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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寬頻影音產業發展現況 

在本章中，本研究將分析台灣寬頻影音產業的現況，首先，先探討寬頻影音

產業的形成原因，接著介紹目前寬頻影音網站所使用的相關技術與發展，最後，

再說明目前台灣寬頻影音市場的主要參與者，以瞭解整體寬頻影音市場的發展現

況。 

第一節 數位匯流下的寬頻影音產業 

在數位時代中，傳播領域出現了「新媒體」與「匯流」(convergence)等新名

詞，最早討論科技、法規、市場、管理與競爭的學者為 Baldwin, Mcvoy & 

Steinfield(1996)所著的「匯流：媒體、資訊與傳播的整合」一書，而在這之後，

匯流這一名詞雖然有許多學者延續地使用，但其定義仍相當模糊，例如許多學者

將匯流定義為科技整合的過程(Danowski & Choi, 1998; Pavlik, 1998)，但也有學者

將匯流定義為去管制化後導致經濟區塊界線的解構(Kang & Johansson, 2000)。綜

合 Fransman(2000)、劉幼琍（2004）在整理過去有關匯流相關討論後，匯流其實

可以定義為五個面向的匯流，包括： 

一、網路匯流(networks convergence) 

網路匯流可以定義為在相同傳輸網路上的電子服務的整合，如電信業與數據、

網路廣播業的互連與互通。 

二、產業/市場匯流(industries/ markets convergence) 

產業/市場匯流指的乃是過去所區分的經濟區域逐漸地相互滲透，原本在不

同市場提供不同服務的企業，如今提供相似的服務給相同的顧客。 

三、產品/服務匯流(products/ service convergence)  

產品/服務指的是終端的概念，亦即新產品/服務的開發使得使用者終端設備，

如個人電腦、電視機、手機等設備的整合。 

四、企業匯流(firms convergence) 

    企業匯流指的是先前所區隔的市場，因為市場、產品/服務、科技等因素，

導致企業間的整合與併購。 

五、科技匯流(technologies convergence) 

科技匯流是指數位科技整合其他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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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and(2002)則以 Fransman(2000)的匯流分類為基礎，進一步地提出匯流的

第六個概念，亦即價值創造的匯流(value creation convergence)，將匯流視為是媒

體公司的價值創造策略，並著重於企業的價值創造型態，包括價值鏈(value chains)

（由物料到生產最後到顧客手中的一連串活動鏈結）、價值店(value shops)（主要

活動是解決客戶問題）、價值網(value networks)（主要活動是提供買賣雙方的中

介與交易服務）等概念。 

目前隨著數位化、頻寬的增加、半導體細微化科技的進步等驅力作用下，使

得電信網路、資訊網路、以及有線、無線電視傳播網路間的界線越趨模糊，並形

成相互匯流的趨勢。Bane, Bradley & Collis(1998)便認為在數位匯流的趨勢下，電

話、電視與電腦三個原本各自具有區隔的產業將會形成新的多媒體產業，而這三

種類型的資訊將可以在一共同的網路上進行傳輸。因此，就寬頻影音產業來看，

寬頻影音產業的定位便是由電信網路、媒體產業與電腦硬體產業三大產業所匯聚

而成的資訊產業（呂寶麟，2005），消費者只要藉由連線上網，就可以觀看具備

聲光影像的多媒體影音內容。 

近年來，網路與全球資訊網路的蓬勃發展使得電腦成為重要的資訊平台，而

隨著數位內容產業的發展，已經影響到閱聽人使用影音媒體的行為。根據

Conference Board 與 TNS Research 的消費者網路量表調查發現，每 10 名消費者

之中就有一名使用者會線上收看電視節目，雖然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自己並

不會改變其收視習慣，但在消費者網路調查結果卻發現，消費者線上收看新聞類

節目佔了 62%，娛樂性節目則接近五成，超過 25%的消費者會注意漏網鏡頭、

預告、運動類及幕後花絮等內容，當作是電視的互補性內容，顯然過去的收視習

慣已逐漸改變，消費者在休閒娛樂上的時間收看線上節目的比例有增加的趨勢

（轉引自高啟翔，2006）。而這樣的結果也進一步地影響到整個電視傳播與媒體

生態的變化，使得電視與電腦這兩個不同的資訊內容平台在閱聽人的時間、注意

力與廣告收入方面逐漸形成競爭的態勢。 

為了更清楚地說明彼此間的關係，Thielmann & Dowling(1999)提出網路與電

視匯流的創新類目與方向（圖 4-1），在該圖中，Thielmann & Dowling(1999)描繪

出服務平台、設備藉由提供的額外服務，或增加新功能而轉移到另一個平台的過

程，而媒介交互間的匯流並不會完全地取代舊媒體，反而會導致不同媒介對彼此

之間所需求的內容或服務產生的競爭與互補的關係。例如在本圖中，電視上網

(internet on TV)與以個人電腦為基礎的線上影音(PC-based online-TV)都有著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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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市場這個概念的定義主要是受到「產品本身」，與「產品所銷售的

