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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寬頻影音參與者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之關係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在於瞭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市場之中應如何發展或拓

展其核心資源以形成競爭上的優勢，因此，對廠商資源能力的研究重點並非僅是

找出或分類資源，更重要的是瞭解廠商的核心資源與能力在市場中如何產生競爭

上的優勢。因此，以下將就結構面、通道面、網絡面、鏈局面與消費面等五個競

爭態勢構面進行分析，以進一步地瞭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與競

爭策略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市場結構的資源策略 

增加網路瀏覽者的到訪率與流量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最直接的經營競爭，決

定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經營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也在於該網站流量的多寡，當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的業者發現單純經營影音服務並不能有效地提升網站的整體流量

時，便開始產生一系列的併購活動與發展出拓展寬頻影音市場的相關策略，本節

將透過寬頻影音市場的水平併購與業者目前拓展寬頻影音市場的相關策略來進

行討論，並嘗試將資源基礎與業者的發展策略進行構連，找出其間的相互關係。 

一、影音市場的水平併購 

    網際網路的特性就是去界線化與模糊化，若從寬頻影音產業的發展史來看，

最早將節目串流化製作並傳送到網路中播放的廣電媒體，是中國廣播公司在

1996 年時使用 RealSystem 的影音技術，透過 RealNetworks 所發展的影音技術，

將影音從 server 端、製作端傳送到播送端的整體過程來播放網路電台的節目;在

電視媒體方面，華視電視台在 1997 年開始將節目傳送到網路中播放，是台灣最

早將節目傳送上網的電視台（顏東生，2001）。在此之後，隨著網際網路的逐步

發展，包括台視、民視、TVBS、台北之音等廣電媒體紛紛數位化其節目內容，

隨著這樣的數位化趨勢逐漸演變，以匯聚各家內容為主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也開

始產生。 

   隨著寬頻用戶數的增加，整個寬頻影音市場也朝向更成熟的寬頻環境邁進，

從 2000 年到 2007 年之間，台灣寬頻影音市場上出現許多不同的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除了因經營不善而自行倒閉的網站之外，其餘業者們皆用更積極的行動來爭

取收視與拓展自身的發展利基，其中，影音市場間的水平併購便是其中的一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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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併購的對象主要為同業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事實上，過去台灣在影音市場

的水平併購情形並不多見，主要以 Webs-tv 在 2005 年併購「影音網」及影音網

旗下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GoToWatch」的併購行動最為顯著 

影音網成立於 2000 年 6 月，為網路影音的應用服務提供者，主要提供網路串流

影音製作、數位版權管理(DRM) 、串流影音廣告、影音伺服器租用代管、網路

同步實況轉播等服務，GoToWatch 則為影音網所成立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至於

Webs-tv 在併購之後所產生的效益為何，根據資料顯示，Webs-tv 在尚未併購影

音網與 GoToWatch 前為資本額八千四百萬的小公司，但在 Webs-tv 在 2005 年併

購影音網與 GoToWatch 後，營收驟增 50%，在 2005 年時的營收也增加到一億四

千萬元，全年獲利更達 840 萬元（江佩蓉，2006）。此外，除了營收的增加之外，

Webs-tv 併購影音網與 GoToWatch 更接收了它們所擁有的核心資源，亦增加

Webs-tv 對內容業者的議價能力。 

「在 2005 年併購同業影音網跟旗下的 GoToWatch，大概可以推敲原因大概是為了

獲取它的內容、它的會員、它的人才、簡單講就是獲取它的資產跟核心能力，減

少市場競爭對手、降低競爭強度、提高別人進入的障礙，另外就是提高我們對顧

客的議價能力、卡位。」（Webs-tv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企業透過併購將可以快速獲得先行者所擁有

的優勢，而 Webs-tv 併購影音網所獲得的資源為影音網的寬頻影音相關技術支援，

併購 GoToWatch 則獲得 GoToWatch 既有的內容、會員、經營團隊等核心資源，

Webs-tv 藉由這些資源更進一步地強化與擴大自身在內容、會員與經營團隊上的

資源強度與競爭優勢。 

探究導致 Webs-tv 產生水平併購策略的原因可知，Webs-tv 在 2005 年要併購

影音網時，資本額只有八千四百萬，但早在 2002 年時便已單季損益兩平，在 2003

年時更達到全年損益兩平（見 http://dwz.tw/05yz），而由張惠雯（2001）的研究

中也發現，Webs-tv 在當時會有如此良好的營運績效來自於對成本管理的重視（亦

即核心資源中的財務管理能力），也會依消費者的反應來取決節目更換、開發與

尋求消費者嗜好。此外，根據研究者在 2005 年時對 Webs-tv 所做的訪談可知，

經營者陳銘堯在當時的經營目標是要讓 Webs-tv 成為「台灣線上最大的 MSO」，

因此，財務管理能力、會員資料庫與經營者的個人發展規劃乃是支持 Webs-tv 併

購影音網的關鍵因素。綜合上述，Webs-tv 在水平整合上能順利成功最主要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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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資源為「資金」、「會員資料庫」、「財務管理能力」與經營者的「個人管理能力」

等。 

二、拓展影音收視市場的策略 

不論從資訊科技產業的角度，或是從電信產業的角度來看，電信與網路的融

合乃是大勢所趨，目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拓展影音收視市場也可以也由網路面與

電信面兩個角度來探討，以下就分別說明之。 

（一）網路拓展策略 

從網路的拓展策略來看，目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有興趣開發的領域為影

音部落格的市場，就本研究的研究個案來看，各業者在網路部落格的拓展策略可

以整理成表 6-1 所示。 

Webs-tv 在併購狂狷年少 BBS 站後，便改寫其部分的核心技術，因此，最早

在 2005 年 1 月時，Webs-tv 便開始提供部落格的服務，推出「天空部落」的部落

格服務，到了 2005 年 2 月份時，Webs-tv 進一步地併購創作線上、同人城市等社

群網站，更增加其部落格網站的流量；同時間，2005 年 2 月時，Hinet 所研發的

部落格 Xuite 進行封閉測試，到了 2005 年 4 月份時，Hinet 的 Xuite 正式上線，

也加入了部落格服務的戰場，並在 2007 年時推出「Xuite 影音」，消費者可以進

行影音上傳、播放及分享等；另一業者 I’m TV 在 2006 年 9 月時，所規劃的 I’m 

Vlog 測試版上線，是屬於完全提供影音部落格服務的網站，到目前為止，在 I’m 

Vlog 上仍可以看到許多陸續增加的影音服務。在 2007 年之後，隨著 Webs-tv 合

併蕃薯藤，雙方各自擁有的部落格「天空部落」與「樂多」也展開整併，形成全

新的「Yam 天空部落」部落格平台，藉著雄厚的影音技術，提供網友們無上限的

文字以及達 5G 的免費影音空間，一口氣成為國內僅次於無名小站的第二大部落

格網站（賴德剛，2007 年 1 月 24 日）。 

【表 6-1】寬頻影音匯聚網站部落格拓展策略 
年份 網路市場相關拓展策略 
2005 年 1 月 Webs-tv 開始提供部落格的服務，推出「天空部落」的部

落格服務 
2005 年 2 月 Webs-tv 併購創作線上、同人城市等社群網站 
2005 年 2 月 Hinet 所研發的部落格 Xuite 進行封閉測試，  
2005 年 4 月 Hinet 的 Xuite 正式上線，也加入了部落格服務的戰場 
2006 年 9 月 I’m Vlog 測試版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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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Hinet 推出「Xuite 影音」 
2007 年 Webs-tv 合併蕃薯藤，雙方各自擁有的部落格「天空部落」

與「樂多」展開整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本研究的研究案例中，除了 RealMa 之外，包括 hiChannel、Webs-tv 與 I’m 

TV 等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皆有提供影音部落格的服務，其目的不外乎藉由社

群網站的經營來匯聚人氣，進而拉抬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知名度並吸引消費者去

點選收看，最後吸引更多網路廣告的投入。 

「影音整合的資源對於影音收視市場是絕對有幫助的，一個是有集市的作用，二來

是給使用者最直接的連結。」（hiChannel 訪談資料） 

「我們現在不只經營單一影音內容而已，還要經營這個喜歡看影音內容的社群，進

而經營它的關係網絡，所以當他去影音部落格自己上傳自己的影音節目的時候，

他就開始要分享，他一分享，在他關鍵字的定義 tag 裡面，又會在資料庫裡面互

相勾連出相關的影音。」（Webs-tv 訪談資料） 

由於 I’m TV 在影音內容的觀看上並不收費，主要是利用網路廣告的收入來

平衡它的支出，因此，增加整體流量便是 I’m TV 經營的首要目標，其中，透過

I’m Vlog 的流量拉抬更是 I’m TV 經營的主要方向。目前 I’m Vlog 在影音內容點

選的設計上並不會安插其他需要額外付費的影音內容，在經營上所著重的是流量

的累積，例如 I’m Vlog 在過去就舉辦過許多行銷活動來鼓勵消費者上傳影音內

容，並藉由提供高額的獎金來吸引更多人加入影音分享的社群，而加入社群的這

些消費者無形中也成為 I’m TV 的共通會員。 

「現在影音部落格的部分，我們已經超過 70 萬支影音，對於拓展影音收視市場有

沒有幫助，當然一定會有幫助，來看的人多，看到別人上傳一些影片，你也會覺

得我也可以把自己一些影片上傳……其實從我們服務推出的時候，就有舉辦

I＇m 的創作大賽，我們鼓勵原生的影音內容在這上面去做一些傳布……從一開

始經營到現在，慢慢的願意去秀自己的人其實越來越多。」（I’m TV 訪談資料） 

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影音部落格發展策略可知，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在發展影音部落格的同時，最簡單的便是需要龐大的頻寬與儲存空

間，然而，由於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有很大一部份的營收是在於影音內容的收視部

分，因此，如何將流量轉化成收益便成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必須要做的事。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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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除了拉廣告外，還透過連結的方式來吸引消費者點選該付

