品牌主管說

明， 

「這個神奇的步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廠商能否成功置入的關鍵時刻。

由於保溼、防曬、遮暇、退斑等，都很難在電視機前面呈現，不一定看得見

效果。所以一定要設計一些 Magic Process。我們為了讓老師們自然演出，之

前一定要和老師吃飯，詳細說明重要內容，想辦法讓老師吸收內化，這樣演

出來才會有效果。」 

彩妝保養品的置入行銷，必須設法讓觀眾看見效果，有時還須精心設計

「錯覺」，以凸顯特性。例如為強調美白透亮，電視台會用兩台攝影機拍

攝。一台有特殊打光設計，例如打上蘋果光，以營造白裡透紅的神奇效果；

另一台則是普通打光，甚至僅有微弱燈光。如此一來，便能突顯蘋果光與微

弱燈光之間的差異。 

總結來說，製作團隊將原本僅有 5 分鐘的置入廣告，透過目標客群設

定、嚴選置入商品、精準議題形塑、加上深具戲劇張力的演繹，重新形塑為

流行美妝話題，並轉化為女性觀眾容易消化吸收的時尚彩妝知識。 

2、、、、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社群多層次導購。《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在創

造「5 分鐘魔術時間」的特殊價值後，還巧用社群行銷機制，達到多層次傳

銷目的。首先，在節目播出當下於《女人我最大》粉絲團中發出熱映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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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粉絲留言或私訊討論節目熱播商品。例如「洗臉肥皂是哪個牌子的？」

在由小編留言公布品牌。忠實的粉絲社群，成為置入商品的早期採用者。其

次，《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在節目播出後，立即將 5 分鐘置入影片上傳知

名社群網站 YouTube，讓特定美妝部落客轉貼介紹，分享使用心得，提高口

碑行銷效益。置入廠商也巧妙運用轉貼部落客留言到公司網站，達到二次行

銷效果。一位美妝廠牌的行銷人員說明， 

「這就是現在大家經常在說的，由付費媒體(Pay Media)到擁有媒體(Own 

Media)，在賺到社群媒體(Won Media)的過程。過去美容保養廠商都只會做付

費媒體，買廣告、電視、雜誌等；但現在我們卻設法把付出去的廣告費用，

透過 Won Media 的方式賺回來，並且進行產品的社群擴散。」 

甚至廠商為延續商品買氣，還會在節目播出兩、三天後，於粉絲團舉辦

商品抽獎活動。例如，達人老師在節目中提到 ERNO LASZLO 是許多全球名

人愛用商品。廠商就會在粉絲團舉辦「有哪些名人影星是 ERNO LASZLO 的

愛好者？」觀眾可以透過留言、分享方式，獲得商品等小禮物。這項作法果

然奏效。在節目播出及社群傳播效應下，2013 年 ERNO LASZLO 不僅在台

灣打開知名度，更在 SOGO 百貨專櫃銷售一空。最後，置入廠商還會把 5 分

鐘影片製作成教學影帶，作為培訓櫃檯銷售員的影音教材。一位友台節目製

作人說明， 

「由達人老師在專業攝影棚講解保養方式，加上來賓的表演與現場互

動，節目不但好看，而且富含美容教學效果。作為專櫃小姐的教學錄影帶非

常好看，好用，又具說服力。對一般廠商來說，如果要自己租用專業攝影

棚，又要找主持人講解，又要找來賓互動，根本不划算。但透過置入，卻可

以把整個美妝教學活動『外包』，雙方都受益！」  

總結來說，製作團隊善用 5 分鐘的達人演繹時間，將置入轉化為多層次

導購。節目播出時同步在粉絲社群營造討論熱度並揭露商品資訊，除可讓隱

形在節目中的置入商品「顯性化」，還可以爭取衝動型購買者訂單；透過美

妝部落客轉貼 YouTube 影片並分析比較品牌內容，可以爭取較理性的時尚族

群認同。最後，透過商品活動與折扣，配合櫃姊的解說行銷，可以提高一般

消費者買氣。知名國際美妝品牌行銷主管一語道出節目置入的特殊價值。 

「說實在的，《女人我最大》的行銷置入只是廠商在新產品促銷活動的

一環而已。但是一集置入費用就高達 60 萬元，才播出 3~5 分鐘，其實是非

常昂貴的。不過由過去經驗來看，我們發現，只要操作得當，一集播出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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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讓櫃檯的銷售量在短短一週內提高二倍以上！有時候甚至會賣到斷

貨。因此，只要有特殊議題，我們就會選擇置入，透過專家講解，提高產品

曝光度與可信度。」  

《女人我最大》節目幫助廠商達到多層次導購效益，締造銷售佳績，這

也形成良性循環。越來越多國際知名大廠願意以高價在《女人我最大》節目

置入，大幅提高有形營收；而《女人我最大》也成為知名品牌首選，逐漸奠

定流行時尚專業指標，增益無形品牌價值。 

(三)、資源交換與商模創新 

《女人我最大》細膩的置入作法，背後實有特殊的資源交換機制。製作

團隊取得廠商有形的贊助資源，以及無形的彩妝研發知識；而廠商則透過這

個平台，取得有形的媒體曝光與特殊的櫃姊教育資源。 

1、、、、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有形贊助與無形知識。《女人我最大》以專業

的美容保養節目自居，在每一季節目中，廠商可以置入集數是 23 集，約佔三

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節目，必須由製作團隊自行規劃，針對一般消費者關

心的美容、美妝、保養、衣服穿搭等議題，結合市場流行趨勢，進行專業製

播。對《女人我最大》而言，廠商置入是僅次於廣告收費的重要財源，每

3~5 分鐘的置入時間收費 60 萬元。設若在每一個時段各置入 1~2 家廠商，一

集播出的置入收費可達 240~300 萬元。稀有的置入資源，反而成為國際知名

品牌首選，這讓《女人我最大》有穩定置入財源。另一方面，《女人我最

大》透過與國際知名化妝品牌合作，也不斷吸收最新美容保養知識。透過細

膩的議題企劃，《女人我最大》藉此機會豐富節目內容，大幅提高可看性，

甚至形塑流行話題，引領美容保養時尚潮流。製作團隊在僅有 5 分鐘的置入

限制，以及「周播五日」的壓力下，反而有效喚醒置入廠商的創新研發資

源，將最新美妝知識傳達給追求時髦的年輕女性。 

2、、、、廠商資源取得廠商資源取得廠商資源取得廠商資源取得：：：：有形曝光與特殊教育資源。贊助廠商在《女人我最

大》這個專業美妝平台上，透過特殊議題形塑、指定專家演繹美妝步驟、加

上多層次社群導購，能精準引爆新商品買氣。尤其，透過與節目製作單位詳

細討論置入內容，也讓廠商重新思考產品賣點，並學習善用 3~5 分鐘時間，

有效引導百貨專櫃的櫃姐與一般行銷人員，充分吸收產品知識。有廠商直接

把《女人我最大》的置入節目，作為員工訓練的內部教學錄影帶，讓專業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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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師透過節目，扮演教育培訓師角色。廠商利用社群行銷媒介，將《女人

