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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瞭解台灣目前寬頻影音產業之產業環境以及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為何，這些核心資源給予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哪些競爭

上的利基，以及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應如何在市場之中發展或拓展其核心資源以形

成競爭上的優勢，最後拓展資源基礎理論的理論研究範圍，並提供業者未來在策

略研擬上的參考。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與深度訪談法，

在綜合前六章的分析與討論後，本研究將先針對研究之結論與對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業者訪談之研究發現進行討論，之後再給予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實務經營上

的相關建議，最後一節則說明本研究之研究限制與對未來研究的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之相關討論 

在過去研究之中，大多數的研究在用到資源基礎理論時都僅是著重於有形資

產與無形資產的觀察上，忽略了能力面向上的重要性，本研究以整合性的觀點出

發，支持了資源基礎理論在解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策略行為與核心資源間具有

相當程度的重要性，而這樣以資源為核心的思考方式和過去以策略決策為出發點

的思考模式有著相當大的不同，本研究在整理分析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

與競爭態勢後，將先說明寬頻影音產業趨勢變化，接著再針對目前各業者的核心

資源與競爭態勢關係來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產業趨勢與變化 

（一）市場擴大與結構改變的趨勢 

在張惠雯（2001）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未來的競爭者將是

擁有較大競爭資源的集團式企業，這些企業將可能採取與現有業者策略聯盟、合

資或併購等方式來進入市場。在本研究的觀察中，近年來最主要進入市場的業者

便以入股 Webs-tv 的中興保全為最主要的業者，該業者的進入方式乃是以合資的

方式來進行，另外，像是 Yes!TV 則是由台塑集團、金仁寶集團及普華數位多媒

體共同合資成立，Catch Play 由威盛電子轉投資的威望國際所成立，而這些集團

業者在本業上都有良善的經營績效，因此，在未來的發展能力上值得密切的注意。

不過由於既有業者在內容、頻寬與技術上已累積了相當充足與豐富的資源與經驗

能力，因此，無形中也形成了市場上的進入障礙。此外，依目前的產業規模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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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頻影音產業相較於傳統媒體來說仍處於較為弱勢的媒體，或許未來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在發展上將會和進一步地跨入客廳中，和電視影音服務平台的提供者合作，

提供更多的加值服務。因此，整體來說，由上述的現象來看，寬頻影音市場結構

仍有不斷擴大與改變的趨勢。 

（二）影音加值的相關服務為發展趨勢 

本研究在結構面上的分析顯示，過去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都是採取單獨銷

售線上影音產品的經營模式，但近年來開始轉為提供其他社群式的服務，目前在

市場上佔有競爭優勢的寬頻影音皆有提供影音部落格的服務，主要是透過社群的

集市作用來吸引更多網友到影音網站中來瀏覽影音內容，甚至作為營收的主要來

源之一。因此，這種類似性的社群影音服務在未來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發展

的重點，尤其在 Web2.0 觀念的推動下，提供個人化、即時、互動、分享的影音

更是未來的關鍵趨勢與商機。 

（三）經營模式的轉變 

隨著寬頻網路與串流媒體應用的普及，網路上的影音節目逐漸往收費的方向

邁進，但根據研究者的觀察，隨著線上影音分享網站的增多，許多消費者開始透

過影音分享網站中「片段」的節目來看他們想看的內容，在替代效益的情況下，

自然地會衝擊到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收益，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開始走

向提供免費內容，並透過部分影音需要付費或是低價的的經營模式來吸引更多消

費者，如 Yes!TV 便是提供完全免費的電影可線上觀看、Catch Play 則是不提供

線上收看與出租，而以提供付費下載電影與不同類型的線上遊戲為主、hiChannel

規劃免費特區等，而這樣經營模式轉變就是回歸到早期的網路經營模式，亦即藉

由免費服務或資訊來吸引流量，並利用龐大流量作為向廣告主收取廣告費用的基

礎，因此，本研究認為未來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將採取免費與付費影音並行的經營

模式，加強免費影音的內容，而非只是過去單純的影音片段，透過流量的增加來

吸引更多消費者，以增加網站在網路廣告的收入。 

（四）電影租賃模式的轉變 

除了在網路上的經營模式有所變化外，未來擁有實體通路的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業者也將開始進行實虛整合，一方便將線上下載電影內容作為取代實體租賃商

