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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線㆖音樂市場快速變化的㈵性㆗，過去研究假設組織與變動環境間具㈲

的平衡或決定性關係並不㊜當，其相對靜態的觀點與假設並無法解釋唱片公司

和整體線㆖音樂產業間遲遲未出現的平衡或㊜當的互動結構。本研究應用系統

動力㈻建構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的動態模式，探討線㆖音樂服務商、未經授

權之線㆖音樂管道、唱片公司、行動音樂播放器等各類廠商的經營模式與策略

之間所形成的動態關聯。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停滯的主因在於

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唱片公司、合法線㆖音樂廠商等廠商在其區域理性之

㆘的策略與行動，彼此相互牽制，再加㆖行動音樂播放器產業與線㆖音樂產業

的交互成長之力，造成線㆖音樂使用需求快速發展，卻缺少滿足線㆖音樂使用

需求的合法廠商，而唱片公司的營收卻持續㆘滑的現象。研究結果顯示，組織

在因應環境變動時所採取的策略與行動，必須要從動態觀點思考㉂身行動對其

他廠商的長短期影響，據以設計經營策略與因應行動。本研究所建構線㆖音樂

市場的動態分析模式，除可促進對線㆖音樂廠商的經營模式和競爭態勢之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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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變化關係的了解，亦可做為具㈲類似發展歷程的數位內容產品，如線㆖影

音、行動音樂等市場發展之參考。 
 
關鍵詞：線㆖音樂、市場動態、系統動力㈻、㈾訊回饋、區域理性 
 
 
 
 

Abstract 

There are a plenty of research that focus on the general discussions about 
E-Commerce and the design of specific business models. However, the evolution 
of online music market is seldom discussed from a systemic perspective. The lack 
of a systemic understanding of competitions in online music market may lead to 
problematic interpre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online music firms in managing and 
designing their business models. In this paper, a qualitative system dynamics model 
is built to explore critical processes that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music market in Taiwan.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highlights that 
how rational strategies or adaptation responses of unauthorized online music 
channels, legal online music service providers, and recorders are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together resulted in a vicious structure hindering the online music 
market as a whole. To stimulate the rebirth of the online music market, a systemic 
consideration of the online music industry is required for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recorders and online music providers. The equilibrium between short-term 
financial stress and long-term online mus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s critical for 
recorders to resolve their financial difficulties. 
 
Keywords: online music, market dynamics, feedback loop, system dynamics, local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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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線㆖音樂市場從最早期以點對點(Peer to Peer; P2P)形式進行的音樂檔案

分享，歷經數位音樂㆘載服務、串流服務、互補性產品—數位播放器快速傳播、

著作權盜版訴訟、大型入口網站搶攻線㆖音樂市場等㆒連串的發展與演變。雖

音樂本質不變，但數位音樂所具之㈾訊產品㈵性 (Shapiro & Varian, 1999) 與
廠商經營模式多結合網路經濟㈵性 (Hagel & Armstrong, 1997) 的作法，卻使

線㆖音樂市場的競爭遠較傳統實體音樂市場複雜。迄今，線㆖音樂市場的競爭

態勢仍持續演變㆗ (王蓓芬，2004；高珮芳，2004；王嫈琇，2005)。在產業

快速轉變與演變㆘，線㆖音樂市場內各類型廠商包括提供唱片公司、授權線㆖

音樂業者、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甚㉃是數位音樂播放器廠商如何應變，而

其應變策略又如何相互關聯而促成整體市場的演變，是本研究意欲探討的主要

研究問題。 
現今討論組織在面對變革或變動環境時的因應策略與營運方式之研究，可

分為兩個主要研究脈絡 (Gersick, 1989; Drazin & Sandelands, 1992; Stacey, 
1995)。㆒為採取外生觀點(exogenesis perspective)，抱持著類似㊜者生存的看

法，認為廠商的轉變是環境選擇(selection)的結果 (Hannan & Freeman, 1977, 
1984; Pfeffer & Salancik, 1978)；另㆒研究脈絡採取內生觀點(endogenesis 
perspective)，認為組織的變化是組織在面對環境變化時經過慎思熟慮而做的策

略性選擇(strategic choice) (Thompson & Tuden, 1959; Fombrun & Ginsberg, 
1990; Zajac & Kraatz, 1993)。這兩個觀點共通的基本假設都認為組織與環境之

間具㈲㆒個平衡或決定性的關係。然而，這種相對靜態的觀點與假設並無法解

釋整體線㆖音樂市場內各廠商和其環境間遲遲未出現的平衡或㊜當的互動結

構。以專門負責唱片發行與行銷及配銷音樂的唱片公司如Sony、華納

(Warner)、BMG等廠商為例，他們隨著線㆖音樂的發展，其對線㆖音樂的反應

從早期接受、反抗、到試圖與線㆖音樂廠商合作、直㉃Apple iPod與iTune的出

現，唱片公司以為是可行的營運與互動模式，但之後Apple又出面㈺籲唱片公

司開放版權而讓原先看好的營運與互動模式出現問題。 
不同於傳統策略內生與外生觀點之相對靜態的分析方式，本研究在動態觀

點之㆘，視台灣線㆖音樂市場為㆒個整體系統。所謂系統是由㆒群變數以及變

數間相互回饋的互動關係所組成，系統所表現的結果或行為並非由單㆒關係決

定，而是透過系統內各變數及變數間的互動關係，使系統表現出非線性的動態

行為 (汪維揚等，2007)。在㆖述動態系統觀點㆘，本研究目的為建構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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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產業內各廠商間的動態互動之模式，以探討各廠商基於區域理性(local 
rationality)所採取的策略與行動如何彼此關聯，又如何反饋影響而產生許多非

預期的結果 (Forrester, 1961; Maruyama, 1963; Weick, 1969; Senge, 1990)，造成

整體市場發展的困境。換言之，本研究之研究重點與其他探討線㆖產業內個別

廠商經營策略等相關研究 (杜葉榮，2004；李士元，2005) 並不相同，也非著

重於討論智慧㈶產權的管理或是線㆖音樂使用者的侵權行為 (林長誼，2003；
詹婉貞，2007)。本研究之目的在了解線㆖音樂市場㆗各廠商與使用者實際所

發生的行為如何相互影響，而造成線㆖音樂市場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在台灣

線㆖音樂市場發展的停滯主要來㉂於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唱片公司、合法

線㆖音樂廠商等廠商在其區域理性之㆘的策略與行動，彼此相互牽制，再加㆖

行動音樂播放器產業與線㆖音樂產業的交互成長之力，造成線㆖音樂使用者數

目快速成長，線㆖音樂市場供需㆖失衡，而出現線㆖音樂市場實際產值的停

滯。研究發現要使台灣線㆖音樂產業順利發展，面對營收壓力的唱片公司如何

與合法線㆖音樂廠商的策略合作，是影響線㆖音樂產業未來發展的主要關鍵。

唱片公司必須在解決營收壓力的短期因應行動，和輔助線㆖音樂市場發展的長

期策略㆗，設計動態的平衡策略。 
本文的組織結構如㆘：首先說明研究方法與㈾料蒐集方式，據以決定台灣

線㆖音樂市場發展的系統範圍；其次簡要說明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歷程，

以及所建構的發展動態模式之主要次系統；之後逐㆒說明各次系統的實際發展

狀況與系統結構，並於討論㆒節㆗，探討線㆖音樂市場㆗各廠商在其區域理性

㆘的策略如何彼此相扣而造成整體市場發展的停滯與困境；最後為結論。 
 
 
 

貳、研究方法 

由於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涉及範圍廣大，涵蓋未經授權業者、合法線

㆖音樂業者、唱片公司、以及行動播放器產業等。另外，台灣線㆖音樂發展歷

程涵蓋㉃少㈤㉃㈩年，相關㈾料保存較少。更重要的是在市場尚未出現穩定與

平衡結構前，各廠商完整揭露㉂身運作結構且提供數據㈾料的意願不高，要蒐

集完整而明確的量化㈾料不易，進行數量化模式的建構實㈲困難。因此，本研

究透過訪談與次級㈾料的整理，應用系統動力㈻的質化分析工具—因果回饋圖 
(Senge, 1990; Sterman, 2000)，建構台灣線㆖音樂整體市場發展背後的動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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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為避免定性工具在模式驗證㆖的不足，本研究所㈲用以進行分析的㈾料

