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場：94/12/14（三）   AM  10：00—12：00  

主講人：東森集團總裁 王令麟 先生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陳文華 所長 
講  題：東森媒體集團的「成長」與「創新」經營策略 
 
背景介紹： 
目前在台灣，東森媒體集團經營領域涵蓋有線電視系統、衛星電視頻道、電

視購物等，擁有十三個有線系統、八個衛星電視頻道、五個電視購物頻道，成功

建構起以電視為核心的上、中、下游媒體垂直整合產業鏈；在海外，東森的亞洲

衛視 2個頻道、美洲衛視 5個頻道、美洲購物頻道 1個、中南美洲衛視 3個頻道，
合計國內外 24個頻道，已經陸續進入全球超過五十個國家、地區播出，並且還
在迅速擴張中。 
    東森媒體集團旗下四家主力公司 2004年營業額達 502億新台幣，員工總數
7500人，是全球最具規模的民營華文媒體集團。未來，東森還計劃推出全英語
以及其他國際語言的頻道，積極扮演「全世界媒體產業參與者」的角色，為不同

種族與文化背景的觀眾提供新聞、節目和商品等資訊服務，也藉此讓全球觀眾都

有機會接觸到豐富優美的東方文化。 
東森媒體集團為家庭帶來歡樂、幫孩子編織美夢、搭建媒體人揮灑的舞台，

把台灣推向全世界。東森勇敢邁向全球，矢志為台灣媒體產業打開更寬廣的格

局，並在全球華人社區中，舖設一條條資訊傳播與愛心交流的康莊大道。這是東

森不變的願景與承諾。 
 

 



東森媒體集團的「成長」與「創新」經營策略 
 

 

東森集團總裁  

王令麟 先生 

所長引言 
 
    在王總裁的領導之下，東森有了爆發性的成長，如大家所知，像最近這幾年
的東森得易購，是世界上電視購物的奇蹟；媒體方面也是全球華人社會最大的媒

體集團，包括電視、網路、報紙等等；等會王總裁會跟大家介紹怎麼在十五年間

創造華人社會的奇蹟。 
 

 

王總裁演講 

前言 
    各位老師、同學，各位來賓，今天很高興應邀來此演講。在演講之前，首先
要對台大管理學院表達感謝，在座有幾位東森的同仁都是畢業於此，這也是東森

能夠快速成長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演講分為六個章節，第一個章節是集團的簡介，第二個是我們的五大
成長策略，第三個是東森的藍海策略，第四個是經營理念，第五個是核心價值，

第六個是我們的管理工具。後面會有時間供各位指導與交流。 
 
集團簡介 
    在民國 89年，也就是 1990年，當時台灣正在跟美國進行密集的中美貿易談
判，我當時是商業團體所選出的代表，在商業界的錄影帶公司經常觸犯智慧財產

權，在談判中常被取締；當時業者詢問是否有可能有一個大企業來協助他們與美

方談判，購買有智慧財產權的產品，我當時就參與他們的改革「友聯全線」。當

時台灣違法的地下電視台有八百多家，就協助購買合法的節目供其播放；一直

到’94, ‘95年政府的有線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通過，就轉型成現在的東森集
團。從’90年當時不到二十人、一年營業額在一、二億的公司，到’95年有線電
視台的東森媒體科技公司；’99年成立東森購物。 
    去年我到東京去，富士電視台的董事長問我為何會有這麼快速的成長？我說
我要感謝國內三大無線電視台，以及三大報的媒體，企業的經營是不進則退，若



不進步，就會被後來的人趕上，從 1995年到 2000年，我們對市場投資 350億的
資金，在台灣過去沒有人這麼做，當時的槓桿非常辛苦。衛星電影台的建置從

2001年開始發揮了效益，我們的營業額開始倍數的成長，去年的營收已達到五
百億元，今年更要突破 550億，除了靠同仁的努力，我們更要感謝社會大眾對我
們的支持。集團除了東森電視台、東森媒體科技、東森購物之外，還有過去經營