地理區域」所影響(Albarran, 1996)，網路電視匯流的創新類目與方向而

Hollifield(2006)更進一步地認為，在數位匯流的情形下，模糊(fuzzy)本來就是媒

介的市場特質，因此，在市場中的經營者是難以去預測其有多少競爭對手、預測

消費者選擇其他替代性媒介的可能，或預測會有哪些進入障礙阻礙了新競爭者的

進入。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為以個人電腦平台為基礎的寬頻影音網站，因此，

有必要先就其市場特性做進一步地說明。 

根據郭思忻（2002）的整理，在網路經濟的體系下，寬頻影音網站具有正向

回饋循環(positive feedback loop)、網路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或網路效應

(Network effect)、產品相容性(compatibility)與架構標準(standard)等特性。以下分

別解釋這三種特性： 

 

【圖 2-1】網路電視匯流的創新類目與方向 

資料來源：“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for service provision in emerging web-tv 
markets, ”by B. Thielmann & M. Dowling, 199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Management,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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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向回饋循環 

正向回饋循環指的乃是隨著使用人數的增加，產品的價值也會隨之而增加，

進而吸引更多人使用，當達到關鍵性的多數後，便可以在市場上取的絕對的優勢

力量。因此，寬頻影音網站業者經營的目的便在於吸引一定數量的消費者人數以

增加其網路流量，當達到關鍵多數門檻的時候，其他消費者便會不請自來，啟動

正向的循環。 

二、網路外部性或網路效應 

網路外部性或網路效應一詞是由 Katz & Shapiro(1985)所提出，指產品對個

別使用者的價值會隨著新使用者的不斷加入與擴大而增加，行銷者不需增加額外

的行銷成本，便能透過正面的網路效應來導致正面的回饋現象，進而增加消費者

的使用。對於寬頻影音業者而言，當會員與願意付費的人數越多，就會有越充足

的經費與利潤使業者有能力去添購更多影音內容、提升設備品質，而在品質提升

之後，更能夠吸引其他好奇的消費者加入，達到正向循環的現象 

三、產品相容性與架構標準 

產品相容性指的乃是不同品牌的產品能夠順利地在一起運作。對於寬頻影音

產業而言，播放格式就是一個重要的相容性考量，業者所提供的影片格式，要能

夠順利地在不同播放程式中運作，才能夠降低消費者的不便程度；架構標準則是

指各種產品之間產生連結關係時，所採用的共同規格，包括功能規格、資料規格、

影音播放格式等。 

    綜合上述可知，數位匯流的趨勢促使寬頻影音產業的發展，由於網路去界線

化與模糊化的特性，使得寬頻影音產業的變動十分快速，產業內的經營者也必須

隨時面對具有不同競爭潛力的競爭者。基本上，在寬頻影音產業內的經營者必須

要掌握拓展使用者的人數以形成正向回饋循環，與統一影音產品的技術規格與架

構標準這兩項基本的市場特性，如此才能具有一定程度的競爭力。 

第二節 寬頻影音產業的技術發展 

過去網路主要的功能是傳輸數據資料，因此，在網路頻寬的不足、傳輸品質

的不穩定性、壓縮技術未成熟的情況下，當消費者在網際網路上播放數位內容資

料時，往往會造成較差的畫面解析度、影像不流暢、停格等情形，而寬頻影音產

業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自然十分有限。近幾年來，在整體網路產業的發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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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寬頻使用人數逐步增加，對於寬頻影音的需求也逐漸地浮現。根據資策會市

場情報中心(MIC)在 2002 年 4 月份的台灣網際網路研究報告中評估，隨著高成長

的寬頻上網用戶，數位內容的發展將步入高成長期，其中，線上遊戲、線上影音

和線上學習等三種數位內容服務最具有發展潛力，而線上影音更是一個全新的戰

場。 

由於網路普及化與傳輸速度的增加、影音壓縮技術的進步，及串流技術

(streaming)的逐漸成熟等是影響寬頻影音產發展的主要因素，以下將就這些主要

因素進行更詳盡的說明： 

一、網路普及與傳輸速度的增加 

    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所公布的 2006 年 7 月「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報

告顯示，截至 2006 年 6 月 30 日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成長約 1,538 萬人，上