費的影音內容，而這樣的經營策略，所需要的是背後會員與影音資料庫的整合，

透過這樣的資料庫整合之後，寬頻影音網站將可以更精準的知道消費者的喜好，

並滿足消費者的影音需求。 

「在 Xuite 影音部落格看影音短片，在周圍會告訴你有更多相關影片的收看目標，

這是同屬性商品的關連，而這是需要去整合的資源。」（hiChannel 訪談資料） 

「我們資料庫都已經串連了，資料庫是共用的，兩個會員已經整合，一個帳號會員

就可以走到底，上影音的會員……有關鍵字，是消費者下的，有些是我們自己下

的，他就可以把相關的付費影音拉過來。」（Webs-tv 訪談資料） 

    隨著影音社群平台的逐步發展，早期被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視為威脅之一的

P2P 傳輸也開始被運用在影音社群與付費影音播放的串流傳輸，由於 P2P 要流暢

傳輸的先決條件之一便是要有足夠的流量，因此，當社群網站或在網路上觀看某

個影音節目的人數夠多時，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便可以省下頻寬傳輸的部分成

本，並確保消費者在觀看影音內容的流暢度。 

「影音串流也是一個產品競爭獨特性的重要差異，比如說很多寬頻網站都沒辦法同

時擁有上萬人、上十萬人同時觀閱、同時閱覽，這中間是個關鍵，我們現在除了

一般的 streaming 外，也有做 P2P。」（Webs-tv 訪談資料） 

 

「頻寬一直是我們很高的成本，一直到去年，我們使用微軟的壓縮，然後我們用

P2P 的方式來做傳輸，節省我們大量的成本。」（I’m TV 訪談資料） 

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影音串流的技術發展能力具有延展的特性，將可以

幫助寬頻影音業者節省頻寬傳輸上的成本，並同時協助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影音

部落格的傳輸技術，因此，技術能力亦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發展影音部落格

平台的關鍵核心資源之一。 

    綜合上述，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網路面發展影音部落格最主要的核心資源為

「頻寬和基礎建設」、「會員資料庫」、「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影音壓縮

與串流處理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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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信拓展策略 

從電信的拓展策略來看，目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除了原有的網路影音內

容的提供外，部分業者亦開始著手於 3G 影音平台的影音支援， 

台灣自 1997 年行動通訊業務自由化政策實施以後，台灣行動電話用戶數一

直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到了 2002 年時，台灣開始以多回合競標拍賣制，發出

4 張 WCDMA 及 1 張 CDMA 2000 1X 的 3G 執照，自 2006 年起，業者開始提供

3G 加值服務，而根據資策會 MIC 的資料顯示，全球行動數據服務的整體營收將

由 2002 年的 310 億美元，成長到 2010 年的 2,410 億美元，成長近 6.5 倍。相較

於行動語音只有 1.27 倍的成長，3G 帶動的行動數據商機更令人期待（陳世耀，

2005 年 10 月）。 

隨著固定網路與行動網路整合匯流所衍生的商機，台灣行動通訊服務業者開

始著重於提升語音、數據、影視和無線能力的四合一(Quadruple Play)服務競爭力，

而各自服務體系的拉攏勢必會成為一種新的賽局（蔡華展，2007 年 7 月 11 日）。

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這之中所能提供的行動影音服務便更顯得重要，甚至

進一步扮演手機內容整合者的角色。 

以 hiChannel 目前的行動服務佈局來看，主要的內容開發、內容應用、影音

管理及 DRM 等方面的能力都是由愛爾達所提供，愛爾達目前合作的對象除了中

華電信之外，也和遠傳等其他手機通訊業者合作，負責提供影音內容的支援。在

2002 年之後，hiChannelhiChannel 合作的對象包括亞太電信、廣東移動、雅虎奇

摩、台灣新浪網、MOTOROLA、NOKIA 等，提供加值服務的項目包括 JAVA 遊

戲下載、MMS 彩圖下載、和弦鈴聲下載及各類豐富的 JAVA 影片下載等，而這

部分的也是愛爾達目前的主要收入之一（見 http://dwz.tw/05zh）。 

「那營收其實我們主要分為兩大塊，一個是跟數位內容有關的收入，譬如說      

內容引進的買賣，我就直接賣給中華，或賣給需要內容的人，就當作是一個內容

的引薦者，統包一包，把它數位化然後就提供出去。」（hiChannel 訪談資料） 

    另一個在 3G 影音服務著墨很深的便是 RealMa，由於和 RealMa 技術手全合

作的國外業者 RealNetworks 在早期便是多媒體串流技術市場的創立者和領導者，

因此，隨著無線上網應用逐漸在全球加溫，RealNetworks 也和行動通訊供應商

Nokia 結盟，將行動版本的 RealOne 播放器作為 Nokia 全球 2.5G 和 3G 行動電話

的標準媒體播放器，內建有電影預告短片、唱片業者的 MTV 及隨身監控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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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RealNetworks 的行動平台，將可為系統業者與手機業者開創更多的商務應

用（見 www.ccdntech.com/news/word/CCDN_news_930629.doc）。而在台灣的

RealMa 方面，RealMa 主要是扮演服務提供者的角色，一方面除了提供內容提供

者轉檔的服務外，另一方面也和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遠傳等業者合作，負責

提供影音上架的工作。 

「在 3G 部分我們是扮演 SP(service provider)，我們也一樣去找 CP 然後幫他們整理

轉檔，之後去幫他們傳輸內容……面對 3G 業者，也就是四家業者來講，我們是

扮演 SP 的角色……在轉檔的時候，如果我們也有在手機上的時候，我們就會轉

兩個，一個是 rm 檔，一個是 3GPP 檔(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RealMa 訪談資料） 

    對 RealMa 來說，除了技術能力是一項基本的條件之外，更重要的因素是因

為 RealMa 早期投入於 3G 影音服務的關係，在經歷過 3G 剛開台時的許多嘗試

後，RealMa 也累積了許多技術上的經驗，而這些累積的經驗無形中也成為了

RealMa 在 3G 影音服務上的核心能力之一。 

「目前 3G 在發展的方面。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know how，也算是一個優勢，

並不是說進入門檻這麼高，就是你看要花多少時間去趕這個差距，尤其對手機業

者不可能慢慢摸索，或許在剛開台的時候也許大家都還在磨合，在所謂嘗試錯誤

的階段，目前開台都已經一年多了，要進入的話就看業者要不要陪你成長，所以

大概所謂優勢的話就在這裡。」（RealMa 訪談資料） 

在 Webs-tv 方面，目前主要合作的對象只有多普達，多普達公司的主要業務

為智慧型手機銷售，在宏達電併入多普達為旗下的子公司後，宏達電將統一來行

銷 HTC 的智慧型手機品牌，多普達品牌將銷聲匿跡（曠文溱，2007 年 5 月 8 日），

除此之外，Webs-tv 目前並沒有很積極的從事於 3G 影音的服務，主要在 3G 方面

的營收都是以廣告專案的營收為主，而這方面的收入也並非 Webs-tv 的主要收入

來源。 

「3G 部分到目前為止我們只做到多普達這一家，其他都是跟廣告營收有關的專案，

我們在自己的成長核心裡面，一直覺得我們很專心把一件事做到最好，這是最重

要的，我們不會還在這塊領域就開始看別的領域，3G 大概都是專案，通常都跟廣

告案有關。」（Webs-tv 訪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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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比較之下，I’m TV 和上述的三家業者的發展方式則有著較大程度的差

異，I’m TV 並沒有和任何一家手機業者或通訊業者合作，而是選擇自行架設 I’m 

TV 轉屬的 3G 網站，只要消費者的行動裝置可以連接透過 3G 或 Wi-Fi 連接上網，

都可以連結到 I’m TV 的手機專屬網站「I’m Mobile 手機電視台」 

「不需要跟業者合作，每一隻手機都可以，只要連接上 m.i.tv……我的 m 就是代表

mobile，所以你今天不管你是用 3G或者你今天是用 smart phone無線的方式上網，

我們提供了兩個平台，讓行動的 device 都可以連結，不管是哪一家都可以，我

們不是做限制，我為什麼要限制中華電信或台灣大哥大的人能看到，目前只要你

能上網，通通能看到。」（I’m TV 訪談資料） 

 目前 I’m Mobile 手機電視台提供五個直播頻道（年代新聞、年代 Much、

東風衛視、TVBS、TVBS-N），並與 Vlog 結合，消費者可以隨時觀看最新熱門

標籤影片與最新上傳，也可以透過手機上傳影片到自己的 Vlog，目前在收費上

分為兩種，首先為直播頻道月費，一個月的費用為 99 元，可觀賞年代新聞、年

代 Much、東風衛視、TVBS、TVBS-N，等五個直播頻道；另一個收費為成人頻

道月費，一個月的費用為 69 元，所提供的影音以成人節目為主。 

由上述可知，雖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 3G 平台的發展策略都有所不同，但

仍可以看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轉化成 3G 手機內容整合者所需要核心資源還是

以技術能力為主，對 hiChannel 與 RealMa 這類與電信業者合作的網站業者來說，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早期跨入 3G 影音服務的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便顯得

十分重要，對 I’m TV 來說，則是著重於系統設計能力與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

力。因此，「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與「系統設計

能力」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網路面發展 3G 影音平台服務的主要核心資源。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整理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結構面所應擁有的核心資源

如圖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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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結構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先前文獻探討的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構連結果可知，一般企業在結構面

要取得競爭優勢所需要的核心資源包括有形資產中的資金；無形資產中的發行與

行銷通路、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個人能力中的管理相關能力；組織能力中與技

術有關的相關能力、的行銷經驗與能力、業務運作能力等，本研究將該結果與上

述說明與上述整理的核心資源進行比較後整理成表 6-2，由表 6-2 中發現，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在結構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與文獻探討的結果大致符合，不過無

形資產中的發行與行銷通路和組織能力中的行銷經驗與能力並非寬頻影音匯聚

網站在結構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表 6-2】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和一般企業在結構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比較表 
一般企業的核心資源項目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資金 符合 
發行與行銷通路 不符合 
管理相關能力 符合（個人管理能力與財務管理能力）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 符合 
與技術有關的相關能力 符合（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系統設

