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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核心資源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案例共有四家業者，分別為 hiChannel、Webs-tv、RealMa 與 I’m 

TV，在下列各節的描述中，將針對各公司目前的經營概況與所擁有的核心資源

做詳細的說明，最後再進行各公司的核心資源比較，以釐清各業者核心資源的差

異。 

第一節 hiChannel 核心資源分析 

一、hiChannel 概況論述 

hiChannel 為影音內容整合商愛爾達科技、中華黃頁分公司與中華電信數據

通信分公司所共同成立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成立於 20006 年 6 月，主要提供電

影、電視、娛樂、直播、綜合等影音服務，其目標在於建立華人世界最豐富的影

音多媒體資料中心平台。目前中華電信公司為台灣最大的電信業者，業務範圍含

括整個電信網路，從硬體網路提供、軟體應用設計（包含帳務處理等）、影音與

多媒體服務，乃至電子商務的帳務與小額交易付費機制等，一般來說，中華電信

的服務可以區分為四大類，包括：HiNet 上網服務、HiNet 企業用戶服務、主機

代管服務、企業加值服務等（見 http://www.cht.com.tw/）。 

中華黃頁分公司由原數據分公司的話簿事業獨立門戶，為中華電信第一個百

分之百投資的子公司，以廣告執照申請成立，目前負責六大業務，包括傳統話簿、

網路版的 HiPage、手機上客製化的行動黃頁、語音黃頁、帳單與外牆廣告，以

及中華電信的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見

http://www.bnext.com.tw/?mod=locality&func=view&id=1671）。 

另一方面，愛爾達科技則以「專業數位內容網路發行商」為定位，主要業務

為代理和開發傳統影音產品，並針對不同的內容供應商提供客製化的影音數位化

工程、多媒體資料庫管理及產品行銷規劃等服務，包括影音網站建置及架設、專

業網路節目製作及數位剪輯、記者會、活動、演唱會等 LIVE 直播工程、網路

CF 影片拍攝製作、影片數位化轉檔製作、3G、2.5G 影音行動加值服務、網路影

音廣告、網路橫幅廣告與網路按鈕廣告等（見 http://dwz.tw/04l7）。由於愛爾達

在網路影片上包含拍攝、轉檔、軟硬體等，並沒有自製影音內容，主要是透過程

式的設計來管理，在其他的業務上還包括網頁設計、程式設計、系統整合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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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和其他的科技公司間也有合作的關係（鄭詩芸，2003）。 

目前 hiChannel 所提供的服務內容主要包括： 

（一）免費影視 

hiChannel 所提供的免費影片包括 KuMovie、KuDrama、MLB、中天新聞、

中視新聞、BloomBerg、KuLife、華視影音、大愛電視、流行追蹤、生命電視、

台灣樂起來（樂頭開獎直播）等。 

（二）免費廣播 

在免費廣播之下，hiChannel 將其服務的電台分為七種類別，包括音樂、生

活資訊、新聞、綜合、外語、多元文化與交通等，只要連接到免費廣播區，便可

以用內建視窗的方式來收聽廣播。 

（三）音樂新碟 

    音樂新碟區主要和 Hinet 音樂區合作，提供新專輯的影音介紹，並和 ezpeer

合作，由 ezpeer 提供線上付費音樂的收聽。此外，音樂新碟區亦提供「iSing99

愛唱久久」的連結，消費者連結到該網站後將可以透過該網站的付費軟體在家體

驗唱 KTV 的感覺。 

（四）計次收視 

計次部分的影音內容包括電影、戲劇、綜藝、新聞、娛樂與綜合等類別，依

影片內容的不同，消費者所需支付的費用與收看天數也不同，如支付 99 元的影

音收視費便可以在 99 天之內無限制的收看。 

（五）月費收視 

hiChannel 提供遊娛包 99 元、月輕鬆 88 元、月輕鬆 188 元、月輕鬆 288 元、

直播套餐與午夜電影院 150 元等月費服務。其中，遊娛包為 Hinet 所提供的專屬

超值娛樂套餐，消費者在點選後會連結到 Hinet 遊娛專區，如要收視則需另外加

入 Hinet 的會員，可收看的內容包括影視節目、新聞、娛樂、寫真、線上休閒遊

戲與Disney於台灣獨家授權的可愛遊戲等；月輕鬆系列的內容包含了戲劇、電影、

綜藝、綜合、成人、電影直播等上百部影片內容，消費者在訂閱期間內可無限次收看；

午夜電影院則是提供網友每日不同的電影影片，以供網友觀賞。 

（六）行動專區 

hiChannel 行動專區是新提供的免費服務，只要消費者的行動裝置是微軟作

業系統及能支援上網的功能，不限廠牌與不限電信業者都能透過行動網路連結至

hiChannel 行動專區收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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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hiChannel 與愛爾達所獨立經營的第五台 ch5 都是透過網路倉儲中心

(IDC)的觀念來匯聚大量的影音內容以建立豐富的影音多媒體資料中心(MDC)，

彼此使用相同的影音資料庫，差異在於使用不同的包裝，ch5 的定位比較年輕化，

以 12～25 歲的年輕人為主要收視族群，因此，在 ch5 上多屬新發行與熱門的影

音內容；不同地，hiChannel 的定位則屬於匯聚型的影音網站，以 20 ～45 歲的

上班族群為主，根據統計，目前 hiChannel 已與 70 多家影音內容業者合作，並

推出超過 160 個頻道的內容，因此，hiChannel 所提供的影音內容包羅萬象，整

體來說也較為完整（陳韋伶，2002；鄭詩芸，2003；高振偉，2005）。 

對內容製作提供者來說，hiChannel 擁有頻寬資源、影音伺服器、儲存設備

與帳務系統等強大的成本優勢，因此，吸收了頻寬、平台、影音資料庫及收費系

統的建置與管理成本等重要的影音網站成本，可以幫助其快速拓張影音資料量與

系統的顧客容納量，而透過成本吸收與網站的連結，也提供了網路上可穩定獲利

的來源，促使許多影音內容提供者願意付出小額成本來享受影音收費的營收分攤

（陳韋伶，2002；高振偉，2005）。 

中華電信與愛爾達在成本的分攤上，主要由 hiChannel 負責提供頻寬、機房

與付費系統(billing system)，愛爾達則負責線上影音傳輸與管理系統和影音內容

廠商洽談影音內容的合作、軟體設計等，行銷的部分則是共同來負擔（鄭詩芸，

2003）。在 2007 年 4 月 9 日時，中華電信更進一步地參與愛爾達科技的現金增資，

在此次增資案中，中華電信取得愛爾達科技增資後股本的 21.11％，並取得愛爾

達科技一席董事席次，預期兩者間的合作關係強化後，將有助於強化中華電信的

內容管理、挑片、數位版權管理等事宜（費家琪，2007 年 4 月 10 日）。而透過

這樣的相互投資，顯見兩者間的合作關係十分地堅固。 

在收益方面，hiChannel 收益的主要來源以影音收入為主，而 hiChannel 在拆

帳策略上，中華電信一開始拆分比例比較少，但隨訂戶數的增加，佔所拆帳的比

例也會逐漸上升（高振偉，2005），目前並沒有電子商務的收入，但有影音空間

租用、輔助教學影音資料、影音郵件、影音聊天室等加值服務作為支持收入的來

源之一（陳韋伶，2002）。此外，目前 hiChannel 提供免費特區的服務，在免費

特區中的影音內容將將插播影音廣告，成為 hiChannel 新的營收來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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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hiChannel 目前營收來源 
類別 說明 
影音內容收費 消費者收看影音內容的收視費用 
網路廣告收入 網路廣告、影音廣告 
合作拆帳 和內容提供者合作，利用拆帳創造雙贏局面 
影音相關技術的

加值服務 
影音空間租用、輔助教學影音資料、影音郵件、影音聊天室

等加值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hiChannel 核心資源 

根據相關文獻資料與訪談結果可知，hiChannel 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個

人能力、組織能力所擁有的核心資源包括： 

（一）有形資產 

1. 會員付費人數 

    目前 hiChannel 最初在行銷上主要是針對中華電信 ADSL 的用戶，因此，

hiChannel 的會員人數是和中華電信 ADSL 的會員一起加總計算的，根據統計可

知，目前中華電信 ADSL 的用戶數約 386 萬戶，由於當初中華電信在行銷時曾

推行過相關的免費策略，如申辦 ADSL 贈送 hiChannel 免費觀看點數，而這部分

的金額主要是由中華電信來吸收，因此，對 hiChannel 來說，除了能獲得來自 HInet

的新會員外，合資的愛爾達也能間接從中華電信取得用戶的收視費用。目前在中

華電信的強力拉抬下，hiChannel 的會員人數急速的上升，也擁有許多的付費會

員。由資源特性來看，這些付費會員除了需要長時間的累積才能培養出來之外，

這些會員的養成和 Hinet 本身亦有密切的關係，因此，hiChannel 的付費會員資源

具有長期建構與專屬性的特性。 

2. 基礎市場建設 

寬頻影音網站在經營上需要投入大量的資金在軟硬體、設備、後端設備的機

器、頻寬成本、伺服器等基礎技術與網路基礎設備上，因此，比起許多網路企業

來說，寬頻影音網站的經營成本是比較高的。根據中華電信數據通信分公司統計，

截至 2007 年 6 月為止，中華電信擁有全台灣最密集、高速的寬頻網路，全國網

路寬頻超過 69,000Mbps，並擁有最多撥接與 ADSL 門號數與超過 95%的 ADSL

電路迴路，此即為中華電信經營數位影音服務的基礎市場規模保障（見

http://www.hinet.net/footer_aboutus.htm）。由於中華電信長久以來便已經大量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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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網路設備與基礎建設之中， hiChannel 目前也是中華電信數據通信分公司

和愛爾達科技、中華國際黃頁所共同合資擁有，因此， hiChannel 在設備與傳輸

頻寬上具有現成的利基與優勢，而 hiChannel 也能藉由此項資源大幅度的減少頻

寬傳輸上的成本，並不需要太多額外的投資。由資源特性來看，由於頻寬與基礎

市場建設為長期獨佔的電信事業，需要長時間的建設，也需要長期的資金投入，

因此，hiChannel 在此項資源中具有獨特性，亦即需要長期建構的特性。 

3. 充足的資金與資本 

    中華電信目前所擁有的資金量相當驚人，根據中華電信所公布的營收結果可

知，中華電信 2006 年的合併營收為 1845.3 億元，稅後盈餘 448.8 億元，每股稅

後盈餘 4.63 元，而現金及約當現金共計 706.7 億元（見 http://dwz.tw/05j2）。較

特別的是，目前 hiChannel 的資金乃是分別由三家不同的公司所提供，包括中華

電信數據分公司、愛爾達與中華黃頁分公司，而這三間不同的公司在 hiChannel

中也各自負責不同的業務。 

「資金的部分 hiChannel 是同時，在 Free TV 的部分是中華電信 Hinet 跟黃頁，其

實廣告業務的部分是黃頁分公司做的，愛爾達是負責廣告插播的平台……內容也

是愛爾達這邊來負責，所以它其實是三個公司的資源投入進去，而且已經籌備了

七、八個月以上，到現在持續都是三個 party 在做，所以它的資金很難估算。」

（hiChannel 訪談資料） 

透過上述可知，透過三間不同公司的資源結合，顯示 hiChannel 在資金的獲

取與運用上較其他單一公司的寬頻影音業者來說，將具有更多競爭上的優勢。由

資源特性來看，充足的資金將可以幫助 hiChannel 在各項策略上投入更多的資源

與發展更多樣化的策略，因此，hiChannel 在資金上的資源具有價值性與延展性

的特性。 

（二）無形資產 

1. 品牌形象 

    中華電信成立於 1996 年 7 月 1 日，前身為交通部電信總局營運部門，成立

時資本額為新台幣 964.77 億元，主要業務涵蓋固網通信、行動通信，以及數據

通信三大領域（見 http://www.cht.com.tw/CompanyCat.php?CatID=238），目前中

華電信為台灣最大的 ISP 業者，更連續五年榮獲資策會資訊與電腦雜誌「一般消

費者」、「資訊經理人」票選為最佳 ISP、最佳 ADSL 等榮譽（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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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inet.net/footer_aboutus.htm），顯示中華電信具有一定程度的品牌形象。