店的經營模式，另一方面，也會同步地提供實體店鋪或超商作為提供消費者取得

實體電影 DVD 的通路，甚至使用國外十分流行的影片自助租賃機，讓消費者可

以更自由地選擇電影觀看方式。這種發展趨勢其實可以從美國最知名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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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租賃網站 Netflix 就可以看出，Netflix 為北美線上 DVD 租賃業之霸主，在

2005 年與 Wal-Mart 結盟合作，拓展其通路，並運用個人影片清單與取消到期日

的經營模式改變了現有 DVD 租借的實體店面經營模式，預計未來 Netflix 也將涉

足於隨選視訊市場，藉由擴大客戶選擇不同選片、看片、取片與還片之組合模式，

提供更多加值服務（周文卿，2007）。此外，美國加州影音網絡服務公司

CinemaNow 也在 2006 年開始提供美國用戶可以下載網站上的影音並燒錄成

DVD 光碟，不過消費者的接受度與願意使用程度應再進一步地觀察。 

（五）「流量化」與「精準化」的經營分野 

目前台灣寬頻影音產業發展十分蓬勃，各個業者在面對激烈的產業環境之下，

經營目的就是希望吸引更多流量到網站之中，進而產生獲利與效益。根據本研究

的觀察，目前網路廣告已經成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不可或缺的收入來源之一，是

以各個業者在未來發展上一方面會演變成對流量的極大化提升，透過龐大的流量

來吸引廣告主或媒體購買代理商；另一方面，則會演變成並不太注重於流量的大

幅度提升，反而更著重於目標族群與個人化的經營，追求會員資料庫的精準與極

大化，最後再利用資料採礦的方式，找出對廣告主最有利的消費者，進而吸引與

說服廣告主或媒體購買代理商投入廣告預算於其中。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未來

發展的趨勢將演變成大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所著重的是如何拓展市場，小型

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著重的是分眾的利基市場。 

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核心資源的發展情形 

（一）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領導者的共有特質便是掌握了「頻寬」、「內容」、「技術」、

「資金」與「財務管理能力」等重要的資源 

就各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所擁有的核心資源來看，本研究將各業者所擁

有的核心資源與該核心資源所擁有的資源強度整理成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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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表 
核心資源項目 hiChannel Webs-tv RealMa I’m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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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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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註：◎表示為「最具有」優勢的核心資源  ○表示為具有優勢的核心資源  
－表示此項資源並非公司取得競爭優勢的核心資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過去文獻可知，包括許多研究者和寬頻影音產業經營者都認為「頻寬」、

「內容」與「技術」為發展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必備三個要素，而由上表來看，

頻寬的部分便是有形資產中的頻寬與基礎建設，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擁有頻寬與

基礎建設後，將能進一步節省成本與提供消費者更快速、不延遲的影音服務；內

容的部分為無形資產中的「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藉由影音版權與影音

資料庫的累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將可以提供滿足消費者收視需求的內容，或透

過更多獨家內容的播放來吸引消費者點選收看；技術部分則是組織能力中的「系

統設計能力」與「影音壓縮能力」，寬頻影音匯聚網站透過優秀的技術能力將能

更有效的壓縮影音，並利用更少的頻寬來傳輸影音內容，此外，藉由完備的系統

設計能力將能達成與消費者間的良好互動，並吸引其產生良好的印象，進而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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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產生使用上的忠誠度。hiChannel 與 Webs-tv 在這三個方面相較於 RealMa、I’m 

TV 來說，都具有較大的競爭強度與優勢，因此能成為目前市場上的領導者。然

而，再進一步比較 hiChannel 與 Webs-tv 和其他兩家業者的資源差異後可知，「資

金」與「財務管理能力」為 hiChannel 與 Webs-tv 有別於其他兩個所擁有的資源

優勢，由於資金具有延展性的特質，在有效率的運用下將可以幫助企業進行不同

層面的發展，如購買獨家版權、增進技術發展、增加儲存設備與傳輸頻寬等，因

此，「資金」與「財務管理能力」亦是幫助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取得競爭優勢的來

源之一。 

（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經營上所共有的核心資源為「品牌名聲」、「影音壓縮與

串流處理能力」、「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 

一般來說，企業中的優勢核心常常附屬於個人，公司要留住資源即要留住人，

本研究在訪談後發現，目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經營上大多已將個人能力的部分

內化為團隊能力，將優勢資源組織化，並透過「團隊」來代替「個人」，將個人

資源優勢轉為組織所擁有，因此，組織能力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經營更顯得重

要。根據表 7-1 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共有的核心資源為「品牌名聲」、「影

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雖然各業者對上述資源有不

同的發展策略與方向，但整體來說，都顯示各業者特別注重這些資源的累積與發

展。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資源項目都並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而是必須透過不