我最大》3~5 分鐘的節目置入片段上傳到 YouTube，再轉貼到臉書粉絲社

群，達到社群擴散效果。許多年輕消費者，也透過這個管道學習專業美妝保

養知識，達到流行時尚知識擴散效果。廠商善用達人老師的專業解說，有效

喚醒節目製作資源，《女人我最大》的專業介紹，不但成為教育櫃姊的最佳

教學短片，還成為教育女性觀眾專業美妝知識的專屬頻道。 

3、、、、資源交喚資源交喚資源交喚資源交喚：：：：從資源交「喚」角度來看，製作團隊透過精準的議題形

塑、戲劇化演繹，以及達人老師科普化的講解，喚醒隱藏在置入商品背後的

美妝研發與時尚流行知識。尤其，許多國際大廠每年投資高額研發經費在美

白保溼等元素萃取上，但多數消費者並無法理解科學知識或化學元素，必須

透過達人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解，才能喚醒大廠研發專業，讓消費者有效吸收

保養知識。而置入廠商則喚醒節目隱性價值，由美妝保養的商品行銷到專業

彩妝知識的實務教學。流行美妝節目成為教育一般女性觀眾彩妝保養的影音

實務課程，更成為廠商教育櫃姊的重要教學資源。 

4、、、、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由一次性交易轉換為持續性服務收益。善用廠商置

入資源，有效改變《女人我最大》的商業模式。過去《女人我最大》未跳脫

傳統節目營收結構，只能仰賴廣告收入，節目收視率表現，直接影響廣告收

益高低。即使《女人我最大》節目收視佳，但仍難敵電視廣告被其他競媒瓜

分挑戰。但《女人我最大》節目在 2005 年 5 月加入達人老師教導美妝技巧

後，收視率(25~44 歲)由轉型前的 0.2，在 2005 年 5 月 10 日提高到 1.04。高

收視率同步提高置入收益，單集最高達 300 萬元。妥善運用置入機制，《女

人我最大》節目營收出現結構性變化，除三成廣告收入外，另有約近三成比

例是置入收益。單一廠商一集置入金額約 60 萬元，最多 3~5 家廠商置入，

可有近 300 萬營收。一季 23 集置入，可創造近 8000 萬元置入收益。 

進一步分析置入收益，除有形的新產品行銷費用外，還有無形的教育顧

問費。例如，達人老師的現場彩妝演繹，剪輯為教學影片，成為教育櫃姊的

「專業教育」服務。又如，廣告商經常請教節目製作單位要如何調整美容保

養品的廣告行銷作法，甚至協助製作專業美容保養「使用手冊」。從廣告營

收到置入收益的商業模式變化中，《女人我最大》的營收來源也產生本質性

變化，從有形的廣告採購、置入費用，延伸為無形的教育費以及廠商行銷推

廣顧問費等，由一次性交易轉換為持續性服務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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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劣轉優：以專業行銷平台交換達人演藝經濟 

(一)、資源挑戰：製作經費限縮 

《女人我最大》除受到政府廣電法規的嚴格規範外，還有一項台灣電視

節目的集體痛點，那就是有線電視頻道過多，廣告資源競食下，導致節目製

作經費偏低。平均一集節目製播預算只有 20~40 萬元左右。在經費嚴重不足

下，多數節目選擇在攝影棚內製播談話性節目，取代外景錄製或是繁複的後

製編播。一位資深電視節目製作人指出台灣電視台的集體病灶。 

「台灣有線、無線加起來 400 多台，大家搶不到廣告，就只好壓縮節目

製作經費。最省事的作法就是『談話性節目』。一次只要邀請 2~4 位來賓，

大咖 5000 元，小咖 2000~3000 元，甚至素人還不用錢，就可以錄製節目，

直接播送，非常省事。播出後還可以不斷重播，填充其他冷門時段。一舉數

得。因此，我們培養出許多『名嘴』，什麼話題都能講，從政治、環保、流

行、籃球、到外星人。他們不但會講，還很會演。渾然天成，非常專業！」 

《女人我最大》在 2003 年 8 月 29 日草創時期即以談話性節目為主，著

重兩性話題，但節目收視率不佳。後來嘗試美食、上班族議題與美妝保養時

尚。製作團隊從收視數據中發現保養彩妝主題的吸睛度明顯偏高，因此在

2004 年 5 月 24 日改版，針對女性製作流行時尚資訊節目。但製播近一年後

發現，由藍心湄一人主持談話性節目似乎過於枯燥，開始思考轉型之道。  

邀請美妝時尚達人，彌補節目主持人在專業能力上的不足，成為節目轉

型重點。但明星級講師邀請不易，一則台灣當時美妝市場剛起步，大師級講

師難尋；二則製作經費不足，請不起大牌講師。製作團隊轉而尋找略具專業

知名度的彩妝老師。但這些美妝老師缺乏明星光環，還無法號召女性觀眾粉

絲。此外，彩妝老師雖然富有專業知識，但卻不懂節目語言，無法以趣味討

論引起觀眾共鳴，這恐怕會讓節目顯得貧乏無味。在製作經費不足，老師賣

相不佳的困境下，《女人我最大》節目製作團隊要如何轉化美妝老師的專業

資源，成為另一項挑戰。 

(二)、資源轉換過程 

《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在 2005 年 5 月開始邀請有醫藥專業背景的保養

品老師牛爾、專長彩妝與造型的 Kevin、與 Tony、Lulu 等加入節目錄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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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節目更具趣味性，《女人我最大》開始發展出一套特殊的互動機制，幫助

老師有效轉譯專業知識。這群達人老師果然成為節目賣點，收視率在三個月

內突破 1％，穩居前十名。而達人老師也因《女人我最大》節目受惠，轉型

為達人明星，並開始經營個人專屬品牌。以下說明《女人我最大》在達人老

師經營上，特殊的價值創造、傳播與擷取過程。 

1、、、、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孵育達人明星。學有專精的美妝老師原為電視素人，不

諳專業表演，更無明星光環。但《女人我最大》卻透過特殊資源加值過程，

將演藝素人轉型為明星達人。首先是雕塑專業主持形象。《女人我最大》製

作團隊開發「實驗性課程」，讓老師能由實驗教學中，將美妝知識藉由科普

化解說，有效傳達給觀眾，並建立達人公信力。透過戲劇化效果呈現，節目

也更具趣味性。 

例如，為有效講解遮暇粉底的美白原理，製作團隊不用人體肌膚實驗，

改以兩片烤焦土司代替，塗在指定品牌與他牌粉底進行「遮暇比較」。沒多

久，就可以清楚凸顯指定品牌，果然能讓「焦黑」的土司看起來比較「不

黑」，然後再由達人老師說明品牌內容物的遮暇成分與美白知識，增加可信

度，也提高觀眾理解度。另有一次，節目為強調商品保溼效果，拿兩張化妝

棉，分別浸入指定品牌與他牌的保溼精華液，然後以吹風機吹乾。結果指定

品牌在一分鐘後仍呈現相當濕潤狀態，但一般品牌就被吹得乾乾皺皺。夏天

的防曬美容保養品，也經常以紫外線來進行實驗，展現不同品牌的防曬效

果。魔術般的神奇實驗，不但大幅提高節目戲劇張力，也營造達人老師的明

星光環。 

其次，製作團隊規劃攝影場景，提高達人老師專業形象。《女人我最

大》攝影棚共有五台攝影機，其中有四台是穩定器攝影機，以定點拍攝固定

位置的表演人物；另有一台手臂式攝影機，可靈活上下移動，快速切換特寫

鏡頭，一般運用在大型演唱會上。一位操控手臂式的攝影師說明： 

「手臂式攝影機不但可以彌補其他機器無法拍攝畫面之不足，還能增加

場面氣勢。例如當達人老師講解較久時，攝影機就可以用很低的角度慢慢移

動，從左到右，或從上到下的畫面過場。藉此提高節目情境效果，讓場面看

起來很大氣。」 

攝影團隊並發展出一套達人老師的專業形塑原則。第一是以仰角提昇專

業度。當達人介紹產品時，攝影師會刻意將鏡頭拉長，有一點仰角，提昇達

人威嚴氣勢。第二是以強化專注眼神提高說服力。在達人老師邊講解邊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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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攝影師善用平角拍出達人老師專注眼神，以提高說服力。但有時為了不

