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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的核心資源與其競爭態勢進行研究，

本節主要分為研究方法選擇考量、研究架構、研究對象與訪談設計等四個部分，

第一部份為研究方法選擇考量，將針對深度訪談法進行說明；第二部分為研究架

構，將說明本研究整體的思維與結構；第三部分為研究對象，將說明研究對象與

訪談對象的選取原則；第四部分則是針對深度訪談之問卷設計、施行過程等細節

進行說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選擇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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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答本研究之

問題，本研究在研究方法的考量上，主要以「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與「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為主，下列將個別說明兩者的差異：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運用文獻資料對所要研究的主體進行分析和研究的方法，

相較於其他方法，文獻分析法具有較為省時、省力與省錢的優點，此外，由於資

料有較強的客觀性與較高的信度，是以研究觀點的形成較不易受到主觀的因素，

但缺點是文獻必然地會受到原先作者主觀的影響（王海山，2003）。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法，將分析資源基礎理論與競爭策略的

相關理論與概念，以及探討實務研究文獻，並考量網路與實體企業之基本差異，

進而整理出適用於寬頻影音產業之核心資源分析架構。而本研究所選取的文獻內

容包括各公司所提供的內部書面資料、書籍論文、研討會資料、報章雜誌、網路

新聞、電子報、各網站所發佈的網路相關統計資料等。 

二、深度訪談法 

胡幼慧（1996）指出，深度訪談法可分為「非結構式」、「半結構式」及「結

構式」三種形式，非結構式訪談往往是以日常生活閒聊的方式來和知情人士、專

家等訪談來取得資料；半結構式又可稱為「引導式訪談」，研究者利用較寬廣的

研究問題作為訪談的依據，以導引訪談的進行，其優點為可提供受訪者呈現較真

實的認知感受；結構式訪談也稱為「標準式訪談」或「調查式訪談」，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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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及依序訪問，受訪者必須在事先設計好的答案中選擇做答，其優點為增加

研究結果的比較性。 

由於文獻資料只能了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在產業競爭之後的結果，無法

得知業者培養或運用核心資源時的整體策略擬定與決策執行過程，為了彌補資料

收集的不足，本研究採半結構性訪談的方式來設計，即在進行訪談前，根據研究

的主題與目的，設計訪談大綱，讓受訪者依訪談大綱來回答問題，並視實際受訪

者的回答狀況，彈性地調整訪談順序及內容。 

綜合上述，本研究首先依研究問題設計訪談題綱，接著篩選適當的訪談對象，

選取具有代表特性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以進行深度訪談，並針對該網站的相關資

料作探討分析，希冀能藉由業者的實際訪談能更清楚地瞭解各網站的核心資源特

性與目前的競爭態勢，得到較完整的資料以作為解決研究問題之參考。此外，本

研究除了依據訪談內容來進行實證分析外，也將參閱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內部

刊物、年報、網站和相關報章媒體等報導，以求有更加足夠的資料來作歸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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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4-1 所示，主要是以文獻分析法與深度訪談法為主，

並嘗試結合外部的市場環境與組織的內部環境這兩個層面，討論台灣寬頻影音匯

聚網站之核心資源，與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影音市場上的市場競爭態勢這兩個層

面的相關問題，以及兩層面交互影響的作用關係，並進一步瞭解寬頻影音匯聚網

站核心資源運用策略與形成及維持競爭優勢之過程，希冀透過本研究能拓展資源

基礎理論的理論研究範圍，並提供業者策略研擬的參考。 

 

 
 
 
 
 
 
 
 
 
 
 
 
 
 
 
 
 
 
 
 
 
 
 
 

 

 

【圖 4-1】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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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的挑選上欲針對具代表性之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進行

訪談，而明顯地收費制度、流量大小等指標是衡量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代表

性之參考依據，以下將分別說明各指標之意義： 

一、收費機制 

所謂的經營模式指的是一間公司如何營運的概念，必須要回頭去檢視該公司

經營的行為，以及使得其產品或服務可進行交易的特性，其中包括不同參與者的

潛在利基，以及不同經營方式的獲利來源(Picard, 2000)。由於網站的經營往往需

要大量資金的支持，因此，如何尋求一個穩定、有效成長的經營方式，便成為每

個網站都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李宏麟，2000 年 7 月 12 日）。目前大多數網站

都是靠網路廣告來支撐其營收，但光憑藉網路廣告賺取的利潤有限，無法支撐其

所需的技術、內容和人力成本（李祐蓉，2001），因此，當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