斷的累積與經驗能力的培養才能達成，因此，上述的資源項目除了是有志於投入

寬頻影音產業者需不斷培養與累積的基本核心資源外，亦是現有經營者應不斷增

強的資源，如此才能具備有基本的競爭實力。 

（三）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為相互組合的概念 

根據過去學者們在有關於核心資源的討論中，林晉寬（1995）曾指出，在真

實世界中，資源是以組合的方式來運作，而 Black & Boal(1994)亦認為，核心能

力的建構乃是透過多個核心資源項目所組成。而本研究在調查各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後也發現相同的結果，各公司的核心資源乃是以組合的方式

呈現，也就是說各公司之競爭力的塑造，往往是多個核心資源項目之互動下的結

果，此外，隸屬於類似產業特性的中之不同的公司，會因為公司營運策略的不同，

而擁有不同的核心技術類型及不同的資源組合。本研究就核心資源的分析上也發

現類似的情形，許多業者所擁有的核心資源並非完全獨立出來，而是由許多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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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資源交相組合而成，例如 I’m TV 在智慧財產權、系統設計能力與影音壓

縮與串流處理能力等資源項目乃是相互連結的，I’m TV 透過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方能使其系統設計與影音壓縮等能力的維護上具有競爭優勢；hiChannel 必須先

擁有完善、具有協調能力的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才能具備優秀的系統設計能力與

影音壓縮與串流傳輸能力等。因此，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為相互組合的

概念。 

三、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之構連關係 

（一）「資金」、「會員資料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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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市場中各構面競爭優勢的基本核心資源 

根據先前的分析可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市場競爭態勢的各個構面中，為

了要取得各構面的競爭優勢，也應擁有不同類型的核心資源。本研究在整理各構

面中的核心資源後，發現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擁有有形資產中的「資金」、無

形資產中的「會員資料庫」、組織能力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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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核心資源後，至少能在五個競爭態勢構面

中取得三個構面上的競爭優勢，由這些基本的核心資源中更可以發現，組織能力

含括了三個不同類型的核心資源，顯示組織所擁有的相關技術與業務運作能力實

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經營與發展的基礎。 

（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應進一步培養「人際網絡的連結與整合能力」與「行銷

經驗與能力」這兩方面的資源 

根據本研究所整理的過去文獻可知，一般企業在通道面、網絡面、鏈局面會

特別注重於人際網絡的連結與整合能力，而在結構面與消費面則會特別重視行銷

經驗與能力的培養，就本研究的分析來看，這兩個部分都不是目前寬頻影音匯聚

網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然而，在台灣企業的運作中，人際關係是很重要的一環

考量因素，當企業的決策者在選擇合作夥伴時，為了有效預期對方的兌現能力與

誠意，信任的建立會轉而依恃於過去利益累積的經驗，首先想到的就是過去經驗

的連結關係（趙蕙鈴，1995），因此，對需要仰賴內容與頻寬資源的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來說，這部分的能力應是未來要更著力去培養的部分；另一方面，寬頻影

音匯聚網站所面對的就是消費者，在網路產業中，網路公司創造商機的方式不外

乎透過創造需求與滿足尚未被滿足的需求（見 http://dwz.tw/0866），由於寬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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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產業是個仍在發展中的產業，因此，經營者更應思考著要如何透過行銷來改變

某些族群的生活形態，亦或透過行銷或經營模式的改變來滿足顧客的需求，加強

品牌的建立，建立網站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 

第二節 寬頻影音經營者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對相關文獻的整理與實務上的觀察結果，本研究將針對本研究的