網率達 67.69%，其中寬頻網路使用人數約 1,225 萬人，約占總人口數六成三

(62.87%)。該份報告顯示了台灣寬頻連網的家戶數與人數呈現穩定成長，台灣網

路發展成效與國人資訊操作能力普遍提升。 

過去台灣網路傳輸主要是利用 56 Kbps 的傳統撥接式電話網路，在 1998 年

電信自由化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和信超媒體與東森寬頻推出了藉由電視電纜線

路上網的 Cable modem，中華電信則使用電話線路推出了 ADSL 寬頻上網服務，

當時所提供的網路傳輸速率主要以 512Kbps 為主。但根據業者所提供的串流影

音服務顯示，消費者若要收看 VHS 品質的串流影音至少需要 500Kbps 以上的頻

寬，VCD 品質的串流影音更要高達 800kbps 以上（陳俊良，2001），顯然地，當

時的頻寬並無法滿足消費者收看的需求。因此，在 2003 年之後，中華電信開始

提供 1.5M/64Kbps 的升級服務，並提供高達 800kbps 以上的串流影片，讓消費者

在 1.5M 的高速頻寬下使用全螢幕來觀賞影片。 

目前 ADSL 服務為台灣寬頻網路服務主流，主要頻寬為 2M / 256kbps 及 2M 

/ 512kbps，最大頻寬為 8M / 640kbps，而業者們在寬頻網路的建設更已朝光纖到

戶（Fiber to the home, FTTH）的目標前進（林俊良，2004），隨著頻寬的不斷增

加，預期寬頻影音產業的發展將具有更大程度的潛力。 

二、影音壓縮技術的進步 

所謂的影音壓縮技術指的乃是透過硬體或軟體將音像與影像由類比訊號轉

換成數位訊號，或是將數位訊號反轉成類比訊號的一種技術，其目的是要透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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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轉換過程來方便數位影音娛樂的儲存或傳輸（張奇，2004）。目前在寬頻影

音產業中，主流的硬體壓縮標準技術包括 MPEG(Moving Pictures Experts Group)

與 H.264，不過，除了硬體壓縮標準技術外，軟體業者也積極切入影像壓縮技術，

如 WMV9（Windows Media Video 9，以下簡稱為 WMV9），因此，以下將個別說

明彼此間的差異。 

（一）MPEG 

MPEG 是動態影音的壓縮標準與技術，該團體創建於 1988 年，早期主要是

為了CD建立視訊和音訊的標準，其中成員主要為視訊、音訊及系統領域的專家，

目前 MPEG 可分為三類，分別是 MPEG-1、MPEG-2、MPEG-4。其中，MPEG-2

是截至目前發展最成功的影像壓縮標準技術，由於其簡單、高品質特性及達

4~6Mbps 的資料傳輸率，吸引 DVD Player、STB 等眾多廠商相繼採用而形成龐

大市場規模，且市場的成熟也帶動週邊產品與環境的支援整合，造就其今日難以

撼動的主流壓縮技術地位。然而進入高畫質 DVD 與數位電視的時代，壓縮率不

足成為該標準唯一的弱點，因而導致後續 MPEG-4 技術規格的出現（謝孟玹，

2004）。目前 MPEG-4 是最先進的多媒體標準，因為 MPEG-4 主要功能的特色之

一就是能在頻寬有限的環境中，提供品質極佳的影音效果，而這是先前的 MPEG 

標準(MPEG-1 和 MPEG-2)難以提供支援的地方（陳宜文，2002）。 

（二）H.264 

H.264 是 ITU 在 MPEG-4 基礎上開發出來的新的視訊編碼演算法，該技術受

到矚目的原因，是因為其壓縮程度與效能皆不下於既有的 MPEG-4；其次，對於

某些 Cable 或衛星(廣播/電視)營運業者來說，該技術較 MPEG-4 提供了更高的頻

寬，有效解決了頻寬不足的問題，更重要的是，H.264 可和目前居於主流的

MPEG-2 格式回溯相容。因此，包括廣播服務供應商、有線、衛星、電信營運商

等業者都對 H.264 的壓縮能力充滿了興趣（謝孟玹，2004）。 

（三）其他軟體壓縮標準 

軟體業者所研發的壓縮標準包括 WMV9、DivX、RealNetworks 公司所推的

RealPlayer、Apple 所推的 Quicktime、Nancy 等軟體壓縮技術，彼此間形成競爭

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WMV9 為微軟所推出影音壓縮技術，並藉由 Windows