而 hiChannel 在中華電信的扶持下，從 hiChannel 在 2000 年時成立至今，亦累積

了相當程度的品牌知名度，根據創市際於 2006 年 10 月所進行的線上影音相關調

查顯示，由 HiNet 所經營的 hiChannel 擁有 50%的知曉度，顯示品牌名聲的累積

具有一定程度的成效。由資源特性來看，由於 hiChannel 在寬頻影音產業中屬於

長期經營的業者，因此，其所擁有的品牌名聲具有長期建構的特性。 

2. 會員資料庫 

    之前曾經提到，hiChannel 目前由中華電信數據分公司、愛爾達與中華黃頁

分公司三家不同的公司合資成立，就中華電信數據分公司來看，它擁有全國

ADSL 用戶九成五以上的市場佔有率，以及廣大的 Hinet 用戶，因此，這背後已

累積的會員資料數目相當驚人；另一方面，中華黃頁分公司則擁有 70 萬戶黃頁

企業客戶，雖然目前中華黃頁分公司只負責行銷業務，但未來若能有效地整合，

這些客戶將是 hiChannel 在競爭上的利基。由資源特性來看，由於該項資源和中

華電信間具有緊密結合的關係，並不能獨立的分割和轉移，因此，hiChannel 在

會員資料庫上具有專屬性的特質；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會員資料庫的運用，

hiChannel 在不同的影音市場中將可以針對這些現成的客戶來進行相關的行銷，

因此，此項資源亦具有延展性的特性。 

3. 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 

    中華電信在推出光世代的計畫後，為了配合光纖到府的遠景，也開始深耕於

數位內容的發展，而中華電信首先的計畫便是投入大筆的資金向美國職棒大聯盟

拿下網路轉播權，在 hiChannel、MOD 與 3G 手機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王建民的

比賽，對 hiChannel 來說，影音內容的獨家與品牌知名度之間是成正比的關係，

隨著獨家內容的不斷提供，hiChannel 的品牌知名度也會不斷地提升。 

「hiChannel 引進的像是 MLB、SBL、亞錦賽、世棒賽等，其實都會一直累積，透

過這樣大型獨家網路棒球的轉播、直播來累積它的知名度，所以品牌名聲一定會

越來越好。」（hiChannel 訪談資料） 

根據 hiChannel 的統計資料顯示，在 2007 年 4 月 25 日王建民首日登板比賽

的轉播中，從早上 6 點到 11 點之間，hiChannel 共湧入十萬名不重複人次登錄觀

看，平均同時在線人數為一萬名，保守評估頻寬用量達 6G，為台灣知名網路社

群無名小站總流量的兩倍（何英煒、林淑惠，2007 年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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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愛爾達最早在 2001 年 7 月時，愛爾達便和中華電信舉辦 hiChannel

的聯合記者會，針對 ICP 打出企業合作的理念，說服 ICP 放棄傳統購買版權來

播放的觀念，並與當時台灣的四家無線電視業者（台視，華視，中視，民視）以

及數家知名電影業者共同合作，透過中華電信的帳務系統（ＡＡＡ小額付費）與

愛爾達的媒體流上架技術整合，來吸引 ICP 提供內容（見 http://dwz.tw/05oj）。

在 2003 年時，hiChannel 更與亞洲地區唯一提供好萊塢版權電影網路隨選視訊的

新加坡業者 Intertainer 合作，提供與錄影帶同步、甚至更新的好萊塢版權電影（龔

小文，2003 年 3 月 5 日）。因此，目前愛爾達是全台灣最大的數位內容典藏的影

音資料庫中心。而愛爾達在資料庫的保存上也特別用心，在資料後端的儲存與安

全防護措施上，愛爾達除了每台主機都設有防火牆外，若要進入公司的資料庫，

必須從公司電腦才能進入主機，這些主機也都是放到中華電信的機房內，除了能

使資料平台的傳輸穩定外，也確保資料庫的安全（見 http://dwz.tw/05ok）。 

綜合上述，由資源特性來看，由於 hiChannel 透過資金的投入購買到體育賽

事、美國職棒大聯盟以及相關好萊塢影片的獨家轉播權，目前在網站上所播映的

影音內容也是透過長期的合作而來，因此，其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具有獨

特性與長期建構性的特質。 

4. 行銷與發行通路 

    中華電信公司在電腦、電視與手機上均提出了影音相關的服務方案，在電腦

平台上為 hiChannel、電視上為 MOD，手機上則為 emome。  

「愛爾達本身就是跨平台的影音播放通路，就是有 PCTV、MOD，就是 IPTV，跟

我們的 Mobile TV，所以全台灣唯一能跨平台播放的只有愛爾達就對了」

（hiChannel 訪談資料） 

由於這三個不同的平台通路都共享相同的影音資源，因此，hiChannel 在影

音節目授權的洽談與線上影音廣告業務的洽談上具有一定程度的優勢，能透過三

個平台的通路優勢，以量計價，談到較佳的價格。 

此外，中華電信還有全台上千棟大樓外牆資產、每月三千多萬張市話、固網、

行動電話的帳單通路， 而 hiChannel 在過去的行銷中也曾採取「綑綁式行銷」

的方式，直接針對中華電信 ADSL 的用戶做促銷，採取續約或新辦中華電信 ADSL

送 hiChannel 點數費的策略以增加 hiChannel 的使用人數，因此，擁有全台灣廣

大的電信行銷通路是 hiChannel 所擁有的核心資源之一。由資源特性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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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hannel 的行銷與發行通路乃是以中華電信的現有通路為主，本身亦是中華電

信的網路通路之一，因此，具有專屬性的特性。 

5. 豐富的產業知識與經驗 

對於中華電信來說，由於成立以來的業務多以軟體技術與線路硬體為主，因

此公司人才也大多為技術性的人員（技術人員與工程師佔公司員工總數 60％左

右），因此，也累積相當多電信、頻寬技術方面的經驗，不過在經營數位影音服

務方面，反而缺乏內容談判與行銷企畫與推廣相關人才（高振偉，2004）。但另

一方面，愛爾達科技由 2000 年成立至今，主要負責線上影音傳輸與管理系統和

影音內容廠商洽談影音內容的合作、軟體設計等（鄭詩芸，2003）。因此，由資

源特性來看，中華電信與愛爾達彼此間的緊密合作除了達到資源互補的效果外，

也透過這樣的正向循環不斷累積豐富的產業知識與經驗，是以 hiChannel 在產業

上的經驗除了具有長期建構的特性外，亦具有不可分割與轉移的專屬特性。 

「我們這中間所累積的專門知識和經驗其實是一路見證台灣寬頻網路發展史，我們

團隊其實都 6年以上了，所以在經驗和技術上都不是問題」（hiChannel訪談資料） 

（三）個人能力 

1. 財務管理能力 

    在 hiChannel 的經營規模上，目前 hiChannel 是台灣第二大的寬頻影音業者，

一般來說，當廠商在產業中的規模愈大時，越具有規模經濟的效益，廠商的平均

成本會較低且較具有市場競爭力，存活時間也會較長。此外，本研究在訪談過程

中也發現，hiChannel 在資金的運用上也保持一定程度的靈活性，並能確保公司

不斷的獲利。  

「我們公司資金一直非常的穩健，我們公司的常置性現金一直都維持在我們股本的

一半以上，就是一直都有常置性現金在身上，所以算還不錯……今年預計會有兩

塊以上的獲利。」（hiChannel 訪談資料） 

Srivastava, Shervani & Liam (1999)認為組織的財務績效來源之一為其市場績

效，而組織市場績效來自於良好地協調運用組織的市場為基礎資產(market-based 

assets)及企業流程(business processes)，因此，hiChannel 的財務管理能力為其重

要的核心資源之一。由資源特性來看，由於財務管理能力本身可書面化的程度低，

往往競爭者只能藉由已公開的財務報表或新聞資訊中探知競爭者的財務狀況，因

此，hiChannel 在財務管理能力上具有模糊性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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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能力 

1.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 

    愛爾達公司本身就是從影音數位化工程、多媒體資料庫管理等影音技術服務

提供起家，在這幾年的經營之下，愛爾達在技術與能力上都累積了相當充足的經

驗，目前愛爾達和中華電信在網路、MOD、3G 平台上擁有 MLB 的獨家合作，

愛爾達的業務除了要協助播出外，也要再透過專業的影音後製處理以符合不同影

音平台的觀看螢幕尺寸，此外，還包括影像與聲音的調整、精彩畫面放大的處理

及手機字幕的製作等各種複雜的數位化後製項目（見 http://dwz.tw/05za）。因此，

hiChannel 在愛爾達的支援下，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具有競爭上的優勢。由

資源特性來看，hiChannel 本身的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乃是由愛爾達長期累

積而來，因此，具有長期建構的特性，此外，由於愛爾達本身的技術能力可以支

援到不同的平台中，因此，也具有延展性的特質。 

2. 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 

    在 hiChannel 中的組織運作效率主要來自於各團隊的協調與合作，在

hiChannel 中，不同團隊依業務性質的不同，各自負責不同的部門與業務，雖然

這些團隊來自於不同的公司，但 hiChannel 團隊的平均資歷都在 5、6 年以上，

在長久合作的關係下，彼此的默契、運作流程都十分清楚，團隊間的交互運作自

然地會很有效率。 

「這個團隊在做事，很多東西你已經 run 過很多了，打過大小戰役，其實很多新的

東西進來你可以執行的快、狠、準，很有效率，又有成果，這是我個人覺得我們

資源最好。」（hiChannel 訪談資料） 

    由於 hiChannel 是由三個不同資源背景的公司所組成，因此，在 hiChannel

中特別強調協調的重要性，如何能夠有效地整合相異的人員、資源，進而達成綜

效成為 hiChannel 經營所需面對的問題。 

「組織能力很主要就是有一個 coordinate（協調）的能力，就是創意然後要很有制

度，這其實是很有趣的，因為創意有時候跟制度是衝突的……創意、制度跟專業

都能夠整合起來才是新媒體的基礎……新媒體一路走來、戰戰兢兢、非常辛苦，

從 2003 以後開始賺錢，每年我們公司都賺錢。」（hiChannel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hiChannel 的組織運作效率由於團隊的平均資歷都

在 5、6 年以上，另一方面，hiChannel 在不同公司、團隊間都具有相當良好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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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能力，而這樣的協調過程對外界來講十分的複雜與不易釐清其間的關係，因此，