案例業者應如何增強既有的核心資源與未來可再拓增哪些核心資源這方面的看

法及經營上的相關建議來進行說明，期能協助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在思考資源

建構與競爭優勢的建立上作為參考依據。 

一、對 hiChannel 之建議 

目前 hiChannel 擁有 Hinet 龐大的資金、頻寬及營收作後盾，因此，在發展

上擁有既有的優勢，此外，愛爾達也扮演了好的整合者角色，並擁有良善的團隊

協調與管理能力，本研究認為 hiChannel 在擁有上述優秀的核心資源之餘，可以

進一步強化的核心資源為會員付費人數的增加，吸引更多人加入 hiChannel。 

在未來可拓展的核心資源方面，hichannel 在結構面上要擁有競爭優勢，可

以拓增其在個人管理能力與系統設計能力的相關資源與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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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擁有必須的核心資源項目，

因此具備了完善的發展實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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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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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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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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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未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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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鏈局面上，hichannel 和 Hinet 已培養出緊密的合作關係，而目前 hiChannel

也沒有相關的產業價值鏈的整併規劃，因此，未來若有相關的計畫時，和水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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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相同，可將個人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 

在消費面上，hiChannel 擁有吸引消費者注意的核心資源，在這部分也具有

競爭上的利基，而在拓展影音服務方面，hiChannel 可以進一步地加強網站系統

的設計能力，使其能提供更多元化的影音服務。 

在其他的經營建議上，目前 hiChannel 為提升流量，紛紛祭出 MLB、體育賽

事等相關節目策略，不過如何不斷的利用獨家版權來吸引流量將是個問題，這樣

的策略畢竟只是短期快速增加用戶的方法，僅滿足消費者的短期性需求，但並不

表示顧客已經達到滿意的程度，因此本研究認為 hiChannel 未來應該提出更多增

加顧客黏著度的新興加值服務，以有效地增加顧客的黏著度。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 hiChannel 的建議整理成表 7-2 所示： 

【表 7-2】hiChannel 建議表 

項目 實務建議 

目前可再強化的核心資源 會員付費人數的增加 

未來可再拓展的核心資源 結構面 將個人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 

增強系統設計能力 

通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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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更為友

善 

網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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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局面 將個人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 

消費面 加強網站系統的設計能力，使其能提供更

多元化的影音服務 

其他經營建議 提出更多增加顧客黏著度的新興加值服

務，以有效地增加顧客的黏著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對 Webs-tv 之建議 

Webs-tv 在併購蕃薯藤之後擁有入口網站流量的優勢，而和百視達的併購也

增加了許多影音版權上的資源，目前雖然 Webs-tv 雖然擁有 Giga ADSL，和許多

ISP 固網業者也有合作關係，但仍能再加強頻寬與基礎建設方面的資源，思索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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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節省頻寬傳輸的成本的方式，此外，也能再強化系統設計方面的能力，以因

應未來實虛整合後的平台設計需求。 

在未來可拓展的核心資源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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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3G 影音平台的拓展中，則可以增加電信

相關產業的專門知識與經驗，讓本身就已擁有的相關技術能力更進一步的發揮。 

在通道面方面，Webs-tv 在洽談版權上擁有競爭上的優勢，本身亦有充足的

資源與能力來和內容提供者進行協商與合作，而在影音播放軟體方面，Webs-tv

可增強在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上的相關資源，透過這些經驗的累積將可以幫助

Webs-tv 不怕技術的汰換，仍能根據累積的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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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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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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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鏈局整併上具有相當程度的優勢存在，本身也擁有支持其在鏈局面上發展的核

心資源。 

在消費面方面，Webs-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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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的經營建議上，Webs-tv 透過百視達將能累積大量的影音版權，但如

何透過再次包裝，以及結合這些龐大的影音資源以達到結合的綜效值得進一步地

思考。本研究認為，若未來 Webs-tv 能將百視達的影視資源數位化，建置完善的

影音搜尋引擎，不論新、舊片的價格都較在電影院或實體租借便宜時，將能帶動

消費者線上收看的商機，另外，再透過線上社群的口碑操作影響後，將能和廣告

主、內容提供者間產生連動的正向影響關係。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Hayward(2002；轉引自蔡鈺華，2006)在研究企業的

併購行為時，發現當企業進行一連串的併購策略時，容易掉入競爭力的陷阱，失

去其他領域的學習力與競爭力，最後導致經營績效的不佳。因此，本研究認為

Webs-tv 在未來經營上更應要多著眼於其他平台的影音服務，以增加 Webs-tv 在

消費者心中的品牌承諾與對其影音服務品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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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將 hiChannel 的建議整理成表 7-3 所示： 