網站中有提供消費者付費的機制時，如果仍然能獲得網友的支持，顯見該網站應

具有一定程度的競爭優勢與利基存在。 

二、流量指標 

在網路世界中，網路流量代表該網站使用的人數，在網路廣告的運作邏輯中，

網站的到站人數、點擊率跟廣告營收的大小有絕對的正相關，因為企業透過廣告

代理商發廣告，而網站報價給廣告代理商的收費價格，便是依照網站能保證多少

的點閱數及有多少人可以看到這幅廣告的數量（即到達率）來報價，因此，當網

站的流量越高，廣告被看見以及被點擊的機率就越高，相對地，網站就越有籌碼

跟廣告代理商談價錢。是以本研究在挑選影音匯聚網站的第二個指標為必須具有

一定程度的流量。 

在以上述兩個指標為基礎後，本研究先實際觀察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後，挑選

出 7 個具有收費模式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如表 4-1 所示。 

【表 4-1】有提供收費機制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列表  

網站名稱 網址 

Webs-tv http://tv.yam.com/ 

hiChannel http://www.hiChannel.hinet.net 

ch5.tv 第五台 http://www.ch5.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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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Ma 龍馬寬媒體 http://www.realma.com/guide 

I’m TV http://www.im.tv 

QLife 亞太寬頻影音網 http://www.qlife.com.tw       

Seednet 影音 http://www.seednet.tv 

Catchplay http://www.catchplay.com/tw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挑選完具有收費模式的網站後，本研究再參考國際網站瀏覽量監測統計機

構 Alexa.com 的網路流量排名來挑選出適合的網站。Alexa.com 是亞馬遜網路書

店的子公司，其開發的世界排名系統是以裝設 Alexa.com 工具列的使用者做為樣

本取樣統計而成，過去有部分網站會利用程式來做弊，但現在 Alexa.com 會將刻

意作弊的網站刪除，因此，採樣結果具有一定程度的可信度。 

本研究根據 2007 年 6 月 19 日在 Alexa.com 所測得的網路流量統計排名，整

理出目前具有收費機制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全球流量排名，然而，為了要進一

步確認研究樣本的重要性，本研究再參考 Hinet 所提供的流量資料（該份資料為

2005 年 1 月 19 日到 20 日間抽樣 2~3 萬人所分析的資料，內容包括流量前 1000

名網站的點選率、上傳流量與下載流量等）與 Ac Nielsen 所提供的台灣前 10 大

網播網站的統計資料後，可確定目前台灣主要的寬頻影音網站包括 hiChannel 與

Webs-tv 已累積有一定程度的流量。此外，在 2005 年 6 月份創市際 NetRover™

所紀錄上網者的行為資料顯示，hiChannel與Webs-tv的ARO值分別為193與550，

到達率為 7.73%與 8.43%，而不重複使用人數也分別為 86 萬多與 79 萬多人次，

該份資料亦顯示其排名分別為台灣寬頻影音網站的一、二名，因此，hiChannel

與 Webs-tv 勢必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不過，由於第五台 ch5.tv 與 hiChannel 皆

為愛爾達公司所創立，因此本研究挑選排名較高的 hiChannel 作為研究主要的樣

本。 

其次，由於 I’m TV 在 2006 年度才進行改版，因此，其流量參考值僅能由

Alexa 網站的排名來得知，根據本研究於 2007 年 6 月 19 日所觀察的統計資料可

知，I’m TV 的排名為 507，僅次於 hiChannel 與 Webs-tv，具有不錯的市場表現，

因此，具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最後，雖然 RealMa 龍馬超媒體和其他三大影音

業者間的流量排名有一段差距，但由於該網站和全球頂尖影音串流技術公司 

RealNetworks Inc.全球唯一 co-brand 合作，也是台灣唯一獨家引進網路影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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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RealOne Service2的公司，再加上目前在台灣有超過百萬人次使用 Real Player

播放軟體的，且更是 RealOne Player 繁體中文版本播放器的預設首頁，是以具有

相當程度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此，本研究挑選 RealMa 作

為本研究的研究樣本之一。綜合上述，本研究所欲研究的網站如表 4-2 所示，分

別為 hiChannel、網絡數碼 Webs-tv、I’m TV 與 RealMa 龍馬寬媒體。 

【表 4-2】本研究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研究樣本 

網站名稱 網址 Alexa.com 全球流量排名 

Webs-tv http://tv.yam.com/         169 

hiChannel http://www.hiChannel.hinet.net         213 

I’m TV http://www.im.tv 507 

RealMa 龍馬超媒體 http://www.realma.com/guide/         246,230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計；Alexa 2007 年 6 月 19 日統計資料 