具有長期建構與模糊性的特質。此外，由於 hiChannel 的高組織運作效率也促成

hiChannel 經營上的成長與獲利與增加執行策略時的效率，是以本項資源亦具有

價值性的特質。 

彙整上述，本研究將 hiChannel 所擁有能為其帶來競爭優勢的策略性資源之

特性整理如表 5-2 所示： 

【表 5-2】hiChannel 之核心資源特性表 
核心資源項目 資源特性 說明 

有

形

資

源 

有形資產 會員付費人數 獨特性（稀

少性、長期

建構性） 

需要長時間的累積才能培養出願意

付費的大量會員 

專屬性 這些付費會員主要和中華電信的用

戶綑綁在一起，兩者間具有密切的關

係 
頻寬和基礎建設 獨特性（稀

少性、長期

建構性） 

頻寬與基礎建設為長期獨佔事業，且

頻寬機房需要大量資金的長時間投

資，無法迅速建立  
資金 價值性 資金可以幫助投入更多的資源 

延展性 資金可以發展更多樣化的策略 

無

形

資

源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hiChannel 長期經營下所累積而成，

因此具有長期建構的特性 
會員資料庫 專屬性 此一資源乃是依靠中華電信而生，無

法分割和轉移 
延展性 hiChannel 在不同的影音市場中將可

以針對這些現成的客戶來進行相關

的行銷 
影音版權內容與

影音資料庫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相關影音內容乃長期合作而來，且獲

得美國職棒大聯盟以及相關好萊塢

影片的獨家轉播權  
行銷與發行通路 專屬性 以中華電信的現有通路為主，本身亦

是中華電信的網路通路之一 
產業專門知識與

經驗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團隊成立至少 6 年以上，累積了豐富

的經驗 
專屬性（不

可分割） 
團隊所累積的經驗與能力乃是愛爾

達與中華電信互相交流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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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能力 財務管理能力 模糊性 對手難以查知本身的財務狀況與財

務管理能力 
組織能力 影音壓縮與串流

處理能力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愛爾達由技術支援出發，長期經營下

累積相當充足的經驗與培養了優秀

的能力 
延展性 愛爾達本身的技術能力可以支援到

不同的平台 
團隊與業務運作

能力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團隊的平均資歷都在 5、6 年以上，

在長久合作的關係下，彼此的默契、

運作流程都十分清楚 
模糊性 團隊間的協調過程對外界來講十分

的複雜與不易釐清其間的關係 
價值性 促成 hiChannel 經營上的成長與獲

利，增加執行策略的效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Webs-tv 核心資源分析 

一、Webs-tv 概況論述 

Webs-tv 網絡數碼成立於 1999 年，主要是為全球華人寬頻用戶提供內容豐富、

品質滿意、介面友善的線上影音娛樂服務。目前 Webs-tv 擁有 85 萬以上的付費

會員，每月不重複造訪網友接近 820 萬，涵蓋 70%以上的上網人口，首頁每天約

288 萬的頁面瀏覽量，而網站每天更高達 8,625 萬的頁面瀏覽量，為台灣目前最

大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劉威麟，2006 年 9 月 21 日；Webs-tv 內部資料，2007

年 5 月）。未來經營目標為結合寬頻影音與入口網站的優勢，建構 e-Media 網路

加值整合資訊服務媒體平台，以華人地區線上寬頻影音服務的領導地位，進軍全

球市場（Webs-tv 內部資料，2007 年 5 月）。 

    如先前所述，Webs-tv 自 2004 年起主導一系列的併購案，包括快速合併天空

部落（部落格）、創作線上（線上文學創作網站）、GiGigaga（寬頻入口網站）、

影音網科技（寬頻技術）、和信超媒體（Giga media）的 ADSL 部（ISP 業務）、

蕃薯籐（入口網站）、台灣百視達（實體影音內容通路）等七家公司，再加上原

有 webs-tv 寬頻電視內容資源與天空部落的用戶創作能量，Webs-tv 著實累積了

許多不同的能力與資源，為了有效整合影音內容、線上社群、寬頻上網、web2.0

等不同的服務，Webs-tv 於 2007 年 3 月時正式更名為「天空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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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tv inc.）」，並以「yam 天空」做為全新的品牌識別系統（見

http://dwz.tw/04lz）。 

Webs-tv 在納入百視達體系後的經營藍圖如圖 5-1 所示，主要包含媒體、社

群與加值三大類，而個別的服務則包括：影音新聞、天空部落 (Blog)、寬頻電

視（IPTV）、超網路（Giga ADSL）、小蕃薯、女人 Hercafe、住宅通、搜尋、遊

戲、股市、理財、算命等多元化的服務。 

 

 
 
 
 
 
 
 

 
 
 
 

 
 

 
 
 
 
因此，目前 Webs-tv 的營收來源除了原本的網路電視（IPTV）會員、入口網

站廣告與 ADSL 用戶連線月租費之外（賴德剛，2007 年 1 月 24 日），又加入了

百視達實體的影音租借收入。 

 

 

 

 

 

 

【圖 5-1】Webs-tv 企業版圖 
資料來源：Webs-tv 內部資料，2007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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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Webs-tv 目前營收來源 
類別 說明 
影音內容收費 消費者收看影音內容的收視費用 
網路廣告收入 旗下各網站的網路廣告、影音廣告、關鍵字廣告等不同類型

的廣告收入 
合作拆帳 和內容提供者、ISP 業者合作，利用拆帳創造雙贏局面 
影音相關技術的

加值服務 
網站技術支援、影音網站架設等加值服務 

影音租借收入 百視達的實體 DVD、VCD 租借收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本研究的觀察，Webs-tv 目前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包括： 

（一）免費頻道 

目前免費節目則是提供所有的會員免費收視，該區所提供的內容包括電影預

告、音樂 MV、部分紀錄片等。 

（二）月費頻道 

Webs-tv 目前提供了 80 元月費制、180 元月費制、280 元月費制與 380 元月

費制，會員可收看整點新聞、隨選戲劇、隨選綜合、音樂 MV、直播頻道、鎖碼

頻道、隨選電影等內容，但隨會員付費等級的不同，各類別所提供的影音內容數

量也會有所差別。 

（三）計次付費 

主要是提供付費會員使用 Webs-tv 的ｅ金幣虛擬點數來消費收視，會員可選

擇的內容包括隨選戲劇、隨選綜合、隨選情色、節目套餐、鎖碼頻道、隨選電影

等。 

（四）會員活動 

會員活動方面包括影音儲值的優惠、贈獎活動、抽獎活動等，而獎品包括文

具、電影票、海報、T 恤等，其目的是為了吸引更多的網路使用者加入會員。 

另一方面，在影音內容的取得上，Webs-tv 主要是透過購買版權與拆帳的方

式，經營的方式就像是有線電視電影台購買節目內容一樣，當 Webs-tv 利用購買

版權所得到的內容在其他影音網站中無法看到時，將可以形成競爭上的差異化優

勢。而 Webs-tv 在網站上提供的內容類別包括情色節目、好萊塢電影與偶像劇等，

拆帳方式主要是由固網業者負責徵收基本費，之後再依使用人數來劃分（鄭詩芸，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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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tv 在過去經營上的一大特色便是和台灣大多數的固網業者都有合作成

立聯名網，包括和信超媒體(GigaTV)、速博(SparqTV)、台灣固網(AnetTV)、新

力索尼(so-netTV)、新浪網(SinaTV)等五個聯名網站，不同 ISP 下的使用者，可

在其 ISP 的機房下收看 Webs-tv 所提供的影音內容，以確保獲得最佳的品質，另

一方面，Webs-tv 也和中華電信合作，合法取得中華電信的骨幹，和 hiChannel

形成競爭與合作的關係（鄭詩芸，2003；陳中和，2005）。 

目前 Webs-tv 負責客戶管理、網站維持與影音管理等，行銷方面主要由固網

業者負責，主要的對象是各固網業者之下的用戶，由於 Webs-tv 的部分版權是採

用買斷的方式，因此，在和固網業者的協調上具有較高程度的彈性，Webs-tv 可

以儘量配合其行銷活動（鄭詩芸，2003）。 

二、Webs-tv 核心資源分析 

根據相關文獻資料與訪談結果可知，Webs-tv 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個人

能力、組織能力所擁有的核心資源包括： 

（一）有形資產 

1. 會員付費人數 

    根據 Webs-tv 統計資料顯示，目前 Webs-tv 全區流量一天有 42 萬人次．註

冊會員數為 850 萬人，付費的會員則為 85 萬人次。根據陳中和（2005）的訪談

結果可知，Webs-tv 策略長何定認為付費會員要達到 22 萬才能有機會損益兩平，

剛踏進台灣寬頻影音市場的業者，在沒有用戶基礎之下，與國內內容供應商洽談

合作會比較辛苦。目前 Webs-tv 付費人數高達 85 萬人次，已超越當初所稱的損

益兩平門檻四倍之多，雖然會員付費的金額並非 Webs-tv 唯一的收入來源，但如

此高的付費會員人數也代表 Webs-tv 在多年的經營累積之下，已在會員付費人數

的資源具有競爭上的優勢。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Webs-tv 的付費會員乃是多

年經營所累積而成，是以具有長期建構的特性。 

2. 頻寬和基礎建設 

    隨著網站內容的不斷增加，網站所需要的頻寬也必須要不斷的加大，對業者

來說就更需要便宜的頻寬提供。2006 年 5 月時，Webs-tv 購併國內知名 ISP 公司

和信超媒體（Giga Media）旗下的 Giga ADSL 業務、用戶與相關資產，根據當時

的統計，Giga ADSL 的用戶數約 6 萬 2000 戶，此宗併購案總交易金額約合新台

幣 5.9 億元，Webs-tv 在投入 ISP 的業務之後，除了獲得頻寬上的支援外，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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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ISP 業者間也轉變成以「同業」的身份來洽談合作。 

