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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 1990 年代開始，數位科技、網路壓縮技術及網際網路科技的普遍運用，

使得通訊與傳播市場間固有的界線日趨模糊，原本被認為完全獨立於彼此的電信

網路產業、電視產業、電腦網路產業開始打破彼此的疆界並融合在一起，形成所

謂「數位匯流」的現象，而數位匯流的現象也促使新服務模式的產生。舉例來說，

台灣目前的有線電視網路與電信網路均可提供寬頻服務，且互跨經營的機制漸趨

成熟；網際網路除了提供寬頻上網之外，亦可提供通信服務與廣播視聽等娛樂服

務；第三代行動通信除傳統語音服務外，也可進一步提供影像資訊傳輸服務等（龔

繼衛，2004）。因此，消費者只要擁有適當的設備，就可以隨意地與資訊提供商

進行連結，達成彼此間的雙向互動。 

    網路電視(Internet TV)其實是典型的數位匯流媒體，匯集了電視、電訊、網

路、電腦應用等等不同的產業，簡單的來說便是透過網路來觀看電視，而目前有

關網路電視的名稱也相當多元，包括 IPTV、web TV、enhanced TV、個人電視

(Personal TV)與互動電視等(Gerbarg & Noam, 2003)。而透過網路來看電視的概念

可以藉由終端的不同再加以劃分，以網路加值型電視(Internet-enhanced TV)為例，

當電視機結合電腦技術之後，業者能透過電視機來提供網際網路之類的數據服務，

也能提供多元的數位節目，而消費者也能透過網路傳輸來和電視機產生互動；另

一方面，線上影音(TV on Internet)的顯示終端為個人電腦，業者透過視訊編碼、

壓縮與串流技術的傳輸後，可以將影音節目以隨選或即時的方式傳輸到消費者的

個人電腦中，讓個人電腦成為消費者的娛樂中心(Noll, 2003)。 

    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在 2007 年 1 月時所公布的「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

報告顯示，截至 2007 年 1 月 15 日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成長約 1,523 萬人，

佔整體人口上網率達 66.91%，其中，寬頻網路使用人數約 1,240 萬人，約占總人

口數六成三(63.36%)。由該報告所顯示的數據可知，目前台灣地區上網及寬頻之

人數/普及率與家戶數/普及率皆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民眾的資訊操作能力也都

普遍地在提升當中。 

目前大多數的消費者接觸到網路電視的機會上主要是以個人電腦的平台為

主，因為目前個人電腦仍是目前大部分家中唯一應用上網資源的設備，而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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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的操作上也具有使用影音多媒體娛樂的經驗（簡文強，2003），因此，個