計能力） 
行銷經驗與能力 不符合 
業務運作能力 符合 

水平
整合

• 資金

• 會員資料庫

• 財務管理能力

• 個人管理能力

影音部
落格

• 頻寬和基礎建設

• 會員資料庫

• 影音版權與影音資
料庫

•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
理能力

3G影
音平台

•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
理能力

•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
驗

• 系統設計能力

結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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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通道發展的資源策略 

    寬頻影音的特質便在於網路產業的去界線化與模糊化，由於寬頻影音網站的

終端接收是位於消費者家中的電腦，因此，由通道的傳輸端來看，寬頻影音匯聚

網站如何取得獨家的影音內容授權來吸引消費者便顯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由

通道的終端來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如何在消費者家中收看影音的平台軟體、硬

體、格式等介面上取得優勢更是能否進入消費者生活的關鍵。因此，以下將就寬

頻影音匯聚網站在通道發展的策略，找出其間的資源策略關係。 

一、節目授權策略的相關核心資源 

    一般來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經營上就是要提供內容，而這些內容必須是

要有版權的，因此，和內容提供者進行版權洽談，進而獲得版權是每個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業者所必須面對的事。 

根據本研究的訪談結果，目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影音內容版權的洽談上，

主要有三種版權合作方式，包括「最低營收保證」(minimum guarantee)、「購買

版權」與「獲利拆帳」三種不同的合作模式。所謂最低保障額度是指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支付某個最低營收保證的權利金給內容提供者，達到最低營收保證之後的

獲利再透過拆帳的方式來分配，這種最低營收保證的合作方式是近幾年才開始興

起，由於內容提供者可以獲得一定程度的保證，因此，無形中增加了內容提供者

願意提供內容的意願，但相對的，如果網友點閱率不佳，則屬於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努力不夠或錯估市場，其責任當然是自負，不會退還當初所預付的最低保證額；

購買版權指的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支付一定金額的授權金後，獲得某個期限內的

網路播映權；最後，拆帳則是將影音所得的金額，依比例拆給寬頻影音匯聚網站、

ISP 業者與內容提供者三者來分配，屬於利益共享的模式。 

此外，由連寶如（2003）的研究結果可知，經營寬頻影音市場最大的難題在

於國內內容來源非常相似，而國外內容授權取得不易，或是授權費用太高，所以

多數受訪業者強調仍會繼續爭取和國外內容夥伴的合作或和國內內容提供者合

作推出直播節目等方式來解決此難題。目前可見的趨勢是，許多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開始爭取獨家的影音節目以爭取消費者的注意，例如 hiChannel 在 2005 年引

進大陸劇和港劇後，又逐步的引進韓劇，從 2006 年開始推出 MLB 美國職棒大

聯盟球賽直播，在 2007 年時更砸下重金，取得 MLB 美國職棒大聯盟球賽在網

路、手機與 MOD 三大影音平台的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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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hiChannel 的節目來源大部分都是透過愛爾達整合提供，愛爾達與內容

提供者接洽後取得影片代理與授權，再將其提供 hiChannel 來發行，大部分的影

片都是獨家內容，例如中華電信委託愛爾達科技拿下 2008 年北京奧運比賽台灣

區網路及手機平台的獨家轉播權，在中華電信取得奧運獨家播映權後，除了能夠

為中華電信帶進可觀廣告收益外，也有助於拉抬中華電信 3G、hiChannel 和 MOD

的用戶數。不過，在 hiChannel 談進許多版權的同時，其背後的核心資源還必須

要有堅強的團隊來支援，進行節目、廣告的管理。 

「我去引進一個內容，我去洽談版權就要花很多時間，因為它是雙邊，從電信角度

和內容產業是不同的，內容談進來之後，你還必須要有一個團隊非常負責的、仔

細的、專業的協助你執行……其實就是一個新媒體的製播方式，這整個流程都要

很成熟，很完整才不會開天窗，那這中間還要隨時很靈活……這中間都需要一個

很有制度、很專業的後製團隊在 support 這件事情。」（hiChannel 訪談資料） 

在 Webs-tv 方面，Webs-tv 在成立前期的影音版權開發，主要由 Webs-TV 相

關部門評估後找版權商進行洽談，後來大多數則是由版權商主動聯繫尋求合作，

而在影音數位化上，約有 90%是由 Webs-TV 節目部進行轉檔，約 10%的內容供

應商會自行提供數位化後的檔案（李昭陽，2005 年 11 月 30日）。根據鄭詩芸（2003）

的研究顯示，Webs-tv 在早期營運時，除了拆帳外，很大的比例是在購買版權上，

包括國外的獨立製片、香港環亞電影公司的電影等，並藉此取得競爭上的優勢。 

 

「很多產品一出來就已經我們就買斷，簽獨家，讓競爭者進不來這個門檻，門檻就

越逐越高，透過差異化和成本優先領導的架構，我們就能夠對市場的影音商品產

生定價能力，人家先看 webs-tv 要買多少錢，別人才能跟進買多少錢，就變成我

們在決定市場。」（Webs-tv 訪談資料） 

因此，透過核心資源的角度來看，支援 hiChannel 能不斷談進新版權的核心

能力為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而在獨家版權的洽談上，由於內容提供者在經營上

當然希望它的內容賣越多越好，因此，如果某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要取得某個獨

家內容，最重要就是資金的支持，不過在花費大筆的資金引進獨家內容後，要如

何回收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來說更是個難題，因此，掌握資金是能否擁有獨家內

容的關鍵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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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內容有些是有簽獨家，不過一般比較不高，其實因為台灣市場不大，所以一

般台灣的業者或國外的業者，它們一般都沒有在獨家啦！如果有畢竟也都是少數，

現在在各家的營運上，尤其是電視台的節目要有的大家都有，所以比較少獨家，

台灣市場不大，你引進一個獨家要付的權利金不少，在回收部分就比較困難。」

（RealMa 訪談資料） 

「對內容提供者來說，我當然是賣越多越好，這可能像是我 aggregator 買一次，你

又賣給很多人，根據買價，其實它都是根據 price issue，譬如說我買多少錢，取

決於我要不要獨家，或非獨家，那我買什麼通路，就這麼簡單而已，交情什麼的

到是其次，賣的人還是希望多賺一點錢。」（hiChannel 訪談資料） 

目前其他兩家業者包括 Webs-tv 與 RealMa 也都採取類似的洽談方式，但另

一方面，對另一家業者 I’m TV 來說，由於其經營策略並非以販售內容為主，因

此，在經營上的收入都是以廣告收入為主，而在和內容提供者的合作模式上，依

不同的業者有著不同的合作方式，部分內容提供者會向 I’m TV 要求支付部分的

基本費用，最後再依 I’m TV 在這個頻道上的廣告收益比例來拆帳收費，相對的，

部分內容提供者則是不收取基本費用，但在該頻道廣告上的拆帳比例就會較高一

些。由於 I’m TV 這種不同於一般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經營方式，對內容提供者

而言，所獲得的實收報酬並不高，因此，I’m TV 在影音內容的合作洽談上特別

重視彼此的認同關係。 

 

「我們跟每個電視台的合作的 model 完全不一樣，因為完全 free 的……最後能夠成

局的，一定是他也認同我們的平台，我們也需要它的 content，彼此在有形的利

潤或無形的利潤上面，彼此都覺得很公平的狀態作結合，目前我們很少花錢買內

容進來播，再去銷售內容……站在電視台的角度來講，他把 Im 看成一個可以去

行銷他不管是品牌形象也好，或是 content 也好，他可能把這邊當成是他可以認

同的 channel，所以他把內容在這裡做上架。」（I’m TV 訪談資料） 

因此，透過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I’m TV 在影音內容的合作洽談上的核心

資源為 I’m TV 所擁有的品牌聲譽，當內容提供者認同 I’m TV 這個品牌，並將 I’m 

TV 視為行銷的網路通路時，自然會將內容提供給 I’m TV 來播放。綜合上述，寬

頻影音匯聚網站在通道面洽談版權的核心資源包括「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資

金」與「品牌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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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播送終端的發展策略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播送終端的發展策略上，各有其專長之處，hiChannel

與 Webs-tv 在發展上主要選擇與台灣微軟合作，RealMa 則有專屬的 Realplayer

播放器，I’m TV 則有專屬的互動播放平台，以下將個別說明之。 

2007 年 1 月時，台灣微軟新版作業系統 Windows Vista 正式上市，當時在數

位內容的合作夥伴方面有多達十七家業者為微軟站台，包括博訊科技、東森購物、

和信超媒體、願境網訊、愛卡拉、國泰世華、翰擊數位、中華電信與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 Webs-tv、愛爾達科技等業者，而這些業者已在家用進階版本的 Vista 作

業系統上開發出各項的應用工具（何英煒，2007 年 2 月 1 日）。 

在這之中，台灣微軟看中合作伙伴 Webs-tv 龐大的影音內容與系統建置能力，

將 Webs-tv 的影音平台首先內建於 Media Player 11 的線上商店中，使用者可以直

接在線上取得最新的影音內容，並藉由透過電腦及電視中的 Webs-tv 影音平台隨

時觀賞數十萬高品質影音隨選節目及 Yam.com 新聞頻道的 24 小時全天候影音新

聞，同時所有影像、圖片新聞資訊也可透過桌面 Gadget 下載（見

http://dwz.tw/05zk）。 

「系統設置能力事實上在寬頻影音網站上是重要的一環，因為你要不斷鼓勵創新，

比如說我們以網路為平台，我們還有很多跨平台，最顯著的是我們跟 IPTV合作，

在數位電視上我們跟微軟合作，vista 作業系統發佈的時候，webs-tv 也是它的娛

樂合作內容的伙伴，可是之前你必須把系統開發出來，怎麼樣把網路的東西搬到

IPTV 上，而且能夠運轉。」（Webs-tv 訪談資料） 

另一方面，RealMa 則是藉助 RealNetworks 的技術授權整合於 RealPlayer 的

播放器當中，目前只要消費者下載中文版的 RealPlayer 就可以自動連結到 RealMa

的網站中。此外，RealMa 執行長陳維仁提出所謂的「三合一」概念，透過視窗

分割的方式可以讓一個視窗播放影音內容，一個視窗秀出相關聯結，當消費者點

選其中的任何連結時，就可以在第三個視窗中秀出來（曾仁凱，2004 年 4 月 14

日），而這種特別的終端播放方式也可以為 RealMa 帶來更多的附加價值 

I’m TV 則不同於 RealMa 的技術授權方式，它所選擇的自行開發，在過去共

投入了約 4 億元開發一套「I'm 雙向影音即時互動平台」，該平台整合電信、網路

與電視，是台灣第一個三網合一的跨媒體資訊整合系統，消費者可以隨時透過手

機、WiFi、3G 和網路等不同管道來操作，由於技術皆是由 I’m TV 自行開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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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透過專業知識與技術的不斷累積，將可以幫助 I’m TV 更加因應網路時代的