「webs-tv 需要很多頻寬，因為它有很多內容、付費會員成長，他需要更多便宜的

頻寬、穩定的品質，所以併購 Giga ADSL，買比租便宜，因為租你越大別人就加

價，認為你很多錢我要漲價，乾脆自己做。」（Webs-tv 訪談資料） 

因此，這樣的併購活動一方面幫助 Webs-tv 在頻寬與基礎建設的業務洽談上

更為順利，另一方面，也確保 Webs-tv 擁有自己獨立的頻寬資源。由資源特性來

看，當 Webs-tv 轉變成 ISP 角色後，可以節省洽談頻寬上的成本與增加談判時的

籌碼，因此，Webs-tv 在頻寬和基礎建設上具有價值性的特性。 

3. 資金 

中興保全看好寬頻影音產業的發展，在 2006 年 12 月時投資寬頻影音網站

Webs-tv 成為最大股東，中興保全直接持股 49％，加計 Webs-tv，合計持股達 74.08

％，除取得 2 席董事、1 席監察人外，董事長也由中興保全董事長林孝信擔任，

目前 Webs-tv 已於 2007 年 5 月份時由虧轉盈，出現小額獲利，未來在 2007 年底

時將規劃進一步的引進外資，並進軍中國大陸市場，透過海外控股公司的模式，

尋求在海外掛牌的機會（鄭淑芳，2007 年 6 月 22 日）。因此，隨著中興保全的

入駐，未來外資的引進，都顯示 Webs-tv 具有資金方面的競爭優勢。由資源特性

來看，資金對 Webs-tv 來說具有價值性與延展性的特質，因為充足的資金一方面

可以幫助 Wesb-tv 在併購與各項競爭發展策略上取得優勢，一方面也可以幫助

Webs-tv 進入到新的市場中發展。 

（二）無形資產 

1. 品牌聲譽 

    Webs-tv 早期由於節目內容的洽談十分困難，因此，節目的來源十分有限。

最早願意和 Webs-tv 合作的內容提供者為「彩虹頻道」，由於 Webs-tv 在播映成

人頻道後也確實產生一定程度的收益，為了確保公司的生存，Webs-tv 在成人節

目方面必須要保持一定程度的比重，因此，許多人對 Webs-tv 的品牌觀感都認為

它是一間以成人頻道起家的公司（梁中偉，2006 年 9 月 21 日）。但在 Webs-tv

逐漸成長之後，目前已投資於網路品牌的經營，並逐漸淡化 Webs-tv 等同於成人

影音網站的刻板印象。 

根據 2006 年 10 月份創市際 NetRover™所紀錄上網者的行為資料顯示，

Webs-tv 在最受歡迎的線上影音網站排名第一，有高達 57.1%線上影音使用經驗



 - 85 -

的網友(N=3306)表示有聽說過 Webs-tv，雖然目前 Webs-tv 已改名為 Yam 天空寬

頻電視，但整體來說，不論是台灣排名第三大的入口網站 Yam 蕃薯藤、台灣第

二大的天空部落格、或是 Webs-tv，消費者對其都有一定程度的知曉度與認知度，

顯示品牌聲譽為 Webs-tv 的核心資源之一。由資源特性來看，Webs-tv 的品牌聲

譽乃長期經營下所累積而成，即便目前的品牌改為 Yam 天空，但因為 Yam 蕃薯

藤本身為台灣第三大的入口網站，因此，整體來說，Webs-tv 的品牌聲譽具有長

期建構的特性。 

2. 會員資料庫 

    Webs-tv 在早期的會員人數主要是隨著寬頻上網用戶的增加而成長，在合併

蕃薯藤前已累積 850 萬個註冊會員，當 Webs-tv 在合併蕃薯藤之後，由於蕃薯藤

有高達 1850 萬個註冊會員，每月不重複造訪人口更有 820 萬人，因此，這兩者

間的結合將形成龐大的會員資料庫，尤其目前 Webs-tv 已整合完畢其下包括天空

部落、蕃薯藤、Webs-tv 等所有網站的會員登錄資料，並以統一帳號來管理，由

於這背後所累積的資料庫相當龐大，幾乎佔了台灣1400萬網路使用人口的一半，

因此，會員資料庫可算是 Webs-tv 的核心資源之一。由資源特性來看，Webs-tv

的會員資料庫乃是透過不同網站的資料庫連結而來，並無法單獨的切割或轉移，

因此，具有專屬性的特質。 

3. 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 

Webs-tv 最初於 1999 年時並沒有龐大的資金奧援，因此，在版權的洽談上必

須要一間一間的和內容提供者去談，隨著不斷的洽談與合作，目前 Webs-tv 已能

提供超過二十萬小時的線上隨選視訊，包括綜藝、隨選娛樂、電影、政論、新聞

直播、港劇、偶像、動畫、相聲、電影特輯與成人娛樂等多元化的影音節目，和

各內容提供者間也維持穩定的合作關係。 

「開始一次次的拜訪電視台，告訴他我們是合法業者……我們去跟電視台談版權，

獲得認同就開始 try，他們發現我們做的很好，就再給我們，越給越多，這麼多

年來，建立良好的關係。」（梁中偉 2006 年 9 月訪談資料，見

http://www.itmag.org.tw/magazine/article_single_340.htm） 

在 Webs-tv 併購百視達之後，Webs-tv 成為全台最大的影片採購商，每年採

購金額約達六億元，將能有效地減少 Webs-tv 的數位內容取得成本，更由於達到

採購經濟規模，較有機會爭取到美國製片公司著名新片的線上數位影音版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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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內容競爭上的優勢（張凡，2007 年 1 月 12 日）。由資源特性來看， Wesb-tv

在過去影音內容的取得中，大多是透過不斷的洽談而來，和不同內容提供者間也

建立了緊密的關係，是以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對 Webs-tv 來說具有模糊性

的特質；此外，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對 Webs-tv 來說亦具有獨特性的特質，

藉由百視達所擁有的龐大影音資源，將可以和市場上的競爭者產生差異化的情

形。 

（三）個人能力 

1. 個人管理能力 

    Webs-tv 最早是由目前的執行長陳銘堯所創立，在鄭詩芸（2003）的研究中，

陳銘堯接受訪談時便認為，Webs-tv 的核心資源依序為股東支持、團隊努力與個

人的領導，顯見管理者在 Webs-tv 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Webs-tv 在成立初期，

剛好碰上網路泡沫化的危機，當時的執行長陳銘堯不退反進，以低價吃下別人不

要的頻寬，反而讓 Webs-tv 度過二、三年網路泡沫之後的慘淡期（見

http://mr6.cc/?p=421）。直到目前為止，陳銘堯仍以嚴謹的態度來管理 Webs-tv，

並透過一系列的團隊規劃與活動來提升整體的士氣，達到團隊間共享、參與、互

動的目的。 

「我們最主要的主事者是執行長，他個人非常重視知識經濟這一塊的投資，……每

年兩次的學習競賽，還有加速月，外面有人叫『戰備月』……不僅是在業績目標

的達成，同時每天早上，分享昨天你在市場遇到的困難，達到跨組織的溝通，水

平的溝通……我們常常在接受教育訓練，接受新知的刺激。」（Webs-tv 訪談資料） 

此外，Webs-tv 執行長陳銘堯從二十四歲開始創業，由於早期創業曾經失敗

的關係，因此，讓他特別懂得「商業談判」的重要，以自己擁有的資源，去換得

更多的資源（見 http://mr6.cc/?p=573），而這種個人談判的能力也是導致 Webs-tv

之後不斷併購、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由資源特性來看，Webs-tv 所擁有的個人

管理能力能幫助 Webs-tv 培養更多執行策略時的團隊默契與能力，因此，具有價

值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個人管理能力本身就是難以量化的概念，對競爭對手來

說亦十分難觀察與模仿，因此，Webs-tv 的個人管理能力也具有模糊性的特質。 

2. 財務管理能力 

    Webs-tv 從 2004 年開始一系列的併購過程之中，在 20 個月之內一口氣併購

了七家公司，而 Webs-tv 的財務調度更是讓許多人好奇，雖然許多人在網路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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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中並不看好 Webs-tv的財務管理能力，認為Webs-tv在這樣的財務槓桿操作下，

要是某天現金流不足時，將會對經營產生很大的問題（見 http://mr6.cc/?p=573）。

但由目前的觀察來看，Webs-tv 已於 2007 年 5 月份開始獲利，未來更規畫以海外

控股公司的模式尋求在海外掛牌，目前也有許多相關的活動正在進行，顯示

Webs-tv 在經過一系列併購後，目前財務規劃並沒有太大問題。 

「財務管理能力在我們去年從八千四百多萬，到今年的七億，這樣的財控能力是很

令人驚服的，我可以引述我們一個財務經理曾經有一次公開講說，每一次我們在

併購公司時，他在做財務調度都驚心動魄，因為一個不小心會出問題，因為付款

你付不出來利息，不是只是付不出來，你是違約，違約要被三倍的處分，你會連

動效應，所以在財務管理能力上，webs-tv 可能真的有異於常人的特質。」（Webs-tv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Webs-tv 的財務管理能力是外界較難以察覺的，其

實際的財務運作方式亦引起許多人的好奇，在無法確切瞭解其因果關係的情形下，

可說是具有模糊性的特質。此外，優秀的財務管理能力也可以幫助 Webs-tv 將其

核心資源運用到不同的市場中，亦即在進行併購策略或其他策略聯盟活動時不會

有後顧之憂，因此，也具有延展性的特質。 

（四）組織能力 

1. 系統設計能力 

由於 Webs-tv 有許多聯名網站，因此，在影音節目的管理上，必須由公司自

身的技術人員自己去開發與撰寫程式，該程式負責網路上所有聯名網站中影音節

目的上傳與下檔，並負責維護與確保影音內容的品質。一般來說，這一類的程式

在外面並不會有系統設計業者專門提供，必須由影音業者自行規劃，而透過

Webs-tv 自行規劃的管理機制後，Webs-tv 在所有聯名網站中所提供的影音內容

將可以確保其品質具有一致性，而這也是 Webs-tv 擺脫其他影音網站節目同質性

的主要策略（鄭詩芸，2003）。由資源特性來看，這背後的系統設計工程主要都

是由 Webs-tv 一手包辦與規劃，對外界來說，背後的運作與管理機制並不能透過

網站表面的觀察就輕易查知，因此，具有模糊性的特質。 

2.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 

    Webs-tv 在成立初期首先著重於發展廣播技術，之後第二年就不斷到南韓等

地去觀摩其他業者如何運作，並韓國進行合作，進行網路技術的交流，以解決寬



 - 88 -

頻技術上的問題（鄭詩芸，2003）。在 2005 年時，Webs-tv 便可達到 28 萬人次同

時在隨選視訊上收看同一個節目而不會有影像延遲的問題（鐘惠玲，2005 年 10

月 9 日），在近幾年中，Webs-tv 除了一般的串流傳輸服務外，也建置完成完整的

P2P 影音傳輸機制，透過網友們的相互連結，可以確保影音觀看時的流暢度。由

資源特性來看，Webs-tv 的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從最早開始便不斷的研發與

學習，這中間經歷了許多失敗與嘗試，因此，具有長期建構的特質。 

3. 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 

在 Webs-tv 中，不同部門間與各個不同團隊間的業務運作流暢是公司所要求

的重點，各個員工在其中都被特別要求去注重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而公司也會藉

由各種方式，如分享式的開會、玩團體作戰的線上遊戲、定期的教育訓練等，讓

員工加強彼此的合作關係與團隊信念，進而培養出 Webs-tv 中不同部門間順暢的

聯絡與溝通的協調能力。 

「在 webs-tv 不會孤孤單單一個人，你可能很快就會認識所有團隊，而且是橫向的

發展……在這一塊我們把他當作實體的web2.0，web2.0的基本精神是在於分享、

參與、互動，從分享到共享最後到共治…….整個公司幾乎非常透明化，從組織

的通聯系統上，有類似像知識庫系統……學習競賽也是一年有兩次……我們還透

過打電動遊戲叫 AOC，AOC 在組織上對資源的整合、團隊的默契、組織目標的

達成……我們常常在接受教育訓練，接受新知的刺激。」（Webs-tv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Webs-tv 之中的團隊運作特別強化彼此的溝通與互

動，不同團隊間的運作乃是整合於 Webs-tv 之下來運作，彼此間並不能獨立的分

割或運作，是以具有專屬性的特質 

彙整上述，本研究將 Webs-tv 所擁有能為其帶來競爭優勢的策略性資源之特

性整理如表 5-4 所示： 

【表 5-4】Webs-tv 之核心資源特性表 
核心資源項目 資源特性 說明 

有

形

資

源 

有形資產 會員付費人數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Webs-tv 由 1999 年成立至今，不

斷累積而形成龐大的付費會員 

頻寬和基礎建設 價值性 Webs-tv 轉變成 ISP 角色後可以節

省洽談頻寬上的成本，增加談判

時的籌碼 
資金 價值性 充足的資金可以幫助 Wesb-tv 在



 - 89 -

併購與各項競爭發展策略上取得

優勢 
延展性 充足的資金可以幫助 Webs-tv 進

入新的市場中發展 

無

形

資

源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Webs-tv 的品牌聲譽乃長期經營下

所累積而成 
會員資料庫 專屬性 Webs-tv 的會員資料庫乃是透過不

同網站的資料庫連結而來，並無

法單獨的切割或轉移 
影音版權內容與

影音資料庫 
模糊性 Wesb-tv 在過去影音內容的取得

中，大多是透過不斷的洽談而

來，和不同內容提供者間也建立

了緊密的關係 
獨特性 百視達所擁有的龐大影音資源，

將可以和市場上的競爭者產生差

異化的情形 
個人能力 個人管理能力 價值性 幫助 Webs-tv 培養更多執行策略

時的團隊默契與能力 
模糊性 個人管理能力本身就是難以量化

的概念，對競爭對手來說亦十分

難觀察與模仿 
財務管理能力 模糊性 外界難以察覺且其實際的財務運

作方式亦引起許多人的好奇 
延展性 幫助 Webs-tv 在進行併購策略或

其他策略聯盟活動時不會有後顧

之憂 
組織能力 系統設計能力 模糊性 系統設計工程主要都是由 Webs-tv

一手包辦與規劃，背後的運作與

管理機制並不能透過網站表面的

觀察而查知 
影音壓縮與串流

處理能力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Webs-tv 的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

力從最早開始便不斷的研發與學

習，這中間經歷了許多失敗與嘗

試 
團隊與業務運作

能力 
專屬性 不同團隊間的運作乃是整合於

Webs-tv 之下來運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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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RealMa 龍馬寬媒體核心資源分析 

一、RealMa 龍馬寬媒體概況論述 

真實龍馬數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RealMa DigiMedia Corp.)成立於 2003 年 9

月，資本額約八千萬新台幣，在引進全球影音串流技術公司 RealNetworks Inc.