系統的協助來拓展其在個人電腦上的佔有率，目前 WMV9 格式在壓縮後能將

DVD 畫質的視訊資料以 1.3Mbps~2Mbps 的速度傳送，實現寬頻網路傳送 DVD

的理想，由於微軟的軟體霸主地位與市佔優勢，因此，該標準在未來的發展上極



 - 14 -

有可能牽動 MPEG-2/MPEG-4/H.264 既有競爭的版圖（呂寶麟，2007）。此外，

目前這些技術雖仍未取得主導地位，但 RealNetworks 與 Apple 已積極搶進線上

音樂商店的經營、並與影音軟體廠商展開策略聯盟，說明該等廠商的後續發展動

向仍不容忽視（謝孟玹，2004）。 

三、串流技術的發展 

所謂的串流其實是一種傳輸資料的方式，可以將資料以穩定的速率傳送至接

收端，一般來說，多媒體影音的檔案容量通常都較為龐大，如果消費者採取一般

「下載檔案」的方式，必須要等整個檔案下載完畢後才能夠觀賞，如此便需要花

費許多等待的時間，但透過影音資料壓縮後，用戶端(Client)在資料尚未完全傳

輸完畢影音數據資料前就可以開始處理資料，無需等待整個影片傳送完畢即可觀

賞（曹嘉媚，2001）。 

串流媒體的技術應用，可大致歸納為三部分（劉慰祖，2002）： 

（一）內容製作服務 

主要功能為將一般多媒體的交換格式，經過剪輯處理完成後，然後選擇其適

合用於網路播放部分的內容，再經過各種不同的專屬系統，以不同的製作工具，

將其轉換成串流媒體支援的格式。 

（二）伺服器主機服務 

主要負責監控以及管理，包括串流主機系統服務的狀況、傳輸內容品質、壓

縮的控制、還有訊號輸入的處理等問題。 

（三）使用者接收端或播放服務 

主要的功能為接收經由網際網路傳送到達的片段資料，經由特殊解碼之後，

將資料重組完成，讓使用者能透過播放器來觀看多媒體內容。 

而完整的媒體串流架構如圖 2-2 所示，一開始，原生的影像和音訊會先被影

音壓縮的演算系統給壓縮，並儲存於儲存裝置中，當接收到客戶端的請求時，串

流伺服器有能力區分即時或隨選的服務，並從儲存裝置中取出壓縮的影音資料，

接著應用層的 Qos 控制模組會依網路的狀態的來動態調整影音串流量，在調整

完影音串流量之後，傳輸協定便會將已壓縮的影音資料傳輸到網路上，而網路上

的連續的媒介分配服務（如快取）會讓影音封包不會因為網路壅塞而遺失，最後

透過媒介同步機制同步地成功傳送到接收者的電腦中(Wu et al., 2001)。因此，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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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影音所提供的影音內容只要以串流的方式來傳送，便可以同時間且同步地傳送

給許多消費者觀看。 

 

 

 

 

 

 

 

 

 

 

 

 

 

 

在目前的商業市場中，由於串流媒體伺服端的規格並未有一個權威性標準訂

立，以致於各家廠商紛紛推出以自己的標準或特有通訊協定所開發的串流媒體伺

服程式，導致了一套串流伺服器只能對應一套編碼/解碼格式及一套串流播放軟

體的現象。綜觀市場，目前串流媒體的三大主流分別是 RealNetworks.com 的

RealPlayer、Microsoft 的 Media Player 以及蘋果電腦主推的 Quick Time Player（涂

國祥、林盈達，2001 年 6 月）。RealPlayer 採用 Real Networks 的「Sure Stream」

串流播放技術，早在 1995 年就有產品上市，可說是串流影音播放的先驅，由於

RealPlayer 在微軟 Windows Media Player 出現前可說是獨占市場，因此目前有相

當多的網頁，都針對 RealPlayer 使用者提供串流影音服務，普及率相當高。另

一方面，微軟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則是和 Windows 系統內的網頁瀏覽器結

原生影像 

原生音訊 

影像壓縮 

音訊壓縮 

串流伺服器 

已壓縮的

影像 

已壓縮的 

音訊 

儲存裝置 
應用層 QoS 
控制 

傳輸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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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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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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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 

協定 

媒介同步 音訊 

解碼 

(連續的媒介分配服務) 

網際網路 

【圖 2-2】媒介串流建構圖 

資料來源：“Streaming video over the internet: Approaches and 
directions.”by D. Wu, et al., 2001,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11(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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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並支援播放 MP3、MPEG-1、MPEG-2 等多種影音格式的播放。至於 Apple