本研究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焦點在於公司本身的核心資

源，因此，在挑選上主要以能了解或親身參與公司決策過程的專業經理人為主，

並依各企業組織實際運作的情況或意願來彈性地選擇受訪對象。 

【表 4-3】本研究受訪者名單 

網站名稱 受訪者 職稱 受訪時間 

hiChannel 陳怡君 總經理/執行長 2007/6/22 

RealMa 龍馬超媒體 孫丕立 營運總監 2007/6/22 

I’m TV（我視傳媒） 吳怡樵 公共產業經理 2007/6/25 

Webs-tv 張育誠 媒體事業部副總 2007/6/29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計 

 
 

                                                 
2 RealOne Services 是目前全球網路上最大的付費影音訂閱提供者，截至 2003 年 12 月全球已超

過 130 萬的付費用戶，目前該服務為 RealNetworks 公司帶入每月超過 USD$l,000 萬以上的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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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設計 

一 、變數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將深度訪談所欲獲取的資料區分為三大核

心問題，分別為經營概況、核心資源與競爭態勢，依序將這三個變數的操作性定

義說明如下： 

（一）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經營概況 

    業者的經營概況主要是以公司目前經營上的基本資料為主，包括公司成立的

背景、經營使命與理念說明，所經營網站的定位、產品與服務內容等項目。 

（二）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 

在核心資源的定義與分類上，本研究參考吳思華（2000）的分類架構，將核

心資源分為：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個人能力、組織能力等四類，而個別的操作

性定義如下所示： 

1. 有形資產 

有形資產指的是公司的實體資產，如機器、網路設備等，以及財務資產，如

現金、有價證券等，而這些資產在財務報表中都可以清楚地看見。 

2.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並無固定形式，雖然在財務報表中並沒有辦法清楚地表達，但對公

司的獲利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在企業買賣、併購的過程中會被清楚地計算，

為企業所擁有的重要資產。 

3. 個人能力 

個人能力著重於幫助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人物，而這些關鍵人物所擁有

的能力即為企業所擁有的重要資產。 

4. 組織能力 

組織能力為一種運用管理能力來持續改善企業效率與效果的能力，這項能力

從屬於組織中，並不會隨著人事的更迭而有太大的變動。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地將文獻所列示的資源項目與內涵，納入上述的核心資

源分類項目中，作為訪談時核心資源的檢核項目，並根據實際訪談結果之需要增

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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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寬頻影音網站彼此間的競爭態勢與資源運用策略。 

    在競爭態勢的分析架構上，本研究參考鄭陸霖（2000）的競爭策略架構，將

資源運用策略分為五個分析面向，分別為「結構」、「通道」、「網絡」、「鏈局」與

「消費」，以下將就各面向的操作性定義作更清楚的界定與說明： 

1. 結構面 

結構面指的是產業內經營者透過減少有效競爭者的數目以達到環境穩定的

作用，在寬頻影音產業中，結構面分析的重點在於影音市場的水平併購，以及寬

頻影音匯聚網站拓展影音收視市場的策略。 

2. 通道面 

通道面指的是資訊商品（節目）得以接觸到並轉移至最終消費者的技術途徑，

在寬頻影音產業中，通道面的分析重點在於不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節目代理權

（節目播放權）方面的取得，以及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播送通路的發展策略，包

括電腦平台的軟體、硬體介面等。 

3. 網絡面 

網絡面指的是企業間基於長期或短期利益，會多邊的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合

作關係，在寬頻影音產業中著重在寬頻影音匯聚網站與內容及 ISP 業者間的策略

聯盟關係，以及在策略聯盟背後所產生的競合關係。 

4. 鏈局面 

所謂鏈局指的是產業內經營者透過各種方式讓自己能夠從商品的上游設計、

製造到最終消費者的生產鏈當中，施展其對各個生產環節部門的影響力，進而使

自己居於有利的局面，亦即透過一系列的策略動作來達到上下游控制的目的。就

寬頻影音產業來看，本研究在鏈局面著重於寬頻影音市場的垂直併購行為，探討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是否有結合價值鏈上其他參與者以增強自身競爭力的行

為。 

5. 消費面 

消費面探討的重點在於產業內經營者如何透過操弄消費者的視聽經驗，在寬

頻影音產業中的分析重點在於不同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如何發展其利基以競爭消

費者的收視注意，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在行銷策略上如何拓展消費服務層面以吸引

收視，增加網站的到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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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稿設計 

    根據上述的訪談設計原則，本研究將訪談稿之結構區分為三大部分，包括「經

營概況」、「核心資源調查」與「競爭態勢調查」。表 4-4 為本研究之結構性訪談

稿，然而，由於不同公司具有不同的競爭策略與態勢，因此，本研究在實際訪談

的問卷中，會再依各公司的不同情境與所進行的策略來作調整（如附件一），以

在有限的訪談時間中獲得更為深入的解答。 

【表 4-4】 結構性訪談稿 

您好： 
    十分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訪問，本研究的主題為『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