所創造的網路影音服務平台 RealOne Service 後，成立寬頻影音匯聚網站－龍馬

寬媒體 RealMa，該網站結合了網路、遊戲、音樂、媒體、資訊等領域，目標族

群以上班族，白領階層商務人士為主（陳建輝，2004 年 4 月 6 日）。 

RealMa 目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RealNetworks Inc.所研發的 RealOne Service

平台在全球的付費會員已超過 130 萬人，目前台灣更有超過 500 萬人下載

RealOne Player 的影音播放程式。而 RealMa 除了和 RealNetworks Inc.有影音服務

的合作外，更於 2004 年 12 月正式跨足 3G 行動影音的服務，並提供 3G 影音服

務的系統建置工程，主要是由 RealNetworks Inc.引進 RealNetworks 3G 行動技術

平台，而 RealMa 則負責多媒體串流影音服務的技術與建置，包括 Helix producer

媒體製作、Helix server/gateway 主機伺服器與 Helix SDS 安全管理機制等（呂寶

麟，2005）。 

另一方面，RealMa 在成立初時也和台灣第一大 ISP 業者 Hinet 以 co-brand

的方式來共同經營品牌，建置國際影音獨享專區，主要由 Hinet 提供頻寬，真

實龍馬提供國際影音內容，透過雙方聯名合作來提供會員跨國際、語系的網路影

音服務（見 http://dwz.tw/04mq）。不過目前 RealMa 已和中華電信停止合作關係，

RealMa 的頻寬主要由和信集團下的和宇寬頻負責提供，RealMa 定期支付相關的

頻寬連線費用。 

目前 RealMa 已開闢多個擁有豐富國內外資訊的影音頻道如音樂、娛樂、旅

遊、體育、電影、新聞等，並預計推出 RealArcade 線上遊戲頻道，網路影音社

群以及 JAZZ FM 音樂頻道等，提供同等於 DVD 高品質、互動式的影音瀏覽享

受（見 http://dwz.tw/04mq）。在 RealMa 的營收來源方面，主要以影音內容的收

費、網路廣告收入、合作拆帳、影音技術支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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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RealMa 目前營收來源 
類別 說明 
影音內容收費 消費者收看影音內容的收視費用 
網路廣告收入 網路廣告、影音廣告等類型的廣告收入 
合作拆帳 和內容提供者、ISP 業者合作，利用拆帳創造雙贏局面 
影音相關技術服務 影音技術支援、3G 影音轉檔等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目前 RealMa 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 

（一）免費頻道 

    免費頻道的節目包括音樂專輯試聽、電台廣播、電影預告、華視新聞的新聞

片段等。 

（二）Radio Pass 

Radio Pass 主要是月費制的網路音樂電台服務，提供 17 大類、73 種無廣告

的音樂類型電台，結合美國的優選音樂，並有超過 60 萬首的精選歌曲。 

（三）遊戲 

遊戲區所提供的主要以美國的遊戲為主，包括動作、益智、拼圖、棋類、運

動遊戲等，每個遊戲可以試玩 60 分鐘，如果會員每個月支付 99 元的話，便可以

購買 2 款遊戲，不需連線就可以玩。 

（四）計次頻道 

計次頻道中所提供的節目包括熱門電影、電視綜藝節目、談話節目、本土劇

等多樣化的內容，隨節目的不同有不同的計費方式，按點數消費，而點數購買分

為 200 點、500 點與 1000 點三種不同的等級，1 個點數為新台幣 1 元。 

（五）Super Pass 

Super Pass Asia為提供線上影音服務的業者，主要的合作伙伴為Real Player，

消費者只要月付 149 元便可以收看香港電影、國際得獎電影與戲劇等影音內容。 

（六）亞洲娛樂通 

亞洲娛樂通為 RealMa 所推出的套裝付費服務，綜合華視、中視、台視、緯

來、八大、方聯、超視、爆米花電影院等影音內容，此外，本區亦提供動漫區的

觀賞，每月收費價格為 149 元。 

（七）日日春寫真與成人鎖碼區 

日日春寫真館與成人鎖碼區分為計次付費與月費制，主要以提供限制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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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節目為主。 

（八）電視台 Pass 

電視台 Pass 所提供的內容主要以電視台的節目為主，包括民視 online、台視

online、中視 online、華視 online 與緯來 online 等。 

（九）手機影音服務 

目前 RealMa 上列出可服務的業者包括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

威寶電信等，但目前尚未提供相關的服務。 

二、RealMa 龍馬寬媒體核心資源分析 

根據相關文獻資料與訪談結果可知，RealMa 的核心資源以無形資產與組織

能力為主，分別包括： 

（一）無形資產 

1. 品牌名聲 

RealNetworks 的 RealPlayer 為市面上最早推出的影音播放軟體，具有高品牌

知名度，此外，目前台灣地區 RealPlayer 使用者的開啟頁面設定即為 RealMa，

彼此的拉抬將可以得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品牌就是剛開始公司成立時就是 Real 的品牌，我想 real 這個品牌在線上影音這

部分已經有它一定的利基，所以初期建立會這樣子……我們和 real 的合作關係是

它授權在台灣……在台灣的部分它就自己不成立 real、real 台灣，它就是成立

RealMa，那我們就是以這個名字取名為真實龍馬。」（RealMa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RealMa 的品牌名聲乃是和 Real 整合在一起，彼此

間具有緊密的連帶關係，在台灣市場中並沒有第二家 Real 授權的寬頻影音匯聚

網站，因此，RealMa 的品牌名聲資源具有專屬性的特質。 

2. 發行與行銷通路 

RealMa 在技術傳輸上主要是透過 RealPlayer 的數位化串流媒體技術來傳輸

內容，在目前的發展上，消費者已經可以透過 PC、PDA、手機等連網裝置來接

收 RealMa 所提供的服務。目前 RealMa 用戶雖是以 PC 為終端使用設備居多，不

過隨著 3G 無線環境的成熟與手持式裝置技術的快速發展，預期 3G 手機、PDA

或 Smart phone 等裝置將是 RealMa 提供服務的重要終端設備，而目前 RealMa 也

可提供相關的應用服務（呂寶麟，2005），因此，就發行與行銷通路來看，Rea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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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跨平台的內容發行與行銷優勢。 

此外，目前 RealMa 和中華電信是 Master CP（整合內容供應商）的合作關

係，中華電信 3G 的部分加值影音內容會透過 RealMa 來整合包裝，由於中華電

信擁有龐大的手機客戶，預期將來 3G 通路的逐漸拓展將會帶給 RealMa 不少的

收益。由資源特性來看，由於 RealMa 在發行與行銷通路上和中華電信廣大的 3G

通路間具有密切合作的關係，因此，和其他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相比具有獨特性的

特質。 

3.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 

   RealMa 的經營管理團隊具有相當豐富的網路相關產業經驗，其數名主要高層

經營管理者們都曾在一些重要的網路公司中擔任要職，也累積相當豐富的音樂、

線上遊戲與網路相關產業經驗（呂寶麟，2005）。此外，RealMa 在 3G 尚未開始

發展前便和 RealNetworks 合作於 3G 影音服務的系統建置工程，由於

RealNetworks 是全球串流影音市場的領導廠商之一，因此，彼此交流合作為

RealMa 帶來了豐富的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由資源特質來看，不論是經營者的

產業經驗，或是 RealMa 和 RealNetworks 間的合作交流，這中間都需要長時間的

累積才能達成，因此，RealMa 的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具有長期建構的特質。 

（二）組織能力 

1.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 

RealMa 目前在串流影音與壓縮處理能力上主要是以影音節目的壓縮轉檔品

質與速度取勝，由於 RealMa 上面所提供的檔案格式都以 Real Media(rm)格式為

主，而 RealPlayer 所提供的壓縮功能更能支援網路上的即時串流傳輸，能針對不

同頻寬需求對檔案進行編碼，因此，在品質上具有一定程度的保證。 

「我們的競爭優勢其實就是速度，譬如像轉檔，跟其他家比較起來……品質是一個，

再來就是提供的節目數，所謂的品質跟速度，因為我們現在除了固定跟 CP 簽約

有定期或不定期提供給我們外包轉檔，比較沒有時效性，有些綜藝節目，譬如說

前一天的節目第二天就可以上了，前面可能沒看到的在網路上就可以看。」

（RealMa 訪談資料） 

RealNetworks 目前所擁有的最大優勢便是 RealPlayer 播放器多年來早已為

各種不同的使用者所接受，同時世界上至少也有一億九千萬部電腦已經安裝

RealPlayer，再加上近年來 RealNetworks 開始提供內容服務，並積極拓展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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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 等應用平台，包括 Nokia、Sony 等廠商都已採用 RealNetworks 提供的串

流技術，並應用在手機、PS2 等產品中（見

www.digitalcontent.org.tw/files/top_3/1/3.1.pdf），因此，RealMa 所擁有的影音壓縮

與串流傳輸能力可以幫助 RealMa 在未來進行跨平台的發展。由資源特性來看， 

RealMa 擁有 RealNetworks 獨家影音格式支援的相關技術能力，而該技術能力並

無法單獨的分割，因此，具有專屬性的特質；另一方面，RealMa 的影音壓縮格

式能同時支援到各個不同的平台中，因此，也具有延展性的特質。 

2. 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 

RealMa 在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上所強調的是技術管理流程的流暢性，指的

是將影音節目側錄、轉檔到上架的整體流程進行有效率的規劃，並運用最少的人

力來負責這項工作，目前負責整個 RealMa 影音轉檔業務大約只有 6 個人而已，

主要由 Media Lab 這個部門負責。 

「組織效率基本上當然很重要，尤其像我們電視節目那麼多，我們目前公司大概有

32 個人，Media Lab 大約有 5、6 個人，所以 6 個人要負責那麼多東西，所以在

管理上是有一個流程，等於說在生產上類似工廠的生產製造流程，就是從剛剛講

的側錄、轉檔到上架。」（RealMa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特質來看，Media Lab 中的技術團隊為 RealMa 的競爭優勢來

源，透過 Media Lab 有效率的運作亦節省了 RealMa 的部分人事經營成本，因此，

本項資源具有專屬性的特質。 

彙整上述，本研究將 RealMa 所擁有能為其帶來競爭優勢的策略性資源之特

性整理如表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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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RealMa 之核心資源特性表 
核心資源項目 資源特性 說明 

無

形

資

源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專屬性 在台灣市場中並沒有第二家 Real
授權的寬頻影音匯聚網站 