海運倉儲的公司，現改名為東森國際，兩年前政府的白皮書有提到，未來觀光客

數倍增，兩兆雙星，休閒服務業的創新是可以推波助瀾的，所以我們特別成立東

森媒體休閒娛樂公司，結合媒體來發展休閒事業。在一系列的發展當中，IT的
科技是我們必要的工具與手段，故成立東富資訊公司。台北巨蛋對文化有一定的

幫助，台灣過去沒有良好的室內表演場地，台北巨蛋在東森的經營之下相信能給

民眾全世界最好的藝術文化表演。公司內還包括海外的擴張，容後再作說明。 
 
五大成長策略 
（一）雙核心事業版圖策略 
    過去無線電視台只有經營電視台的部分；東森的雙核心策略就是從電視製作
發展到數位內容製作，可以多樣、多次的播出。同時進展到休閒娛樂產業，舉例

來說，台中有月眉娛樂中心，花蓮有海洋世界，台灣只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如果

沒有媒體宣傳，它們很難有成效；今年暑假，月眉湧進一百萬人次的觀光客。從

節目的製作、新聞的規劃與宣傳，為其帶來人潮。從媒體發展核心策略，到周邊

的休閒娛樂。台北巨蛋的經營，也是希望能帶給民眾好的休閒藝術，門票也會替

東森帶來額外的廣告收入。 
（二）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策略」 
    東森集團，上游就是東森電視台，是製作軟體的節目中心；中游是透過有線
電視的通路把節目播送到大眾的家中；下游就是收視戶，我們的消費者。如何讓

東森的節目與觀眾有互動，是在同一條線上，譬如說看了東森購物會讓消費者願

意去購買，以蘋果日報來說，它已經不只是一個平面的資訊，成為一種通路，東

森的產品在蘋果日報上登廣告，銷售額是不登的四倍之多。 
（三）「國際化」策略，邁向國際華文媒體市場 
    四家無線電視台，為何全部加起來營收只有 70億？那是因為他們只有死守
在台灣這一個環境裡面，而且在節目製作上二十年都沒有作重大的改變，這個前

車之鑑給我們很大的警戒，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在東森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去研究香港的 TVBS，它二十年來在全球有華人的地方佈局，從它的財報可
看到，營收中有 40%來自海外收入。不單是媒體，企業要競爭要有兩大手段，一
個是目標管理，一個是績效管理；企業要賺錢，就是低成本與經濟規模化。所以

我們在現在已經在思考五年、十年後，要把我們的員工與企業帶到哪裡；東森電

視台現在在全球五十二個國家都在落地，文化、體育、休閒是沒有國界的，在海

外已經有五百萬的收視戶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對於 2008年奧運的播送也已經
在規劃。 



（四）「資源整合策略」發揮最大綜效 
    在台灣，東森有七個頻道在播出，東森購物有五個頻道，數位內容也有 ABC
英語教學頻道等六個，海外共有三十六個頻道，所有節目都在同一個平台製作，

我們有一個空中廚房的概念，所有的節目都在電腦中儲存，需要什麼就從裡面發

送，將資源整合充份發揮。 
（五）「創新」經營策略，創造領先優勢 
    所謂的「創新」與「速度」，當然還要有「努力」，東森的幹部與團隊，每個
人每天工作大概超過十五個小時以上，這也是為何我們能戰勝我們的競爭對手。

當初要從錄影帶業轉作電視媒體，父親大人有所教訓，該如何拼得過黨政軍領導

的三台？台視是省政府做的，華視是國防部做的，中視是國民黨做的，如何與其

相提並論？我就跟我的同仁說，當別人都不看好的時候，我們就要努力；別人下

班就是我們上班的開始，在東森電視台草創初期，幾乎沒有人晚上十二點以前回

家；台灣中小企業的勤奮，從這點可看出。講到「創新」與「速度」，在企業的

投資與併購當中，我有很多的競爭對手，同仁們以速度、永遠比競爭對手早一步

的動作、加上勤奮，就會有機會。 
 
東森的「藍海策略」 
（一）以巨蛋為起點，全力發展「娛樂休閒觀光產業」 
  如前所提，政府在2003年即公布白皮書，要在 2003年到 2008年發展兩兆
雙星的數位內容產業，第二是休閒觀光客倍增計畫。一個媒體的發展當中，需要

一個舞台，而且是實體的舞台，當很多企業開始想要進入媒體產業發展時，我們

要從傳統的播送進展到實體的表演，譬如說東森幼幼台，在其他企業想要跨足兒

童節目製播時，東森已經規劃好每年有四十場兒童舞台劇，給所有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闔家一同來巨蛋觀賞。巨蛋的得標，將成為東森發展的核心價值，