讓老師示範的手擋住來賓的臉或示範部位，攝影師會由下往上拍，完整呈現

示範部位，也讓畫面更有層次感。第三是跟隨達人解說調度鏡頭。例如介紹

穿搭時，如果由上往下介紹穿搭手法，鏡頭就會跟著達人的介紹順序行走；

同樣的，如果是由下往上介紹，鏡頭也會同步跟進。鏡頭調度的節奏感，大

幅提昇達人老師在鏡頭前的專業質感，也大幅提高女性觀眾的關注度。 

最後是巧搭稱職配角，凸顯達人的主角地位。《女人我最大》節目在

2009 年開始加入「女人軍團」，邀請二、三線藝人扮演「領先使用者」角

色。「女人軍團」原意在提高節目活潑度，藉由這群「半素人」的誇張演出

與自曝其短，讓觀眾能投射自己的問題與情境。接著在藉由達人老師的精心

改造，呈現巨幅反差，進而帶動商品買氣。和「女人軍團」的一搭一唱，達

人老師提昇專業表演技能，將時尚知識以即興式的舞台戲表演傳達給現場觀

眾，朝時尚職人轉型。Kevin 老師就有效詮釋《女人我最大》的專業表演元

素。他解釋： 

「《女人我最大》是全世界第一個花一個小時化一個完整彩妝給觀眾看

的節目。同時，也是第一個會直接在節目上把女藝人卸妝並作改造。在這節

目當中，不論主持人、達人等節目參與者，都是很好的演說者與表演者，展

現在說話的語氣、內容、肢體動作、表情與邏輯表達上，這些人具有專業領

域實力，也會把工作與專業投入節目中。」 

戲劇性實驗解說雕塑達人老師職人形象，專業攝影建構達人的電視明星

格局，加上「女人軍團」的即興演藝展現達人改造能力，《女人我最大》逐

漸成為催生達人明星的重要舞台。幾位達人老師也開始經營個人品牌，以

「半個藝人」身分，積極開展演藝事業。 

2、、、、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達人演藝經紀。《女人我最大》培養一群達人明

星，在擁有高知名度後，包括牛爾、Kevin 等老師，開始出版專書介紹美容

保養秘笈，還推出個人品牌的美容保養商品，形成所謂「達人經濟」。一位

熟悉美妝市場運作的達人指出， 

「說句實話，美容保養品的成本真的非常便宜！台灣中部有很多 OEM

廠商可以直接幫忙出貨，只要貼上知名品牌就可以了。所以像幾位一線達人

老師推出自有化妝品牌，其實不太需要煩惱生產線的問題，他們只是在賣知

名度而已。」 

分析達人經濟的形塑過程，主要有以下價值傳播途徑。途徑一是於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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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播中定期曝光，維繫明星光環。自創品牌的達人老師為強化品牌知名度，

並延續個人商品買氣，必須善用《女人我最大》的傳播網絡，以專業老師身

分持續在節目上曝光，維繫個人明星光環，也藉此建立穩定收視群，經營粉

絲家族。一位製作人就直言， 

「明星就是必須有效曝光，沒有表演舞台就沒有戲唱。《女人我最大》

是達人老師最重要的表演舞台。也是達人維繫與觀眾情感溫度的橋樑。有知

名度就有商品買氣。」 

途徑二是在節目製播後，經營個人專屬品牌。並有以下兩種作法。第一

種是將獨家專賣授權給知名的女人購物網站如 PayEasy，由 PayEasy 負責生

產線的所有環節，包括化妝品原料調配、生產、包裝等細節。達人老師只要

提供對保養品的想法或負責設計品牌、並為產品代言即可。此舉可大幅降低

達人老師的商品經營風險與管理成本；但相對的，達人所分得的利潤亦較

低。第二種是以企業經營型態，建構專屬品牌，包括從生產端到消費端，完

全自主經營。此舉雖能掌控所有銷售環節，並自負盈虧，但也因此必須負擔

較重之管銷責任，包括銷售通路的建構，或是與 Pay Easy 等美妝網站商議合

作細節。 

途徑三是以專刊雜誌建構專業形象。達人除以演出維繫個人能見度外，

《女人我最大》季刊也成為達人傳播美妝教育的重要管道。透過文字與印刷

質量，累積專業能力。參與創立《女人我最大》雜誌的高階主管說明，2005

年 11 月，《女人我最大》雜誌發刊之初，就特別邀請四位當紅達人擔任雜誌

顧問，獨家為雜誌撰寫專文，成為主要賣點。創刊號印製 3 萬 5 千本，鎖定

17~35 歲女性，一上市就賣出 15 萬本。之後，TVBS 決定以常態性季刊發

行，穩居女性雜誌前三名。在價值擷取上，《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在 2013

年開始投入達人經紀業務，經營達人演藝工作。例如以彩妝見長的柳燕老

師，除定期在節目與雜誌曝光外，製作團隊特別安排其他演出、工作坊、廣

告代言等，積極拓展演藝事業。 

總結來說，《女人我最大》孵育達人明星，並有效經營演藝經紀制度。

舞台上的表演持續維繫明星知名度與個人品牌能見度，而雜誌上的專題企劃

則可蓄積專業能量，建構專家公信力。這對觀眾同樣受益，科普化的美妝教

育知識不但有時效性的演繹，還有專業性的講解，成為結合影音與讀本的專

業美妝教材。至於《女人我最大》節目則能借助達人老師的明星光環，吸引

廠商置入，黏著女性觀眾，帶來產品銷售量與收視廣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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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交換與商模創新 