行銷與發行通路 獨特性 和中華電信廣大的 3G 通路間具

有密切合作的關係 
產業專門知識與

經驗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需要長時間

的累積與建構才能達成 
組織能力 影音壓縮與串流

處理能力 
專屬性 RealMa 擁有 RealNetworks 獨家影

音格式支援的相關技術能力 
延展性 RealMa 的影音壓縮格式能同時支

援到各個不同的平台 
團隊與業務運作

能力 
專屬性 Media Lab 和 RealMa 之間具有密

切的關係，亦是 RealMa 的競爭優

勢來源之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I’m TV 核心資源分析 

一、I’m TV 概況論述 

影視大亨邱復生所投資的年代電通，自 2002 年起以 I'm TV 網站進入網路影

音市場，另一子公司「亞吉歐數碼公司」則與智慧型手機業者多普達合作，目標

在於網路、行動通訊與有線電視三網合一。目前研發 I’m TV 的主要公司為年代

電通，由於年代電通為年代集團（年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與香港電訊服務

公司「電訊盈科」所共同合資成立的子公司，因此，有必要就年代集團的發展做

進一步的描述與說明。 

年代集團的業務範圍目前可以分為四大類，包括電視、出版、娛樂、數位事

業等，在電視部分，年代集團旗下有三大電視頻道，包括年代新聞台、年代 MUCH

台與東風台，而在出版與娛樂方面則包括影音製作、藝人管理、發行電影及鐳射

影碟、衛星電視廣播業務、電腦售票系統等，在數位事業方面則包括電子商務、

直播衛星、ISP、ICP 等業務。另一方面，電訊盈科則是由盈科數碼動力有限公

司與香港電訊有限公司於 2000 年 8 月合併而成，其所提供的通訊服務包括固網、

移動通訊、網際網路、資訊及通訊科技方案、數據中心、客戶聯絡中心、環球通

訊服務等，為全球最大的 IPTV 供應商，旗下的 now 寬頻電視開播三年便已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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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70 萬的客戶（見 http://www.pccw.com/）。目前電訊盈科在台灣除了和年代集

團有合資之外，亦投資數據網路服務供應商，擁有台灣電訊網路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電訊）56.56％的股本權益，能提供利用 ATM 技術及資訊網路的高速傳

輸，以及覆蓋範圍廣泛的光纖網路作支援的上網服務等（呂寶麟，2005）。 

追究彼此之間的投資淵源可知，最早在 2000 年時，電訊盈科便宣布將與和

信超媒體及年代集團進行三方合作，各自投資年代集團五千萬美元以強化彼此之

間合資夥伴與策略聯盟的合作關係，最後，雖然和信超媒體決定並不投資年代，

但電訊盈科當初允諾投資年代的 5,000 萬美元已於 2001 年時全數到位，因此，

電訊盈科為進一步落實和年代集團的合作，與年代集團成立首家合資公司「電盈

年代」，雙方股權比例約為 55%以及 45%，專營寬頻網路內容提供以及寬頻網路

撥接服務（王皓正，2002 年 5 月 3 日）。電盈年代於 2001 年曾和中華電信合作

推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MyMuch」，不過目前該網站已關閉。 

在 2002 年時，年代集團與電訊盈科更進一步地合作成立第二家合資公司年

代數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ERA Digital Media Co., Ltd)（亦可稱為「年代電通」），

資本額為 2.6 億元，雙方股權比例約為 80%以及 20%，並以智慧型數位電視平台

(IDTV)為主要業務，資本額為 2.6 億元，目標為結合衛星視訊、網路瀏覽器與聊

天室等多功能整合介面，發展高度、即時、互動的新娛樂平台事業（王皓正，2002

年 8 月 15 日）。而 I’m TV 便是年代電通在經歷了三年的研發時間與斥資新台幣

四億元的研發經費後，所建立的網路娛樂互動平台，該平台整合了線上即時轉播、

線上聊天室、隨選視訊服務、下載及網路瀏覽等功能，並擁有多項專利權（何英

煒，2005 年 4 月 16 日）。 

I’m TV 的目標族群主要以年輕人為主，目前在管理上分別由「年代電通」、

「亞吉歐數碼公司」，及「我視傳媒」三間公司負責，其中，年代電通專注於數

位內容應用之技術服務，營利來源為多媒體應用平台及線上影音的核心技術；亞

吉歐數碼公司以 B2B 模式，提供企業多媒體系統整合性服務，營利來源為相關

技術運用於智慧型手機的影音加值系統與網路技術平台的銷售；我視傳媒則以

B2B 與 B2C 模式透過社群經營，創造高瀏覽數、高會員數、高影片數的目標，

其營利來源主要以平台廣告服務為主（陳瑩真，2007）。因此，整體來看，I’m TV

除了擁有傳統媒體和網路內容製作方面的內容資源外，更擁有直播衛星、ISP、

電信等基礎建設方面的相關資源（呂寶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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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 I’m TV 的首頁中，主要的連結包括新聞、電視、娛樂、部落、購物、

學習、美國職棒等，而在電視部分，可以觀賞到的節目內容有年代新聞、東風衛

視、MUCH、TVBS-N、TVBS、中天新聞、半島電視台等頻道，會員可以免費

收看，但在 I’m TV 所提供的其他服務，包括 I’m DVD、I’m Mobile 手機電視台

與 Im Vshop 叫賣王等則有另外規劃的收費制度。不過，目前網路廣告與銷售技

術平台才是 I'm TV 日後主要獲利來源，例如日本軟體銀行在 2004 年就曾向年代

購買可同時選擇三十台攝影機角度的網路直播技術，作為轉播球賽及演唱會之用

（賴德剛，2007 年 1 月 24 日），而這樣的經營模式也和其它的寬頻影音經營網

站有一定程度的差異。 

【表 5-7】I'm TV 目前營收來源 
類別 說明 
影音內容收費 消費者在 I’m DVD 與 I’m Mobile 手機電視台收看影音內

容的收視費用 
網路廣告收入 網路廣告、影音廣告等類型的廣告收入 
合作拆帳 在 I’m DVD 和內容提供者利用拆帳創造雙贏局面 
影音相關技術服務 影音技術支援、影音平台銷售等 B2B 服務 
影音加值服務 影音叫賣王的加值服務收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I’m TV 核心資源分析 

根據相關文獻資料與訪談結果可知， I’m TV 的核心資源以有形資產、無形

資產、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為主，兹個別說明如下： 

（一）有形資產 

1. 頻寬與基礎建設 

    年代網路擁有國內的衛星電視頻道執照，在早期曾推出 Direct PC 的上網服

務，此外，年代本身亦為第二類電信事業經營者，擁有提供 ISP 相關服務的執照，

不過，I’m TV 在頻寬與基礎建設的優勢並非由自身的 ISP 服務而來，目前仍是

和 Hinet 租用頻寬，不過由於 I’m TV 技術的不斷改進，所需支付的頻寬費用也

就越來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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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來講頻寬的費用是相對越來越低……以前我們可能要 200Mb 的頻寬就要

花很多錢，現在我 200Mb 頻寬可能就變得比較便宜，以前我可能就是我這邊去

做頻寬廣播，所以我可能服務 1000 個會員我就要好多頻寬，我現在改用 P2P 的

技術，所以其實我相對頻寬其實是節省下來。」（I’m TV 訪談資料） 

因此，I’m TV 在頻寬與基礎建設上的優勢乃是由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

不斷增強所產生而來。因此，由資源特質來看，由於 I’m TV 的頻寬與基礎建設

和 I’m TV 間具有緊密連結的關係，彼此並不能分割，因此，具有專屬性的特性。 

（二）無形資產 

1. 品牌名聲 

目前年代旗下雖然有三間不同的公司，但主推的網路品牌都以 IM 為主，在

IM 這個品牌之下，所提供的服務包括新聞、電視、娛樂、部落格、購物（叫賣

王）、學習、美國職棒等。根據過去邱復生對於 IM 的描述可知，IM 具有 3 種不

同的意義，第一種是「我是」（I'm），強調網路電視的個人化，第二種是雙向互

動多媒體(Interactive Multimedia)，第三種則取其雷同「1Mbps」的縮寫，當 1Mbps

的頻寬規格普及時，IM 的服務就能真正起飛（陳世耀，2004 年 8 月）。 

    由於 I’m TV 目前的影音內容大多數仍是年代集團旗下的各個頻道與 TVBS

的相關節目，而年代新聞台、年代 MUCH 台與東風台等頻道在台灣又具有一定

程度的知名度，因此，I’m TV 在發展上具有現成品牌優勢所形成的利基。此外，

IM 旗下的另一個服務 I’m Vlog 在 2007 年 1 月 29 日時，和 I’m Vlog 上的網路自

創影片美少女 dodolook 簽下代言人合約，根據統計，dodolook 的影音部落格一

年有高達 470 幾萬人的點閱率，同時在線人數總是維持在 200 人次以上，I’m Vlog

藉由這樣的合作，將可望能吸引更多人加入 I’m Vlog，增加 IM 的品牌知名度（見

http://www.dodolook.net.ru/read.php/99.htm）。由資源特質來看，I’m TV 之下整合

了年代集團的品牌節目，因此，I’m TV 的品牌名聲和年代集團間具有不可分割

的專屬性。 

2. 智慧財產權 

    I’m TV 平台在發展中和其他寬頻影音網站最大的不同點，便在於 I’m TV 擁

有許多別人所沒有的專利技術，而這個項目的增加也修正了本研究的核心資源分

類表。根據訪談結果可知，在這幾年的累積中，I’m TV 已經擁有了 24 項專利，

並在國內外八個不同的國家申請，無形中確保了未來在海外競爭的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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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在國內外主要的八個國家，申請了超過了 24 項的專利，這個專利從你

申請、到有優先權，一到你取得專利，最少可能都要兩年以上的時間，那有部分

的專利其實我們已經取得了，當然還有部分的專利現在還在審核的過程中，那部

分當然是有所謂的專利優先權。」（I’m TV 訪談資料） 

    而在這些專利之中，有很大的一部份更是著重在影音多媒體資訊之認證與管

制方法上，例如 I’m TV 在數位版權管理的技術中，並非採取過去的網路鎖碼方

式，一次只有一個鑰匙，一旦被網友破解就等於也解開其他的鎖，有著必須不斷

更新鑰匙的困擾；I’m TV 採取的是將鑰匙放在伺服器之中，每次要拿一把鑰匙，

都得透過認證拿不同的其他鑰匙，才能把鎖打開（陳世耀，2004 年 8 月）。由資

源特性來看，I’m TV 所申請的專利乃是 I’m TV 經過長時間的研發，為 I’m TV

所獨有，且受到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其他競爭者並不能模仿與抄襲，因此，具

有長期建構、模糊性與專屬性的特質；此外，由於各項專利也可以幫助 I’m TV

在不同影音平台市場中，透過 I’m TV 的平台提供影音服務，因此，此項資源亦

具有延展性的特質。 

3. 會員資料庫 

在 2007 年 2 月份以前，I’m TV 的目標群眾仍集中在 18 到 25 歲的大學生與

年輕上班族，在 2 月份過後，隨著 I’m TV 所推出的專案計畫不斷增加，其會員

結構也逐漸出現變化，30 到 35 歲的會員人數明顯增加（李筑萱等人，2007 年 6

月 12 日），目前會員人數超過一百萬人次，每天呈現逐漸成長的趨勢。 

「I’m TV 從 5 月份會員人數就超過了一百萬，那到目前為止會員人數其實已經超

過了一百二十一萬，這是到今天的數字，每一天會員其實都持續的以四千人的速

度在成長。」（I’m TV 訪談資料） 

根據《數位時代雙週》所調查出的台灣「100 大熱門網站」顯示，I'm TV 在

2006 年時全台排名 45，到達率和瀏覽頁面分別以 40％和 119％繼續往上攀升成

長中，顯示 I'm TV 的會員人數正不斷的累積與擴大中。由資源特質來看，I’m TV

目前的會員人數並非一日就達成，而是靠著不斷累積、成長而來，因此，具有長

期建構的特性。 

此外，I’m TV 在 2003 年時便已完成了旗下服務的會員資料庫整合，根據陳

世耀（2004 年 8 月）的訪談可知，當時年代集團便已完成單一資訊平台與帳務

系統的建立，消費者只要在年代售票系統登錄會員，所使用的帳號密碼，甚至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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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錢包、遊戲點數，都能通用年代集團其他遊戲、音樂或學習等事業體，顯示年