變化，隨時改變它的技術平台。 

「自己開發我覺得是很重要，今天我要做什麼服務，要去因應市場的變化，如果我

的技術都是跟別人買，那萬一這個技術已經被這個時代淘汰，我等於投資全部還

要再一次，我們前期的經驗還有開發，這些 know-how 的累積。」（I’m TV 訪談

資料） 

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上述策略所需要的核心資源包括「系統設計能力」、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與「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等。綜合上述，寬頻影

音匯聚網站在通道面要取得競爭優勢的核心能力如下圖 6-2 所示，包括了資金、

品牌、系統建置的技術能力，以及不斷投入資金研發所構成的技術能力。 

 
 

 
 
【圖 6-2】寬頻影音匯聚網站通道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先前文獻探討的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構連結果可知，一般企業在通道面

要取得競爭優勢所需要的核心資源包括有形資產中的頻寬與基礎建設；個人能力

中的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組織能力中的技術相關能力等，本研究將該結

果與上述說明與上述整理的核心資源進行比較後整理成表 6-3，由表 6-3 中可知，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通道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有一定程度

的差異，探討其原因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傳輸通道是以網路為主，因此，

比起一般企業來說會更著重於無形資源的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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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和一般企業在通道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比較表 
一般企業的核心資源項目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頻寬與基礎建設 不符合 
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 不符合 
技術相關能力 符合（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與系統設

計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網絡聯盟的資源策略 

    網絡面所指的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策略聯盟結合，由於網路寬頻影音媒體

產業從 2000 年開始發展，具有外在環境風險大、市場不確定高的特色，所以業

者採取策略聯盟的比例會比合併、併購的比例來得大（連寶如，2003）。根據研

究問題，本研究在網絡面分析中的探討焦點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需擁有哪些核心

資源才會吸引結盟對象的加入，由於過去在有關於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策略聯盟

行為中，主要的對象為內容提供者與提供頻寬的固網、ISP 業者，以下將就這兩

種不同角色間的策略聯盟來加以說明。 

一、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與內容提供者間的策略聯盟 

    策略聯盟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達到資源的互補，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與

內容提供者的策略聯盟簡單的來說就是要取得內容，而除了內容的取得之外，在

連寶如（2003）的研究中更發現，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採取策略聯盟的原因還包括

「降低進入障礙和減少風險」、「營收和成本的考量」，亦即對內容提供者而言，

透過策略聯盟將可幫助它們快速的進入市場和減少風險，並減少內容數位化的成

本；而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來說，策略聯盟將可以增加營收與降低經營上的風險。 

在鄭詩芸（2003）的研究中亦有相同的看法，該研究發現內容提供者和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能達成策略聯盟的原因之一便是因為製作內容的成本太高，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可以檢去製作上的成本，另一方面，對內容提供者來說，結盟將可以省去

增加內容提供者的行銷通路、創造收費平台、增加知名度等。因此，當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擁有能滿足上述需求的核心資源時，將能有效的吸引內容提供者參與結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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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商業週刊不是做了一個台灣兩個世界－水蜜桃阿嬤，他們不擅長影音，所以

在互補的概念下，他雜誌做得非常紮實，可是影音播出就來找我們合作，另外我

們也有自己開發出策略聯盟合作方式，像我們的體育網站……直接整個跟「野球

人雜誌」……他沒有網站、頻寬、沒有廣告模組，他就來跟蕃薯藤合作……廣告

我們可以拉給他，他也可以給我們，兩邊可以互拉，拆帳比例不一樣，這是最基

本的模式，都出於互補。」（Webs-tv 訪談資料） 

 

     此外，促成策略聯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便是品牌知名度的提升。Webs-tv

在合併蕃薯藤之後將蕃薯藤的龐大流量與 Webs-tv 的影音內容整合在一起，例如

目前在新聞部分除了有傳統的文字、圖片外，又增加了 TVBS-N、民視及東森等

3 家新聞台，免費提供 24 小時的即時新聞直播，另外，亦有台視、中視、華視

等共六家電視台的新聞隨選視訊服務，而透過這樣的整合後，Webs-tv 在和內容

提供者的策略聯盟洽談上更為順利，因為對內容提供者來說，除了可以拿到授權

金外，更能增加知名度。 

「如果簡單講就是競合，各做各的，可是在內容部分又合作，現在像 yam 天空，

我們新聞部裡面幾乎所有 ICP 都放在上面，因為原來是入口網站的概念，所以

yam 天空的策略聯盟幾乎各大媒體都跟我們有合作關係，各大雜誌、各大有線台

無線台，因為他們能夠從我們這裡獲取附加收益，電視台可以在網路上拿到一點

錢，像 ICP 就可以透過入口網站除了拿到錢，又拿到流量。」（Webs-tv 訪談資

料） 

另一個例子便是 hiChannel 本身所擁有的品牌知名度，由於 hiChannel 的合

資公司之一為中華電信，目前中華電信擁有台灣最多的寬頻用戶數，因此，對內

容提供者來說 hiChannel 具有廣大的會員基礎作為保證，無形中也增加了內容提

供者的合作意願，在目前 hiChannel 的規劃中，只要能創造商機及效益的策略聯

盟對 hiChannel 來說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內容合作部分我們也都跟大型公司合作，而且我們直接跟源頭合作……我們的策

略聯盟伙伴幾乎都是核心的策略聯盟伙伴，而且都是很大，很具有形象、知名度

的策略聯盟伙伴，那這些本來就是雞生蛋、蛋生雞，所以就是連動的。（hiChannel

訪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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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的部分我們跟中天、TVBS 或者是跟華視，你會發現 TVBS 本來就有了，他

也是願意放在我們這個平台，那就很像購物台，你會發現一個商品在某某台也在

賣，在東森台也在賣，好的商品其實在選擇通路，沒有人會嫌通路多，只有他認

不認可這個通路。」（I’m TV 訪談資料） 

因此，由 hiChannel 的情形可知，hiChannel 在與內容業者的策略聯盟上最主

要的關鍵因素便在於品牌，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具有良好的品牌名聲時，其他內

容供應者自然會想和你互連，相對的，由於某個影音內容很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每個人都知道，自然也會吸引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去和它接洽。此外，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所擁有的會員人數亦是關鍵的因素，在鄭詩芸（2003）的研究中也發現，

一般傳統影音業者在選擇策略合作的對象時，更會考量到對方的經濟規模。因此，

品牌聲譽與網站會員人數的多寡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策略聯盟扮演重要的決

定因素。綜合上述，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與內容提供者間的策略聯盟所應具備的

核心資源有「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品牌名聲」、「會員資料庫」與「會員

付費人數」等。 

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與固網、ISP 業者的策略聯盟 

目前和固網、ISP 業者都有策略聯盟關係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以 Webs-tv 與

hiChannel 為主，根據鄭詩芸（2003）的研究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和 ISP 業

者合作的關鍵要素是為了「減少頻寬及機房的整體支出」、「增加寬頻影音用戶的

用戶量」、「收費機制系統的支援」、「行銷面的思考」，相對的，ISP 業者和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合作的關鍵要素是為了「增加寬頻上網的用戶數」，亦即透過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所提供的加值服務來創造寬頻上網的用戶數。 

Webs-tv 在與固網、ISP 業者策略聯盟的過程中是起因於網路泡沫化時期，

由於當時網路公司大規模的倒閉，固網業者的頻寬閒置，因此，Webs-tv 便利用

用拆帳的方式，和 ISP 與固網業者共享利潤，解決了頻寬問題（梁中偉，2006

年 9 月 21 日），截至目前為止，Webs-tv 和各大 ISP、固網業者都有成立聯名網

站，雖然和中華電信合資成立的 hiChannel 競爭，但和中華電信在頻寬上亦有合

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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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固網業者都是 webs-tv 原來的策略聯盟伙伴，包括我們競爭對手 Hinet

中華電信跟我們處於又競爭又合作的競合態勢，有時候甚至 hinet 為了要服務

webs-tv 的客戶，很多人家裡裝 hinet，但是他要看 webs-tv，所以他允許我們把

server 放在中華電信裡面。」（Webs-tv 訪談資料） 

    雖然一開始 Webs-tv 和 ISP、固網業者合作的目的是基於頻寬的需求，但在

多年的合作之後，彼此已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更透過這樣的合作關係達到品牌、

通路、技術的雙贏。 

「其實我們跟很多固網業者，成立聯名網站，一開始最主要的合作基礎都是在頻寬，

然後策略價值的核心資源內涵希望很多元、品牌、通路、技術、專業能力的分享，

都能夠透過策略聯盟相互學習或獲得。」（Webs-tv 訪談資料） 

    因此，在這樣的策略聯盟關係中，很重要的維持關鍵就在於彼此關係的維護

上，而核心資源就在於正向的交流進而達到「聲譽」的建立，當雙方都能以正面

的態度去溝通、成長時，彼此才能有正向的循環與互動。 

「今天如果別人都很爛，你絕對不會獨大，如果今天我把平台經營好，可是我跟

CP 合作的時候很機車好了，我都給你很差的條件，沒有人想放在這上面，我的

平台也活不了，這個部分一定是大家是共生的環境……我今天對 ISP 說我的流量

很高，對 ISP 的部分我不願意去付一個合理的價錢給人家，我覺得跟 ISP 的關係

也不會好。」（I’m TV 訪談資料） 

另一方面，hiChanne 目前由中華電信數據分公司、愛爾達科技、中華黃頁

分公司所合資經營，在愛爾達與中華電信合作關係的維護上，愛爾達認為業務運

作能力是和愛爾達與其他業者策略聯盟的關鍵因素，亦是影響中華電信與愛爾達

間策略聯盟能否永續合作的關鍵要素。 

「hiChannel 透過愛爾達能更快速的整合資源，連結 hiChannel 與企業作最佳的策略

合作，這是愛爾達的資源整合價值。」（hiChannel 訪談資料） 

    這樣的觀點正呼應先前所描述的，固網業者與 ISP 業者合作的主要考量在於

透過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提供的加值服務來創造寬頻上網的用戶數，因此，當寬

頻影音匯聚網站扮演好影音匯聚者的角色，擁有快速整合影音資源的業務處理能

力時，自然能保持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合作關係。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與