《女人我最大》孵育達人老師，將原本不具明星光環的二、三線藝人，

打造成演藝明星，並開啟電視台的演藝經紀事業。由此，製作團隊取得固定

節目演出班底，穩定收視客群，並帶來廣告置入收益。許多廠商會特別指定

達人演繹置入商品。而達人老師則取得演出舞台與行銷網絡。 

1、、、、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專業達人的演藝。《女人我最大》刻意培養專

業達人成為節目固定班底，甚至成為牽動觀眾心跳指數的靈魂人物。達人老

師實已成功扮演「藝人」身分，成為收視保證。尤其達人老師具有教育大眾

美妝知識的吸睛度。許多女性一邊看節目，一邊實作練習，學習如何瘦身、

如何穿搭合宜、如何保養、如何化妝。包括牛爾、Kevin 等老師，已成為節

目招牌，牽動收視表現。其次，達人老師也是廠商選擇節目「置入」關鍵。

許多知名化妝品牌廠商，深知達人老師的演繹能力直接影響產品促銷效果。

因此寧可排隊等候老師節目排班，也不願意選擇其他老師代言。一位女性彩

妝節目製作人就指出， 

「產品置入，就是要做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觀眾才會買單。選對老師，

就會成功幫產品加分促銷；選擇不當，就只能讓 60 萬元的置入費用泡湯。而

且老師的『話術』也非常重要。他們說的關鍵字，或他們表演的關鍵動作，

都是廠商學習觀摩的重點。」 

專業達人不但帶來穩定的收視觀眾群，進而帶來穩定的廣告來源；也成

為知名國際化妝品牌選擇置入的關鍵因素。對《女人我最大》來說，專業達

人就像戲劇演出的卡司主演般，是節目重要資產，必須維繫緊密的合作關

係。同樣的，對專業達人老師來說，一旦離開這個平台，就如失去肥沃的養

分與土壤般，明星光環容易快速退色。 

2、、、、達人資達人資達人資達人資源取得源取得源取得源取得：：：：專業行銷平台。對達人老師來說，《女人我最大》

不但是專業美妝知識的重要來源，也是自創品牌的重要促銷平台。首先，一

線的專業達人老師雖然本身已擁有極為豐富的專業知識，但隨著市場變化與

新科技或新產品研發，專業達人仍必須與時俱進吸收美妝保養的領先知識。 

因此《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每個月廣泛收集 20～30 本雜誌新知、國際

知名置入廠商提供最新科技與美容保養知識、與專業櫃姊適時回饋臨櫃使用

者經驗，就成為專業達人持續進修，並取得領先知識的重要管道。換句話

說，與彩妝美容專業社群的密切交往，成為《女人我最大》的重要資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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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達人老師之所以在沒有經紀合約的情況下，仍持續與《女人我最大》保持

穩健合作關係之主因。 

其次，專業達人在自創美妝保養品牌後，也亟需有一個媒體露出平台，

透過固定的節目演出，不斷加深觀眾品牌形象。《女人我最大》有一群年齡

在 25~45 歲的穩定收視群，又長期接受專業達人老師的美妝保養建議，自然

成為忠實客戶。一位新生代的達人老師指出， 

「精準地與目標族群對話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效果比單純打形象廣告或

找代言人來得重要。而且看《女人我最大》的觀眾已經被教育得很好，知道

如何選購適合自己的保養品，自然就容易透過 Pay Easy 等網購方式採購。這

對於沒有建立專櫃直銷通路的老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行銷機制。」 

3、、、、資源交喚資源交喚資源交喚資源交喚：：：：從資源交「喚」角度來看，製作團隊喚醒達人的明星品

牌價值，而達人老師則喚醒節目的演藝經紀價值。過去達人老師最多只是扮

演專家顧問或解說人員角色，但是透過節目製作團隊的精心設計，包括達人

的造型、拍攝角度、腳本規劃、互動技巧與跨媒體平台傳播等，達人老師逐

漸具備電視明星質量，由配角轉為節目要角。而製作團隊也在孵育達人明星

的過程中，逐漸學習如何經營達人經紀業務，包括個人化妝品牌的經營銷

售、其他表演節目或戲劇演出、以及廣告代言和商演活動等。 

4、、、、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由通告費用轉為長期合作投資。和達人老師建構合

作夥伴關係，有效改變《女人我最大》的商業營收模式。除廣告費、置入

費、教育費與行銷顧問收入外，《女人我最大》雖然沒有和達人老師簽訂經

紀合約，但實則賺取一部分的「經紀收入」。例如，當達人老師想在《女人

我最大》節目上推銷自創品牌商品，他需支付一定「置入」費用。又如，達

人老師想在《女人我最大》雜誌刊登廣告或以接受專訪方式推銷自創美妝品

牌時，他也必需以相當隱性的資源交換方式，提供《女人我最大》節目一定

表演內容。《女人我最大》在 2013 年則開始發展藝人經紀業務，並取得新生

代保養達人柳燕老師的全經紀約，增取商品銷售分紅、節目表演活動、或其

他演藝與廣告代言拆帳。「達人經紀」已成為女性美妝節目的另一個特殊營

收來源。 

 

三、一元到多元：以品牌嚴選交換串媒體平台綜效 

(一)、資源挑戰：競媒爭食，收益管道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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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我最大》的節目收益來源主要仰賴廣告和置入廠商的贊助經費，

但這兩項重要財源在近年來飽受挑戰。電視廣告收入除其他有線電視競食

外，還有新興媒體爭奪，包括網路、行動載體與各類社群媒體等。根據統

計，台灣廣告收益在 2010 年約 530 億元，2015 年則約 570 億元。其中，電

視廣告約佔 3 成，仍有些微成長，但網路廣告成長更快，高達 15% (林道

燊，2011)。美國廣告收益則出現更明顯消長，在 2013 年，網路廣告已正式

超越電視廣告，這項警訊更讓國內電視台倍感壓力。 

至於贊助經費雖仍是《女人我最大》的重要收益來源，但製作團隊也不

諱言，近年來，大陸美容美妝市場快速崛起，許多國際知名美妝品牌開始將

廣告與贊助經費投注到大陸電視與新興網路等媒體，相較之下，台灣的置入

經費與廣告投放也開始縮減。如何在網路與行動媒體競逐、大陸媒體與美妝

市場爭食的大環境下，持續經營《女人我最大》節目品牌，並有效獲利，成

為迫在眉睫的重大挑戰。一位友台電視節目高階主管就發出對電視台經營不

易的感歎。 

「台灣的影視音產業，正被大陸快速磁吸中！人才流失，製作團隊出

走，明星轉台，連廣告商也跟著出走。台灣的自製節目雖然還有優勢，但只

剩下 2~5 年了。究竟要如何維繫這項優勢？如何善用大陸市場資源？是所有

電視台都在想破頭的重大挑戰！」 

此外，更有不少國際美妝品牌開始自主開發媒體平台，在網路上架設官

方網站或是經營臉書社群等，以網路直銷模式，將產品銷售給終端客戶。競

爭媒體的出現、廣告贊助的縮減、加上自主經營的銷售平台，讓《女人我最

大》製作團隊陷入營收成長壓力。 

(二)、資源轉換過程 

《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積極思考是否要成立電子商城，幫置入廠商直

接搭建銷售通路，以完成從推廣到銷售的「最後一哩」。但在回歸媒體本業

考量後，製作團隊決定轉為與現有電子商務平台合作，架設「女人我最大」

專櫃，並以整合行銷機制，提高廠商置入效益。以下說明《女人我最大》特

殊的價值創造、傳播與擷取過程。 

1、、、、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價值創造：：：：「女大嚴選」之整合行銷顧問。《女人我最大》製作團

隊構思，既然國際大廠開始有創建網路直銷通路構想，不如由製作團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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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與現有美妝購物平台洽議建置「女人我最大」專櫃可能性。透過《女人

我最大》的嚴選機制，不但有商品推薦的信用保證，還具品牌辨別度，容易

與龐大網購族群直接對話。不過製作團隊也評估，光在電子商城設櫃未必能

有效吸引廠商提高置入經費，若要提高置入廠商贊助誘因，就必須善用整合

行銷概念，以「套裝方案」將電視廣告與平面雜誌廣告、置入商品推銷等不

同媒體類型，重新打包銷售。 

TVBS 主管指出，TVBS 在創立初期就是以製作公司為概念，故登記名

義不是電視台，而是聯意製作公司。換句話說，公司負責人在一開始就已經

推算，未來所有數位平台會跟著內容走，而不是跟著頻道走。因此，TVBS

會延伸成立 TVBS 週刊；《女人我最大》節目走紅後會發行季刊。至於另一

個 TVBS 的招牌節目《食尚玩家》則是先有雜誌，然後才企劃節目製作。近

期，TVBS 更準備發展《女人我最大》次品牌，擬針對年輕女性市場，推出

《Queen》雜誌。 

除電視、雜誌、臉書社群外，《女人我最大》節目製作單位另外成立一

個獨立網站，名為「女人美妝大賞」。過去，在節目播出後，製作單位多在

兩天後，才進行美妝資訊揭露，將節目內介紹的美妝保養品牌與價格等資訊

放在網路上；但在成立「女人美妝大賞」後，節目播出當晚，就會立即上網

揭露，即時滿足女性觀眾搜尋產品的慾望。節目製作人指出， 

「《女人我最大》的節目置入必須做得很無形，雖然這也是 NCC(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長期關注置入議題下的結果，但刻意將置入產品講得模糊不