資源與競爭態勢分析』，即以資源基礎理論的角度探討貴公司內部擁有哪些特殊的資源項

目，並分析這些資源如何幫助貴公司成長，以形成競爭上的優勢。以下為本人欲訪問的問題

大綱，讓您能先行瞭解在訪談中的細節，請您過目，若有涉及公司機密不便回答之處，可跳

過不予回答！謝謝！ 

※ 經營概況調查 

1. 請問貴公司的定位為何？ 

2. 請為貴公司經營範疇、產品與服務內容為何？ 主要營收來源？ 

 
※ 請問貴公司目前所擁有的核心資源為何？（核心資源指的乃是該項資源對貴公司來說能

幫助貴公司產生一定程度的優勢或競爭力），如有符合的選項，請在下欄中打勾。 

表 1  貴公司所擁有的關鍵資源調查表 
核心資源項目 核心資源之界定說明 評分處 

有

形

資

源 

有形資產 會員付費人

數 
目前網站中註冊付費會員人數的收入足以達到

損益兩平 
 

頻寬和基礎

建設 
公司自己擁有影音內容傳輸的頻寬優勢  

資金 指公司所擁有的內部資金與外部資金足以支持

公司的所有策略與發展計畫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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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形

資

源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網站具有良好的品牌知名度與聲譽，為消費者

所熟知 
 

會員資料庫 公司所能掌握的會員人數，或付費會員人數資

料十分龐大，能幫助公司推廣寬頻影音的平台

 

影音版權內

容與影音資

料庫 

公司擁有許多影音內容的獨家版權與授權，能

在網站中播出其他網站所沒有的影音內容 
 

行銷與發行

通路 
公司擁有跨平台的影音播放與行銷通路，能幫

助公司推廣電腦影音的播放平台 
 

付費機制 擁有多樣化的付費選擇，提供消費者付費收看

影音內容的方便性 
 

產業專門知

識與經驗 
公司團隊或個人在經營上擁有豐富的寬頻影音

產業經營經驗 
 

其他   

個人能力 個人管理能

力 
公司經營者在組織的團隊與制度上具有妥善安

排與管理的能力 
 

財務管理能

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在組織的財務規劃上具有卓越

的規劃能力，能減少財務上的風險 
 

人際網絡的

連結及整合

能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能快速地與內容提供者或 ISP
業者接洽，並取得彼此間合作或獨家授權的能

力 

 

其他   
組織能力 系統設計能

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在軟體開發能力、介面設計能

力上具有卓越的能力，在網站系統（上、下架

系統）、網頁版面設計上具有競爭上的優勢 

 

影音壓縮與

串流處理能

力 

公司團隊或個人具有使影音節目能透過串流即

時、隨選傳輸，與擁有快速、高品質的影音壓

縮能力 

 

團隊與業務

運作能力 
公司整體的運作的效率很高，能即時地針對市

場上的變化做出反應 
 

客戶服務能

力 
公司在客戶服務上表現優異，能讓 
客戶對網站服務或影音品質保持高程度的滿意

度 

 

行銷經驗與

能力 
公司設有專職於行銷的部門，擁有豐富的網站

行銷經驗與規劃能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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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說明貴公司的核心資源為何？  

2. 整體而言，您認為貴公司有別於其他競爭者的優勢是什麼？ 

※ 貴公司和其他業者在以下的這五個不同層面中，有哪些發展或互動關係？ 

（1）結構面－市場競爭格局，如影音市場的水平併購，以及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拓展影音收

視市場的策略等 

（2）通道面－訊息傳送的通道，如節目代理權（節目播放權）、播送通路競爭，包括電腦平

台的軟體、硬體介面等 

（3）網絡面－企業間的各種形式之策略合作，如與內容及 ISP 業者間的策略聯盟關係 

（4）鏈局面－操弄上下游部門的策略行動，如垂直整合或併購 

（5）消費面－消費者收視習慣的培養，如在行銷策略上如何拓展消費服務層面以吸引收視 

，增加網站的到達率 

※ 未來規劃 

貴公司未來在發展上有何計畫呢？ 
 
 

謝謝您播冗接受訪談！在此向您致上最高的謝意！ 
 
 
國立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 
指導教授：劉幼琍    教授 
研 究 生：蔡坤哲         敬上 
聯絡方式：0919-202-203 
電子郵件：93453018@nccu.edu.tw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