人電腦為寬頻影音產業最早發展的平台。根據 eMarketer 的估算，在 2006 年時，

有超過三分之一美國民眾至少以每月一次的頻率在網路上看過影音節目，大概有

60％的網友已經養成在線上收看影音節目的習慣，而到了 2009 年之後，eMarketer

預估將會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成為線上影音的閱聽眾（趙書珣，2006）。 

另一方面，促使推升線上影音內容市場的主要因素，在於家戶寬頻普及率將

更為普及，根據產業調查機構 In-Stat 於 2006 年所發佈的數據指出，全球收視線

上影音內容(online video content)的家戶，將由 2005 年的 1 千 3 百萬戶，成長至

2010 年的 1 億 3 千 1 百萬戶，成長率高達九倍（孫鴻業，2006 年 8 月 17 日）。

目前國內最大的 ISP 業者中華電信已著手進行五年投資 600 億建置全國光纖到家

戶的高速網路「光世代」計畫，預計在 2011 年完成所有的硬體建設，並於 2013

年時達到台灣網路系統完全是以 IP 為基礎的光纖網路目標（楊瑪利、江逸之，

2007 年 4 月）。因此，隨著消費者連網速度與資訊操作能力的不斷進步，寬頻影

音產業在未來將具有很大的發展潛力，前景也相當令人期待。 

目前國內外寬頻影音市場也開始出現許多提供影音內容服務的業者。在國外，

Google 和雅虎於 2004 年時先後推出影片搜尋的服務，目前 Google 甚至規劃可

讓使用者先免費看一段 10 秒鐘的網路短片，再把使用者轉送到特定的電影網站

之中；Yahoo 則和影片供應商 AtomFilms 合作，由 AtomFilms 負責提供影片內容，

而 Yahoo 則會把網路使用者導向 AtomFilms 的網站(Olsen, 2005)。蘋果電腦在

2005 年 10 月時開始於 iTunes 音樂商店販賣電視影集，一部 1.99 美元的價格帶

起了線上付費影音的風潮；2006 年 3 月時，美國 CBS 電視台宣布，讓網友透過

網路串流免費收看美國大學籃球聯賽的節目；2006 年 4 月時，迪士尼旗下的 ABC

電視台則開始陸續地把《慾望師奶》(Desperate Housewives)、《LOST 檔案》等一

線影集搬到網路上播出（謝哲豪，2006）。  

    在國內，包括電信公司、網路公司、握有娛樂內容的電視台等不同產業領域

的業者也都紛紛投入寬頻影音的領域，隨著投入業者的增加，寬頻影音產業內的

競爭也越來越激烈。本研究依據寬頻影音網站內容經營策略的不同，將寬頻影音

網站區分為自有品牌類(Branded Content)的影音網站與影音匯聚類(Content 

Aggregator)的影音網站(Ha & Ganahl, 2004)。自有品牌類的影音網站指的是該網

站所提供的影音內容皆為該網站或母集團所產製的影音內容，這類型的業者有東

森電子報 Ettoday、中華電視公司 CTS 等媒體公司；影音匯聚類網站則是指該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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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的內容乃是由其他的內容提供者所提供，該網站本身並不產製內容，這類型

的業者有網絡數碼 Webs-tv、中華電信與愛爾達合作經營的 hiChannel、Microsoft

所經營的 WindowsMedia、Yes!TV 網路電視、RealMa 龍馬寬媒體、QLife 亞太寬

頻影音網等業者。根據 2006 年 10 月份創市際 NetRover™所紀錄上網者的行為

資料顯示，目前在線上觀賞影音已是許多網友日常網路行為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

有高達 86.6%的網友皆有在網路上觀賞影音的經驗，其中更有 6.9%的網友表示，

曾經在網路上付費觀賞線上影音內容，而在最受歡迎的線上影音網站方面，前三

名分別為網絡數碼 Webs-tv、中華電信與愛爾達合作經營的 hiChannel，及

Microsoft 所經營的 WindowsMedia，其中，有高達 57.1%線上影音使用經驗的網

友(N=3306)表示有聽說過網絡數碼 Webs-tv，hiChannel 則有約 50%的知曉度，

WindowsMedia 為 34.5%，而回答「以上都不知道」的網友僅佔 10.7%，顯示多

數網友對於主要的影音平台都有相當的認識。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家業者皆為影

音匯聚類的影音網站，顯示寬頻影音匯聚類的網站在台灣影音市場中普遍地受到

消費者的喜愛，由於在網路世界中，流量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網站的商業價值，

因此，值得就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市場上的競爭策略做進一步地探討。 

事實上，從 2004 年開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在市場上的競爭行為便不

斷發生，例如網絡數碼 Webs-tv 陸續併購了創作線上同人城市、狂狷年少 BBS

站、寬頻入口網站「GiGigaga.com」、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影音網」、GigaADSL

等網路業者，之後在中興保全的資金挹注下，又併購了台灣第三大入口網站蕃薯

藤 Yam.com 與台灣百視達，未來規劃將朝實虛整合的方向進行（楊伶雯，2007

年 1 月 2 日），值得注意的是，網絡數碼 Webs-tv 的公司名稱已於 2007 年 3 月 27

日宣佈更名為「天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webs-tv inc.）」，網站名稱則改為「Yam

天空寬頻電視」1，顯示其統一 Webs-tv、Giga ADSL、蕃薯藤、台灣百視達等不

同品牌與資源的決心；另一方面，由於國內網路影音服務商機持續發燒，也吸引

了年代數位媒體 I'm TV 及普華數位多媒體 Yes! TV 跨足網路影音產業，目前 Yes! 

TV 規劃除了網路影音服務外，未來將會進一步地提供手機多媒體服務，以整合

其背後股東金仁寶集團和威寶電信的電信資源。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目前在 Yes! 

TV 網站上觀賞影片時，消費者會先看到一段威寶電信的廣告，之後才是所點選

的影音內容，由這樣的情形看來，兩者顯然已有資源逐步整合的情形發生。在寬

                                                 
1 Webs-tv 雖然已改名為「Yam 天空寬頻電視」，但為了研究名稱與文獻整理的統一，本研究仍沿

用其舊名 Webs-tv，以避免和先前文獻產生不一致的情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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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的發展越來越蓬勃的情形下，不同資源背景的業者也有著不