清也有好處。因為人的心態就是，越得不到的，越看不清楚的，越想要看清

楚，找出來。所以『女人美妝大賞』一成立後，大家就會到網路上去找。以

前還有很多部落客達人會主動幫我們解題。」 

透過電視與社群媒體、雜誌平台的整合，可以達到套裝整合行銷效果，

並發揮品牌延伸效益。觀眾在節目上聽不清楚或看不清楚的內容，可以有系

統地在雜誌上呈現。而廣告廠商也可以從跨媒體平台中，獲得想要的廣告效

果，並且與不同族群的觀眾對話。《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除節目企劃外，

也開始扮演置入廠商的行銷顧問角色，一位行銷主管人員就直言： 

「現在如果廠商發現置入節目播出後一周內，百貨公司的臨櫃成績沒有

預期中的好，就會跑來找我們討論，要如何調整節目內容，或者有無其他補

救辦法，可以透過其他社群媒體或雜誌報導等方式，設法營造買氣。我們則

是從診斷的角度，思考置入商品定位後，在就整體媒體行銷企劃的策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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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 

2、、、、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價值傳播與擷取：：：：多層次傳銷導購。《女人我最大》逐漸發展為一

多媒體整合行銷製播單位後，就有廠商建議《女人我最大》應成立專屬電子

商務平台，從製播節目到商品銷售，強化媒體垂直整合效益。不過《女人我

最大》製作團隊因未具備電子商務經營專長，故未直接投入電商經營；反而

與外部廠商合作，積極拓展多元商品銷售通路。 

通路一是知名美妝網站。例如，《女人我最大》就特別與知名美妝網路

平台 Pay Easy 合作，成立「女人我最大」專櫃。Pay Easy 在專頁設計上，精

心規劃「保養我最大」、「美妝我最大」、「美體我最大」、「女人醫美藥

妝」、「女人內塑衣館」、「女人髮品」、「女人名品」、「女人精選」、

「女人電子報」等專區；在右方直欄則介紹節目達人，包括健康專家潘博

士、變髮天后林葉亭、日潮教主李佑群、以及彩妝達人小凱等。積極幫《女

人我最大》節目推薦商品做好分類與折扣優惠活動，讓 Pay Easy 自然取得

《女人我最大》的品牌獨賣權。節目製作人揭露，雙方合作初期就見成效，

銷售商品抽成一年可達數千萬元。  

通路二是大陸網路傳媒。過去《女人我最大》節目也曾經評估到大陸開

節目的可能性，但在大陸類似的美容彩妝節目已高達十多個，且製作團隊還

必須自費買時段、自製租棚景等不利條件下，《女人我最大》決定以銷售海

外版權模式，將節目銷售給土豆網、優酷等新興網路視頻，以提高節目能見

度。資深製作團隊主管說明： 

「我們現在已經把節目賣給土豆網、優酷以及 5、6 家平台。這樣，我們

在台灣錄製一次節目，就可以同步在大陸播出，不用自己辛苦的找老師、找

軍團在大陸開節目。而且，許多大陸女生，就是因為看得到、買不到的心

理，才會更愛看，更想買。這樣，我們的網路商城或專櫃平台，就更有潛在

商機。」 

將節目介紹商品有效打包，或是巧心整理百貨公司週年慶商品，相當迎

合《女人我最大》忠實觀眾喜歡貪小便宜的心理。這也是《女人我最大》製

作團隊開始思考自建網路商城的利基點。 

總結來說，《女人我最大》善用電子商務平台，延伸置入廠商的銷售通

路。尤其，《女人我最大》在特定電商設立專櫃，頗有「品牌嚴選」味道(類

似「7-Select」概念)，成為《女人我最大》在置入收費外，另一種形式的上

架收費，有助於提高《女人我最大》洽談整合行銷價碼。而置入廠商也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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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女人我最大》在電商平台設置專櫃而受益，不但增加一個網路銷售管

道，還在《女人我最大》的節目精緻與時尚守門嚴選下，大幅提高廣告效

益。 

(三)、資源交換與商模創新 

發行《女人我最大》月刊、成立「女人美妝大賞」、建立品牌專櫃等，

成為《女人我最大》重要的周邊資源，並經常發揮整合綜效。這也是《女人

我最大》與電子商務平台等延伸媒體間，重要的資源交換基礎。 

1、、、、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製作團隊資源取得：：：：串媒體平台綜效。一般國際美妝保養品牌的年

度行銷預算，仍以廣告為大宗。一位媒體人指出，相較於鄰近香港或新加坡

主要以閱讀為互動媒體平台(或稱為接觸率，reach rate)，台灣的電視廣告效

益則明顯高於其他平面廣告。因此，廠商多會以電視廣告為主要投注標的，

其次才是網路媒體與平面雜誌。《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則因取得電視、平

面雜誌、電子商務與新興視頻等多元通路資源，而取得媒體整合行銷優勢。

一位主管說明， 

「這就是為何我們必須有雜誌、有電視節目播出、有網路平台的原因。

因為這樣才能提高整體議價能力。相對的，廠商的選擇權也較多。而且，透

過跨媒體整合，我們也可以開始思考各種串媒體組合方案。例如，先拍一部

沒有留下結局的微電影，然後在節目中邀請男女主角來演繹或揭開謎底，接

著在雜誌上寫出完整編劇內容等。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串媒體作法。」 

除媒體整合行銷資源外，《女人我最大》取得的第二項資源是嚴選推薦

的品牌資源。《女人我最大》節目推介商品，多會在當晚或隔天，被專業部

落客成功「破解」，詳細介紹每一個品牌的商品名稱。後來則有「女人美妝

大賞」直接幫消費者打包，甚至推出優惠方案。製作團隊進一步與美妝電商

Pay Easy 合作，設置《女人我最大》電商專櫃。有效延伸商品買氣，也滿足

精打細算的女人心。 

最後則是行銷達人或名人。擁有平面雜誌、電視節目、與多元銷售平台

的利基下，一線的美容保養大師也開始回流《女人我最大》節目，或是培養

自己的接班人上節目。因為他們發現，《女人我最大》的平台效益遠高於其

他同類型節目。老師在節目中講解商品特色與使用方法後，馬上就可以同步

在網路上銷售，最後還可以透過平面雜誌在詳細解說分析。多元行銷方案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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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得當，可以讓新上架商品熱賣達一個月以上。 