【表 7-3】Webs-tv 建議表 

項目 實務建議 

目前可再強化的核心資源 思索更能夠節省頻寬傳輸的成本的方式 

強化系統設計方面的能力 

未來可再拓展的核心資源 結構面 增加電信相關產業的專門知識與經驗 

通道面 增強在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上的相關資

源以設計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網站運作

與軟體互動介面 

網絡面 加強人際網絡的連結及整合能力，建立更

密切的互動關係 

鏈局面 無 

消費面 加強自身在行銷與發行通路的相關資源

以接觸更多消費者 

其他經營建議 將百視達的影視資源數位化，建置完善的

影音搜尋引擎 

線上社群的口碑操作 

多著眼於其他平台的影音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對 RealMa 之建議 

RealMa 目前擁有 RealNetworks 的台灣區獨家技術授權，也是台灣獨家專門

使用 RealPlayer 影音播放軟體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擁有 PC 和 3G 的影音播放

通路，本研究建議目前 RealMa 可以進一步地強化現有品牌名聲的營造，增加消

費者對 RealMa 的知曉度，並拓展行銷與發行通路方面的資源，增加 RealMa 內

容與品牌的能見度。 

在未來可拓展的核心資源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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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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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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觀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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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資金方面的

資源，未來可尋求股東或更多投資者的資金投入，另一方面，也可增強經營者在

鏈局發展中所需的財務與經營管理能力，將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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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的經營建議上，由於 RealMa 本身並沒有策略聯盟的頻寬與基礎建設

業者，因此，在扣除伺服器、儲存設備頻寬傳輸等成本後，導致其所應付出的成

本高過於其他擁有頻寬與基礎建設資源的業者，而這樣的門檻也是導致很多業者

無法跨入寬頻影音產業的原因，再加上內容版權的供應不夠豐富，因此，目前在

營運上相較於本研究的其他業者並沒有特別出色。 

就收益來說，目前 RealMa 的收費主力主要來自於串流音樂，但目前串流業

者相對於 P2P 傳輸業者具有合法性優勢的利基已不復存在，許多早期的 P2P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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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轉型為合法的串流傳輸，如 ezpeer，甚至也有如 KKBOX 專屬提供串流音樂

服務的業者，因此，RealMa 在未來應該進一步地思考如何提供更多加值或免費

性的社群服務（如部落格）來達到集市作用，以吸引更多的消費者。此外，由於

RealMa 的經營者擁有遊戲橘子方面的經營經驗，建議未來可以學習 Catch Play

目前的作法，將影音與遊戲整合，畢竟線上遊戲產業在台灣擁有龐大的市場，兩

者如能有效的結合將能有效地提升 RealMa 的收益。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 RealMa 的建議整理成表 7-4 所示： 

【表 7-4】RealMa 建議表 

項目 實務建議 

目前可再強化的核心資源 強化現有品牌名聲的營造，增加消費者對 RealMa 的知

曉度 

展行銷與發行通路方面的資源，增加 RealMa 內容與品

牌的能見度 

未來可再拓展的核心

資源 

結構面 頻寬和基礎建設的取得以減少頻寬支出成本 

累積更多會員與影音內容以形成龐大資料庫 

加強系統設計能力，自行架設 3G 影音網站，以吸引更

多消費者連結觀賞，進而獲取廣告費用 

通道面 增加資金資源，以購買更多熱門的內容 

加強系統設計的相關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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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面 增加會員方面的資源強度，累積更多的流量或付費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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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局面 可尋求股東或更多投資者的資金投入 

將個人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 

消費面 增加行銷資金，利用持續性的行銷策略來吸引更多目標

消費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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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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建議 思考如何提供更多加值或免費性的社群服務（如部落

格）來達到集市作用，以吸引更多的消費者 

未來可以學習 Catch Play 目前的作法，將影音與遊戲整

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對 I’m TV 之建議 

I’m TV 的經營模式和現有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以內容收費的方是有很大的不