則以其在影像處理上的特長推廣其 Quick Time 格式，主要支援 MOV 檔案的格

式。 

第三節 國外寬頻影音網站發展概況 

隨著寬頻影音網路連線速度的增加，許多網站也開始嘗試著提供網路影音的

服務，由於美國是全世界電視節目軟體的主要服務提供者，是全球發展網路的先

驅，也是全球網路使用者人數最多的國家(Ha & Ganahl, 2004)，因此，本節將先

著重於美國寬頻影音服務的介紹，再說明其他國家的寬頻影音市場發展情形。 

    事實上，美國的傳播產業十分蓬勃，目前美國擁有八個廣播電視連播網，390

個有線電視網路，兩個全國性直播電視衛星服務(DirecTV 與 Dish Network)，以

及兩個全國性的直播廣播衛星服務(XM Radio 與 Sirius Radio)(Ha, 2006)，此外，

美國也是向全球輸出影音內容的主要大國，輸出的內容包括好萊塢電影、電視影

集、動畫等，是以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寬頻影音產業本身就擁有了良好的發

展基礎。 

在美國寬頻影音網站的經營方面，根據 Ha & Ganahl(2004)比較美國與南韓

網播服務的經營模式結果可知，美國的寬頻影音網站的獲利來源都以網路廣告與

電子商務的費用為主，並不需要消費者額外去支付費用，在 AccuStream 

iMediaResearch 的研究報告中便顯示，串流影音媒體廣告在 2007 年時將會有 17

億 1 千萬的規模，比起 2006 年時將會有高達 38%的成長率，其中，遊戲式影音

廣告的成長幅度將大於整體市場的成長率(Accustream, 2007.6.27)，因此，網路影

音廣告的發展確實足以能支持其營運。 

根據 The Bivings Group 報告指出，全美前一百大報紙有 92％現在已在自家

網站提供影片，2006 年時則是有 61％的報紙業者會在其網站中放影片，一年來

共增加了 30 多個百分點。然而，除了報紙媒體之外，目前在美國包括像美國前

三大有線電視公司 Comcast、Time Warner 與 Cox 等，或是匯聚類型的網站如

Yahoo!、Google、MSN、Real Networks 等，都有提供線上影音收看的服務來吸

引消費者， 大致來說，美國的寬頻影音網站可以粗略地區分為免費與付費兩種

類型，本研究在綜合先前的相關文獻後，將美國主要的串流影音網站整理成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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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美國主要的串流影音網站表 

免費影音網站 

AOL MovieFone http://movies.aol.com/ 

AtomFilms http://www.atomfilms.com/home.jsp 

ifilm.com(SPIKE) http://www.ifilm.com/ 

Hollywood.com http://www.hollywood.com/ 

Yahoo Music Videos http://movies.yahoo.com/ 

Real Networks 

(RealOne Super Pass) 

http://guide.real.com 

CBS SportsLine.com http://www.sportsline.com/ 

Windows Media http://www.windowsmedia.com 

ESPN Video Highlights  http://sports.espn.go.com/espn/highlights/video

LikeTelevision http://www.liketelevision.com/ 

Bloomberg TV http://www.bloomberg.com/ 

CNN http://www.cnn.com/CNN/Programs/ 

Adventure TV http://www.adventureonline.tv/ 

MSN video http:// www.msnbc.msn.com 

付費影音網站 

Movielink.com http://www.movielink.com 

Movieflix.com http://www.movieflix.com/ 

IMDb.com http://www.imdb.com/ 

Hollywood Reporter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hr/index.jsp

Cinema-now.com http://www.cinemanow.com/ 

資料來源：整理自eMarketer（2002 年12月）；“Webcasting business models of 

click-and-bricks and pure-play med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ading 

webcasters in South Korea and theUnited States,” by L. Ha, & R. Ganahl, 

2004,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Management, 6 (1&2): 75-88. 

在上表的網站中，這些寬頻影音網站的背後各擁有許多不同類型的投資者，

例如 MovieFlix.com 網站的投資者即包括 MGM、Paramount Pictures、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Universal Pictures、Warner Bros；Movielink 的投資者包括 W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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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s、Paramount Pictures、Universal Pictures、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與

Metro-Goldwyn-Mayer 等；而 ESPN Video Highlights 背後的資金來源為 Disney

與 ABC（見 http://www.digitalcontent.org.tw/files/top_3/1/5.4.pdf）。 

除了投資者的挹注外，在個別網站的經營方面，Yahoo!可以算是美國經營最

成功的入口網站之一，由於 Yahoo!具有入口網站的特性與優勢，因此，其擁有

許多廣告主的資金支援，根據統計，美國 Yahoo!光是在 2005 年第一季時就獲得

了 8 億 1 千 9 百多萬美元的廣告收入，而這樣豐沛的廣告收入也拉抬了 Yahoo!