固網、ISP 業者間策略聯盟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包括「品牌聲譽」與「團隊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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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運作能力」。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本研究發現人際網絡的連結雖然在寬頻影音匯聚網站

的核心資源項目中並沒有勾選，但卻是個很重要，也需要去培養的核心資源。 

「人際網路這部分是很重要的，實際上是你的資源並不一定會是在你這一行裡面，

也許你的客戶端都不是做網路科技的……我們的競爭對手可能在排名上被我們

甩在很後面，但是我相信他們都會去應酬。」（Wesb-tv 訪談資料） 

 

綜合上述，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網絡面要取得競爭優勢所應具備的核心能力

如下圖 6-3 所示。 

 
 
【圖 6-3】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網絡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先前文獻探討的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構連結果可知，一般企業在網絡面

要取得競爭優勢所需要的核心資源包括無形資產中的品牌名聲、產業專門知識與

經驗；個人能力中的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組織能力中的技術相關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等，本研究將該結果與上述說明與上述整理的核心資源進行比較後

整理成表 6-4。由表 6-4 中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網絡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

源與文獻探討的結果大致符合，僅在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這部分呈現不符合的情

形。 

 

內容提供
者間的策
略聯盟

• 品牌名聲

• 會員資料庫

• 會員付費人數

• 影音壓縮與串流
處理能力

• 人際網絡的連結
及整合能力

ISP、固網
業者間的
策略聯盟

• 品牌名聲

• 團隊與業務運作能
力

• 人際網絡的連結及
整合能力

網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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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和一般企業在網絡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比較表 
一般企業的核心資源項目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品牌名聲 符合 
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 符合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 不符合 
技術相關能力 符合（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符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產業鏈局面的資源策略 

    一般來說，任何產業都是由一連串的「價值活動」所構成，傳統的價值鏈(value 

chain)觀念乃是將產業依策略性的相關活動來進行分解，當產業藉由競爭活動的

分解後，在執行策略活動上將可以得到更高的效益，進而獲得競爭優勢

(Porter,1990)。因此，本節以鏈局為觀察對象，探討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影音市

場的垂直併購行為，以及促使這樣併購行為背後的資源要素為何。 

 Chan-Olmsted & Kang(2003)在其研究中則參考 Wirtz(1999)的多媒體產業價

值鏈的五個階段，將寬頻電視媒體價值鏈各個階段市場活動的主要核心能力區分

成： 

一、創造者(creator) 

創造者包括電視節目、網路影音、電影等不同類別的創造者，其主要的核心

行為在於產製內容和提供內容給使用者，而創造者的核心資源與能力在於創作人

才的近用權、內容研發的資本與產品的聯盟權(syndication rights)等。 

二、套裝組合提供者(packagers) 

套裝組合提供者其便等同於內容匯聚者的角色，其本身並不生產內容，主要

的核心行為在於組合或挑選可用的內容，並透過這樣整合的功能來服務不同類別

的消費者，而套裝組合提供者的核心資源與能力在於吸引大眾或有利基的內容的

近用權、通路商的近用權、重新包裝不同內容給不同使用者與通路商的能力、行

銷的關鍵技術、品牌管理與版權等。 

三、附加價值服務提供者(value-adding services) 

附加價值服務提供者主要是支持性的功能，在於支持或提升內容產製與服務

（內容產製者和基礎建設提供者）的運作與行銷，業務內容包括線上廣告、行銷

諮詢、資訊科技顧問等，並蒐集和溝通內容產製者和基礎建設提供者間的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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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情況，以促進交易或合作關係的進行，其核心資源與能力包括消費者的知識、

科技的核心技術、品牌管理、有資訊的創意性使用等。 

四、通路商(distributors) 

通路商指的是實體基礎建設的傳輸服務提供者，舉有傳送資訊的能力，如有

線電視的系統經營者、接取提供者、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等，其核心資源與能力

為以大量消費者為基礎的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和瀏覽和介面工具設計者之間的

關係、有效率的網路基礎建設等。 

五、瀏覽和介面工具設計者(navigation/interfacing facilitators) 

瀏覽和介面工具設計者包括軟體研發或製造硬體之設備提供者，其主要功能

在於藉由提供瀏覽或介面工具以提昇產品的附加價值，而瀏覽和介面工具設計者

的核心資源與能力為科技的專業技術、消費者知識、成本管理、通路商的近用權、

先佔者(first-comers)訂定標準與影響需求的能力優勢等。 

由於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為套裝組合提供者的角色，因此，其內容的經營為內

容匯聚模式，亦即在產業中匯聚各個內容提供者的影音內容後，再透過數位化的

轉換技術來提供影音的播放服務。本研究以上列的寬頻電視媒體價值鏈為基礎，

並參考寬頻影音產業的併購活動後發現，過去主要以 Webs-tv 從 2005 年開始的

一系列併購行動最為著名，其中包括了產業價值鏈的向上整合與向下整合兩個方

向，因此，為了瞭解其間的資源關係，以下將分別就 Webs-tv 的向上與向下整合

活動作逐一的說明。 

首先，在向上整合方面，一般來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為取得更多的內容

資源，必須扮演內容匯集者的角色，而非內容產製者的角色，所以不會採取併購

或合併的方式來取得內容，因為如果併購或合併內容廠商，其他同業的業者基於

競爭的考量因素，不會購買這些內容，或者其他內容廠商也不願意提供內容（連

寶如，2003）。不過，Webs-tv 卻很巧妙的避開了這個問題，它所併購的內容業者

最早是在 2006 年初時的文化創作平台「創作線上」社群，之後在 2006 年 12 月

時更購併台灣最大 DVD 出租通路商百視達，併購金額約 3 億元，而 Webs-tv 在

併購後將成為全台最大影片採購商，每年採購金額約達 6 億元，能減少 Webs-tv

的數位內容取得成本。而這兩項併購的共通點就是 Webs-tv 所併購的對象並非完

全的內容提供者，而是擁有內容在上頭的平台業者，其中，併購百視達更達到版

權洽談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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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視達在影音內容上是很大的一塊，直接從美國產地直營，那我們並不是影片內

容製造商，透過版權很辛苦，東談一個西談一個，不如整批進來，所以我們併

購百視達亞洲區版權，不包含中國。」（Webs-tv 訪談資料） 

此外，在擁有了百視達龐大的版權資源之後，目前 Webs-tv 更規劃上要把百

視達過去所擁有的影音內容數位化，並同時間洽談網路影音的版權，達到虛擬與

實體通路整合與服務的目的。 

「接下來百視達就會把他所有片子數位化放到網站上，那 webs-tv 可能不知道暴漲

幾百倍的內容出來，因為我跟百視達談版權一定會同時談網路，所以百視達就會

出現線上看片、就跟 webs-tv 一樣線上付費……因為我擁有這樣的核心能耐，所

以我可以把我買到的東西通通升級。」（Webs-tv 訪談資料） 

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Webs-tv 在擁有百視達影音版權資源的背後，除了

股東的資金提供外，最主要的核心資源便是擁有強大的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透

過團隊與業務運作後，Webs-tv 將可以在同一時間去洽談版權，並有系統性的將

影音節目數位化，進而形成內容版權資源上的優勢。 

其次，在向下整合方面，主要以 Webs-tv 併購 Giga ADSL 與入口網站蕃薯藤

為主。Webs-tv 在併購 Giga ADSL 時的費用約五億九千萬，除了背後股東的資金

到位外，促成這項合併案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執行長陳銘堯的個人努力與協商。 

「我必須拼命的說服我的老闆、說服投資人、員工，省吃儉用才能買一個和信。買

之前就要精算，因為和信是生意人，大眾也是生意人。兩個都是很務實的生意人，

從企業文化你就知道，他們會擔心投了六年的公司，市場第一品牌，會不會因此

三個月就完了……我記得我被退件好多次，可能計劃做的不夠詳實，我要告訴他

們為什麼會反而省錢等諸如此類的。」（梁中偉，2006 年 9 月 21 日訪談資料） 

因此，Webs-tv 執行長陳銘堯在併購過程中的居中協調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更是促使背後股東出資的主要推手。此外，由於併購的金額過於龐大，對當時資

本額僅八千四百萬的公司來說的負擔實在是過於沈重，因此，當時 Webs-tv 優秀

的財務管理能力與本業持續獲利的支援亦是促使併購案成立的主要關鍵。 

「像我們 CEO 常講，你買東西並一定要付到 100％現金嘛，你可能頭期款準備夠

了，後面關鍵是 webs-tv 會不斷賺錢，支付利息，分期付款下來就能獲得你要的

東西。」（Webs-tv 訪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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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Webs-tv 在併購 Giga ADSL 後的效益也逐漸浮現，根據 Webs-tv 執行長