同，採取獨家開發影音播放平台的方式，透過專利的保護，技術能力是促使 I’m 

TV 保持競爭優勢的主要核心資源，在現有的核心資源上，本研究建議 I’m TV 可

利用擁有 ISP 經驗的相關知識與人脈，找尋更多頻寬與基礎建設的業者進行合作，

以節省更多的頻寬成本，保持影音收看品質的穩定，另一方面，I’m TV 由於改

版開台不久，未來也應不斷地拓展品牌知名度與強化、增加影音內容的強度。 

在未來可拓展的核心資源方面，就結構面來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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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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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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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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增強資金資源與將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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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的經營建議上，I’m TV 目前的收入來源有大部分都以廣告為主，但

光靠廣告收入事實上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未來應加強行銷方面的精準度，並思

考如何更有效地結合 I’m TV、I’m Vlog 與年代集團旗下的相關媒體服務以產生

更高的廣告效益，吸引更多廣告主願意投入預算在其中。此外，隨著頻寬空間與

速度的不斷增加，Triple Play 也將成為未來的趨勢，在三網合一服務的帶動之下，

I’m TV 可掌握既有的技術能力方面的優勢，尋找更多策略聯盟伙伴，共同提供

寬頻網路、電信通訊與網路電視三合一的加值服務。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 I’m TV 的建議整理成表 7-5 所示： 

【表 7-5】I’m TV 建議表 

項目 實務建議 

目前可再強化的核心資源 利用擁有 ISP 經驗的相關知識與人脈，找尋更

多頻寬與基礎建設的業者進行合作，以節省更

多的頻寬成本 

拓展品牌知名度 

強化、增加影音內容的強度 

未來可再拓展的核心資源 結構面 增強資金方面的資源 

將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優勢的來源 

拓展該影音平台的知名度，建構消費者對該平

台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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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面 取得更多資金以取得更多獨家的影音內容時 

網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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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和各內容提供者間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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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局面 增強資金資源與將財務管理能力強化為競爭

優勢的來源 

消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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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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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提供的其他影音服務

其他經營建議 加強行銷方面的精準度，並思考如何更有效地

結合 I’m TV、I’m Vlog 與年代集團旗下的相關

媒體服務以產生更高的廣告效益 

I’m TV 可掌握既有的技術能力方面的優勢，尋

找更多策略聯盟伙伴，共同提供寬頻網路、電

信通訊與網路電視三合一的加值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研究特色、研究限制與對未來研究之相關建議 

一、 研究特色 

誠如 hiChannel 執行長陳怡君所言，在 2003 年到 2005 年之間，大多數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都很願意分享其經營模式，不過因為過去的經營模式遇到了許多的

問題，因此，這兩三年之間業者們也不斷地在思考該如何發展。本研究透過次級

資料分析與深度訪談的方式整理出目前台灣寬頻影音產業主要經營者的核心資

源現況，提供未來研究者與有意進入寬頻影音市場者作為參考。 

此外，在過去研究之中，大多數的研究在用到資源基礎理論時都僅是著重於

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的觀察上，忽略了能力面向上的重要性，本研究以整合性的

觀點出發，支持了資源基礎理論在解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策略行為與核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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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具有相當程度的重要性，而這樣以資源為核心的思考方式和過去以策略決策為

出發點的思考模式有著相當大的不同，本研究之結論足以作為寬頻影影匯聚網站

業者在經營規劃上作為參考。另一方面，根據本研究在各個研究案例業者的核心

資源比較中可知，其共有的核心資源為品牌名聲、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團

隊與業務運作能力等，因此，本研究認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經營上最為基礎的

核心資源為「品牌」、「技術」與「團隊」，這三樣核心資源支持著寬頻影音匯聚

網站的發展與獲利，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失去這三樣核心資源時，除了在市場上

難有太大的表現外，更別說取得競爭上的優勢。 

最後，本研究認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要取得競爭優勢可從市場領導者目前所

擁有的核心資源中看出端倪，透過 hiChannel 與 Web-tv 過去發展的策略沿革與其

核心資源發展可知，這兩個業者在發展上所著重培養的核心資源為「頻寬」、「內

容」與「技術」這三個面向，而本研究認為促使這三個面向能不斷成長的主要助

力為「資金」與「團隊能力」的支援，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擁有充足的資金與良

善的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時，自然能支持其在「頻寬」、「內容」與「技術」這三

個面向上有所成長，進而將能運用最少的頻寬成本，壓縮出最好的影音品質，爭

取到好的影音內容並傳遞給用戶，進而形成正向循環，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相反地，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在這三個部分都無法取得競爭上的優勢時，在