電視與電影產業合作伙伴的聲勢，如 ABC TV(Shields, 2005)，而在 Yahoo!所提

供的影音服務中，Yahoo! Launchcast 提供了 283 個廣播網站，以及數千個以上的

音樂影音，消費者可以依他們的喜好選擇他們所喜歡的音樂類型來收聽或收看，

並針對網站中的歌曲進行評分，原則上在 Yahoo! Launchcast 中的影音服務都是

免費的，但一開始會置入一些商業性的廣告，在歌曲的播放上也有次數的限制，

如果消費者想要聽一些特殊性的電台，如兒童的廣播電台，則必須要支付每個月

2.99 元的美金(Ha, 2006)。 

另一個知名的寬頻影音網站為 Real Networks，Real Networks 在 2005 年第一

季的廣告營收為 7 千 6 百 60 萬美元，在 Real Networks 所提供的音樂服務中，有

高達一百萬左右的固定訂閱人數(Ha, 2006)，此外，Real Networks 在經營上在

Comcast 也有合作關係，Comcast 主要是負責提供音樂內容給 Real Networks 的消

費者，目前消費者每個月只需支付 14.95 元美金便能擁有下載音樂的權利，且能

將該音樂傳至個人的 MP3 隨身聽中收聽。 

在 MSN 的影音網站中，所有提供的影音內容都是免費的，目前提供影音內

容的業者包括 Fox Sports、MSNBC、CNBC 與 Discovery Networks 等，消費者可

以依照它們的喜好將新聞、體育、商業、科技、娛樂等類別的影音內容加入到

MSN 的個人播放清單中，而業者在每兩個影音片段中就會插入一個強迫收看的

影音廣告，藉以維持其廣告的收入。 

Windows media 是微軟公司所擁有，也是 Media Player 播放軟體使用者連結

上網的主要入口網站，目前 Wind ows media 擁有 5 個影音頻道，以及 11 個音樂

頻道，這上面提供的音樂內容包括 BBC 新聞與各種類型的音樂，而在影音方面

的內容則以電影預告與音樂影音為主。ESPN 則是擁有 ESPN 有線電視的虛擬與

實體類影音網站，目前在 ESPN 上面有許多細分的運動影音新聞，消費者可以藉

由 My ESPN 來自訂喜愛的節目內容，根據廣告雜誌 OMMA 的統計，目前 ES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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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註冊人數已超過 150 萬人次(Smith, 2005).。 

    ifilm.com 目前則是提供了許多類型的影音內容，包括電影預告、電視部分

影音片段、短篇電影、音樂影音，以及由各會員所自行上傳的影音內容等，消費

者在 ifilm.com 中可以選擇「低速傳輸有廣告」或是「ifilm 高速傳輸無廣告」兩

種服務方式，在低速影音傳輸有廣告的服務中，消費者可以看到免費的電影預告

片段，但同時間會有許多置入式的電影促銷廣告，相反地，在 ifilm 高速傳輸無

廣告的服務中，消費者則必需支付額外的費用，根據 ifilm 的統計，每個月有高

達 2 千萬左右的消費者拜訪 ifilm 網站，顯示其具有一定程度的吸引力(Ha, 

2006)。 

最後，AtomFilm 則是 AtomShockwave 的子公司之一，該網站以標榜提供近

似於 DVD 畫質的影音內容而出名，不過消費者在觀看前必須安裝特定的影音播

放軟體，目前 AtomFilm 擁有 7 個頻道，每個頻道下有 8 個不同的子目類，而每

個子目錄又擁有超過 20 個以上的影音內容，提供消費者完整的選擇。 

在消費者對寬頻影音服務的使用方面，根據 AccuStream iMediaResearch 的

估計，音樂、運動、新聞與娛樂等類型影音節目的串流訂閱與下載在 2007 年時

將有 39%的獲利成長，並達到 26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且在未來將會持續性的成

長(Accustream, 2007.7.10)。另一方面，根據調查業者 eMarketer 的估算，2006 年

時在美國大概有 60％的網友已經養成在線上收看影音節目的習慣，有超過三分

之一的全美國三歲以上民眾至少以每月一次的頻率在網路上看過影音節目，預計

在 2009 年時將會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成為線上影音的閱聽眾，而在 2010 年底的

時候會超過 80％的網友習慣在線上收看影音節目（趙書珣，2006）。而在 Harris 

Poll 於 2006 年底的調查可更進一步地得知，美國網友收看線上影片來源的第一

名為 YouTube，第二名為各大電視台網站，第三名是新聞類網站，之後的排名則

依序為 Yahoo!等其他類影音網站，而消費者所喜愛的影片類型為電影與電視預

告片、音樂 MV、網友自製影片、笑料影片與新聞等（見

http://www.emarketer.com/Article.aspx?id=1005273），顯示影音播放確實具有其一

定程度的效益，且大部分的消費者對線上影音也有一定的認知與使用習慣。 

在歐洲方面，根據 AC Nielsen/NetRatings 的研究報告指出，從 2002 年 4 月

到 2003 年 4 月這 13 個月間，歐洲寬頻用戶數(包括 DSL、LAN、Cable Modem 用

戶)成長 136%。歐洲寬頻用戶數占所有上網用戶數的 28%，比 2002 年 4 月的數

據成長 14%，預估在 2004 年 3 月將超過 5,000 萬人，由於在這樣的趨勢下，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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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上網用戶的網路行為也開始產生改變，寬頻用戶較窄頻用戶花費更多時間上網，