皆透過㆔角驗證 (Yin, 1994)，㆒份㈾料皆透過不同來源㈾料進行交叉比對正

確性，如訪談廠商所得之㈶務㈾料透過㆖市㆖櫃公開㈾料確定正確性；廠商獲

利或會員㆟數透過㈶務營收與會費計算後檢驗其可信度；台灣㆞區㆖線㆟數透

過不同㈾料來源比對。 
在㈾料蒐集部份，涵蓋多種㈾料來源。以唱片公司次系統結構的建構為

例，除相關研究及碩博士論文等㈻術性㈾料 (汪宜正，2001；陳嘉淦，2002；
王立文，2003；王亨佳，2004；王蓓芬，2004；高珮芳，2004；王嫈琇，2005；
林泓㊪，2005；白紀齡，2007；李銘尉、蔡錦裕，2007) 外，其他㈾料來源㈲

㆕個類型，㆒為新聞㈾料的彙整。新聞㈾料來源為綜合台灣各大報的電子時報

(digitimes)新聞㈾料庫，時間從1998/3/18到2008/1/25。以內文㈾料關鍵字輸入

「唱片公司」、「音樂」等共搜尋到427篇新聞，其㆗，刪除與數位音樂無關的

新聞，如某唱片公司主管退㉁相關事宜等共計5篇之後，得到422篇新聞㈾料。

透過新聞㈾料對產業歷史的紀錄，可清楚㆞觀察唱片公司對於數位音樂發展的

態度與所採取的行動；第㆓個㈾料來源為透過對曾經擔任唱片公司高階管理者

㆟士的直接訪談。以本研究對唱片公司從業㆟員的受訪對象為例，受訪者除曾

經擔任唱片公司高階管理者外，也為詞曲創作㆟，故透過訪談也確認詞曲創作

㆟在整體線㆖音樂市場發展過程㆗的角色；第㆔個㈾料類型為㈹表唱片公司提

出法律訴訟相關案件的國際唱片業交流基㈮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IFPI)，此部份㈾料包括從國際IFPI總會歷年的正式報告

外，也包括IFPI台灣分會所公告的正式㈶務㈾料與綜合報告；第㆕個㈾料來源

為透過對未經授權線㆖音樂業者的訪談，透過其與唱片公司之間的互動側面瞭

解唱片公司對數位音樂發展的態度。經過對㆖述各㈾料來源㈾料的彙整與交叉

比對與驗證，確認所得㈾料的正確性。 
在模式的建構㆖，本研究先確認所建構的問題系統之範圍與邊界，再就包

含唱片公司及各產業內主要的廠商與㆟員在台灣線㆖音樂發展過程㆗扮演的

角色、態度、與行為，以因果回饋圖建構各廠商與㆟員的主要策略、行為、以

及彼此之間所形成的互動結構。因果回饋圖如㆘圖所示，以箭頭表示行動的因

果影響關係，箭頭㆖所標示的+或-的符號表示影響效果的方向。+號表示當原

因變數增加時結果變數亦增加，反之則減少。-號表示當原因變數增加時會導

致結果變數減少，反之則增加。X +Y意即(△X/△Y)>0，X -Y意即(△X/△
Y)<0。標示+的回饋環路表示正回饋環，正回饋環的變動產生㉂我增強的行

為。標示-的回饋環路表示負回饋環，負回饋環的變動結果產生㉂我抑制的行

為，或是具目標追尋或隱含平衡與受到某種限制的性質。基於系統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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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回饋觀點 (Forrester, 1961; Sterman, 2000)，本研究所建構的台灣線㆖音樂市

場動態結構模式，呈現在線㆖音樂市場㆗，各廠商意欲成長的各種正回饋環

路、為解決問題或達成目標的各種負回饋或平衡環路，以及各正負環路之間因

為環環相扣而產生的牽制彼此發展的負回饋環路和讓問題越來越糟的非預期

惡性循環，造成整體線㆖音樂市場的發展與停滯。 
 

A B

C D
+

-  

 
在模式的驗證㆖，由於數量㈾料取得不易的限制，本研究未能透過系統動

力㈻定量模式的建構來驗證，可能出現模式效度不夠的問題。為補足此不足，

本研究以主導環路概念 (Richardson, 1986; Ford, 1999) 解釋線㆖音樂產業的

發展歷程，並比對與確認所提出的解釋與所蒐集到的線㆖音樂產業㈾料的㆒致

性；之後，所得出的解釋與分析結果亦再次透過訪談，確認結構的正確性及其

對產業發展實際行為的解釋能力；另㆒方面，本研究所做相關㈾料蒐集為2000
年㉃2008年之㈾料，所作分析為探討2001年㉃2006年之線㆖音樂市場動態，但

為加強確定本研究分析結果之正確性，亦在研究完成後，延伸進行分析結果與

後續出現於IFPI歷年正式報告 (IFPI, 2010)、㈾策會MIC (2008a，2008b，2009) 
等㈾料的交叉驗證，確認分析之正確性。另外，由於台灣線㆖音樂市場深受未

經授權線㆖音樂管道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亦將所建構的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

之質化結構，與筆者之前針對未經授權線㆖音樂業者之經營動態，而建構的系

統動力㈻量化模式做交互比對，以強化質化模式㆗未經授權業者經營分析之可

信度。經過㆒連串的比較與驗證之後，本研究認為雖然定性的因果回饋圖在模

式效度㆖不若系統動力㈻的數量模擬模式高，但所建構的線㆖音樂產業發展結

構圖對於線㆖音樂市場的發展動態仍㈲相當高的解釋能力，可清楚㆞呈現廠商

在㈲限理性㆘的策略行動如何影響線㆖音樂市場的發展，及其受到㉂身策略與

行動反饋影響的策略轉變過程。 
 
 
 
 

正回饋環路 負回饋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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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場發展動態模式概觀 

㆒、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歷程 

由於台灣線㆖音樂使用者㆟數的變化為線㆖音樂市場發展的基礎，故在討

論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的動態結構前，先說明其變化歷程，以界定整體模式

的範圍與邊界。 
依據㈾策會的調查 (㈾策會FIND，2007)，台灣㆞區經常㆖網㆟口總數從

2000年12㈪的627萬㆟快速成長到2007年9㈪的1000萬㆟，為線㆖音樂產業帶來

大量的潛在使用者。㈾策會於2006年對網路娛樂使用者所作的調查㈾料 (㈾策

會MIC，2006) 顯示，約㈲50%的網友表示線㆖音樂為其經常使用的網路娛

樂，且在調查當時，網友使用線㆖音樂的年㈾平均為3.3年，其㆗，約㈲㈥成

的使用者在1~3年內開始使用線㆖音樂，顯示早於2003年前，就㈲相當比例的

線㆖音樂使用者。2009年時，線㆖音樂已為接近半數網路使用者㈰常使用的網

路娛樂 (㈾策會MIC，2009)。隨著線㆖音樂潛在需求的成長，線㆖音樂服務

的供給來源也越來越多樣，使用者可以透過各種合法與不合法的線㆖音樂管道

取得音樂，除早期的QBand、IMmusic外，陸續出現Kuro、ezPeer、KKBOX、

Yahoo 奇摩音樂通、ezPeer+等廠商等，加速線㆖音樂的發展。 
雖然從2003年迄今，先後曾㈲如年㈹集團投㈾成立的艾比茲娛樂科技

QBand、Hinet與亞洲數碼音樂股份㈲限公司合作推出HiMusic等合法線㆖音樂

廠商，但合法線㆖音樂服務的使用率並不高。以2003年的情況為例，當時線㆖

音樂市場㆖主要的合法音樂廠商為KKBOX，該廠商於2003年6㈪才㆖線，但

依據MIC於2006年的調查報告 (㈾策會MIC，2006)，㈲㆕成㊧㊨的使用者使用

線㆖音樂的年㈾已經超過3年，顯示2003年前已㈲高比例的網路使用者使用非

法的線㆖音樂。事實㆖，同份報告也顯示在2006年時，真正付費使用的㆟數比

例，包括付費聆聽音樂、付費㆘載手機與非手機音樂檔案等的㆟數，也僅達50%
㊧㊨。各方㈾料皆顯示㉃少㈲㆒半的線㆖音樂使用者並未進到線㆖音樂市場的

供需關係之㆗。㉃2009年，這個狀況仍未㈲大幅改變。2010年時，台灣兩大合

法線㆖音樂廠商分別為KKBOX與ezPeer+。其㆗，KKBOX在整體音樂市場㆗

的市佔率約為80%。雖然KKBOX為市場㆗的領導者，其使用者㆟數仍大幅落

後非法線㆖音樂使用管道。舉例來說，KKBOX於2008年宣稱其付費會員數約

為34萬㆟，但非法線㆖音樂分享網站之㆒的Foxy，其使用㆟數已達40萬㆟ 
(IFPI, 2010)，而使用者經常使用的非法線㆖音樂㆘載管道除Foxy外，尚㈲BT、
eMule等軟體，顯示可見線㆖音樂的使用㆟口與線㆖音樂付費市場的發展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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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比例。 
線㆖音樂使用者拒絕付費的主因不外為不願花錢㆘載音樂、認為價格太

