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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Abstr act

為瞭解國內綜合廣告代理業應用整合
行銷傳播來服務客戶的概況，本研究以民
國八十七年國內廣告代理商年度營業額超
出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之公司為研究對象，
以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進行，計完成問卷
三十八份，深度訪談三十五人。研究發現：
綜合廣告代理都已經提供客戶廣告之外的
傳播服務，並試圖因應服務個案收取不同
名目之服務費用，然而，多數廣告代理商

To underst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advertising service, this research
sampled the top 39 ad agencies in Taiwan.
As a result, 36 copies of questionnaires and
35 depth interviews are completed.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 all full service
agencies offer multiple services in additional
to advertising and attempt to charge them.
However, most agencies consider the
compensation far less than reasonable but
treating extra services a mean to maintain
agency- client relationship.
Moreover,
problems such as clients’ perception to
IMC、qualified professionals and increased
manpower cost are major obstacles facing
with those agencies attempting to offer IMC
service.

仍無法獲取理想中的合理報酬，乃以維繫
客戶關係為提供多元化服務的趨力。除此
之外，客戶對IMC的認知不足、廣告公司
欠缺相關人力資源與專長以及人事成本的
增加等等，都是廣告代理商面臨整合服務
的問題。
關鍵字：整合行銷傳播、綜合廣告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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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廣告產業的日趨成熟以及
IMC 成 為 九 O 年 代 的 行 銷 趨 勢 話 題 ，
，Duncan
Caywood, Schultz and Wang（1991）
and Everett（1991）的研究發現，客戶認為
由廣告公司負責整合會比其他傳播機能的
公司更合適。Duncan & Everett在1993年以
傳播或行銷經理為對象的調查報告發現，
半數以上的廣告代理提供客戶除了廣告以
外的其他服務，並且廣告主將行銷傳播需
求委託於廣告代理商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傳
播代理商。另一份評估「廣告代理商提供
整合行銷傳播服務的效益與程度」的研究
報告也指出：過半的廣告代理認為本身提
供客戶良好的整合服務並表示其整合服務
能夠降低客戶整體的行銷傳播預算
（Schneider, 1998）。
雖然在所有傳播帶理商之中，廣告代理
似乎是廣告主委託整合的最佳選擇，然
而，在執行整合行銷傳播時，廣告代理仍
然有一些有待克服的問題：對內，公司的
企業文化與合理的收費標準；對外，廣告
代理提供整合行銷服務的動機利己多於利
人，都是讓廣告代理無法理直氣壯義無反
顧的成為客戶整合中心的顧忌（Schultz,
1993 ）。 美 國 商 業 行 銷 協 會 （ Business

二、緣由與目的
整 合 性 行 銷 傳 播 （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簡稱 IMC）是
由 美 國 西 北 大 學 教 授 Don E. Schultz 、
Stanley Tannenbaum 以及北卡羅萊那大學
教授 Robert F. Lauterborn 率先倡導的一
種新的行銷傳播概念。其形成背景導自於
整個行銷環境的變革，傳統的大眾行銷模
式已不符合資訊時代的需求，原本大眾傳
播所設定的受眾已然區隔成小群而高度自
主的消費者。事實也證明，大眾媒體廣告
正在式微之中，根據統計，電視黃金檔時
段 的 觀 眾 由 二 十 年 前 的 90% 下 降 到 68%
（Russell, 1989），行銷預算正由傳統的廣
告轉移到行為導向的傳播方法，如：促銷、
直銷、回函 廣告等 （Nowak and Phelps,
1994）。
美 國 西 北 大 學 的 Medill School 對
「管理所有顧客或對象所能
IMC的定義為：
接觸到關於產品或服務的資訊來源，以達
成銷售及維繫客戶忠誠的過程」。簡單而
言，IMC的基本概念便是一加一大於二的
綜效（synergy）
；當產品或企業的訊息策略