也更常瀏覽網站，而較常瀏覽的網站包括檔案分享網站、音樂網站、電影網站、

成人網站等等（見 http://www.digitalcontent.org.tw/files/top_3/1/5.4.pdf）。 

    此外，根據 Forrester 在 2003 年 3 月的報告指出，歐洲電影視訊的下載網站

主要以 CinemaNow 和 Kazza 為主，而在歐洲地區的國家當中，影音下載比例最

高的是瑞典，有 8%的線上消費者曾使用過電影下載的服務，不過就普及率來說，

以南歐國家下載影片的普及率較高，因為歐洲南部地區有相對較高的寬頻普及率，

頻寬較大下載速度較快，其下載影片的風氣也較其他地區國家為盛行，平均來說，

影片下載消費者每週花費 15.4 小時上網，較歐洲其他線上消費者的每週平均上

網時數高出一倍以上，大多數的線上消費者為年輕人與學生族群（見

http://www.digitalcontent.org.tw/files/top_3/1/5.4.pdf）。 

在南韓方面，根據南韓資訊政策發展研究院「2006 年南韓 IT 產業展望」的

報告中指出，截至 2005 年底，南韓寬頻用戶數已達 1086 萬戶，而在寬頻服務營

收方面，截至 2005 年底，南韓整體寬頻服務營收超過 4 兆韓圜，年成長率為 5.3%

（見 http://dwz.tw/44y1），顯示南韓的整體寬頻環境相當成熟，也有力於寬頻影

音產業的發展。根據 Ha & Ganahl(2004)的研究可知，目前南韓大多數寬頻影音

網站的獲利來源除了以網路廣告與電子商務的費用為主外，隨選視訊亦是收入的

主要來源之一，造成這樣差異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南韓的工作時數較長，消費者對

娛樂的需求較為快速且即時，沒有辦法浪費太多的時間在娛樂的尋找上，再加上

寬頻上網對南韓民眾來說十分的方便，因此，在南韓所提供的網播服務中，隨選

視訊是業者的主要獲利來源之一。 

本研究在整理國外寬頻影音網站的發展概況後，可以瞭解到影音服務的提供

已成為未來發展的趨勢，隨著業者經營目標與資源的不同，也有著不同類型的經

營模式。除此之外，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目前寬頻影音網站所提供的影音服務有

開始往電視發展的情形，例如在 2007 年 1 月時，蘋果電腦公司 Apple 便正式發

表 Apple TV 的服務，而這樣的產品發表象徵了 Apple 將由多媒體娛樂電腦的概

念正式延伸至客廳，但未來如何爭取內容的取得，以及和其他非 Apple 產品的相

容性上將是影響其發展上的關鍵因素，也是有志於跨足數位家庭市場的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業者應進一步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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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寬頻影音網站發展概況 

目前台灣提供寬頻影音服務之網站業者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幾種類別，包括

RealNetworks 旗下自有的影音內容服務 RealOne Service、微軟的

WindowsMedia.com、提供技術平臺的業者（愛爾達科技）、提供內容的影音業者

（無線和有線電視台，如華視、中視等）、入口網站業者（Yahoo!奇摩）、ISP 業

者與固網業者（中華電信、亞太線上、Seednet），以及寬頻影音匯聚業者（愛爾

達科技 ch5、網絡數碼 Webs-tv、hiChannel、龍馬寬媒體、台灣宏觀網路電視）

等。就其組成要素來看，主要以服務媒體搭配一家內容平台整合業者來形成營運

共同體，由服務媒體吸引人潮、流量，內容整合者匯集影音內容服務，進而達成

互利共生的生態（魏辰娟，2003）。根據 2005 年 6 月份創市際 NetRover™所紀

錄上網者的行為資料（表 2-2），目前台灣最受歡迎的前三大寬頻影音服務業者，

前三名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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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Media 提供的是完全免費的內容，

Webs-tv 與 hiChannel 在收看影音節目上則採會員制與收費機制。 

【表 2-2】寬頻影音網站排名表 

資料來源：2005 年 6 月份創市際統計資料 

自 2006 年起，各領域業者也紛紛投入新興影視內容市場，導致台灣寬頻影

音市場不斷產生購併事業，其中，又以寬頻影音匯聚業者網絡數碼 Webs-tv 一連

串的併購行為最受人矚目。Webs-tv 在 2004 年初起便開始併購包括創作線上、同

人城市、狂狷年少 BBS 站、寬頻入口網站 GiGigaga.com、影音網等公司，當

Webs-tv 在 2006 年 6 月以 5.7 億併購和信超媒體 Giga ADSL 之後才開始引起眾人

排名 子網域 ARO 值 到達率

不重複使

用人數

(000)  