2、、、、電子商務資源取得電子商務資源取得電子商務資源取得電子商務資源取得：：：：品牌專櫃導流商機。《女人我最大》在 Pay Easy

等電子商務平台上設櫃專賣，不但為電子商務網站精選商品推薦，帶來人流

買氣，持續創造收益，還為電子商務平台創造時尚品牌的領先地位。PayEasy

原是以女性消費族群為主的電商網站，以經濟流行的消費品牌爭取小資女孩

認同。能爭取到《女人我最大》設置專櫃，就像找到時尚代言人般，成為網

站主要銷售熱點。此舉也有助於提高其他國際美妝品牌進駐設櫃意願，進而

帶動人流與買氣。   

另外，土豆網與優酷等新興網路視頻，則借助《女人我最大》這個知名

品牌的節目推播，吸引大陸女性觀眾進網點閱。尤其《女人我最大》節目週

播五集，更新速度快，可持續有效吸引年輕族群到站，養成收視習慣，進而

可為網路視頻帶來廣告效益。 

3、、、、資源交喚資源交喚資源交喚資源交喚：：：：從資源交「喚」角度來看，電子商務與新興視頻喚醒製

作團隊以《女人我最大》品牌嚴選，進行多元媒體傳播與整合綜效。而《女

人我最大》則喚醒電子商務平台的「專櫃」資源，藉此導流人潮，並藉「搭

售」等促銷整合方案，提高交易金額，進而更動更多廠商進駐。由人流帶來

金流與物流，營造電子商城買氣。 

4、、、、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商業模式轉型：：：：從整合行銷到電商通路建置。經營長達十年的《女

人我最大》已成為國內女性美妝保養節目第一品牌，在亞洲市場具有一定口

碑與知名度。節目穩定收視帶來一連串商模轉機。包括《女人我最大》季刊

發行的平面廣告營收、專業美妝網站經營的商品銷售利潤分紅、節目海外版

權銷售收益，都成為《女人我最大》製作單位的特殊商機。在 2013 年 4 月，

《女人我最大》更將整個節目製播模式和商標權直接授權給新加坡電視台

(Star Hub)，成為國內少數節目製播授權的成功案例。從原本的廣告營收，到

廠商置入與教育顧問費用，在到專業達人老師的經紀合約；近年來，《女人

我最大》的多元營收還擴及整合行銷、電子商務的商品銷售分潤、節目版權

收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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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外部資源取得的商模創價過程 

外部資源 置入廠商 達人老師 電子商務與跨媒體 

資源挑戰 廣電法規定，節目與廣告

分隔，不可揭露品牌資

訊，不可宣傳療效。 

廣告資源遭新媒體競

逐，製作經費嚴重不

足，請不起大牌藝

人。 

廣告收益日縮，贊助

經費遭其他同類型經

費爭奪。美妝大廠架

設公司網站以直銷商

品。 

資源轉換

過程：價

值創造，

傳遞與擷

取 

價值創造：善用 5 分鐘置

入時間，型塑流行話題，

並指定專家創造神奇時

刻。 

價值傳播與擷取：社群多

層次導購。電視播出時同

步在社群揭露商品資訊；

美妝部落客討論與

YouTube 轉貼，最終轉化

為櫃姊教育資源。 

價值創造：孵育達人

為明星。以戲劇性商

品實驗雕塑專業主持

形象。並透過攝影場

景規劃，巧搭稱職配

角，營造達人明星光

環。 

價值傳播與擷取：達

人演藝經紀。舞台上

專業演繹，提高明星

能見度，雜誌上專題

企劃蓄積表演能量。 

價值創造：整合行銷

顧問。以串媒體「套

裝方案」提高廠商置

入誘因。 

價值傳播與擷取：電

子商務專櫃精選。《女

人我最大》在特定電

商設立專櫃，有「品

牌嚴選」意義，增加

廠商銷售通路，提高

置入意願。 

資源交換 製作團隊取得有形贊助與

無形知識。 

廠商取得有形曝光與特殊

教育資源。 

製作團隊取得專業達

人演藝資源。 

達人取得串平台能見

度與個人商品展示空

間。 

製作團隊取得串媒體

平台綜效。 

電子商務取得精選商

品推薦。 

資源喚價 有形喚無形：製作團隊喚

醒隱藏在置入商品背後的

美妝研發與時尚流行知

識。置入廠商喚醒節目在

美妝教學實務的隱性價

值。 

由劣轉優：製作團隊

喚醒達人明星品牌價

值。達人老師喚醒節

目演藝經濟價值。 

一元到多元：電商與

視頻喚醒女大多元傳

播整合綜效。製作團

隊喚醒電商專櫃上架

與搭售資源，帶進人

流，金流，物流。 

商模創新 由一次性交易轉換為持續

性服務收益：由廣告、置

入收益，延伸為教育費與

廠商顧問收費。 

由通告費用轉為長期

合作投資：達人老師

帶來演藝經紀收入，

例如廣告代言之拆帳

收益等。 

由整合行銷到電商通

路建置：平面廣告收

入、電子商務銷售分

紅、海外版權收益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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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創新商業模式是一連串的價值創造、傳遞與擷取過程 (Teece, 2010)。而

創價根本乃是組織資源。不具優勢資源者，必須設法取得外部資源以創新商

模。然而，組織如何換取外部資源？又如何轉化資源價值？現有文獻仍著墨

不深。本研究提出三種資源交換機制，並分析外部資源導入後的價值創造、

傳遞與擷取過程，以解析商業模式的創新之道。在實務貢獻上，本研究說明

企業如何跳脫實用功能等顯性價值迷思，由喚醒資源潛在價值角度，增取外

部資源。最後點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理論意涵 

過去管理學界對商業模式創新的討論，多由營收獲利模式或策略校準思

考 (Slywotzky, 1995; Berry et al., 2006; Chesbrough, 2006, 2011a, 2011b)，較少

由「資源」角度探究商模創價基礎。本研究特別由資源的交換和價值創造流

程，思考商業模式轉型變革內涵，並有以下貢獻。 

首先是檢視資源交換過程。過去開放創新學者提出，應該由資源整合效

益思考合作之道 (Chesbrough, 2003, 2006; Johnson et al., 2008; Teece, 2010)。

例如上下游供應鏈的垂直整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業水平整合可以提高議

價能力。但卻較少由微觀角度，檢視開放的兩造如何交換資源；尤其不具優

勢資源者，要如何換取關鍵資源。本研究提出三種資源交換機制，並由喚醒

資源價值角度，思考換價之道。 

第一種資源交換是從有形實惠到無形價值。有異於一般美妝商品的功能

性介紹，《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以精準的議題形塑及戲劇化演繹，喚醒隱

藏在置入商品背後的美妝研發與流行時尚知識；而置入廠商嚴格要求置入效

益，也激發節目製作潛能，將單純美妝保養商品推薦，透過達人老師精準的

語言與細膩的解說，轉值為教育櫃姊的彩妝保養教學。 

第二種資源交換是由劣轉優。《女人我最大》節目製作單位刻意培養達

人老師成為流行趨勢代言人，甚至成為專業「藝人」，以特殊演繹手法，持

續吸引穩定的收視客群。這些達人老師不但發展出深具特色的個人品牌，還

開始推出專屬美妝保養商品、出版保養書籍、經營個人網站等，成為《女人

我最大》重要的資源佈署。製作團隊將原本不具明星光環的二、三線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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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成達人明星；而達人老師則開拓電視節目的演藝經紀價值。 