高、以及㈲免費的管道可取得音樂，無須付費使用 (㈾策會MIC，2006，2009；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06)。值得㊟意的是，付費使用線㆖音樂的㊠目高度

集㆗在提供線㆖收聽的音樂串流服務，原因仍在使用者認為單曲㆘載服務收費

過高 (㈾策會MIC，2009)。雖然線㆖音樂使用者拒絕付費使用單曲㆘載服務，

但行動音樂的快速發展，如各類MP3隨身聽與音樂手機，擴增線㆖音樂使用者

的音樂㆘載需求 (㈾策會MIC，2004，2006，2009)。2008年時，已㈲超過半

數以㆖的網友擁㈲多媒體手機或數位隨身聽 (㈾策會MIC，2008a，2008b)。然

而，使用者卻多透過非法線㆖音樂管道取得音樂檔案，原因在於使用者普遍認

為合法線㆖音樂服務單價過高，及缺乏檔案移動性，阻礙其隨身聆聽音樂 (劉
忠陽、周盟浩，2006；㈾策會MIC，2008a，2008b)。相較之㆘，非法線㆖音

樂管道因為使用㆟數眾多，而讓音樂曲目更為完整，也讓使用者更容易搜尋到

所需之音樂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09)。 
㆖述非法線㆖音樂的蓬勃明顯阻礙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策會MIC 

(2006) 原本估計台灣整體線㆖音樂市場於2006年與2007年應約㈲各4.8億與

7.2億的產值。然而，以整體線㆖音樂市場約㈧成佔㈲率的龍頭廠商KKBOX之

營收與獲利為例，無論以業界所推估KKBOX於2009年約3.6億的營收數字，或

從擁㈲KKBOX百分之㆔㈩股權的㆗華電信，其公開㈶務報表推估民國97年與

98年時KKBOX的獲利狀況，皆顯示線㆖音樂市場的總產值應遠低於MIC對台

灣線㆖音樂市場的預期。事實㆖，非法線㆖音樂除使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

受限外，也導致唱片公司的營收大幅衰退。2000年時唱片產業的全年銷售㈮額

超過70億元，但在2009年時僅約10億元 (IFPI, 2010)。為抑制非法線㆖音樂的

使用，唱片公司㆒方面宣導著作權的觀念，另㆒方面採取法律訴訟行動。另外，

面對唱片銷售額的㆘降與數位音樂的發展，唱片公司益發重視數位音樂市場，

也加強與各種線㆖音樂業者的合作 (IFPI, 2010)。 
 

 
㆓、模式範圍與模式概觀 

㆖述討論顯示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與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唱片公

司、以及合法授權的線㆖音樂業者高度相關。另外，線㆖音樂的互補品—行動

音樂載具的發展，也與線㆖音樂㈲密切關連。因此，如圖1所示，本研究所建

構的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模式主要針對線㆖音樂使用者總數，包括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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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合法線㆖音樂使用者以及未進入市場，但高度影響市場發展的未經授權

線㆖音樂管道使用者，探討其發展之變化。模式範圍涵蓋㆕個次系統，分別為

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次系統、合法線㆖音樂廠商次系統、唱片公司次系統、

以及行動音樂播放器次系統。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次系統主要探討未經授權

線㆖音樂業者的營收，與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的使用者，其㆗主要業者提供

P2P音樂分享的Kuro以及轉型為合法廠商前的ezPeer；合法線㆖音樂廠商探討

在唱片公司授權㆘，經營音樂串流與㆘載服務的廠商，如KKBOX與ezPeer +；
唱片公司次系統描述與分析台灣負責唱片發行、行銷、與配銷的唱片公司之營

收變化，以及唱片公司與未經授權線㆖音樂通路及合法授權線㆖音樂廠商間的

互動關係；行動音樂播放器次系統部分，則針對行動音樂播放器包括MP3隨身

聽與音樂手機，探討其對線㆖音樂市場的影響。圖1簡單呈現㆕個次系統之間

彼此相互關聯的互動關係。 
 

未經授權
音樂管道
次系統

唱片公司
次系統

合法線上
音樂廠商
次系統

行動音樂播
放器次系統

法律訴訟

線上音樂使用者總數
(合法線上音樂使用者,

未經授權線上音樂管道使用者)

唱片營收

授權音樂檔案數

授權金與營收

未經授權線上
音樂業者營收

未經授權音樂取
得管道吸引力

預期播放器
市場規模

數位音樂
下載需求

預期的線上音
樂市場規模

合法線上音樂
廠商吸引力

 

圖 1 模式概觀 
 

由於非法線㆖音樂管道攸關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但非法線㆖音樂管

道在2007年初因法院判決非法而關閉後，轉為㆞㆘化，相關㈾料蒐集不易，只

㈲少部分市場調查或產業報告針對線㆖音樂使用者的使用行為進行調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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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所建構的線㆖音樂市場發展之動態模式，將針對2001年㉃2006年間

線㆖音樂市場發展歷程為主要探討與分析的對象。模式主要探討的關鍵變數包

括(1)未經授權的線㆖音樂廠商最具㈹表性者—Kuro的營收㈾料(2001~2006年) 
(鉅亨網，2008)；(2)合法線㆖音樂廠商㆗最具經營歷史且持續成功者—KKBOX
的收費會員㆟數(2003~2006年) (Skysoft, 2008)；(3)台灣㆞區唱片銷售總㈮額

(2001~2006年) (IFPI, 2008)；(4)網路搜索案件數目(2004~2006年) (IFPI, 2008)。
其㆗，合法線㆖音樂服務業者的付費會員㆟數，可㈹表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

展狀況，而在綜合未經授權業者營收㈾料的推估後，即㈹表台灣線㆖音樂的總

使用㆟數。依據系統動力㈻對問題系統邊界設定的準則—建構產生問題行為型

態的最精簡結構 (Forrester, 1961)，本研究所建構的台灣線㆖音樂市場變化動

態模式邊界係以圖2數據的變化為基礎，推導能夠提供關於這些變化型態的系

統性解釋為主要系統範圍。以㆘將針對模式內各次系統的運作結構作進㆒步討

論。 
 

 

圖 2 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 
 
 
 

肆、台灣線㆖音樂市場主要結構 

㆒、未經授權音樂管道次系統 

未經授權的音樂取得管道可分為兩大類，㆒為P2P音樂分享網絡，另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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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載網路與論壇，前者透過提供點對點(Peer to peer)檔案分享軟體讓使用

者可以分享音樂檔案，後者則將未經授權的音樂檔案直接存放在所設置的主機

㆖，提供使用者㆘載。在2001年台灣未經授權網路與網站發展之際，台灣網路

的使用頻寬並不發達 (㈾策會FIND，2007)。在頻寬的考量㆘，大部分的使用

者對於線㆖音樂傾向於以P2P音樂檔案分享的方式，將㆘載所需的頻寬分散到

各個使用者網絡㆗，創造虛擬的網路頻寬 (Pavlov & Saeed, 2004; 林泓㊪，

2005)。依據創市際公司所做的線㆖音樂市場調查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2006)，在未經授權的音樂取得管道㆗，P2P網絡以Kuro和ezPeer為主要㈹表，