生存上自然會面臨較多的問題，如果失其一的話，將無法導致其目前的市場競爭

地位，因此，本研究認為這三個部分是導致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能在市場中取得優

勢的主要原因，而背後的團隊運作與資金更可算是引導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領導者

成功的關鍵資源，也是未來有志於寬頻影音產業經營者所應努力培養、發展的方

向。 

二、 研究限制 

    雖然本研究力求客觀，但仍有下列的研究限制： 

（一）受訪者主觀的影響 

本研究在核心資源量表的探討上，主要是由受訪者來勾選，雖然研究者在受

訪者勾選之外也輔以新聞報導、碩博士論文等相關資料文獻來支持其說法，並嘗

試勾勒出各個受訪業者的核心資源型態，但許多資源項目受限於資料的可得性低、

模糊性高，因此，必然地會受到受訪者主觀認知的影響。此外，本研究雖然嘗試

將各業者的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間進行構連，整理出其間具體的辯證關係，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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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仍不免受到主觀的影響，無法運用數字量化的方式更清楚地運用信度與校

度的檢驗以更說明具體的關係。 

（二）商業機密取得不易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深度訪談為主，但在進行相關訪談時，由於部分問題，

如績效與收益等受訪者認為涉及到商業機密與未來發展的策略，且受訪時間大約

都在一個小時左右，雖然能夠幫助本研究快速的取得資料，但在有限的時間內很

難取得更多深入性的資料，因此，這些部分是本研究較難去克服的地方。  

（三）研究對象上的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案例以目前台灣主要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為主，在研究案例的

挑選上也儘量挑選在產業中具有競爭優勢存在的業者，但受限於本研究時間、人

力方面的限制無法對寬頻影音產業中既有的業者做較大規模的比較，也難以挑選

在本研究進行時的新進業者來做比較，以取得更完整的整體產業全貌，因此，本

研究在這部分有其限制存在。 

二、未來研究建議 

針對未來的研究建議部分，本研究認為未來研究可由下列幾點方向去思考： 

（一）可針對不同類別卻提供相似服務的網站進行比較性研究 

競爭策略在過去的基本問題便是要界定清楚競爭對手，就競爭對手的定義來

說，可以包括相同產品市場的業者、擁有類似能力的業者，或是其他具有進入潛

力的競爭者（Day & Reibstein, 2004）。就寬頻當然音產業來看，本研究將寬頻影

音匯聚網站的競爭者界定在同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業者，但在數位匯流與服務

去界線化的趨勢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提供的服務不僅限於影音內容的提供而

已，還包括社群的各類服務、免費電子信箱等，無形中和各大入口網站與部落格

平台都形成相互競爭的關係，當然，各個網站同樣的也開始提供影音內容的加值

或免費服務。因此，本研究建議未來可針對不同類別卻提供相似服務的網站進行

比較性研究。 

（二）寬頻影音產業的核心資源指標研究 

本研究在評定寬頻影音產業的核心資源時主要是由受訪者來勾選該公司所

具備的核心資源項目並解釋之，但這樣的方式不免受到受訪者主觀的影響，值得

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本研究所選出的寬頻影音產業核心資源指標是否已經能代

表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或者應該研究加入更多的指標，以便能更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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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營運情形，這問題值得未來的相關研究參酌研議，以

更清楚的釐清之間的關係。 

（三）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消費者相關研究 

目前許多影音網站都有同時提供影音部落格服務或入口網站等服務，但消費 

者在這之間的流動關係，以及消費者會如何看待這些寬頻影音網站所提供的服務，

彼此間是否會有綜效的情形產生都值得未來有興趣於寬頻影音產業的研究者進

一步地探討。 

（四）經營績效方面的研究 

根據產業經濟理論的說法，產業的市場結構會影響到廠商的市場行為與其經

營績效，亦即如果市場結構改變，廠商的經營績效也可能會隨之產生變化。隨著

寬頻影音產業的市場結構不斷改變，再加上本研究是以資源基礎為出發，也缺乏

經營績效的資訊取得，是以建議後續研究者可由 SCP 的理論作為出發點，針對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結構、行為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層面進行更深入的分析與探

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