陳銘堯在 2006 年的分析可知，由於頻寬費用約占 Webs-tv 成本的六成，因此，

買下 Giga ADSL 事業後，將能以 ISP 業者身分與其他業者平起平坐進行交易，

其中光是連線費用，每年約可省七千萬元支出（江佩蓉，2006）。 

    另一方面，在 Webs-tv 併購蕃薯藤方面，Webs-tv 為因應相關業務及併購的

需求，在 2006 年 12 月時增資到 7.2 億元，中興保全也成為最大股東，而在此次

的併購案中，Webs-tv 所看重的是蕃薯藤本身擁有的人才、流量與未來發展（梁

中偉，2006 年 9 月 21 日）。也由於蕃薯藤的廣告、技術團隊的加入，台灣第三

大入口網站的高流量利基等因素，讓 Webs-tv 在未來發展上可以整合既有的內容、

頻寬與通路資源，進而產生可以發揮的空間，其中，免費影音更是未來可能發展

出的經營模式。 

「從 yam 天空，就是原來的蕃薯藤新聞網，從 webs-tv 到百視達實體通路，百視達

線上看片，頻寬的骨幹 Giga ADSL，通通整合起來，如果用免費看片也沒有關係，

因為廣告商付錢，很多片可能讓你看不用錢，首映就讓你看不用錢，而且獨家，

因為別人可能要跟在我們後面跑，這就是核心策略的一些考量。」（Webs-tv 訪談

資料） 

「未來如果能夠發展到一個社區平台，讓他流量大的時候，也就不用消費者去所謂

的付費模式，可能就是靠廣告。」（RealMa 訪談資料） 

綜合上述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鏈局面的發展將能有效地增強與拓展自

身的資源，向上整合可以增加版權內容方面的控制力量，向下整合則可以減少頻

寬成本與透過入口網站的流量拉抬下，吸引更多消費者與更多廣告資源，提升競

爭實力。 

由核心資源的角度來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鏈局面要取得競爭上的優勢所

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如下圖 6-4 所示，包括「資金」、「個人管理能力」、「財務管理

能力」、「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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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寬頻影音匯聚網站鏈局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先前文獻探討的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構連結果可知，一般企業在鏈局面

要取得競爭優勢所需要的核心資源包括有形資產中的資金；個人能力中的個人管

理能力、財務管理能力、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組織能力中的業務運作能

力等，本研究將該結果與上述說明與上述整理的核心資源進行比較後整理成表

6-5，由表 6-5 中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鏈局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與文獻

探討的結果大致符合，不過無形資產中的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並非寬頻影

音匯聚網站在鏈局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表 6-5】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和一般企業在鏈局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比較表 
一般企業的核心資源項目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資金 符合 
個人管理能力 符合 
財務管理能力 符合 
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 不符合 
業務運作能力 符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消費收視的資源策略 

    消費面所著重的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對消費者所採取的策略，包括如何吸引

消費者的注意、建立品牌在心中的強烈印象與使用習慣等。本節主要是探討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在消費面中的相關經營策略，以及這些策略與其核心資源的關係，

向上
整合

向下
整合

鏈局面 
 資金 

 個人管理能力 

 財務管理能力 

 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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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下將就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如何競爭消費者的收視注意，以及如何拓展服

務層面以吸引收視的相關策略這兩個方面來做探討。 

一、競爭消費者的收視注意 

    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來說，首要的目標便是要增加網站的流量，並且盡可能

的培養一批忠誠度高的觀眾，因此，如何吸引更網友到網站上瀏覽影音內容便成

為十分重要的事情。目前在競爭消費者收視的策略上以 hiChannel 獨家引進的

MLB 美國職棒大聯盟球賽最受消費者矚目，根據 hiChannel 的內部資料顯示，自

2007 年 4 月 25 日開始直播至 7 月底為止，已有近兩百萬人次到 hiChannel 觀賞

過網路轉播節目，此外，在 hiChannel 網站上所舉辦的各式 MLB 意見調查投票、

桌布下載，也吸引了上千名網友參與（見 http://dwz.tw/060e）。由於 MLB 的轉播

獲得了很好的成績，因此，hiChannel 在未來的規劃上也計畫先以 MLB 的內容及

通路的雙重行銷來拓展運動方面的收視族群，並規劃其他運動方面的賽事，包括

2008 年的獨家北京奧運轉播權等。除了運動族群外，目前 hiChannel 也開始和電

影及唱片公司進行策略合作以強化 hiChannel 的媒體通道面，並積極引進國外影

集來吸引更多的收視族群。根據訪談結果可知，事實上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經營

上面對消費者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如何去提升消費者的付費意願，許多業者也都

認為除非真的擁有獨特的影音內容，否則很難吸引消費者付錢觀看。 

「你今天真的要用內容跟使用者收費，除非是你的內容真的很特別，而且很 unique，

在其他地方通通沒有看過，而且你系統上面的 platform所提供的是 first window，

否則的話其實是有一定的難度。」（I’m TV 訪談資料） 

「我們經營這三年多四年下來，就像我們自己好了，我們自己在這家公司上班，你

也不會在網路上看電視，因為看電視就是一些休息活動，就是打發時間而已，那

你在網路上看也不會看太久，除非你真的想要看到什麼東西，所以在這部分的營

運會比較辛苦一點。」（RealMa 訪談資料） 

有鑑於此，除了 I’m TV 本身就提供免費的影音內容外，許多網站也都有提

供免費式的影音給消費者收看，不過大多僅限於簡短的新聞片段、電影預告、音

樂預告等影音內容。 

「那以公司策略來講的話，我們是有些 free content，譬如我們有電影預告、音樂的

一些東西，用 free content 去吸引流量。」（RealMa 訪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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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樣的經營策略在今年開始也逐漸有了轉變，hiChannel 在 2007 年 4 月

時開始提供免費影視結合免費廣播的服務，每天依不同節目表陸續在各影視頻道

中排播，目前提供的免費內容包括 MLB 美國職棒大聯盟、韓劇「宮野蠻王妃」、

「我的女孩」、偶像劇「深情密碼」、「轉角遇到愛」、香港劭氏電影（全新數位化

修復）、日本恐怖片系列「鬼來電」、「七夜怪談」、「鬼水怪談」等（見

http://dwz.tw/060g）。透過這樣免費影音的提供，會員可以 24 小時免費的收看，

而根據愛爾達的內部資料顯示，免費特區的收看人數平均都在 3 萬多人左右，且

逐步的在成長當中，顯示免費特區的服務開始發揮競爭消費者的收視注意的成效，

比起以往簡單的影音片段來說更有實質上的效益。 

因此，由資源基礎的角度來看，hiChannel 在消費者端的競爭策略便是提供

吸引人的內容，並積極引進並整合獨家的影音節目，而 hiChannel 在這部分的核

心資源便是整合能力，亦即「團隊運作與業務整合能力」。 

「有好的內容端出去，才能夠吸引用戶收看，而愛爾達的強項就是整合影音內容資

源，引進獨特的影音內容在 hiChannel 上播放，這就是最直接的策略關係。」

（hiChannel 訪談資料） 

此外，由於購買獨家的影音內容需要龐大的資金支援才有可能達成，因此，

「資金」亦為此部分重要的核心資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I’m TV 在競爭消費者收視注意上不同於 hiChannel 引進獨家

的影音內容，而是特別強調「精準行銷」的重要性，目前 I’m TV 與 I’m Vlog 的

使用族群都以年輕人為主，因此，在行銷策略的規劃上也以能吸引年輕人加入的

相關活動為主，如贈送 CD、海報等，最後再透過會員資料庫與影音平台的整合

來達到爭取廣告資源的目的。 

「我要的是精準……不僅要 reach 到觀眾，而是你能不能吸引這個觀眾完成購買行

為，就算不能完成購買行為，你這個品牌對他的認知度能夠提升……網站上的好

處是你本來是我的 member 了，當我有一筆 load 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是誰，所以

data mining『資料探勘』的速度跟價值就會顯現出來。」（I’m TV 訪談資料） 

事實上，隨著網路環境的漸趨成熟，網路普及率攀升，再加上消費者行為的

改變，網路廣告的發展也具有更多的成長動力，根據 IAMA 的統計，台灣網路

廣告規模在 2006 年時為 37.48 億元，較 2005 年成長 21.77%，預計在 2007 年會

再成長 30.62%，總規模達 48.96 億元，有機會挑戰 50 億元。在這波網路廣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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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成長的浪潮中，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更應思考如何利用不同的策略來有效地吸引

消費者，亦或思考如何提升自身的技術能力，如發展關鍵字影音搜尋，讓消費者

快速搜尋出所要觀看的影視片段等技術，以求能在「質」（精準）或「量」（流量）

上來吸引廣告主的注意，進而投入廣告預算在其中。 

二、拓展影音服務層面以吸引收視的策略 

陳韋伶（2001）認為，寬頻影音網站為閱聽人與內容提供者之間的橋樑，亦

即具有中介整合者的角色，必須要瞭解閱聽眾的偏好、習慣，並提供給內容創作

者規劃與製作來參考，另一方面，也要篩選與整理符合閱聽人需求的影音內容，

並建立品牌及推動相關的應用服務，啟動網路效應中的正反饋循環，進而促使交

易成本的降低。因此，消費者的需求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行銷策略發展來說十

分重要，而這方面的資源所依靠的是龐大的會員資料庫與充足的資金，當消費者

過去的喜好形成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可預測的趨勢時，業者所購買的影音內容

與網站中推出的服務自然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進而建立長期收視的習慣。 

「消費端這一塊的核心技術就必須要很小心，消費者一進來後，他登入他要看什麼

片子，要追蹤他喜歡看什麼片子，別人在看為什麼這個片子那麼受歡迎，要把他

表現出來……當一部片出來的時候，我們在消費者資料庫已經掌握現在有多少人

期待看這部片，去市場採購時，心裡就很篤定，快速的給付現金，把片子搶回來。」

（Webs-tv 訪談資料） 

由於 I’m TV 的定位為華人影音平台，因此，在拓展服務層面的發展上，I’m 

TV 一方面特別強調消費者的需求，所開發的服務也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依歸，

一方面更以影音平台為主要的發展方向。 

「在 IM 品牌的發展，我們會認為其實不是我們主動去 lead 這個市場要去 

發展成什麼樣的方向，而是看市場要我們變成什麼樣的服務提供者。」（I’m TV 訪

談資料） 

在 I’m TV 拓展服務的策略上，目前 I’m TV 已經開始為消費者提供許多加值

性服務，例如在 I’m DVD 中，消費者透過電腦與網路連線就可以觀賞到最新的

熱門電影，購買新片的費用為 80 ~ 100 元，線上申請續看三天 50 元，消費者在

購買後可授權到五部不同的電腦中，每部授權電腦可在三天內無限次觀看；I’m 

Vshop 叫賣王為個人影音商店，網站中提供免費的首頁最 HOT 商店/輪撥/首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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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商品等廣告服務，而主要的收費在於個人商店中的物品上架費用，隨著上價數