在其全盛時期會員數高達㈤㈩萬與㆔㈩萬㆟。曾經擔任Kuro高階管理者的受

訪者表示在經營P2P音樂分享平台時，ezPeer與Kuro的經營階層㈲密切互動，

兩家廠商的經營策略幾乎完全㆒致，故本研究對未經授權之線㆖音樂廠商次系

統的討論雖以Kuro的訪談結果與相關㈾料為基礎，但對ezPeer的經營㈵性亦相

當解釋力。 
根據訪談㈾料，未經授權線㆖音樂廠商營收的主要收入為軟體使用費、會

費、與廣告費。㉂2001年10㈪Kuro與ezPeer開始收取軟體使用費以來，其營收

快速成長。受訪者表示促成營收成長的主要動力包括以㆘幾點。首先，廠商投

㊟高度的營收於行銷支出以刺激消費。以Kuro為例，在Kuro的營收比例㆗，

約略㈲50%~65%用於行銷支出，且行銷支出對Kuro會員的招募與㈪費的收取

而言具㈲高度影響力；其次，廠商致力於服務設備的投㈾與服務品質的提昇。

雖以點對點方式讓使用者交換彼此音樂檔案，但Kuro與ezPeer皆提供主機服

務，除提供促進檔案分享的輔助功能外(如新片預告、音樂排行榜、歌詞、推

薦、檔案傳輸、節點搜尋等)，也提供㈳群建立功能，提高Kuro軟體與網站對

使用者的吸引力與增加軟體使用率。相關研究也顯示P2P廠商所提供的行銷功

能及主機服務確實影響網站的成功 (Hagel & Armstrong, 1997; 林泓㊪，

2005)。㆖述未經授權線㆖音樂廠商的運作策略，可以圖3a㆗的環路1、環路2、
與環路3等㆔個正回饋環路表示未經授權廠商的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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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 未經授權音樂管道之成長引擎 

未經授權音樂取
得管道吸引力

對未經授權音樂
管道感興趣的人

未經授權線上
音樂業者營收

+

未經授權音樂
市場對潛在廠
商的吸引力

+

未經授權的線上音
樂取得管道數目

唱片公司感受
到的營收壓力

法律訴訟

+

+

害怕訴訟
的使用者

+

轉往非營利未經
授權線上音樂管
道的使用者

+

-
關閉的未經授權
音樂取得管道

-

新增的未經授
權音樂管道

+

+

退出營利性未經
授權音樂取得管
道的使用者

+

未經授權音樂取
得管道的形象

+

-

+

6 -

8 -
7 -

9 -

未經授權線上音
樂管道使用者

+

+

-

-

+

-

8(-)

儲存成本

+

 

圖 3b 未經授權音樂管道成長之限制 

 
除㆖述未經授權業者成長行動所帶來的成長動力外，以P2P形式提供線㆖

音樂取得方式內含㆒個更重要且更強大的成長引擎，亦即P2P檔案分享網絡所

具備的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 (Hagel & Armstrong, 1997; Shapiro & 
Varian, 1999; Sacco & Scarpa, 2000)。依據Pavlov & Saeed (2004) 與林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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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對P2P音樂分享網路外部性的討論，網路外部性可為未經授權線㆖音樂

管道帶來如圖3a所示環路4的成長動力：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使用者越多，

在分享網絡㆗的曲目越多，且可供分享與㆘載檔案的節點也越多；曲目多且㆘

載便利性與速度增加，讓未經授權音樂取得管道的吸引力越高，而吸引更多的

㆟使用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根據受訪者表示，Kuro線㆖音樂分享網絡的

經營原不在公司的規劃內，當初分享軟體的提供僅為唱片銷售所提供的音樂試

聽服務，但在經營者意料之外，唱片的銷售並未成長，但卻出現了大量的軟體

使用會員，Kuro才開始轉變其主要業務為音樂分享網絡的經營。網路外部性

再加㆖如圖3a㆗環路5所示使用者之間的傳播與口碑效果的成長動力，讓Kuro
與ezPeer這兩個最早提供P2P服務的廠商快速吸引大量會員，成為兩個最大的

音樂分享網絡。其㆗，Kuro還曾經進入興櫃股票交易之列。未經授權線㆖音

樂取得管道的個別成長，也帶動了圖3a㊨㆖方，以虛線表示讓整個線㆖音樂產

業持續成長的機制—線㆖音樂的使用者越多，會吸引更多㆟㊟意到線㆖音樂的

使用，而為線㆖音樂帶來更多的潛在使用者，進㆒步促進整體市場需求的發展。 
圖4所示的P2P線㆖音樂管道業者之經營模式，清楚呈現㆖述未經授權音

樂取得管道㆗如Kuro與ezPeer等主要廠商的經營模式。圖4為應用系統動力

㈻，建構台灣主要P2P線㆖音樂廠商—Kuro之動態經營模式後所歸納之簡圖 
(曾雅彩、林泓㊪，2006)。圖㆗除表示Kuro的各種網路經營做法，如機器設備、

行銷活動、及營運㊠目等，以增加其音樂分享網絡的吸引力外，還可透過提供

多樣化的服務，尤其是使用者㈳群的經營，來擴大其網絡。圖4亦表示Kuro如
何透過網路外部性，產生如圖4所示的音樂分享網絡使用者和數位音樂檔案之

間的交互關聯性，而使該公司的使用者㆟數出現如圖5所示的快速增加。透過

模擬，圖5亦顯示P2P音樂分享網絡會因為網絡㆗可能存㈲的搭便車現象，亦

即使用者只從網絡㆖取得檔案，卻不願意分享檔案給其他使用者，而造成網絡

㆗頻寬不足而使整體網絡成長出現成長限制的狀況  (Golle et al., 2001; 
Ranganathan et al., 2003; Krishnan et al., 2004)。面對可能出現的成長限制，Kuro
透過提供㆗央伺服器的機器設備服務(如圖所示集㆗式P2P)、增加廣告行銷、

或㈳群網絡的經營，形成如圖3a所示的成長引擎，以延續網絡的成長。因此，

不同於國外相關研究所認為會出現的成長㆖限 (Golle et al., 2001; Ranganathan 
et al., 2003; Krishnan et al., 2004; Pavlov & Saeed, 2004)，在台灣以P2P為主的未

經授權線㆖音樂管道所經歷的成長限制，為如圖5b所示，來㉂於唱片公司法律

控訴行動而造成的嚴重成長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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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形象

﹡線上音樂潛在使用者

 

圖 4 P2P 音樂網絡經營業者之營運模式 
資料來源：曾雅彩、林泓宗 (2006) 

 

 

圖 5 未經授權線㆖音樂業者經營之動態模擬 
資料來源：曾雅彩、林泓宗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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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經授權分享網絡與非法網站的盛行與成長，唱片公司營收㈰漸㆘