平均瀏

覽網頁

數 

Web 連線

到達率 

平均使用

時間(分

鐘) 

單次造訪

停留時間

(秒) 

1 www.webs-tv.net 550 8.43% 868.48 14.06 0.40% 8.1 161 

2 hiChannel.hinet.net 193 7.73% 796.33 7.52 0.34% 4.3 74 

3 www.windowsmedia.com 5 2.85% 293.33 1.88 0.09% 0.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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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矚目，在創投與股東的資金支援下，Webs-tv 又購併了蕃薯藤入口網站與台灣

最大 DVD 出租通路商百視達，在併購協議中，百視達與 Webs-tv 雙方資源將共

享， Webs-tv 將可分享台灣百視達之 DVD 出租權，台灣百視達將可分享 Webs-tv

投資時代娛樂後擁有數十萬片影片之版權，以及美國主要製片商之授權（楊伶雯，

2007 年 1 月 2 日）。 

根據估計，Webs-tv 在併購蕃薯藤後，結合更多資源，原本 Webs-tv 的每月

不重複造訪網友便有 373 萬，涵蓋台灣上網人口的 36.29%，而蕃薯藤網站為台

灣排名第三大入口網站，每月不重複造訪網友近 558 萬，涵蓋上網人口達 54.23%，

兩者功能各異，所以業界估計未來的 Webs-tv 將可服務 820 萬名網友，涵蓋 70%

以上的上網人口，再加上 Giga media 之下的 giGigaga 網站內容也將併入蕃薯藤，

未來十分令人期待（劉威麟，2006 年 9 月 21 日）。不過，隨著網絡數碼 Webs-tv

的動作不斷，hiChannel 也於 2007 年 4 月 19 日時全新改版，強化網站中的「免

費特區」，並以電影、戲劇、生活、體育賽事等四大主題為主，力求與其他寬頻

影音匯聚網站的區隔，希望能透過提供更多的免費影音內容來吸引更多網友上網

觀看（何英煒、林淑惠，2007 年 4 月 20 日）。由兩者間彼此較勁的意味來看，

這兩個台灣目前排名一、二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後續競爭策略，值得密切地注

意與研究。 

    然而，除了併購事業之外，在寬頻影音產業中也不斷有新的業者加入此戰局，

例如台灣 x86 晶片廠商威盛（VIA）在 2007 年 1 月時便宣布，將藉由轉投資數

位內容軟體公司 VIA On Demand（威望國際公司）來跨足數位內容服務，並推出

數位娛樂內容服務「CatchPlay」，相較於其他數位內容平台業者僅提供單一性的

服務，CatchPlay 未來將扮演「通路角色」，作為同時提供多種數位內容之數位平

台，網友可在該平台付費收看電影、對打線上遊戲、以及下載音樂檔案等。值得

一提的是，CatchPlay 的影片服務採取的是付費下載的模式，並採用微軟的 Media 

DRM 機制，只能限定在家裡的一台電腦中播放，無法拷貝複製，目前規劃若下

載與出租店同步的院線片，每部 399 元；其他電影則每部 39 元（曠文溱，2007

年 1 月 19 日）。 

台塑、金仁寶、威寶電信則合資成立普華數位多媒體，意圖跨足數位影音內

容產業，並計畫成立影音娛樂入口平台 Yes! TV，在 Yes! TV 成立之後，將提供

電影、戲劇、音樂、遊戲、學習、行動、社群、商務等多方面服務。此外，Yes! 

TV 準備推出 Web Player 2.0 與 Yes Player 2.0 兩個不同的數位影音播放平台，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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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 2.0 是專為網路連線收視戶所設計，具有將影片分段紀錄，可以讓用戶快

速選擇過去尚未觀賞完畢的影片；Yes Player 2.0 則結合電腦、電視與網路，可以

讓消費者透過個人電腦、電視、手機或其他行動裝置收看節目及訂閱頻道影音服

務（馮景青，2006 年 12 月 14 日）。雖然截至 2007 年 5 月為止，Yes! TV 仍在籌

設當中，但其未來仍具有相當的競爭潛力。 

綜合上述可知，目前在寬頻影音市場上表現最好的業者以匯聚影音為主要經

營模式的影音網站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寬頻影音市場中，ISP 業者（如 Hinet、

Seednet）或是媒體集團（如年代、東森）等業者都有提供線上影音服務，以這

些集團雄厚的資源與對媒體產業之瞭解，在影音網站的流量排名上卻仍不敵以影

音匯聚經營模式為主的影音業者，顯見以影音匯聚類型的影音網站具有一定的優

勢存在。此外，由許多業者不斷計畫加入此戰場的情勢來看，影音匯聚型的影音

網站仍有很大的發展性，也具有深入探究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