量的增加，所收取的費用也就越高。這些加值性服務的共通點都以影音技術為發

展主軸，透過技術的開發來讓消費者可在以 IM 的平台上接受到許多不同類型的

影音服務。 

「年代數位媒體開發很多技術，它只是這個技術拿出來做的一項產品而已，類似這

樣的產品只會越來越多，不管做什麼樣的產品，會發現我們今天不會很跳 tone

的說我們去做一個相簿服務，都是跟 video 有絕對相關。」（I’m TV 訪談資料） 

另一方面，Webs-tv 在併購百視達之後，獲得台灣區百視達 129 家店的實體

店鋪通路，由於 Webs-tv 擁有寬頻影音技術與資源，未來將推出線上百視達，讓

消費者透過網路或機上盒在線上訂閱、購買或下載百視達頻道，甚至可以在線上

訂閱後，選擇不同方式獲取影片內容，例如到超商或店內取片，以提供消費者更

多不同的選擇。 

「百視達可能讓你看免費的，但是百視達就他本身實體店鋪是個很重要的通路，這

個通路又可以幫助我的 Giga ADSL……一個 30 坪的通路、店鋪，立刻把所有數

位內容數位化，變成一個機櫃，可能只需要用到 1/3 的位置。」（Webs-tv 訪談資

料） 

因此，歸納上述，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拓展服務層面要取得競爭上的優勢，

應具備「資金」、「系統設計能力」、「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會員資料庫」、

「行銷與發行通路」等核心資源。 

綜合上述，由核心資源的角度來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消費面要取得競爭

上的優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如下圖 6-5 所示，包括「資金」、「團隊運作與業務

整合能力」、「系統設計能力」、「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會員資料庫」、「行

銷與發行通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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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消費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先前文獻探討的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構連結果可知，一般企業在消費面

要取得競爭優勢所需要的核心資源包括無形資產中的品牌名聲、影音資料庫、會

員資料庫、行銷與發行通路；組織能力中的系統設計能力、行銷經驗與能力等，

本研究將該結果與上述說明與上述整理的核心資源進行比較後整理成表 6-6，由

表 6-6 中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消費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與文獻探討的結

果大致符合，不過無形資產中的品牌名聲與行銷經驗與能力並非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在消費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表 6-6】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和一般企業在消費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比較表 
一般企業的核心資源項目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品牌名聲 不符合 
影音資料庫 符合 
會員資料庫 符合 
行銷與發行通路 符合 
系統設計能力 符合 
行銷經驗與能力 不符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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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構連分析 

     根據先前所探討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核心資源，與各競爭構面要取得競爭

優勢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後，本研究將各業者在競爭態勢構面中所應具備的核心

資源整理成表 6-7 所示： 

【表 6-7】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競爭態勢構面中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表 
核心資源項目 結構面 通道面 網絡面 鏈局面 消費面

有

形

資

源 

有形資產 會員付費人數   ◎   
頻寬和基礎建

設 
◎     

資金 ◎ ◎  ◎ ◎ 

無

形

資

源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 ◎   
智慧財產權      
會員資料庫 ◎  ◎  ◎ 
影音版權內容

與影音資料庫 
◎    ◎ 

行銷與發行通

路 
    ◎ 

產業專門知識

與經驗 
◎     

個人能力 個人管理能力 ◎   ◎  
財務管理能力 ◎   ◎  
人際網絡連結

與整合能力 
  ◎   

組織能力 系統設計能力 ◎ ◎   ◎ 
影音壓縮與串

流處理能力 
◎ ◎ ◎   

團隊與業務運

作能力 
 ◎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進一步將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競爭態勢構面中所應具備的核心資源

（表 6-7）與各業者目前所擁有的核心資源進行比較後，各得出表 6-8、表 6-9、

表 6-10 與表 6-11，以下將就各表的內容逐一說明之。 

首先，由 hiChannel 來看，根據表 6-8 可知，hichannel 在結構面已經擁有資

金、財務管理能力、會員資料庫、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產業專門知識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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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等方面的核心資源優勢，未來如要在結構面上擁有競爭優勢，可以將「個人管

理能力」與「系統設計能力」培養為 hichannel 的主要競爭優勢來源之一，更細

緻的來看，雖然 hichannel 由三個不同的公司所構成，目前並沒有水平整合的規

劃，但未來若有類似的計畫時，可以進一步的強化水平整合後不同公司的文化融

合問題；在影音部落格方面，hichannel 目前在相關的相關規劃中擁有必須的核

心資源項目，因此，已具備完善的發展實力；在 3G 影音平台的拓展上，hichannel

則是要加強系統設計的能力，讓 hichannel 能進一步地和 Hinet 的 3G 影音平台整

合，且設計出良善的人機互動介面。 

在通道面上，hichannel 擁有和內容提供者洽談版權所需的核心資源，包括

資金、品牌名聲、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等，因此，在洽談版權上具有競爭上的優

勢存在；在影音播放軟體上，hichannel 已擁有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產業

專門知識與經驗的核心資源，未來可以進一步拓增「系統設計能力」的相關能力，

加強影音播放軟體與播放介面的設計，將系統設計能力培養為 hichannel 的主要

競爭優勢來源之一。 

在網絡面上，hichannel 擁有和大多數內容提供者產生策略聯盟的核心資源，

包括會員付費人數、會員資料庫、品牌名聲、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品牌名

聲、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等，未來 hichannel 可進一步增進「人際網絡的連結及

整合能力」，和策略聯盟伙伴間培養更密切的合作關係。 

在鏈局面中，hichannel 和 Hinet 已培養出緊密的合作關係，雖然目前

hiChannel 也沒有相關的產業價值鏈的整併規劃，然而，若 hichannel 未來有相關

的計畫時，和水平整合相同，可將「個人管理能力」培養為 hichannel 的主要競

爭優勢來源。 

在消費面上，hiChannel 擁有吸引消費者注意的核心資源，包括資金、影音

內容版權與影音資料庫、會員資料庫、行銷與發行通路、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等，

是以在這部分也具有競爭上的利基，而在拓展影音服務方面，hiChannel 可以進

一步加強網站系統的設計，使其能提供更多元化的影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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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hiChannel 在競爭態勢構面中的核心資源表 

 結構面 通道面 網絡面 鏈局面 消費面 
水平

整合 
影音

部落

格 

3G 影音

平台 
版權

洽談

影音

播放

軟體 

內容提

供者間

的策略

聯盟 

ISP、固

網業者

間的策

略聯盟 

向上與

向下整

合 

競爭

消費

注意

拓展

影音

服務

層面

已擁

有的

核心

資源 

資金

       
頻寬

和基

礎建

設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資金

 
影音

壓縮

與串

流處

理能

力 

會員付

費人數 
品牌名

聲 
 

資金 資金 資金

會員

資料

庫 

會員

資料

庫 
 

產業專

門知識

與經驗 
 

品牌

名聲

產業

專門

知識

與經

驗 
 

會員資

料庫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影音

內容

版權

與影

音資

料庫

財務

管理

能力 

影音

版權

與影

音資

料庫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品牌名

聲 
 

財務管

理能力 
會員

資料

庫 

影音

壓縮

與串

流處

理能

力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行銷

與發

行通

路 

可增

強的

核心

資源 

個人

管理

能力 

無 系統設

計能力 
無 系統

設計

能力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個人管

理能力 
無 系統

設計

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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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 Webs-tv 方面，本研究將 Webs-tv 在競爭態勢構面中的核心資源整

合成表 6-9，根據該表可知，Webs-tv 在水平整合和影音部落格的結構面拓展中

已經擁有必備的核心資源，包括資金、會員資料庫、財務管理能力與個人管理能

力等，因此，Webs-tv 在這部分具有發展上的競爭優勢存在，而在 3G 影音平台

的拓展中，除了已經具備有相關的技術能力與系統設計能力外，未來可以再增加

電信相關產業的專門知識與經驗，讓本身就已經擁有的相關技術能力有更進一步

的發揮，透過經驗來減少嘗試失敗的次數以達到跨平台間服務提供的綜效。 

在通道面方面，Webs-tv 在洽談版權上擁有充足的資源與能力來和內容提供

者進行協商與合作，因此，Webs-tv 能掌握到較多的影音內容版權，也能有效地

吸引內容提供者和其合作，是以這方面具有競爭上的優勢存在，而在影音播放軟

體方面，Webs-tv 雖已擁有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與系統設計的相關能力，但仍可

增強在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上的相關資源，並透過這些經驗的累積將來幫助

Webs-tv 不用擔心技術的汰換，仍能根據長期所累積的經驗來設計出符合消費者

需求的網站運作與軟體互動介面。 

在網絡面方面，Webs-tv 本身擁有會員付費人數、會員資料庫、品牌名聲、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等重要資源，因此，具有吸引內容提供者與 ISP、固網