降。在㈶務壓力㆘，唱片公司透過國際唱片㈿會(IFPI)組織舉發網路盜版行為

並提出告訴。2003年12㈪ezPeer與Kuro負責㆟皆遭到正式起訴，IFPI與當時台

灣兩大P2P網絡纏訟2年，前者於2005年9㈪勝訴而後者則於同年9㈪敗訴。除

了Kuro與ezPeer外，直接提供mp3音樂檔案㆘載的著㈴網站—㆝馬音樂網亦於

2003年遭到起訴而於2005年被勒令關閉。雖之後該公司將網站主機移往大陸，

但在IFPI㈿同IFPI亞洲總部的㈿助㆘，仍於2007年2㈪被迫關閉。對唱片公司

而言，法律訴訟的效益包括可減少未經授權線㆖音樂市場對潛在廠商的吸引

力，以嚇阻潛在進入者提供非法音樂服務；讓既㈲的未經授權廠商終止其服務

而關閉、讓使用者因為害怕法律訴訟而降低非法音樂網絡與網站的使用率；以

及透過法律訴訟行動，破壞未經授權廠商的形象，以減少非法音樂服務對潛在

使用者的吸引力等 (Gantz & Rochester, 2004; IFPI, 2010)。透過以㆖種種效

益，唱片公司預期能夠減少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的使用者㆟數，㆒方面降低

未經授權線㆖音樂業者的營收，另㆒方面也舒緩唱片公司的營收壓力。圖3b
㆗，負回饋環路6-9顯示唱片公司在未經授權線㆖音樂業者營收㈰增㆘，不斷

提出法律訴訟背後的主要驅動力。 
唱片公司的法律訴訟行動雖使Kuro和ezPeer這兩家廠商陸續終止其網絡

服務，且線㆖音樂產業之後也不再出現類似規模的P2P檔案分享網絡，但Kuro
與ezPeer在結束營業之前卻因為訴訟行動使潛在進入者卻步而使營收逐步攀

高。如圖3b㆗㆝秤圖示的平衡環路所示，Kuro與ezPeer營收的快速成長提高了

未經授權線㆖音樂市場對潛在進入者的吸引力，市場㆖新增許多未經授權音樂

網絡與網站，而瓜分原本廠商的獲利。Kuro遭到起訴後，未經授權線㆖音樂

市場內含的供需平衡機制，嚇阻了潛在使用者的進入，反而Kuro與ezPeer的使

用率而帶來更多使用者，造成Kuro短期營收不減反增。另外，在Kuro、ezPeer、
與㆝馬等廠商陸續受到舉發後，大部分害怕受到舉發的使用者並未因此改用合

法授權的線㆖音樂服務管道，而是轉向改用非營利性的音樂取得管道。由於

IFPI較無力對非營利性質的音樂傳播管道提出告訴，只能零星㆞就少數使用者

提出告訴，或透過各種管道提醒或警告使用者不要使用非法音樂分享軟體，造

成營利性的未授權網站與網絡雖被迫關閉，但非營利性未經授權網絡與網站仍

為大部分使用者所使用。這㆒點，可以從最大的授權網站KKBOX迄今30萬的

會員數 (Skysoft, 2008)，尚不及2003年時Kuro與ezPeer會員數的㆒半㆒窺得

知，更遑論從2001年迄今網路使用㆟口不斷增加所可能帶來的新音樂使用者。

使用非營利性未經授權線㆖音樂通路的使用者既不在營利性未經授權線㆖音

樂取得管道的成長環路(環路1-5)㆗，也不在唱片公司理性控制的回饋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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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路6-9)，而成為線㆖音樂供需市場㆗的隱性使用者。 
 
 

㆓、合法線㆖音樂廠商次系統 

Kuro與ezPeer收費後營收的快速成長以及MP3播放器技術和市場的的快

速發展 (2004年台灣年MP3播放器銷售量為60萬~70萬台)，吸引了如QBand、
IMmusic、HiMusic、以及KKBOX等廠商，看好線㆖音樂市場潛力，紛紛於

2003~2004年間成立。表1列出台灣㆞區線㆖音樂產業發展歷程出現過的主要

合法線㆖音樂廠商。㈾策會MIC (2006) 也樂觀預估台灣線㆖音樂市場可2006
年與2007年達到4.8億與7.2億的產值。 

然而，在2003~2004年間成立的各廠商㆗，僅KKBOX後來在線㆖音樂市

場㆗成功㆞取得㆒席之㆞，其他廠商皆退出市場。2006年，由於ezPeer與Kuro
因敗訴陸續結束營業，市場普遍期望能夠釋放出大量線㆖音樂使用者到授權線

㆖音樂管道，且當時台灣寬頻使用㆟口(2005年底413萬戶寬頻㆖網)與經常㆖

網㆟口(2006年959萬㆟)也快速成長，MP3 播放器在台銷售量也已達90萬〜

100萬台，㆔家新廠商陸續進入線㆖音樂市場。其㆗，ezPeer+與Kuroom為法

律訴訟敗訴後轉型，雅虎奇摩音樂通為新加入市場者。然而，如同2003~2004
年的合法線㆖音樂廠商的發展狀況㆒般，僅㈲專門提供串流服務的ezPeer+後
來在市場㆗與KKBOX鼎足而立，其餘如Kuroom與雅虎奇摩音樂通之後皆退出

市場。 
在㆖述2003~2004年間成立的各廠商㆗，除KKBOX之外，多提供單曲付

費㆘載的服務，原因在於使用者偏向於使用音樂㆘載形式的服務 (㈾策會

MIC，2006)。然而，由於線㆖音樂廠商在取得音樂檔案時，必須預先支付唱

片公司約為4000~5000萬㊧㊨的預付權利㈮，且在每次歌曲㆘載或串流提供

時，必須再另外支付唱片公司版稅，造成線㆖音樂廠商在成本考量㆘，僅能提

供㈲限的音樂曲目。在未能提供豐富音樂檔案且單曲㆘載費用仍高(市調結果

顯示網友認為的㊜當價格為每首歌8.5元)的情況之㆘，無法吸引消費者，廠商

被迫退出市場。對於2006年的新進音樂廠商來說，雖然檔案不足的問題在取得

唱片公司較完整授權後較為舒緩，但面對使用者不願花錢(35.7%)、認為費用

太貴(17.4%)、以及㈲免費的㆘載管道(16%) (㈾策會MIC，2006) 的市場狀況，

造成營收與成本仍無法或不易達到損益兩平，陸續退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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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合法線㆖音樂廠商㆒覽表 

廠商 形式 收費方式 
主要唱片 
公司授權 創立時間 結束時間 

QBand ㆘載 單曲$35 否 2003/6 2006/1 

IMmusic ㆘載 單曲$15~35 是 
(但非暢銷歌曲) 2004/4 2005/5 

HiMusic ㆘載 單曲$25 是 2004/9 2005/ 

KKBOX 串流 ㈪費$149 是 2004/5 收費 營運㆗ 

ezPeer+ 串流 ㈪費$149 是 2006/3 營運㆗ 
Yahoo 奇

摩音樂通 串流㆘載 ㈪費$149； 
單曲$25~35 是 2006/3 2007/3/27 

Kuroom ㆘載 單曲$25~35 是 2006/12 2007/5 

 
相較於提供㆘載服務的廠商，提供串流服務的廠商如KKBOX，由於支付

給唱片公司的版權費用較低，在音樂取得成本較低的情況㆘，㆒方面可提供較

多的音樂檔案給消費者，另㆒方面讓使用者在給付較的低廉㈪費㆘，可以無限

制聆聽各種音樂，在費用㆖也較具吸引力。也因此，在與㆘載服務廠商競爭後，

目前台灣線㆖音樂市場僅留㆘專門提供串流服務的兩家廠商：KKBOX與

ezPeer+。在經營策略部分，目前ezPeer+與KKBOX皆致力於服務品質的提昇

以促進營收成長。以KKBOX為例，從2003~2007年之間，KKBOX除對串流軟

體的持續改版與網站功能的持續擴充外，也承接Yahoo奇摩音樂通於2007年3
㈪結束後的會員且並進駐Yahoo音樂頻道。另外，KKBOX也曾試圖提供音樂

㆘載服務，但因防盜版的DRM技術未能於MP3播放器普遍應用而作罷。 
另外，值得㊟意的是，依據Alexa網路公司透過網路㈼控所提供的KKBOX

訪客到訪率(reach rate)歷史變化圖 (Alexa, 2008)，雖KKBOX從2003年12㈪即

開始提供服務，但直㉃2005年第㆕季約於Kuro敗訴之時，KKBOX網站的訪客

到達率才大幅提昇，此點顯示法律訴訟對部分使用者㈲所影響，使之移往合法

線㆖音樂廠商。這㆒點，也可從KKBOX所公布的會員㆟數㈾料 (Skysoft, 2008) 
所顯示，當年度KKBOX的付費會員㆟數從8㈪的6萬㆟突增到10㈪時的㈧萬㈤

千㆟，並達到損益平衡等訊息㆗得到證實。 
依據以㆖台灣合法線㆖音樂廠商的描述與分析，圖6a與圖6b分別表示合法

線㆖音樂業者主要的收入結構與線㆖音樂廠商所預期的成長機制。圖6a㆖方顯

示，合法線㆖音樂服務業者的收入可分為兩類，㆒為會員收入，㆓為依消費者

㆘載的檔案數而取得的收入。前者為串流服務提供者的主要收入，後者則為㆘

載服務業者主要的收入來源。在對價格高度敏感的線㆖音樂市場㆗，各業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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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的會員㆟數及使用者㆘載檔案數受價格影響甚巨，而價格的高低取決於業者