Marketing Association，）曾經針對268位廣
告從業人以及236位廣告主的問卷調查顯
示：雙方都傾向以個案收費制或是以人事

性的協調在一起，其效益將大於廣告、公
關、促銷、直效行銷獨立企畫與執行的成
果。雖然廣告代理業宣稱，早已在25年前
便嘗試提供客戶整合行銷傳播的服務，然
而這個概念當時並未被廣告主所接受，大
部份的廣告主並不認為將所有傳播服務集
中在同一個廣告代理商能得到明確的成本
效益，他們對廣告代理的能力也缺乏信
心，深恐一旦要轉換代理將會付出重大代
價（McLaughlin，1997）。

時工方式收取/支付各種不同的行銷傳播服
務。
在國內，關於這個議題的研究可說是
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以初探的態度來
瞭解國內廣告代理業應用整合行銷傳播的
概況。主要研究內容有：
1. 廣告公司提供客戶除了廣告以外
的服務
2. 廣告公司各項服務的收費情形
3. 廣告公司推動IMC的原始動力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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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計七家；以年度營業額來看，新台幣 5 億
元以下者有十家、5.1-10 億者有十七家、
10.1-20 億者有八家、20 億以上者有三家。
受訪個人基本資料中，從事廣告業的
年資 5 年以下者有五人、5.1-10 年者有八
人、10.1-15 年者有九人、15 年以上者有十
六人。這些受訪者在現職公司服務的年資
在 5 年以下者有二十五人、5.1-10 年者有
五人、10.1-15 年者有二人、15.1 年以上者
有六人。以服務的部門來看，38 人中有十
八人任職於業務部、十二人在管理部、六
人在公司 IMC 相關部門、二人不隸屬上述
任何部門。這些受訪者的職稱分別有：董
事長、總經理十二人、副董事長、副總經
理十人、總監十二人、其他四人。
（二）研究發現
將回收之問卷以 SPSS 作量化統計分
析，深入訪談以類目整理歸類，本研究綜
合兩種研究方法，將台灣綜合廣告代理商
面對整合行銷傳播風潮時，在認知與執行
上的現況歸為四項重要議題並討論於后：
1. 非廣告業務服務的提供
如若將廣告直接業務定義於創意以及
媒體的企畫與執行，則所有綜合廣告代理
商皆承攬部份或全部與廣告相關的行銷傳
播業務。研究顯示，一些廣告代理商會將
全傳播的概念主動包含在對客戶的提案之
內，並常態性的提供廣告之外的相關行銷

（一）樣本描述
三十八家公司中本土廣告代理計十六
家、美商廣告代理十三家、日商廣告代理
四家、答其他者五家；其中，客戶結構中
本土客戶比例占 30%以下者計七家公司、
31-60%者十二家、61-90 者十五家、91-100
者四家。以公司員工數而言，30 人以下的
公司有四家、31-50 人的公司有十家、51100 人者計十七家（44.7%）
、101 人以上者

傳播服務，根據問卷回收結果統計，這些
服務，依普遍的順序，依次為：消費者促
銷企畫（81.6%）、製作物（76.3%）、消費
者促銷活動之執行（68.4%）、產品命名
（65.8%）、通路促銷企畫（63.2%）、行銷
研究/市場調查（63.2）
、公關企畫（57.9%）、
直 效 行 銷 企 畫 （ 55.3% ） 與 視 覺 管 理
（55.3%）。
即便一些代理商並不將廣告之外的服
務視為本業而主動提供，但會在客戶的要

4.
5.
6.
7.
8.

來源
整合行銷傳播對客戶最大的好處
整合行銷傳播對廣告公司最大的好
處
提供整合行銷傳播服務對廣告公司
所產生最主要的改變
客戶推動整合行銷傳播的最大障礙
廣告公司（目前或未來預測）實施