第三種資源交換是由一增多。《女人我最大》節目原本是一次性播出，

但卻發展出雜誌季刊、在 Pay Easy 網站上架設置品牌專櫃、經營臉書粉絲

頁、甚至發展出美妝部落客的關連網頁，形成多層次傳播機制。電商與新興

視頻等傳播媒介，喚醒製作團隊的多元傳媒整合能力；而《女人我最大》品

牌則深化美妝電商的時尚領先地位。 

喚醒有形資源的無形價值，轉化資源劣勢為優勢，從單一資源增生多元

價值，這三種資源交「喚」機制只是示範，未來組織還可以發展出不同類型

的喚價作為。這些喚價機制可以協助我們理解資源交換的過程。在喚醒流入

資源價值之際，組織也因外力而激發原有資源價值。這樣的分析不只豐富商

業模式的文獻，也提供開放創新理論新視角，得以釐清資源流進與流出根

本，正在喚醒組織的創價機制以及資源的價值底蘊。 

第二項學理貢獻是由價值創造過程釐清商模創新基礎。過去在討論商業

模式創新時，似乎假設所有外部資源導入後都能自動轉化為有用商模；較少

檢視，流入的資源如何轉化為組織可運用價值，進而創新獲利機制。換句話

說，資源是需要被有系統地進行創造、傳導與擷取，才能發揮價值。例如，

置入廠商資源不單純僅是置入收益，其本質乃是化妝品公司的最新研發知

識。因此，如何透過特殊的議題形塑、實驗性表演，轉化美妝保養元素為流

行時尚體驗；在以科普化的語言傳遞給消費者，成為櫃姊行銷話術，才是置

入資源的增值底蘊。追蹤導入資源一系列的創價與換價過程，可以幫助我們

體悟開放商模的本質，乃是在轉化資源價值，進而創新營收獲利模式。 

另外，本研究也補強資源基礎論之不足。過去資源基礎論者強調組織資

源的異質性、稀有性與難以模仿性，以建構難以取代的商業模式 (Wernerfelt, 

1984; Barney, 1991;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然而在現實產業環境

中，組織未必總能擁有足夠資源，而必須向外爭取資源。本研究特別由喚醒

資源價值角度，思考活用內外部資源的可能性。喚醒資源的隱性價值、開發

劣勢資源潛值、活化單一資源的多元應用，這些資源加值過程，豐富資源樣

貌，而非僅單純仰賴優勢資源。由資源基礎論到資源「喚」價學，正是本研

究對資源基礎論的主要貢獻。 

總結來說，本文回答兩個重要議題。第一，組織欲有效引導外部資源以

創新商業模式，必須由資源交換角度檢視。如何由交換過程中，喚醒對方資

源價值，才是創新商模之本。本研究提出三種資源交「喚」機制，喚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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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性價值、轉換劣勢資源潛值、煥發資源多元價值，以解釋組織如何交換資

源以創新商模。第二，要創新商業模式，必須檢視資源創價過程。亦即，導

入的外部資源，如何透過一系列的價值創造、傳遞與擷取，以蛻煥資源價

值，進而改變組織營收獲利基礎。 

 

二、實務意涵 

在實務貢獻上，商業模式創新已成為近年來管理實務的重要議題。然

而，對企業組織來說，任何創新實務並無法複製，而在於藉由他山之石來審

視個別組織的問題與挑戰。本研究對其他電視節目製作，對有意轉型或陷入

獲利危機的企業組織，主要有以下建議。 

首先，要創新商業模式，必須檢視資源的加值過程。例如，同樣是導入

廠商置入資源，本研究調查其他美妝節目的創價過程與《女人我最大》就顯

有差異。其他電視台重視置入產品顯性功能特點的描述，以忠實回應置入廠

商要求。整個價值創造仍以產品實用價值為主。相較之下，《女人我最大》

則有效激發置入商品的隱性價值，尤其是美妝教育價值；將流行彩妝知識透

過特殊的實驗性演繹，轉化為時尚流行語言，並成為櫃姊教學影片。再如，

同樣邀請達人老師上美妝節目，其他電視台重視達人老師的名嘴價值，強調

代言實惠與收視吸睛度；但《女人我最大》卻能善用達人老師的明星價值，

開發演藝經紀事業。因此，同樣的置入商品、達人老師、電子商務與新視頻

資源，卻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探究實因，乃是全然不同的創價機制

所致。 

其次，企業欲取得外部資源以創新商模，應該由資源喚價的角度，思考

資源交換之道。喚醒資源的隱性價值、化劣勢為優勢資源、由單一到多元價

值應用，只是三種可能的喚價機制。本文欲提醒企業在謀取外部資源時，更

應思考如何活用資源的多種應用可能性。過去便曾有研究指出，同樣一個 3D

列印技術，就有八種應用可能性，從建築設計模型、牙齒模型製作、到美食

模型設計等 (Shane, 2000)。另外如南韓女子天團《少女時代》也發展出三種

以上的分團機制，包括美聲、舞蹈、電視偶像劇主題曲(OST)等分團組合，

創造多元表演型態，也拓展營收來源。因此，如何活用資源，創新資源價

值，才是商模變革之道。 

第三，喚醒資源價值的觀念，也可以用來檢視組織現有的商模基礎。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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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企業總是羨慕競爭者擁有創新科技或豐富資源，但卻往往低估組織內部資

源潛力，而貽誤商機。即使是《女人我最大》製作團隊，也遲至 2013 年才將

整個節目製作企劃重新打包，並授權給新加坡電信公司 Star Hub。若相較於

南韓 MBC 將《我是歌手》(I am a Singer)這類真人實境秀節目授權給大陸湖

南衛視，並引起廣大迴響，《女人我最大》境外授權的作法，是否已發揮資

源應用的最大效益，亦有討論空間。 

對於多數仍仰賴廣告和置入收益的電視產業，或缺乏資源或陷入危機的

企業來說，與其盲目仿效或籌措資源，不如潛心學習如何創新資源的價值運

用，此舉將有助於企業開創新機。本研究分析資源交換與創價機制，強調喚

醒資源的潛在價值，由「喚價」實務改變內外部資源價值。企業若能學習資

源加值之道，就有機會找到創新的商模解方。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在創新商業模式分析主要提出二項重要學理貢獻，一是提出三種

資源喚價機制，以喚醒資源潛在價值，創新資源多種運用可能性。二是提出

資源的加值之道，分析導入資源的價值創造、傳遞與擷取過程，進而得以創

新商業模式。但這些貢獻也必須考量其限制，主要有以下討論。第一，未來

研究可以由多方資料來詮釋商業模式的創新實務，更有系統地整理資源交換

過程。由於本研究無法採訪在大陸的使用者，也有部分台灣電子商務平台經

營者未能受訪，只能透過間接採訪方式，探索內外部資源轉值過程。未來，

在類似研究中，需要多一些創新者與外部重要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資料，以

便深入分析商模創新的多樣作法。 

第二，未來可以深入角色變化的多種樣貌呈現。《女人我最大》製作團

隊(含節目主持人藍心湄)在導引特定外部資源流入時，需要適時扮演特定角

色。例如，導入置入廠商的廣告資源，應要扮演守門人角色，以確認商品質

量並符合相關廣電法律規範；導入達人老師資源，則扮演知識中介角色，以

孵育達人明星，經營經紀業務；導入女人軍團資源，則應扮演資深編輯或類

似議會主席角色，以協調不同領先使用者發言與意見呈現。總之，未來應要

更深入分析角色的多元呈現  (Eisenhardt, 1989; Tortoriello & Krackhardt, 

2010)，以解讀特定角色的互動過程中，如何建構創新機制。 

第三，未來還可以由「制度」來分析商業模式之建構。《女人我最大》



中山管理評論 

 ～263～  

節目自 2003 年播出至今已長達 11 年。在這過程中，《女人我最大》在製作

團隊、廠商置入、主持人、達人經紀、女人軍團、攝影技術團隊等運作，實

已建立一套特殊的組織運作制度，以持續創新節目內容，締造營收獲利。其

他友台節目即使複製《女人我最大》的節目型態，但也多只能學到舞台前的

表演技巧，沒有落實節目製作背後的制度精神，最後多以失敗告終。因此，

未來研究可以探索《女人我最大》之制度內涵，以作為節目對外輸出或對內

建立制度的重要基礎。 

 