音樂檔案的取得成本。其㆗，唱片公司要求的授權㈮與營收分配比例為主要成

本。合法線㆖音樂業者支付給唱片公司的授權㈮與相關費用除影響其產品與服

務的訂價外，也反映在業者所能提供給消費者的檔案數㆖，兩者皆攸關消費者

向合法線㆖音樂業者消費的意願，亦即圖㆗㆘方偏㊧處所示的合法線㆖音樂廠

商吸引力。 

合法線上音樂服
務的平均價格

平均音樂檔案
的取得成本

+ 合法線上音樂
廠商的獲利

所提供的音
樂檔案數

-

付費下載的
音樂檔案數

-

合法線上音樂
廠商的營收

+

+
+

合法線上音樂廠
商的會費收入

+

+

唱片公司要求
的授權金與營
收分配比例

+

合法線上音樂
廠商吸引力

+

+

-

 

圖 6a 合法線㆖音樂廠商收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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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b 合法線㆖音樂廠商的預期成長 
 

如圖6b㆖方所示，合法線㆖音樂廠商預期，若能提升合法線㆖音樂服務對

消費者的吸引力，付費㆘載的音樂檔案數及會員收入也會越高。營收與獲利的

增加可以讓合法線㆖音樂業者，如KKBOX和ezPeer +，除了提供更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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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升其服務品質，而更加強化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帶來更多的營收。圖6b
㆗環路10與環路11分別表示合法提供㆘載與串流服務廠商所希望驅動的成長

引擎。 
除㆖述合法線㆖音樂廠商成長的機制外，在2003~2006年間對台灣線㆖音

樂市場的發展抱持樂觀態度的業者，也為幾個促進產業成長的正回饋環路所吸

引而進入市場。首先，如環路12所示，業界(如IFPI各年度的綜合報告)與官方

研究機構(如MIC)預期，對線㆖音樂市場成長的預期心理將吸引廠商進入，從

而提高線㆖音樂的取得便利性，帶來更多的消費者與收入，整體市場將蓬勃發

展；環路13表示當線㆖音樂市場的消費者越多，口耳相傳的擴散結果為整體線

㆖音樂市場帶來更多的潛在使用者，業者預期的線㆖音樂市場規模更大，而吸

引越多的廠商投入，合法線㆖音樂管道更為發達。 
不過，雖然預期產業會具㈲㆖述的成長力道，但在2003~2006年間陸續進

入市場的廠商實際面對的狀況卻是市場並未如預期發展快速，而廠商希望透過

營收增加提高服務㊠目與品質的而吸引更多消費者的策略也未能實現。唯㆒出

現的情況為樂觀的廠商陸續進入實質消費㆟數㈲限的市場，每個廠商可取得的

獲利減少，而出現如圖6b㆗以平衡環路圖示所示的廠商們瓜分㈲限的線㆖音樂

市場，造成大多數的廠商營收不足而被迫退出市場的困境。此問題背後的癥結

與唱片公司和合法線㆖音樂廠商之間的互動㈲高度關係，我們將於以㆘唱片公

司次系統㆒節㆗做更進㆒步的分析與討論。 
 
 

㆔、唱片公司次系統 

㉂音樂市場發展以來，唱片公司歷經㆒連串的技術的變革與產業的併購活

動，全球唱片產業形成㈤大唱片公司，分別為華納音樂(Warner Music)、EMI
集團、環球音樂(Universal Music)、Sony、與BMG，㈤大唱片公司所銷售的唱

片總數涵蓋約85%的市場總額。2005年3㈪，Sony與BMG正式合併，成為Sony 
BMG，成為目前㆕大唱片公司。在面對線㆖音樂或數位音樂的發展時，唱片

公司處理盜版問題多透過㈿會進行相關處理行動。在美國為美國唱片業㈿會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IAA)，在世界各國則透過國際唱片

業交流基㈮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IFPI)各㆞分

會處理。 
在唱片公司銷售量的發展㆖，如同全球其他市場，唱片公司於台灣㆞區唱

片銷售逐年㆘降，雖然2004年時由於全球經濟復甦，銷售量㆘降趨勢緩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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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無法㈲力支撐唱片的銷售㆘滑趨勢。2006年台灣㆞區唱片總銷售㈮額僅為

1997年的17%，尚不及當時銷售㈮額的㈤分之㆒ (IFPI, 2008)。無論從全美或

全球音樂市場來看，實體唱片的銷售額持續衰退的同時，線㆖音樂市場正不斷

成長。雖然本研究並未取得台灣㆞區線㆖音樂市場完整的實際銷售狀況㈾料，

但從IFPI所公布不斷㆘滑的台灣㆞區唱片銷售數據 (IFPI, 2008) 與㈾策會所

公布的從2004年台灣線㆖音樂市場不到㆒億之銷售額增加到2006年的4.8億及

預估2007年的7.2億元台幣 (㈾策會MIC，2006)，不難看到實體音樂市場與線

㆖音樂市場之間的關聯性。隨著線㆖音樂市場發展，㈤大唱片公司對線㆖音樂

市場的態度與所採取的行動也出現階段性的發展。以㆘簡述台灣㆞區IFPI對未

經授權與合法授權線㆖音樂廠商所抱持態度與因應行動的發展。 

（㆒）對未經授權線㆖音樂廠商的態度 

台灣㆞區最早出現與線㆖音樂廠商侵權問題的新聞㈾料為2001年
Napster侵權案引發全球唱片業及網路業關㊟之時。當時台灣㆞區Kuro與
ezPeer開始提供免費的P2P音樂檔案分享軟體。2000年11㈪時，IFPI僅溫

和㆞㈺籲所㈲的音樂㆘載網站都必須取得授權，要求Kurot盡速採取過濾

等管制措施，避免間接鼓勵盜版行為的發生。在2001年年底Kuro與ezPeer
兩家業者開始收費且營收快速增加的同時，唱片公司面對唱片銷售㈰益

衰退的情況，益發無法容忍未經授權的線㆖音樂業者。2003年9㈪，IFPI
強烈表達對Kuro與ezPeer的不滿，認為Kuro每㈪營業額高達新台幣5,000
萬元，比台灣任何㆒家唱片公司的㈪營業額還高，對兩家P2P業者提出侵

權告訴。然而，在IFPI提出告訴之後，這兩家業者會員㆟數的成長更加快

速。2004年1㈪，Kuro甚㉃登廣告慶㈷該公司獲得經濟部工業局於2003年
12㈪25㈰所頒發的「創新軟體」。此舉更引起IFPI的強烈反感，認為Kuro
不但對已被傷害的音樂權利㆟毫無誠意，還會誤導㈳會大眾。唱片公司

對於盜版行為的抵制與無法接受的態度㈰益強化，進而促使唱片公司不

斷對非法業者提出各種訴訟。2005年Kuro被判侵權的判例，為全世界以

點對點方式收取會費而被判刑的首例 (IFPI, 2010)。 
無論是㆖述IFPI對Kuro與ezPeer態度的相關報導及彙整國際IFPI從

2000㉃2010年每年固定的年度報告㈾料，皆顯示隨著未經授權業者的營

收增高，唱片業者將㊟意力從原本的實體唱片盜版行為轉㉃網路盜版行

為，對網路盜版反感㈰增，並更為積極㆞採取法律行動。圖7a表示使用

線㆖音樂的㆟數越多，唱片市場需求越低，唱片營收隨之降低。在㈶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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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之㆘，唱片公司對未經授權音樂的檢舉與訴訟，希望藉由訴訟產生

的各種效應(參見圖7a所示環路15-18)，抑制未經授權音樂的使用與傳播。 

唱片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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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a 唱片公司對未經授權管道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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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b 唱片公司於線㆖音樂市場的策略 

 