IMC的障礙或困難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與深入訪談（Depth
Interview）來蒐集台灣綜合廣告代理業在
整合傳播運作上資料。在問卷調查部份，
本研究以1998年台灣廣告代理商排行榜中
選取年度廣告承攬額超過新台幣一億元以
上之三十九家綜合廣告代理予以全數普
查，問卷填答者為各家代理商之管理者或
負責相關部門之主管，三十九家中一家拒
訪，共計回收問卷三十八份，執行期間為
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至民國八十八年一
月。為瞭解代理業作業實況、提供整合行
銷傳播服務之原始動機、期間之調適與修
正、人員態度、管理問題、客戶關係等較
複雜之問題，同時亦深入訪談了三十五家
廣告代理，各公司深入訪談之對象與問卷
填寫者為同一人，執行期間為民國八十七
年十二月至民國八十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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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下視個案滿足客戶的需求。無論主動或
被動，整體而言，提供問卷上所提及之服
務項目的家數均超過受訪總數的半數以
上。其中，代理商廣告代理最長接觸的非
本業服務便是消費者促銷企畫與製作物
（93.1%）、其次為消費者促銷活動之執
行、通路促銷企畫以及產品命名（89.5%），
再來便是公關企畫（88.8%）與視覺管理
（86.9%）。
從上述服務項目中可見，國內所謂的
「綜合廣告代理商」（full service agency）
確實都已跨越了廣告直接業務而是一個全
傳播服務中心。而分析各項服務提供的排
序可發現：代理商在客戶的通路企畫與執
行的參與度上十分熱衷，證實了後通路時
代通路與傳播訊息必須密切互動的趨勢。
此外，公關企畫的功能在排序上並不如預
期的優先。根據深入訪談瞭解，一些中小
型的廣告代理逐步降低公關服務的比重，
而改採應客戶要求再予外包的作法以節省
人事成本。
至於眾所矚目的網路廣告，雖然絕大多數
的代理商均密切關注其發展趨勢，真正著
手規劃進而囊括於例行服務範圍者則並不
如預期。
2. 廣告以外服務之收費情形
Ramirez（1987）曾指出，廣告代理商
推動整合是一種趨勢，然而，使用整合刑

「製作執行費」為主要收費項目。至於行
銷研究/市場調查、製作物、產品命名、視
覺管理等，則以「製作執行」與「企畫」
兩種名目收費為多。
然而，在問卷所提及的服務項目中，
除了行銷研究/市場調查、製作物、視覺管
理涉及實際的支出成本以及更重要的，具
有一定的市場行情，是所有代理商必然所
費的服務之外，其餘的服務均有受訪者表
示無法收取合理報酬。這種現象在本土廣
告公尤為明顯。在深入訪談時，絕大多數
的本地業者表示，其本土客戶的組成結構
使得公司無法（或客戶不願）在所提供的
額外服務部份協調到合理的收費制度（有
時所能收取的部份或是低於市場行情價，
甚或不敷成本，）故而僅能將提供額外服
務視為維繫客戶關係的手法。呼應前述「非
廣告業務服務的提供」文中所提，本土廣
告代理商對擴展服務項目的企圖心不強，
少數本地業者甚至明確表示規避本業以外
服務的政策。
3. 推動整合行銷傳播對廣告主的利益與障
礙
根據受訪對象的觀察與分析，廣告主
推動整合行銷傳播對其產品可說是利多弊
少。在問卷中，受訪的廣告代理商一致認
為：提昇產品的傳播效益（mean = 4.6）、
提昇行銷傳播投資報酬率（mean = 4.47）、

的廣告代理延生的問題便是如何決定廣告
以外其他服務的收費標準。根據版研究問
卷結果統計顯示，當國內廣告代理商提供
非廣告的行銷傳播服務時，諸如公關企
畫、消費者促銷企畫、通路促銷企畫、直
效行銷企畫、網路廣告企畫等涉及智慧貢
獻的服務時，多以「企畫費」為主要收費
名目；而公關活動執行、消費者促銷活動
執行、通路促銷活動執行、直效行銷活動
執行與網路廣告活動執行等服務時，則以