 

 

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中國紅頂商人胡雪巖曾提出著名的經商之道：花花轎兒人抬人。胡雪巖

在王有齡需要資金將「捐官」補實，以進階成為官府中人時，即時雪中送

炭，而在日後取得可觀的資源回報。王有齡成為胡雪巖在後來取得官府資源

的通關密碼，胡雪巖終成一代巨賈。相互抬轎與坐轎，背後精神正在資源的

有效交換。多數人短視近利，只看到資源的顯性價值，換取短期利益；但紅

頂商人卻能看到資源的潛在價值，放長線釣大魚。如何喚醒資源潛值，甚至

改變資源價值，創新資源多元應用方式，才是商業模式創新根本。 

動畫王國迪士尼，一度因票房低落面臨倒店，但卻在 2006 年買進皮克斯

後起死回生，並在 2013 年以《冰雪奇緣》締造 12.76 億美元的票房記錄。迪

士尼.皮克斯動畫工作室創意長約翰．拉薩特(John Lasseter)導入新穎電腦動畫

技術，讓畫面更精細；他更重新聘用大批被迪士尼開除的手繪動畫師，建立

特殊視覺風格。拉薩特不但喚醒一度被拋棄的手繪動畫資源，也讓最新電腦

動畫找到工藝美感。由此我們可以警覺到，許多組織無法與時俱進創新商業

模式，出現核心能力僵固，實因乃是資源僵固之病灶，以致坐擁寶山卻貧乏

困頓。因此，如何透過資源的互利交換(交換)，交互喚醒對方的資源價值(交

喚)，最後則是提昇對方的資源價值(交煥)，正是商模創新之根本。 

 

 

 



喚醒沈睡資源：《女人我最大》背後的商業模式創新 

 ～264～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呂珮羽，2014，偶像劇的組織作為，以三立電視台為例，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

士論文。 

李金玲，2009，電視節目產製流程與知識管理研究：以八大電視頻道「娛樂百分

百」為例，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道燊，2011，電視媒體產業概況，初版，台北：IBT 台灣工業銀行。 

陳哲彬，2010，電視節目製作關鍵流程與績效管理模式之研究，台北科技大學商業

自動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宣怡，2011，中國大陸電視歌唱選秀節目產製之個案研究：以湖南衛視「超級女

聲」、「快樂男聲」為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論文。 

劉幼琍，2013，電訊傳播：CEO 的經營策略，初版，新北市：威仕曼文化。 

劉善群，2014，串出媒體綜效：中時電子報串媒體策略與商業模式創新，國立政治

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學位論文。 

劉麗惠，2013，劣勢隨創：資源制約下娛樂產業的創新回應，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

理碩士學程學位論文。 

蕭瑞麟、歐素華、陳蕙芬，2014，「劣勢創新：梵谷策展中的隨創行為」，中山管理

評論，22 卷 2 期：323~367。 

Baden-Fuller, C. and Morgan, M. S., 2010, “Business Models as Models,”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43, No. 2, 156-171. 

Baker, T. and Nelson, R. 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50, No. 3, 329-366. 

Barney, J. B.,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7, No. 1, 99-120. 

Bechky, B. A. and Okhuysen, G. A., 2011, “Expecting the Unexpected? How SWAT 

Officers and Film Crews Handles Surpri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4, No. 2, 239-261. 

Berry, L. L., Shankar, V., Parish, J. T., Cadwallader, S., and Dotzel, T., 2006, “Creating 

New Markets Through Service Innovation,”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47, 

No. 2, 56-63. 

Chesbrough, H. W., 2003, “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44, No. 3, 35-41. 

Chesbrough, H. W., 2006, Open Business Models: How to Thrive in the New Innovation 

Landscape, 1st,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hesbrough, H. W., 2007, “Why Companies Should Have Open Business Model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48, No. 2, 22-36. 

Chesbrough, H. W., 2010,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 Long 



中山管理評論 

 ～265～  

Range Planning, Vol. 43, No. 2-3, 354-363. 

Chesbrough, H. W., 2011a, Open Services Innovation: Rethinking Your Business to 

Grow and Compete in a New Era, 1s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hesbrough, H. W., 2011b, “Bring Open Innovation to Service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52, No. 2, 85-90. 

Dutton, J. E., Worline, M. C., Frost, P. J., and Lilius, J., 2006, “Explaining Compassion 

Organiz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51, No. 1, 59-96. 

Eisenhardt, K. M. and Schoonhoven, C. B., 1996, “Resource-Based View of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Strategic and Social Effects in Entrepreneurial Firm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7, No. 2, 136-150. 

Eisenhardt, K. M.,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1, 57-74. 

Garud, R. and Karnøe, P., 2003, “Bricolage versus Breakthrough: Distributed and 

Embedded Agency i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olicy, Vol. 32, No. 

2, 277-300.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1st, Chicago: 

Aldine. 

Hisrich, R. D., 1988, “New Business Formation Through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enter: A Model for New Venture Cre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 35, No. 4, 221-232. 

Johnson, M., Christensen, C., and Kagermann, H., 2008, “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86, No. 12, 50-59. 

Lee, T. W., Mitchell, T. R., and Satlynski, C. J., 1999,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and Vocational Psychology: 1979-1999,”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Vol. 55, No. 2, 161-187. 

Orlikowski, W. J., 2002, “Knowing in Practice: Enacting a Collective Capability in 

Distributed Organiz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3, No. 3, 249-273. 

Osterwalder, A. and Pigneur, Y., 2009,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1st, Hobohen, NJ: 

John Wiley and Sons. 

Penrose, E. T., 1959,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1st, New York: Wiley. 

Shane, S., 2000, “Prior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1, No. 4, 448-469. 

Slywotzky, A. J., 1995, Value Migration: How to Think Several Moves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1st,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Teece, D. J., Pisano, G., and Shuen, A., 1990, “Firm Capabilities, Resources and the 

Concept of Strategy.”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Teece, D., 2010,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Long Range 

Planning, Vol. 43, No. 2-3, 172-194. 

Tortoriello, M. and Krackhardt, D., 2010, “Activating Cross-Boundary Knowledge: the 



喚醒沈睡資源：《女人我最大》背後的商業模式創新 

 ～266～ 

Role of Simmelian Ties in the Generation of Innov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3, No. 1, 167-181. 

Wernerfelt, B., 1984,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5, No. 2, 171-180. 

Yin, R. K., 199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2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中山管理評論 

 ～267～  

 

作者簡介作者簡介作者簡介作者簡介 

歐素華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目前為東吳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開放創新、研發管理、創業管理、行動研究

等。學術論文曾發表於中山管理評論、資管學報、組織與管理等，並擔任期

刊副主編與專刊評審工作。長期專注於媒體創新研究，近年來則參與演藝經

紀與文化科技之議題研究。教學主軸包括創新與創業管理、組織學、服務創

新等。 

E-mail: suhua.sc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