大家看到巨蛋的新聞，媒體的報導自然會有引導的力量。休閒娛樂產業，我們不

只要以台灣作為主體，更希望讓台灣參與全世界。 
（二）全力發展「自有品牌」商品 
  在東森購物中，我們發展自有品牌的女性化妝品；同時，我們也推動運動休

閒品牌，短短三年，我們已創造十億的營收；一個品牌在人群的生活當中，是可

以靠媒體不斷地興波助瀾，如何透過節目、創造肖像、推動品牌，這是我們一直

在追求的；在全球國際化的通路都已然成熟之際，東森的品牌不只在台灣行銷，

在全世界有東森節目播出的地方都可以買到東森的商品。 
（三）創新實體通路經營模式「東森生活家」 
  從虛擬走向實體，是必然的趨勢。賣旅遊、保險、甚至到生前契約，生活家

做到在不同的區域作實體販售，會增加競爭力；以後到巨蛋看表演，各地的生活

家都可以劃位取票；下個月，在年代或看巨蛋表演的網路訂票，條碼可以直接下

載到手機當中，不怕遺失，這是給經營者與消費者很大的便利。未來在全省六百

家生活家，東森購物販賣的商品都可以買得到。 



（四）持續積極推動集團「全球化、國際化」 
  美國最大的電視購物QVC，一年的營業額是一千六百億台幣；電視節目的
製作有一個特性，給一個人看和給一億人看的成本是一樣的，所以特性是，當市

場規模越大的時候，它的收益越可觀。東森的全球化不只是中文而已，在比較相

近的地區，例如泰文、越南文，我們都會用在地的語言播送東森製作的節目。 
（五）節目衍生性商品-肖像商品販售及授權業務 
  幼幼台的節目與人物，一年可以為東森帶來三千萬的肖像權收入，而且一次

簽約三年，如何創造我們商品裡的肖像權，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政府現在也在

推動，鼓勵大家去研發創新的品牌；一個商品的品牌需要 image，雖然現在大陸
目前還未開放東森的商品，但已經幾千萬的收視戶，將來商品銷售執照通過後，

一販賣即能造成熱潮。 
 
經營理念 
  與其做一個強勢的媒體，不如做一個大家喜歡的媒體。大家回想一下，很多

電視台在做 call in節目，東森好像沒有？我們不要做強勢，我們要讓大家喜歡。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可以證明，在去年 320大選之前，兩黨人民撕裂，東森是
colorful、是彩色的；從選前到選完，東森的新聞滑落到第五、六名，整個氣氛
都很低迷，但是我們堅持中立路線，到了六月份，收視率又回升了。 
（一）不斷追求成長的經營理念，是一個永遠要求「成長型」的企業 
  追求企業的永續成長，讓大家在這裡能有安定的生活。 
（二）善盡『社會責任』，回饋弱勢族群，東森從關懷原住民到最近大家注意到

的「東森購物王令麟獎助學金」，東森集團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念，

積極參與公益活動，深耕台灣，將愛與關懷送到社會需要溫暖的角落。近幾年更

隨著東森國際化的腳步，拓展至海外，讓台灣的愛心走出去，爭取更多認同台灣

的愛心。做一個大家想到會會心一笑的媒體，我們始終把公益擺在第一優先。 
（三）追求「五合一」滿意理念：追求「顧客」、「供應商」、「員工」、「股

東」及「社會大眾」五合一滿意。 
  一個企業經營成功應該追求股東滿意、員工開心、消費者很歡喜，媒體兼具

有資訊分享與教育社會的功能。為什麼東森購物在短短六年之間成長得這麼快？

因為我們有所堅持，東森嚴選，不滿意包退貨。在企業公益形象方面，這幾年東

森始終是第一名，我們的消費者滿意度始終維持在 89.9%甚至是 90%之間。 
（四）在既有事業領域，不斷「求新求變」；在新的事業領域裡，不斷開發新的

「藍海策略」，例如：台北巨蛋、東森購物、東森休閒、東森旅遊及實體通路店

「東森生活家」等業務。 
  我們在創新、速度、努力當中，「求新求變」是永遠不變的原則，如何讓自

己這個產業裡的標竿企業，那就是自己要不斷地努力去學習。所以很多年輕朋友

剛到公司上班很不習慣，覺得怎麼每天都在變動；東森 15年，有了 31次的改變，
我們的企業不只是「移動式的目標主體」，而且是一個「學習式的主體」。我們的



企業成長太快、無法模組化；我們的創新只有領先三個月，所以我們要不斷地創

新學習，組織內大家一起學習。服務業尤其媒體，無法複製化。 
 
核心競爭力 
（一）卓越的經營團隊，專業化的人才 
    我們集團的核心價值就是「人」，第二還是「人」，第三也是「人」，老幹新
枝，新進的同仁由有經驗的同仁來帶領，所以卓越的團隊，人才是我們核心的競