同的發展與競爭策略，而這樣的關係與發展趨勢，不論在學術界或實務界，都是

非常值得探究的內容。 

在早期 1980 年代時，策略分析的重點主要是以 Porter(1980)的產業結構分析

與競爭特性的定位分析為主，強調的重點在於組織與環境之間的競爭性關係，到

了 1990 年之後，隨著競爭環境的不斷改變，策略分析的重點開始轉變成以強調

企業的內部資源為主，包括 Hamel & Prahalad(1989)、Barney(1991)、 Collis & 

Montgomery(1995)等眾多學者在探討企業競爭策略的規劃時，都認為企業應逐漸

將策略規劃的焦點從傳統的外部導向之產業分析轉變為以企業獨特能力為中心

的新策略觀點，唯有企業專屬之資產或能力才是競爭優勢的基礎。吳思華（2000）

也認為企業的經營是持久而執著的努力，唯有不斷的累積資源，才能形成不敗的

競爭優勢。由於在數位化匯流的趨勢之下，資訊產業面臨激烈的多樣化競爭，產

業競爭環境的不確定性也隨之增加，因此，透過資源基礎觀點來檢視企業所擁有

的核心資源具有其必要性，尤其對變動快速的寬頻影音產業來說，更顯得重要。 

另一方面，綜觀國內有關寬頻影音產業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年份都集中在

2001 年到 2004 年之間，但在之後的這幾年中，除了網路產業興起影音部落格的

服務與 Web2.0 等相關網友互助、分享的概念外，寬頻影音業者的經營模式比起

當時的研究情境來說顯然也有很大的轉變，包括影音業者間的水平整合、與 ISP

業者的垂直整合、多角化經營、免費影音內容的提供等，因此，在此當時，有必

要再就寬頻影音產業的環境進行一番的整理與說明。 

綜合上述，本研究從資源基礎理論出發，探討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

並針對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市場上的競爭態勢來進行觀察，以瞭解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實際擁有的核心資源為何，以及應如何運用或拓展其核心資源以形成在

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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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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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問題意識下，根據資源基礎理論可知，資源基礎理論強調企業

優勢地位來自於獨特的資產或能力，著重於「企業可控制的內部條件」，即是將

企業資源能力與競爭優勢連結，探討廠商可維持競爭優勢的來源(Barney, 1991)。

其次，目前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間的競爭十分激烈，尤其在現有業者的併購行

為與新進業者不斷地投入大量資源的情形來看，各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如何在不

斷改變的競爭態勢下獲取優勢，更值得關心網路產業發展者密切地注意。因此，

本研究將以資源基礎理論為邏輯推演的基礎，深入探索台灣目前寬頻影音產業之

生態與產業環境，找出目前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與其資源特性，並配合

外部環境的考量，以瞭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市場中如何增強或拓展其核心資源

以形成或維持其競爭優勢。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瞭解台灣目前寬頻影音產業之產業環境。 

（2）探討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與其資源特性。 

（3）分析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對其發展的競爭利基。 

（4）分析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市場中如何發展或拓展其核心資源以形成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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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名詞定義 

在進行研究之前，本研究先將幾個關鍵名詞予以定義與釋義，以俾利於劃分

研究範圍，使研究的焦點更為集中。 

一、寬頻影音網站 

    本研究所設定的研究對象為寬頻影音網站，指的是在電腦網路平台上以串流

(streaming)方式提供影音節目內容的網站經營者為主，其基本原則為追求利潤的

最大化，並期望能從經營影音網站中獲利。目前除了提供電視節目、電影的寬頻

影音網站外，也有許多提供其他性質影音內容的網站，如電玩遊戲類網站（如巴

哈姆特電玩資訊站）、房仲業網站（如永慶影音網）、NetTV 網路財經電視等，由

於本研究探討的主要為娛樂性質的影音節目內容，因此，這類型的寬頻影音網站

並不列入討論之中。 

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 

Ha & Ganahl(2004)在探討南韓與美國的網播服務業者的經營模式時，將網播

服務的經營模式區分成「接近性因素」、「影音內容策略」與「收入策略」等三大

影響構面。其中，影音內容策略則可再進一步地劃分為「內容匯聚模式」(content 

aggregator model)與「自有品牌內容模式」(branded content model)等兩種形式，「內

容匯聚模式」指的是入口網站形式的網播服務，其功能為收集各個類別的影音內

容，並透過收集大量的影音內容，以提供用戶完整且多樣的選擇。「自有品牌內

容模式」所提供的為特殊性的內容，該種特殊性內容可為網路原生內容，亦或是

網播再製或即時傳輸所呈現的內容。因此，只要以收集各個內容提供者所提供的

影音內容者，便可稱之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此外，目前有許多影音分享網站，

如線上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I’m Vlog、Brightcove 等，由於該網站的內容提

供者主要以各個網友為主，其他使用者在觀看上並不需額外付費，因此屬另一種

經營模式，並不在本研究的討論之列。 

三、核心資源 

    目前學者在探討或運用資源概念時，寬廣程度與用詞都十分模糊，常因定義

或探討重點不一，而使用不同或類似的名詞，有些為較廣義的指涉，如公司資源、

能力等，有些則為較狹義的指涉，如無形資產、組織能力、核心能力等。本研究

在參考林敬寬（1995）、Barney(1991)、Hall(1993)、吳思華（2000）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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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核心資源(core resources)作為本研究之用詞，因為「資源」包括了資產與

能力的概念，而「核心」則具有獨特與單一的傾向（林敬寬，1995），除了能讓

本研究以較寬廣的觀點來檢視業者的資源外，亦能讓研究更有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