（㆓）對授權線㆖音樂廠商的態度 

依據訪談與相關㈾料的彙整，唱片公司對於線㆖音樂業者的基本態

度與信念為唱片公司為音樂內容最主要的製作與提供者，線㆖音樂業者

只是從㆗藉以獲利的廠商，故唱片公司普遍認為線㆖音樂市場發展與利

潤分派的主導權應該在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在iPod與iTune的成功之後，

益發強化對音樂授權與利潤分派的堅持，造成原本意欲進入台灣線㆖音

樂廠商的卻步，如博客來網路書店原本計劃於2006年第㆔季進軍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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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市場，但在與唱片公司洽商版權授權過程㆗，不滿其預付㈮制度，決

定暫時不投入串流音樂、單曲㆘載等線㆖音樂服務(2006/7)、雅虎奇摩音

樂通於2006年3㈪㆖線提供串流音樂服務，原本希望進㆒步提供單曲㆘載

服務，但由於無法與唱片公司達到授權與權利㈮相關事宜的共識，決定

退出線㆖音樂市場。另外，對於串流音樂服務廠商部分，依據訪談結果

顯示，唱片公司在對抗Kuro與ezPeer等非法業者時，為吸引顧客使用合法

線㆖音樂廠商的音樂服務，給予KKBOX較為㊝惠的授權㈮。然而，隨著

KKBOX會員㆟數的增多，唱片公司也希望調高相關利潤分派與權利㈮的

比例。從國際IFPI歷年度所公佈的產業報告㆗，也可清楚看見唱片公司對

線㆖音樂市場的㈰益重視，及其認為應從線㆖音樂廠商的線㆖音樂服務

㆗獲得”㊜當”獲利的態度。 
圖7b表示唱片公司對合法線㆖音樂業者的基本態度。首先，如圖7b

環路19所示，當唱片公司㈶務壓力越大時，越堅持授權㈮額度，希望透

過從合法授權業者處所收取的授權㈮以舒緩㈶務壓力；其次，隨著合法

授權業者的獲利提高，唱片公司線㆖音樂營收增加，唱片公司調高其在

合法線㆖音樂的營收目標，堅持授權㈮與利潤分派原則，以獲取更多的

營收，呈現如圖7b所示環路20唱片公司隨著線㆖音樂市場發展而調高營

收目標的作法。另外，唱片公司在線㆖音樂實質營收的增加也會讓唱片

公司益發意識到線㆖音樂市場的重要，而調高對線㆖音樂營收的期望，

希望能夠形成如圖7所示正回饋環路21的營收成長引擎。 
唱片公司除調整其線㆖音樂市場營收的期望外，依據訪談，發現另

㆒個值得㊟意的發展為在面對營收降低的情況，唱片公司為降低營運成

本，㆒方面將許多營業活動外包，另㆒方面除大量推出精選集外，也強

打青少年所喜好的偶像歌手。㆒時之間，音樂界的唱片充斥高度雷同的

偶像唱片，除稀釋各唱片實體CD的銷售額外，也降低音樂市場的多元性

與品質，使得實體音樂市場更加萎縮。圖7所示的正回饋環路22顯示當唱

片公司㈶務壓力越大時，採取的因應措施反而使實體唱片的銷售額降

低，㈶務壓力亦更加惡化。 
 
 

㆕、行動音樂播放器次系統 

行動音樂播放器可分為MP3隨身聽(或稱為MP3播放器)與音樂手機兩大

類。MP3隨身聽從1998年10㈪美國Diamond公司推出第㆒台 MP3播放器Rio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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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MP3音樂壓縮檔案格式音樂之播放後，隨著播放器核心元件—快閃記憶體

(Flash memory)技術的發展，MP3播放器的容量大幅增加、價格迅速跌落，MP3
播放器的銷售量呈現指數成長。圖8表示MP3播放器快速擴散的幾個主要原因 
(李銘尉、蔡錦裕，2007) 包括口碑效果、價格效果、以及流行效果。MP3播
放器的快速擴散所帶來的營收進而吸引更多的廠商，在零件價格快速滑落的同

時，MP3播放器的價格越來越低，多樣性越來越高，而吸引更多的廠商投入市

投入市場，形成如圖8所示促成MP3播放器產業成長的㆔個主要成長動力環路

(環路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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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行動音樂播放器次系統 
 
在設計與製造音樂播放器時，各廠商所推出的產品大多支援播放最為普遍

使用的MP3音樂檔案壓縮格式，以擴大潛在消費市場規模。由於MP3播放器可

能引發或促使使用者產生對音樂檔案的盜版行為，美國唱片業㈿會(RIAA)於
1998年10㈪曾對當時擬推出Rio PMP的Diamond公司提出控告，希望該公司的

播放設備能夠加入防㊢(copy-protection)技術，防止使用者非法傳輸音樂產品。

在RIAA敗訴之後，世界各㆞廠商紛紛投入MP3播放器的生產與銷售，MP3播
放器的銷售額快速增加。除了MP3播放器的發展外，音樂手機也對線㆖音樂市

場的發展㈲所影響。過去行動音樂僅侷限在鈴聲㆘載的原因在於手機功能尚未

完備。隨著播放格式、記憶體等問題的解決，手機也可成為MP3 播放器，消

費者可以手機聆聽整首完整的歌曲。音樂手機取得歌曲檔案的方法㈲兩種，㆒

為透過手機直接㆘載，另㆒則為使用者透過電腦㆘載歌曲檔案後再用傳輸線將

檔案傳輸到手機㆖。由於透過手機直接㆘載的歌曲單價較高，不易為消費者接



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動態之研究 

 〜962〜

受，所以目前音樂手機所播放的音樂檔案多透過電腦傳輸後使用。 
透過MP3播放器與音樂手機聆聽音樂，意味著使用者會從實體CD將音樂

檔案轉為MP3格式後存入MP3播放器或音樂手機，或由線㆖音樂㆘載管道取得

音樂。依據MIC公布的調查結果，2004年線㆖音樂使用者以隨身聽與手機作為

聆聽工具的比例分別為29%與5%，而在2006年時，這兩個比例已提高為57.2%
與22.9%。2006年創市際公司對線㆖音樂使用音樂習慣的調查顯示，過半數的

線㆖音樂使用者從線㆖㆘載音樂的目的，即在於要將音樂檔案傳㉃隨身聽。因

此，如圖8所示，擁㈲播放器的㆟數會增加線㆖音樂潛在需求，而線㆖音樂使

用者㆟數也增加音樂播放器需求。 
 
 
 

伍、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之動態分析 

㆖節所描述的線㆖音樂產業各次系統，在台灣線㆖音樂市場㆗，彼此相互

影響、關聯，共同造成整體市場發展的演變軌跡。圖9表示線㆖音樂產業發展

的核心結構。如圖9所示，圖正㆗央部分為線㆖音樂產業發展的結構，該結構

由㈤個部分組成，分別為簡化後的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的成長機制、行動音

樂播放器產業成長、合法線㆖音樂廠商發展策略、唱片公司對線㆖音樂市場的

因應行動與策略、以及各廠商間的關鍵互動。本節先簡單解釋說明圖9與前述

各次系統結構之間的對應關係，接㆘來說明台灣線㆖音樂市場不同時期的發展

動態，再進㆒步討論各廠商策略彼此相扣的互動如何造成整體市場發展的停

滯。最後，討論線㆖音樂產業對競爭策略相關研究的意涵。 
圖9所示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核心結構㆗，㊧㆖方未經授權線㆖音樂管

道成長機制將圖3a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的成長動力簡化表示為兩類，分別為

相關業者透過廣告、服務提升、檔案數增加、及口碑效果擴大㉂身規模的成長

行動，以及隨各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使用者增加，吸引更多㆟㊟意到線㆖音

樂，促進整體市場需求發展的動能；圖9正㆖方的行動音樂播放器將圖8所示促

成該產業發展的成長引擎簡化為單㆒正環；在合法線㆖音樂廠商的發展策略部

份，圖9㊨㆖方簡化表示圖6b所示環路編號10與11的成長正環為合法線㆖音樂

廠商成長行動，並將圖6b㆗對廠商投入吸引力的環路12與環路13簡化為合法線

㆖音樂廠商總數的成長動力；面對線㆖音樂市場的發展，圖9所示唱片公司對

未經授權音樂管道與合法線㆖音樂廠商的因應策略，分別將前述圖7a與圖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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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意欲透過法律訴訟與提高授權㈮和營收分配來解決所面臨的營收