使傳播訊息更加一致（mean = 4.47）為最
大的利益。儘管好處眾多，但廣告代理商
表示對於已經推動整合行銷傳播的客戶，
仍存在諸多問題有待克服，而對於尚未施
行整合行銷傳播的客戶則亦有許多障礙阻
擾發展。由問卷答案得知，廣告代理商認
為：缺乏 IMC 專才（mean = 4.18）、客戶
方 面 的 人 員 必 須 學 習 新 技 能 （ mean =
4.11）
、客戶對 IMC 的基本認知不足（mean
= 4.08）等原因是廣告主方面最主要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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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4. 推動整合行銷傳播對廣告代理商的優缺
點與改變
雖然一些廣告代理商所宣稱的全傳播
服務較傾向於傳統的推廣組合服務而未必
符合新興的整合行銷傳播概念，絕大多數
受訪者仍以公司經驗表示了提供客戶整合
行銷傳播服務對公司的影響。在廣告公司
所能獲得的好處上，前三項答案為：維繫
與客戶的長期關係（mean = 4.54）
、提昇代
理商的專業地位（mean = 4.49）
、客戶更依
賴廣告公司（mean = 4.32）
。在深度訪談之
中發現，對許多中小型或本地代理商而
言，
「維繫與客戶的長期關係」與「客戶更
依賴廣告公司」似乎具有相同的意義，如
前所述，均是以低價（ 或免費）並且額外
的服務增加公司的附加價值，同時，深入
訪談中也察覺到：大型本土廣告公司以及
外商廣告公司較為看重「代理商專業地位」
的誘因。
對於曾經或目前提供客戶整合行銷傳
播服務的廣告代理商而言，公司為了配合
此一政策的落實，與以往作業上不同處包
括 ： 與 客 戶 有 更 緊 密 的 互 動 （ mean =
4.45）
、擴大服務範圍（mean = 4.42）
、人事
雇用與成本改變（mean = 4.21）
。儘管綜合
廣告代理一項提供廣告以外的傳播服務，
受訪者仍然表示整合行銷傳播所牽涉的服

傳播代理之後又回歸到以本業為重的經營
理念。
對於提供整合行銷傳播服務曾經或目
前所遭遇的問題或是預期會面臨的障礙，
受訪者表示：無法建立合理的收費制度
（mean = 4.32）、客戶對 IMC 的認知不夠
（mean = 3.95）以及公司欠缺相關人力資
源與專長（mean = 3.74）為最主的要三點
因素。由此可知，在廣告代理的認知中，
無法獲得合理的服務報酬仍是管理上最大
的痛處。至於有關整合行銷傳播資訊的取
得，雖然受訪對象泰半感到不足，但多數
本地代理商較外商代理間接且緩慢，故在
此項目上回答意見的差異性較大，同樣
地，許多代理商表示客戶對整合行銷傳播
的認知隨著廠商本生的屬性（本土 vs.外
商）
、管理者的背景（理念、教育背景）以
及產品特性而不同，無法一概而論，但整
體而言，受訪者認為大多數的行銷經理人
對整合行銷傳播的認知與接受度仍是溝通
上一大障礙。最後，正如同廣告主所面臨
的同樣問題，概念強、經驗佳且「現成」
的整合行銷傳播專才難覓，是廣告代理無
解的痛處。

務範疇要較傳統作業為廣泛，此外，整合
行銷傳播要求高度的產品、通路、消費者
深度資料，當廣告主所委託的傳播代理商
超過一家以上時，溝通互動的頻繁度與深
度於焉增加自然不在話下。雖然全權代理
客戶的所有行銷傳播活動理論上對雙方均
有諸多利益，但由於其他傳播專業畢竟與
廣告專業有所不同，廣告公司必須招募專
才、投資額外的人事成本於其中，這也正
是一些中小型的廣告代理商在曾經企圖全

行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研究執行期間，
為檢視廣告代理意見之主觀成分，研究者
增加了一場廣告主的焦點團體座談會以平
衡廣告主立場之意見，是研究方法上的些
許修正。除此之外，研究者亦藉此機會回
顧、整理了所有國內外整合行銷傳播相關
的文獻，日後將自行繼續內容分析的工
作。在進度與研究內容方面，本研究均達
成當初設定之目標，唯原本預期普查所有
目標對象之意圖因少數公司拒訪而稍感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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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當初僅設定針對廣告代理業執

憾，而廣告代理業忙碌的工作性質以及適
當受訪人選有限使得少數拒訪結果仍屬意
料中事。
整合行銷傳播的理論架構在學術上尚
未臻成熟，甚至受到一些質疑，本研究在
強化整合行銷傳播的理論價值上應有少許
貢獻，研究成果亦將傳承於教學上，希望
有助於傳播教育的實務與研究人才培育。
由研究受訪者反應亦證實了本研究的高度
實務價值，應能符合應用學科的應用性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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