爭力；將不在多，而是要都能夠打仗，都能夠有舞台。在東森裡面，來自大眾傳

播媒體的背景的人不到十分之一，我們是學習性的團體，大家一起學習，幹部我

們都要求他要有 EQ, IQ, 和 AQ，卓越團隊的背景來自軍方、和政府團隊，因為
他們了解政府政策的走向。一個企業經營是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做事情。          
東森最近標到原住民頻道，還有客語頻道。東森不只製播自己的節目，還像

一座代工廠，幫別人製作電視節目，像一個夢工廠一般。 
（二）重視細節中的細節，強調細節裡的競爭力，魔鬼都在細節裡 
    上面的人除了作決策之外，也會到下面去一一叮嚀細節，其實就是用心和努
力，追求卓越、追求完美；學習型的組織是做事情要犯錯，然後再把它做好。我

跟同仁們說，在東森做事，兩件事不能做，第一個是犯法的事情，第二個是不要

把自家的房子給燒了。要永遠保持創新和學習的態度。 
（三）永遠領先一步的視野與策略 
    領先是很辛苦的，天天在百米賽跑，我們要另闢藍海策略，一直做別家媒體
還沒有開始做的事情。 
（四）品牌優勢：企業品牌、自創品牌 
    我們要做一個大家喜歡跟認同的品牌。 
（五）堅實的 IT資訊系統設備 
    東森購物如果沒有 IT資訊的管理，做不到三百億，三百萬個會員在裡面能
不斷地交易，就是因為我們有強而有力的資訊系統。所有的流程都在這個平台上

面，得易購的條碼中有一百八十六萬筆的程式在其中，在台灣當中除了聯強國

際，我們是最強的。IT使得我們可以全球連線。 
 
管理工具 
（一）「目標管理」、「績效管理」 
    這兩個管理的工具是每一個月、每一季都在檢討，數字會說話，用數字來作
為衡量的標準。 
（二）「賞罰分明」的管理制度 
    在得易購有一個利菁，六年前進公司年薪四十萬，現在超過兩千萬，利菁小
姐的奮發努力成為購物的天后，因為她的表現能力非常強。 
（三）流動型組織 
    除了是學習型的組織，也是流動型的組織；在公司裡，不論你是哪一個部門，



都要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我們設立了各種跨部門功能的委員會，讓大家都能夠

同心協力共同完成一個目標。 
（四）「Time Card」制度 
    全世界最賺錢的醫院是長庚醫院，王永慶先生用管工廠的那一套來管醫生，
醫生在所有職業當中是最標竿型、獨立型的，怎麼可能可以給人家管？王永慶先

生做到了，他做了 Time Card，衡量每一位醫生動手術所要花費的時間，從 Time 
Card裡去管理所有的作業流程，甚至績效。所以東森也在執行 Time Card的制度，
可了解每個人的工作行為，幫助他作調整，來作知識管理。 
 