經營者願意和其策略聯盟的實力，而這部分和其通道面的影音版權洽談上乃具有

相對應的關係，未來在發展上可以進一步加強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建立

更密切的互動關係以維持 Webs-tv 在網絡面的競爭優勢。 

在鏈局面方面，根據上表以及 Webs-tv 早期的許多策略行動可知，Webs-tv

很早便開始進行鏈局整併動作，也具有相當程度的優勢存在，就其核心資源來看，

本身亦擁有支持其在鏈局面上發展的核心資源，包括充足的資金、優秀的團隊與

業務運作能力、個人管理能力與財務管理能力等，因此，Webs-tv 在鏈局面並沒

有需要再增強的核心資源。 

在消費面方面，Webs-tv 擁有資金、內容、技術、資料庫等重要的核心資源，

透過這些資源的相互整合本身已經能夠有效地吸引消費者注意，但在影音相關服

務的提供上，Webs-tv 除了能運用自身的豐富的會員資料庫外，可進一步思考如

何來加強自身在行銷與發行通路的相關資源，讓更多消費者接觸到 Webs-tv 的影

音服務，以增加其服務的到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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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Webs-tv 在競爭態勢構面中的核心資源表 

 結構面 通道面 網絡面 鏈局面 消費面 
水平

整合 
影音

部落

格 

3G 影

音平台 
版權

洽談

影音播

放軟體

內容提

供者間

的策略

聯盟 

ISP、固

網業者

間的策

略聯盟

向上與

向下整

合 

競爭

消費

注意 

拓展影

音服務

層面 

已擁

有的

核心

資源 

資金

       
頻寬

和基

礎建

設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資金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會員付

費人數

品牌名

聲 
 

資金 資金 資金 

會員

資料

庫 

會員

資料

庫 
 

系統設

計能力 
品牌

名聲

系統設

計能力

會員資

料庫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影音內

容版權

與影音

資料庫

財務

管理

能力 

影音

版權

與影

音資

料庫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品牌名

聲 
 

 個人管

理能力 
 會員資

料庫 
 

個人

管理

能力 

影音

壓縮

與串

流處

理能

力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財務管

理能力 
 系統設

計能力

可增

強的

核心

資源 

無 無 產業專

門知識

與經驗 
 

無 產業專

門知識

與經驗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無 無 行銷與

發行通

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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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表 6-10 為 RealMa 在競爭態勢構面中的核心資源表，如表中所示，

RealMa 和 hiChannel 與 Webs-tv 比較起來，其在競爭態勢的各個構面表現中較不

突出，就結構面來看，RealMa 並沒有擁有水平整合的相關核心資源，就目前市

場情形來看，似乎也不能支持其進行水平整合的相關併購行為；在影音部落格方

面，目前 RealMa 並沒有提供相關服務，未來若有計畫提供時，要加強的資源包

括頻寬和基礎建設的取得以減少頻寬支出的成本，累積更多會員與影音內容以形

成龐大的資料庫，之後再利用該資料庫針對消費者的喜好進行交叉運用，最後再

提供消費者所需求的相關節目與影音內容以形成正向的循環；在 3G 影音平台方

面，未來 RealMa 可以加強系統設計能力，自行架設 3G 影音網站，以吸引更多

消費者連入觀賞，進而獲取廣告費用。 

就通道面來看，RealMa 在版權洽談上建議可增加資金資源，以購買更多熱

門的內容，畢竟熱門內容和消費者之間是循環的關係，當網站上擁有很多熱門內

容時，消費者自然願意付費，當網站所獲得的資金增加時也就有能力能購買更多

的影音內容，網站也能拉更多的廣告；在影音播放軟體上，建議 RealMa 可增加

系統設計的相關能力，由於 RealMa 的播放系統乃是由 RealNetworks 公司所授權，

因此，在系統設計上較難有大的突破，不過本研究認為 RealMa 可以增進網站和

消費者間的互動介面，讓消費者更喜歡 RealMa 的網站表現方式。 

就網絡面來看，RealMa 雖然擁有知名的品牌名聲，但目前宜先增加會員方

面的資源強度，累積更多的流量或付費會員，並培養和內容提供者間的關係，以

吸引更多內容提供者或 ISP、固網業者來和 RealMa 合作。 

就鏈局面來看，RealMa 雖然擁有良善的團隊運作能力，但仍缺乏鏈局發展

最重要的資金與管理相關資源，未來可就這些方面進行補強，如尋找更多資金來

源的挹注，或增加股東的投資使其成為 RealMa 的主要競爭優勢來源。。 

就消費面來看，就競爭消費者注意來看，RealMa 的最需要增強的資源便是

行銷資金的增加，在擁有充足的行銷資金後，RealMa 可以先確定網站本身的定

位與目標族群，之後再利用持續性的行銷策略來吸引更多目標消費者加入，最後

達到網站整體流量增加，與吸引符合 RealMa 目標族群的廣告主投入廣告經費的

雙重目的；在拓展影音服務方面，RealMa 目前並沒有在網站中提供其他類型的

影音加值服務，未來如有類似規劃時，將可增強資金、影音內容版權與影音資料

庫、會員資料庫、系統設計能力等相關資源，並透過這些資源的相互運作來形成

新的影音加值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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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RealMa 在競爭態勢構面中的核心資源表 

 結構面 通道面 網絡面 鏈局面 消費面 
水平

整合 
影音

部落

格 

3G 影

音平台 
版權

洽談

影音播

放軟體

內容提

供者間

的策略

聯盟 

ISP、固

網業者

間的策

略聯盟

向上與

向下整

合 

競爭

消費

注意 

拓展影

音服務

層面 

已擁

有的

核心

資源 

  無 影音

壓縮

與串

流處

理能

力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品牌

名聲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品牌名

聲 
 

品牌名

聲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行銷與

發行通

路 

  產業專

門知識

與經驗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產業專

門知識

與經驗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可增

強的

核心

資源 

財務

管理

能力 

頻寬

和基

礎建

設 

系統設

計能力 
資金

 
系統設

計能力

會員付

費人數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資金 資金 資金 

會員

資料

庫   

會員

資料

庫 
 

   會員資

料庫 
 個人管

理能力 
 影音內

容版權

與影音

資料庫

資金 影音

版權

與影

音資

料庫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財務管

理能力 
 會員資

料庫 
 

個人

管理

能力 

        系統設

計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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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I’m TV 在競爭態勢構面中的核心資源可以整理成表 6-11 所示，就 I’m 

TV 的結構面來看，I’m TV 的定位是以平台服務提供者為主，目前並沒有水平整

合或併購的打算，但未來若有水平整合的計畫時，則必須要增強資金方面的資源，

以及個人與財務方面的管理能力，使其成為 I’m TV 的競爭優勢之一；在影音部

落格方面，I’m TV 所經營的 I’m Vlog 乃是影音部落格市場的先驅，而 I’m TV 也

擁有發展影音部落格的核心資源，因此，目前 I’m Vlog 在這部分擁有競爭上的

優勢存在；在 3G 影音平台方面，I’m TV 也同樣擁有發展上的核心資源，不過由

於 3G 目前各電信業者仍在努力的推廣中，因此，I’m TV 在擁有發展 3G 影音平

台的能力之餘，更重要的是進一步地思考要如何拓展該影音平台的知名度，建構

消費者對該平台的認知，以取得市場領導者的優勢。 

就通道面來看，根據訪談結果，I’m TV 在版權洽談上主要的核心資源為品

牌名聲的認同，並不採取拆帳或內容買賣的模式，因此，購買版權的機會相對的

小很多，但若未來有計畫提供部分獨家的影音內容時，本研究認為 I’m TV 可進

一步加強的資源為資金的取得；在影音播放軟體方面，I’m TV 所有的軟體技術

皆為自己研發而成，本身亦擁有必備的核心資源，因此，I’m TV 在這部分具有

競爭上的優勢。 

就網絡面來看，I’m TV 未來若要和更多內容提供者間進行策略聯盟時，可

增加的資源為會員付費人數，當內容提供者有穩定的收益時，將會更願意和 I’m 

TV 合作，此外，由於 I’m TV 在經營上並沒有額外支付任何費用給內容提供者，

因此，加強和各內容提供者間的合作關係便更顯得重要；在和 ISP、固網業者間

的策略聯盟上，I’m TV 可加強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並積極尋找 ISP 或

固網業者作為策略聯盟的伙伴，以進一步地節省頻寬傳輸的成本。 

就鏈局面來看，I’m TV 若未來有需要進行垂直整合的相關策略時，可進一

步增強與資金方面有關的挹注與管理能力，使其成為 I’m TV 在市場上的競爭優

勢來源之一。 

就消費面來看，在競爭消費注意方面，I’m TV 目前所提供的影視內容和其

他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相比仍不算多，因此，未來可增加資金方面的資源，尋求多

元的合作以進一步地拓展節目內容；在拓展影音服務方面，I’m TV 已開發出許

多不同的影音服務，包括線上學習、叫賣王等，未來 I’m TV 在這部分可加強資

金在行銷與發行通路的推廣上，讓更多消費者知曉 I’m TV 所提供的其他類影音

服務，進而增加其品牌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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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I’m TV 在競爭態勢構面中的核心資源表 

 結構面 通道面 網絡面 鏈局面 消費面 
水平

整合 
影音部

落格 
3G 影

音平

台 

版權

洽談

影音播

放軟體

內容提

供者間

的策略

聯盟 

ISP、固

網業者

間的策

略聯盟

向上與

向下整

合 

競爭

消費

注意

拓展影

音服務

層面 

已

擁

有

的

核

心

資

源 

 會

員資

料庫

     

頻寬和

基礎建

設 

影音

壓縮

與串

流處

理能

力 

品牌

名聲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會員資

料庫 
 

品牌名

聲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影音內

容版權

與影音

資料庫 

 會員資

料庫 
 

產業

專門

知識

與經

驗 
 

團隊

與業

務運

作能

力 

產業專

門知識

與經驗

 

品牌名

聲 
 

團隊與

業務運

作能力

個人管

理能力 
 會員資

料庫 
 

 影音版

權與影

音資料

庫 

系統

設計

能力 

 系統設

計能力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系統設

計能力 

 影音壓

縮與串

流處理

能力 

        

可

增

強

的

核

心

資

源 

資金 無 無 資金

 
無 會員付

費人數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資金 資金 資金 

個人

管理

能力 

    人際網

絡的連

結及整

合能力

 財務管

理能力 
 行銷與

發行通

路 

財務

管理

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