代各子公司的客戶資料已能有效的整合，未來這部分的資源將對網路廣告或行銷

上有所助益。由資源特性來看，I’m TV 的會員資料庫和年代集團間具有密切整

合的關係，並無法獨立的分割出來，因此，也具有專屬性的特質。 

4. 影音版權內容與影音資料庫 

年代早期由代理影片進口，之後跨入衛星頻道節目傳輸，目前擁有台灣五個

頻道，目前旗下所擁有的企業有包括三大區塊，分別為電視媒體、平面媒體與網

路事業，在電視媒體部分，包括 TVBS、Era news、Much TV、ERA Life、ERA Sports 

等頻道，平面媒體則有 TVBS 周刊，最後，網路事業群包括高速衛星、直通網

路 ISP、年代資訊（EraInfo）、盈動年代等。由於年代集團擁有豐富的影音內容

資源，因此，在早期 I’m TV 剛成立時，I’m TV 所提供的節目以年代集團旗下的

頻道為主，目前在網站上還新增加了許多年代集團之外的直播頻道，包括半島電

視台、華視新聞等。由資源特質來看，由於 I’m TV 的影音內容大多仍以年代集

團下的節目為主，因此，具有不可分割的專屬性。 

5. 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 

    如先前所描述，年代集團的業務範圍包括電視、出版、娛樂、數位事業等類

別，早期以錄影帶發行為基礎，之後隨著網路與有線電視的發展逐漸跨足各個不

同的產業，業務團隊包括電視台、新聞、娛樂、影音製作、線上遊戲、電影、影

視代理、網路、購票系統、電子商務、衛星、運動、整合行銷等，因此，擁有許

多媒體與網路的相關技術與經驗，再加上早期年代網路也曾經營過寬頻影音匯聚

網站 My-Much.com，因此，I’m TV 的背後擁有許多年代過去所累積的產業專門

知識與經驗。 

「其實年代也有做 ISP 的服務，所以會有這部分的 know-how，在電視台時代，我

們也有去做過 much，就是寬頻的線上服務，也有在寬頻傳輸的這一段的技術，

我們還有透過衛星，我們的訊號透過衛星進來再接到網路這個部分，其實在各個

不同領域，做線上寬頻服務這些領域裡頭每一個環節，我們都有累積一定的經驗，

才能變成現在 IM 這個品牌。」（I’m TV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I’m TV 的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乃是透過先前的經

營經驗不斷累積與嘗試而來，而這些經驗是年代所專屬的經驗，和年代過去的發

展具有緊密結合的關係，具有長期建構與不可分割與轉移的專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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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能力 

1. 個人管理能力 

    目前擔任數位年代與年代電通的董事長為邱復生，邱復生早期所經營的領域

包括廣告、影視、媒體等，並一手打造了無線衛星電視台在台灣發展的舞台，之

前亦曾是 TVBS 的董事長，在媒體的經營中至少累積了 30 多年的經營資歷（甯

婉婷，2003 年 10 月 17 日）。邱復生在 I’m TV 的經營管理上是每天盯著網路流

量表來計算市場規模，而 I’m TV 從節目版型製作到畫面顏色等細節 

邱復生也都親自操刀設計，改版型對 I’m TV 的員工來說是很平常的事（見

http://www.manaren.com/data/1030321317.html）。 

此外，I’m TV 在個人管理能力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便是管理者的眼光，由

於邱復生的堅持與對新網路媒體時代的眼光，年代電通才會在這 4、5 年之中不

斷地投入 4、5 億的金額在技術研發上，企圖建立跨產業的影音平台。 

「台灣的企業沒有這樣的概念，他會覺得說，你花了四、五億但都還沒開始賺錢，

所以呢其實你是在燒錢。那還有很多的老闆他可能都沒有那樣的魄力，會在他認

為對的投資上面繼續做投資……老闆就會告訴我們，那是一條對的路，那對的路，

方向是對的，那你是用什麼樣的一個路徑來去走，你用什麼樣的速度來走其實那

就可能會影響到你的成敗。」（I’m TV 訪談資料） 

    因此，I’m TV 經營者的經驗與能力是影響 I’m TV 成長的主要關鍵，亦是促

成 I’m TV 在技術上獲得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由資源特性來看，I’m TV 的個人

管理能力具有價值性的特質，能促使 I’m TV 不斷的進步與前進；另一方面，此

項資源本身就是較為抽象的概念，對競爭者來說並不容易學習觀察與模仿，因此，

也具有模糊性的特質。 

（四）組織能力 

1. 系統設計能力 

目前 I’m TV 的系統設計與支援主要由年代電通所負責，在過去 4、5 年之間，

I’m TV 共花了約四、五億在 I’m TV 平台的研發上，由於從設計平台介面到壓縮

影音、製作都是自己設計、開發，而透過這套嵌入式媒體平台，消費者將可以同

時在網路上看電視、即時聊天、投票，甚至做影像上傳的互動服務（陳世耀，2004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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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有的核心技術都是自己去做開發，那這個核心技術其實包含了影音的壓縮、

I’m TV 的服務平台，也就是所謂的使用者介面 Interface 的部分，我們完完全全

都是自己去做開發。」（I’m TV 訪談資料） 

也由於這樣漫長與辛苦的研發過程，因此，對 I’m TV 來說，投入如此多經

費與時間所養成的系統設計能力可稱的上是 I’m TV 的核心資源。由資源特性來

看，I’m TV 的系統設計能力乃長期培養而成，和其他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經營者

的網站平台有很大程度的差異，此外，由於 I’m TV 的系統設計都有專利保護，

對競爭者來說也十分難以模仿，因此，具有模糊性與長期建構的特性。 

2. 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 

    目前 I’m TV 所採用的影音壓縮技術為 MPEG-4，如先前所描述，MPEG-4

是最先進的多媒體標準，能在頻寬有限的環境中，提供品質極佳的影音效果（陳

宜文，2002）。此外，I’m TV 除了壓縮採用先進的規格外，由於過去累積了許多

技術與經驗，是以在壓縮品質與傳輸品質上也具有一定的保證，透過 I’m TV 所

研發的平台，更能確保聲音與影像的流暢與同步傳輸。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

根據上述可知，I’m TV 的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具有長期建構的特性。 

「我們其實是用影音壓縮 MPEG4 的規格，其實用微軟的壓縮技術，比較不一樣的

是，同樣是 500k 的影音，我們有信心我們不會做的比別人差，如果講得再多一

點，我們同樣 500k，我可以壓的比別人好……讓聲音和影像的傳輸是同步的，

有時候你看網路影音 service，聲音會比影像來的快，這個部分其實需要很多經

驗的累積和嘗試。」（I’m TV 訪談資料） 

3. 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 

     由於網路的變化十分快速，這些變動一方面可能為企業創造無數機會，甚

至可以在市場上建立新的優勢，但一方面隨著競爭環境的持續改變，這些新優勢

也容易遭到攻擊。因此，對 I’m TV 來說，其業務運作所強調的就是「快速」與

「變動性」，組織必須要隨時能夠掌握新知與潮流脈動，但另一方面又必須要保

持組織運作的彈性，保持在高度的執行力，以面對外在變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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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og我們從計畫服務到服務上線花了多久時間？一個月。從想到要做這個事情，

到把它做出一個網站就只有一個月的時間，這是一場速度的競爭，我們不可能靠

一個服務吃三年……假設你做的一個決策，不能跟上市場的需求，你可能這個決

策在這個時間點是對的，下一步你可能就全盤皆輸，在這邊工作，你要隨時保持

變動性，今天你寫好的一個案子，隔天就說這個東西不能用，你必須要禁得起這

個打擊。」（I’m TV 訪談資料） 

    因此，由資源特性來看，I’m TV 在發展不同影音類型的服務時強調服務發

展的快速化，對競爭者來說，這樣快速的發展並不容易瞭解其間的發展關係，是

以本項資源具有模糊性的特質。 

彙整上述，本研究將 I’m TV 所擁有能為其帶來競爭優勢的策略性資源之特

性整理如表 5-8 所示： 

【表 5-8】I’m TV 之核心資源特性表 
核心資源項目 資源特性 說明 

有

形

資

源 

有形資產 頻寬與基礎建設 專屬性 I’m TV 的頻寬與基礎建設和 I’m 
TV 間具有緊密連結的關係 

無

形

資

源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專屬性 I’m TV 之下整合了年代集團的品

牌節目 
智慧財產權 模糊性 專利受到了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其他競爭者並不能模仿與抄襲 
專屬性 專利為 I’m TV 所獨有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I’m TV 的各項專利為長時間所研

發而出 
延展性 各項專利可以幫助 I’m TV 在不同

影音平台市場中提供服務 
會員資料庫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I’m TV 目前的會員人數並非一日

就達成，而是靠著不斷累積、成

長而來 
專屬性 I’m TV 的會員資料庫和年代集團

間具有密切整合的關係，並無法

獨立的分割出來 
影音版權內容與

影音資料庫 
專屬性 I’m TV 的影音內容主要以年代集

團下的節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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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專門知識與

經驗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先前的經營經驗不斷累積與嘗試

而來 
專屬性 目前的 I’m TV 和年代過去的發展

具有緊密結合的關係 

個人能力 個人管理能力 價值性 I’m TV 的個人管理能力具有價值

性的特質，能促使 I’m TV 不斷的

進步與前進 
模糊性 對競爭者來說並不容易學習觀察

與模仿 
組織能力 系統設計能力 模糊性 專利保護下競爭者十分難以模仿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I’m TV 的系統設計能力乃長期培

養而成 
影音壓縮與串流

處理能力 
獨特性（長

期建構性）

過去累積了許多技術與經驗，在

壓縮品質與傳輸品質上有一定的

保證 
團隊與業務運作

能力 
模糊性 I’m TV 在發展不同影音類型的服

務時強調服務發展的快速化，對

競爭者來說，難以瞭解其間的發

展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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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台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核心資源比較 

  在綜合上述各業者的核心資源說明後可知，雖然各業者可能擁有相同的資源

項目，但對各業者來說，這些資源所代表的意義與特性也有所不同，因此，本研

究將各業者所擁有的核心資源與資源特性整理成表 5-9。 

【表 5-9】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特性彙整表 
分析案例 資源內涵 資源特性 價值性 模糊性 專屬性 獨特性 延

展

性

專有性

持久性

不易模

仿性 
不可移

動性 
稀少性異質

性長期建構

性 

hiChannel 有形資產 會員付費人數   ◎ ◎  
頻寬和基礎建

設 
   ◎  

資金 ◎    ◎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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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管理能力  ◎    

組織能力 影音壓縮與串

流處理能力 
   ◎ ◎

團隊與業務運

作能力 
◎ ◎  ◎  

Webs-tv 有形資產 會員付費人數    ◎  
頻寬和基礎建

設 
◎     

資金 ◎    ◎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  
會員資料庫   ◎   
影音版權內容

與影音資料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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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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alMa 無形資產 品牌名聲   ◎   
行銷與發行通