結語 
    集團能夠成功，「創新」、「整合」、「服務」是過去到現在一直不變的，更重
要的是，我們在艱辛的成長過程當中，我們懂得去分享，把我們的專業和團隊，

技術提供給競爭者，因為要把自己定位成，自己才是自己永遠的競爭者。讓台灣

的媒體能夠走向國際、為台灣發光。今天簡單為各位做一個報告，我願意接受各

位對以上報告的指導與詢問，感謝陳所長給我這個機會來到這裡跟各位分享。謝

謝。 
 

Q&A 
 
問：國內很多企業希望用多角化來擴張自己的版圖，但常常內部雜亂無章；東森

是如何作到完美的整合來達到現在的地步？ 
 
答：從 1950年到 1980年，全球的企業都在追求多角化，在 1990年日本泡沫化
之後，大家也才發現，盲目的多角化是很危險的。重點在於說，你應該還是要專

攻你的核心價值，像王永慶先生一直在石化領域深耕。東森也是如此，東森在多

角化的過程當中，著重在通路和 marketing，每一個核心價值都要能回饋到母公
司當中。當然，「人」也是相當重要的。此外，當多角化新的公司成立，一定要

有原來公司的團隊調出去、新的人進來，文化的謀合度很重要。 
 
問：剛剛王總裁提供東森是一個學習型及流動性的組織，今天有很多大學部的同

學來聽演講，有時反應說不太懂得如何去適應這樣的組織，王總裁可否給他們一

些建議，在現階段的學生生活中該學習些什麼？ 
 
答：有關在校學生的學習，在上個月我到韓國釜山參加 APEC的會議，這次會議
的主題就是跨國企業合作夥伴關係的建立，第二個就是企業成長原動力的檢討—
還是人。討論作出了一些結論，在這裡要說聲抱歉，很多大企業都認為，最近十

年有些問題都出在MBA的身上；在 1981年前，國內的國營企業、其他國家的
國營企業或是大企業，用的都是理工出身的人才，因為理工科系的人要很務實、



邏輯概念要很清楚，而且著重實踐。1980年代後，日本掘起，美國企業也開始
用很多管理人才，從 80年代開始衝、衝到 90年代，就泡沫化了。結論他們是說，
不論你是什麼科系的人，如果你沒有苦幹實幹的精神，沒有實事求是，是很危險

的。MBA往往喜歡拿過去的成功經驗做為你的研究報告，但成功的MODEL或
許只能用那麼一次。不論你是MBA或者理工背景，新進公司你的起心動念很重
要，就像我常告訴員工說，如果你是為了生活才來工作，那麼你會很痛苦，來工

作應該要是因為你的興趣、你工作是很快樂的。做得很辛苦、但又覺得很幸福，

因為你有經驗的累積。年輕的朋友要記得，年輕要有夢，但是逐夢要踏實，在逐

夢的過程當中，你的艱辛和困苦是必然的。 
 
問：當初為何會想爭取客語和原住民兩個頻道？另外，在經營這兩個頻道時，是

否有因為其特殊性而在經營上遇到什麼阻礙？ 
 
答：第一個，我們會去爭取是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夢工廠，做 36個頻道和做 50
個頻道是一樣的，在成本提高的情況之下，我們會希望去做代工，來增加收入。

第二個是我們東森慈善和東森文教基金會，長期對原住民的關懷，互動良好，我

們認為由東森來製作原住民頻道會做得更好。 
 
問：是否有製作「東森體育頻道」的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足球迷與 F1迷，
對我們來說是一大福音。 
 
答：我酷愛體育，但我殘酷地告訴你：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製作客語和原住民

頻道，是政府有編預算在補助，我不會對不起我的股東。王永慶曾說：企業經營

不賺錢就是罪過，你對不起你的股東，而且很可能會拖累跟著你的員工。全世界

做體育頻道只有兩個國家成功，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日本，原因是因為有賭博；

台灣的規模太小，但足球是區域性的瘋狂。如果政府能夠開放體育的樂透，對體

育選手來說是好事。除此之外，音樂頻道也非常難經營，因為有版權問題。所以

台灣的市場規模太小是主因。 
 
問：總裁剛剛有提到流動性組織。那組織的變動通常都會面臨一些問題，譬如說

著重在階段性的專案可能就會忽略常態性的工作，所以想請問東森是如何避免這

種情形？ 
 
答：這個無法避免，一定會發生，所以要用很大的 AQ。我們的幹部每個人都身
兼很多委員會的委員，所以我們公司是傾向通才化、全方位的，幹部一定要會看

報表，來知道營運的盈虧；組織的調整一定會經過很多的討論，並且要照顧到員

工的心情。在哪個單位、主管是誰，不重要，把事情做好最重要；我告訴員工，

你是最大公司七千個員工裡的一份子，但我們東森就是因為這七千個分子才造就



一個公司；一個員工自己應辦的事項只有一半，另外的那一半是你要去幫助別

人。我們這個移動式的目標和流動性的組織已經運作十年，大家應該都已經習慣

了。 
 

所長結語 
 
感謝總裁幫我們談服務業的管理，一個企業的創新還要能永續經營，是非常

不容易的，值得我們去效法。在公益方面，也不遺餘力；希望以後有機會和東森

作建教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