壓力；唱片公司提高授權㈮和營收分配的作法，會影響如圖6a所示合法線㆖音

樂廠商的收入結構會影響其服務價格與營收，而線㆖音樂服務吸引力的高低則

如圖6b所示，會和未經授權音樂取得管道之間彼此相互影響。因此，如圖9㊨
㆘方所示，以簡圖表示唱片公司、合法線㆖音樂廠商、以及未經授權線㆖音樂

管道間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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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之核心結構 

 
圖9所示的台灣線㆖音樂市場發展核心結構揭露台灣線㆖音樂市場的重要

發展結構與歷程。台灣線㆖音樂市場的發展肇始於未經授權線㆖音樂使用的發

展與未經授權線㆖音樂業者的成長策略。如圖9㊨㆖角所示，未經授權線㆖音

樂業者透過廣告、增加服務㊠目、提高服務品等各種促進成長的作法吸引消費

者，以推動更多成長行動。在此過程㆗，線㆖音樂所具備的㈾訊產品㈵質強化

未經授權音樂分享網絡的網路外部性㈵質，讓未經授權音樂使用者㆟數提高網

絡價值而帶來更多的使用者  (Hagel & Armstrong, 1997; Pavlov & Sa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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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出現廠商大者恆大現象，整體產業㆗對線㆖音樂使用的潛在需求者增

多，整體線㆖音樂產業快速發展。未經授權線㆖音樂廠商快速成長所帶來的線

㆖音樂需求，帶動了行動音樂播放器產業的發展，並進㆒步在行動音樂播放器

產業㉂身的成長動力之㆘，與圖9正㆖方快速成長的行動音樂播放器產業形成

助長彼此發展的成長動力。 
未經授權業者營收的高成長與行動音樂播放器產業的快速發展，讓合法線

㆖音樂業者看好線㆖音樂市場的潛力，希望透過積極的成長策略，提供㊝質的

㆘載或串流等音樂服務，提高吸引力而帶動消費，增加營收。然而，合法授權

業者的成長策略並不成功，其原因除主機式的服務沒㈲未經授權業者透過網路

外部性所帶來強大的成長動力外，更重要的是合法授權的線㆖音樂廠商無法和

唱片公司配合以落實其意欲的成長策略。事實㆖，在線㆖音樂產業發展過程

㆗，唱片公司最主要的策略並非積極成長，而是如圖9所示，被動㆞解決因為

線㆖音樂市場侵蝕原本實體唱片銷售所造成的營收問題。如圖9㊧㆘方的兩個

負回饋環所示，唱片公司採取㆒連串法律行動，希望控制未經授權業者的營收

與獲利，也阻止未經授權業者繼續刺激使用者對未經授權音樂的使用。另外，

唱片公司也向授權業者索取高額授權㈮與要求高比例的營收分配希望解決營

收問題。 
唱片公司向合法線㆖音樂廠商所收取的高額授權㈮與營收分配比例，讓合

法線㆖音樂業者在成本考量㆘，或不能提供足夠吸引消費者的售價，或在㈲限

營收㆘，難以採取㈲效的成長策略，如提供足夠的音樂曲目，以提高對消費者

的吸引力。在合法線㆖音樂廠商無法降低其售價，並採取成長行動以提高其服

務吸引力的情況㆘，反倒造成未經授權管道的使用者㆟數更多，合法線㆖音樂

業者營收不易提高，而唱片公司的營收持續㆘滑，形成如圖9㊨㆘方所示的㆔

個惡性循環。同時之間，在營利性的未經授權業者陸續敗訴結束營運的情況

㆘，透過行動音樂播放器的快速發展而帶來的大量希望取得線㆖音樂的使用

者，卻因為合法授權業者的服務不符或是價格過高而轉往非營利的未經授權線

㆖音樂管道，尤其是分散在使用者的P2P檔案分享網絡。整體產業的發展結果

為包括唱片公司、合法授權業者、營利性質之未經授權線㆖音樂業者等皆未能

在產業㆗穩定㆞從大量的線㆖音樂需求㆗獲利，僅㈲作為線㆖音樂互補性產品

的行動音樂播放器產業和線㆖音樂使用需求雙雙成長，線㆖音樂市場供需㆖嚴

重不對稱。 
以㆖對台灣線㆖音樂市場的動態分析顯示，線㆖音樂市場㆗各廠商的區域

理性行為造成整體市場的演變，且反饋影響㉂身的經營與運作 (Hutchins, 
1996)。由於線㆖音樂市場㆗廠商策略和整體市場之間具㈲動態且緊密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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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廠商須從動態觀點來分析與設計經營策略與因應行動。相較於傳統討論組

織面對環境變動應如何因應並調整其策略的相關研究，本研究更強調組織與環

境之間的動態關聯，在線㆖音樂市場快速變化的㈵性㆗，過去研究假設組織與

變動環境間具㈲的平衡或決定性關係並不㊜當，其相對靜態的觀點與假設並無

法解釋唱片公司和整體線㆖音樂市場間遲遲未出現的平衡或㊜當的互動結

構。舉例而言，對合法線㆖音樂業者與唱片公司而言，在台灣目前線㆖音樂市

場的發展狀況㆘，由於圖9所示㊧半部未經授權業者的成長速度遠高於㊨半部

合法線㆖音樂業者的成長速度，再加㆖行動音樂播放器產業成長的帶動，未經

授權的線㆖音樂使用者數目的成長更為快速。要使消費者從未經授權線㆖音樂

取得管道轉往合法線㆖音樂廠商處，線㆖音樂廠商必須加快其如圖9㊨㆖方的

成長引擎，使整體產業出現如圖9㊨㆘方所示的成長環路—合法線㆖音樂廠商

的成長行動越多，未經授權線㆖音樂管道的相對吸引力，合法線㆖音樂的使用

越高，而帶動更多合法線㆖音樂廠商的成長行動。在動態分析觀點㆘，線㆖音

樂廠商是否能夠成功㆞啟動其成長機制，㈲賴於唱片公司的配合，而唱片公司

也必須在解決營收壓力的短期因應行動和輔助線㆖音樂市場發展的長期策略

㆗取得平衡。營收壓力㆘的唱片公司如何與合法線㆖音樂廠商的策略合作，也

將是影響線㆖音樂市場未來發展的主要關鍵。 
 
 
 

陸、結論 

不同於過去研究對多偏重在個別廠商經營模式的彙整與分析，較少探討整

體線㆖音樂市場的發展及廠商之間競爭態勢與既㈲廠商因應策略相關研究，本

研究所發展的台灣線㆖音樂市場動態結構，揭露了各次系統因為彼此相互關聯

(interlocked)的互動關係而出現的回饋結構，說明台灣線㆖音樂市場㆗彼此相

互關聯的次系統，如何共同造成整體線㆖音樂市場的發展與停滯，也顯示在市

場變動迅速的市場㆗，組織在因應環境變動時所採取的策略與行動，必須要從

動態觀點思考㉂身行動對其他廠商的長短期影響，而非假設廠商與環境間具㈲

決定性的靜態關係。本研究所建構線㆖音樂市場的動態分析模式，除可促進對

線㆖音樂廠商的經營模式和競爭態勢之間動態變化關係的了解，亦可做為具㈲

類似發展歷程的數位內容產品，如線㆖影音、行動音樂等產業之參考。事實㆖，

類似於線㆖音樂產業，在線㆖影音㆗，同樣受到目前最大的影音分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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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影響的電影公司已逐步㆞從系統角度觀察整體線㆖影音的發展，重新

檢視與未經授權線㆖影音使用間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建議廠商除透過智

慧㈶產權的宣導，教育使用者對版權的認識與尊重外，亦應重新檢視與未經授

權線㆖影音使用間的互動關係，思考其營運模式的重新設計與開拓新的營收來

源。後續研究可進㆒步討論其他類似產業的發展，並建議在㈾料可取得的情況

之㆘，建構更為嚴謹的數量分析模式，進行情境模擬，而提供更多分析與建議；

也進行多數位內容產業與市場的深入探討，歸納數位內容產業的㆒般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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