路 
   ◎  

產業專門知識

與經驗 
   ◎  

組織能力 影音壓縮與串

流處理能力 
  ◎  ◎

團隊與業務運

作能力 
  ◎   

I’m TV 有形資產 頻寬和基礎建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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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業專門知識

與經驗 
  ◎ ◎  

個人能力 個人管理能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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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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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本研究再進一步地將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核心資源進行比較，並

整理成表 5-10。 

【表 5-10】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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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付費機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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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人際網絡的連結

及整合能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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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客戶服務能力 － － － － 
行銷經驗與能力 － － － － 

註：◎表示為重要的核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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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資源基礎理論可知，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來自於優越的資產與優越的能力，

在擁有這些優越的資產與能力後，公司將能透過這些資產與能力轉換成市場地位

的優勢，為顧客創造優越的價值（洪順慶，2005）。整體來說，本研究的分析顯

示，「品牌名聲」、「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與「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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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皆共同擁有的核心能力，也是促使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產生競

爭上優勢的因素之一；相反地，在「付費機制」、「人際網絡的連結與整合」、「客

戶服務能力」與「行銷經驗與能力」等核心資源選項中則沒有任何一家寬頻影音

匯聚網站勾選，顯示這部分的核心資源並非幫助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取得競爭優勢

的主要因素。 

由於在分析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擁有的核心資源前，必須要先辨識與分類寬

頻影音匯聚網站所擁有的資源與能力，之後再根據不同類別網站所擁有的資源與

能力來判斷該網站的發展利基與競爭策略(Grant, 1991)。因此，本研究在綜合上

述之個案公司探討後，將各案例所擁有的核心資源比較說明逐一如下： 

首先，在有形資產方面，hiChannel 與 Webs-tv 較為類似，都同時擁有頻寬

和基礎建設、付費會員與資金方面的核心資源。就頻寬和基礎建設來看，

hiChannel 和 Webs-tv 皆同時擁有 ISP 業者的身份，因此，能為其省下大筆的頻

寬費用，不過根據 TWNIC 於 2006 年 1 月針對家戶使用 ADSL 服務供應商的調

查報告顯示，中華電信的市佔率為 84.91％，數位聯合電信佔 4.57%，亞太固網

寬頻有 2.85%，中華電信遙遙領先其他業者居市場領導者的地位。再加上中華電

信建有數量龐大的電信基礎網，其他 ISP 業者如果使用中華電信的電路與頻寬，

都必需要支付額外的電路費用，因此，hiChannel 比起 Webs-tv 與另一家同時擁

有 ISP 服務的 I’m TV 來說，在頻寬和基礎建設上擁有更多可運用的資源與競爭

上的優勢。 

    就會員付費人數來看，hiChannel 與 Webs-tv 同時都擁有目前市場上較為多

數的付費會員，兩者在付費會員的開發上都有使用與 ADSL 結合的綑綁式行銷，

也都曾發送過「寬頻影音體驗卡」給消費者使用，此外，真正持續付費的確切人

數對公司來說為商業上的機密，因此，本研究只能就市佔率的角度來推測，目前

流量、會員排名第一的 Webs-tv 或許在會員付費人數上比 hiChannel 略勝一籌。 

    就資金來看，Webs-tv 擁有的背後資金來源為中興保全集團，中興保全的資

本額約為 44 億 4500 萬元，而 hiChannel 的資金來源為中華電信，中華電信資本

額約 964.77 億元，兩者間的資本額雖然有一段落差，不過都足以支持 hiChannel

與 Webs-tv 的拓展與經營。 

    在無形資產方面，品牌名聲是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一致同意的核心資源，

然而建立了品牌，並不代表該品牌即具有高品牌價值，根據創市際 2006 年 10

月所進行的線上影音相關調查顯示，目前以 Webs-tv 的品牌知名度最高，有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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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的網友聽過，其次為 Hinet hiChannel 的 50%，第三名為 RealMa 龍馬寬媒

體 14.9%，顯示 RealMa 的品牌知名度和 Webs-tv 與 hiChannel 間有一段程度的差

距，不過，由於 I’m TV 並沒有在此次的調查中，因此，並不瞭解 I’m TV 和其他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品牌知曉度的差異，但由於 I’m TV 在 2006 年底才開始大幅度

的改版，且品牌知名度需要長時間的累積，因此，本研究認為目前 I’m TV 的品

牌名聲仍是未來可繼續再加強的方向之一。 

    就智慧財產權來說，I’m TV 是唯一對智慧財產權與專利特別注重的公司，

也因為 I’m TV 對專利的注重，因此，I’m TV 所開發的影音平台也和其他寬頻影

音匯聚網站業者產生差異化的競爭優勢，對消費者來說，在 I’m TV 上所接觸到

的影音介面也和其他網站有所不同，因此，可以加深消費者對 I’m TV 平台的印

象。 

    就會員資料庫來說，由於 hiChannel、Webs-tv 與 I’m TV 都擁有一定程度的

流量，再加上本身整合了自家集團內的會員，因此，可算是累積了相當多的會員

資料庫，因此，三家業者在這部分都算有競爭上的優勢。不過就所能產生的效益

來看，Webs-tv 整合的會員資料包括入口網站與部落格社群等，這些會員本身就

是網路上的使用者，Webs-tv 可以運用許多策略讓網友們連結到 Webs-tv，因此，

在轉換上較為容易；hiChannel 所整合的大多數會員為 ADSL 用戶，雖然有使用

免費體驗卡的策略，但一戶之中可能有很多人同時使用該頻寬來上網，因此，其

效益就不若 Webs-tv 高；最後，I’m TV 的會員資料庫乃是整合年代集團旗下各資

訊系統，由於消費者在轉換上較為麻煩，因此，其整合的效益需要長時間才能夠

顯現出來，但就精準性來說，I’m TV 定位十分明確，所吸收的會員也多以年輕

人為主，是以未來仍有相當程度的發展空間。 

    就影音內容版權與影音內容資料庫來說，hiChannel 與 Webs-tv 由於長期耕

耘於寬頻影音市場，因此，所累積的影音內容數量也較多，目前兩家業者在內容

的發展上也有所不同，hiChannel 積極的朝往體育賽事的網路獨家代理前進，並

著手於提供免費的影音節目；Webs-tv 則是積極地整合百視達的影音版權資源，

以提供更多樣化的影音內容。另一方面，I’m TV 相較之下所能提供的節目內容

數量就較為稀少，不過由於在 I’m TV 中所觀看的影音節目都是免費的，因此，

透過部分知名頻道的吸引力，也能有固定的收視觀眾。 

    就行銷與發行通路來看，hiChannel與RealMa都有PC之外的影音發行通路，

不過由於中華電信比 RealMa 多擁有 MOD 平台，且 RealMa 在手機平台上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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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和中華電信來合作，再加上中華電信在研發技術，建設網路、發展雙向、資金

等資源，都佔了很大的優勢，因此，整體來說，hiChannel 擁有在行銷與發行通

路上的優勢資源。此外，雖然 I’m TV 在手機平台中也有提供影音服務，不過在

現階段 3G 相關技術與消費者的接受度尚未發展成熟的情況下，I’m TV 並沒有和

任何手機業者合作，而是採取獨立經營手機或其他連網裝置的影音平台模式，現

階段也並非 I’m TV 的主要發展重點，因此，其競爭力自然也不比擁有龐大客戶

為基礎的中華電信。 

    就產業專門知識與經驗來看，hiChannel、RealMa 和 I’m TV 都擁有經驗豐富

的技術與經營團隊，所累積的經驗也都在 5、6 年以上，因此，彼此間的差異並

不大。較特別的是，hiChannel 與 I’m TV 的經營團隊都是由各個不同的公司組合

而成，因此，比起 RealMa 來說更具有專屬性的特質。 

    在個人能力方面，這方面的無形資源很容易受到受訪者主觀認知的影響，因

此，僅能透過訪談或研究者的觀察來勾勒出大致的型態。就個人管理能力來看， 

Webs-tv 與 I’m TV 的個人管理能力為其獲得競爭優勢的來源之一，而本研究在整

理過去和寬頻影音產業有關的新聞報導時，亦發現 Webs-tv 與 I’m TV 的經營者

常常受到報章雜誌報導的矚目，因此，就 Webs-tv 與 I’m TV 目前的市場表現來

看，顯示其經營者具有一定程度的管理能力。 

    就財務管理能力來看，hiChannel 和 Webs-tv 的財務管理能力表現較為出色，

不過由於財務能力涉及部分的商業機密，本研究所能瞭解的實際財務操作動作十

分有限，因此，其本質上具有模糊性的特性。不過根據寬頻影音匯聚網站業者過

去的發展策略來看，Webs-tv 在過去幾年中採取持續性的併購策略，在其財務狀

況上也不見吃緊或週轉不靈的情況，顯見其不論在與新公司的財務整合或管理上

都具有一定的能力，而 Webs-tv 比起 hiChannel 來說，更能運用其財務管理能力

來進行市場延展的策略。 

在組織能力方面，根據訪談結果可知，本研究的四家業者皆一致同意團隊與

業務運作能力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重要核心資源。事實上，由於網路經濟時代

的來臨，網路產業的變遷十分快速，各個網路公司在經營上所要面對的問題也越

來越多，許多組織逐漸採用富彈性的自主性的團隊結構，並利用不同團隊之間的

水平協調合作，來形成所謂的網路型組織結構（蔡重成、吳長洲，2005 年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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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系統設計能力來看，Webs-tv 的系統設計特點在於聯名網站的後台整合與

影音內容上下架管理上，I’m TV 則是著重在投入大筆資金所研發而成的影音系

統平台，消費者透過該系統平台將可以達到即時互動，並參與在其中。因此，就

資源特性的比較來看，Webs-tv 與 I’m TV 的系統設計能力都具有模糊性、不易模

仿的特性，不過，由於 I’m TV 的平台能同時支援其他影音類服務，如影音叫賣、

影音部落格等，消費者只要在 IM 的平台上就能一次滿足所有的需求，因此，I’m 

TV 在系統設計能力上較有其獨特之處。 

就影音壓縮與串流處理能力來看，本研究的四家業者皆一致同意影音壓縮與

串流處理能力為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的重要核心資源，而各業者在這方面的技術也

都擁有其特有的利基，如 hiChannel 和 Webs-tv 的相關技術能力乃是累積長期的

經驗而來；RealMa 則是擁有 RealNetworks 的獨家技術授權，可以支援不同平台

的影音播放；I’m TV 則是以專利為基礎，擁有完善的壓縮與傳輸技術。 

就團隊與業務運作能力來看，本研究所訪談的各業者在其團隊與業務運作能

力的培養上也有不同的方向，例如 hiChannel 在團隊運作上強調的是協調的能力，

Webs-tv 著重的是水平溝通的流暢，RealMa 的組織運作能力奠基於快速執行技術

能力之上，最後，I’m TV 則是強調組織運作的彈性化，能隨外在環境隨時改變

其經營上的策略與規劃。 

在瞭解各業者的核心資源後，還必須瞭解網路產業的本質具有多元性與變動

性，再加上競爭激烈的情形下，往往幫助公司產生優勢的源頭和本質都經常要面

臨到迅速的改變，是以寬頻影音匯聚網站必須要仔細地保護與維持目前所擁有的

核心資源，透過相關的策略來維持並使得這些優勢於不墜。綜合上述，本研究將

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強度整理如表 5-11 所示，而藉由表 5-11 將能清楚

地幫助寬頻影音匯聚網站瞭解其既有的核心資源與未來可再進一步加強的核心

資源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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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寬頻影音匯聚網站之核心資源強度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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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付費機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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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人際網絡的連結

及整合能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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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客戶服務能力 － － － － 

行銷經驗與能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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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