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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內容廠商經營使用者協作平台目的與經營模式 

研究發現 1： 

內容廠商經營目的不同，將會影響使用者協作平台的設計。使用者平台

的種類將分成：垂直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水平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

台和垂直與水平綜合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 

經由訪談個案整理以及歸納過後，本研究發現使用者協作平台的設

計與規劃，與廠商本身公司建造平台的經營目的有很大的關係。當內容

廠商的經營目的是希望從平台中獲取好的作品來進行商業化創造利益

時，它的平台設計就會與純粹希望從經營社群裡賺取價值的廠商產生極

大的差異。不同的平台設計將會吸引不同的社群以及創造出不同的內

容。而不同的內容創造與商品化的加值程度也會牽涉到智慧財產的規範

與設計的複雜度不同。 

筆者將這些個案產生的現況整理過後，以目前內容廠商根據不同的

經營目的所建構的平台，將其區分成三大型態，分別如下： 

1. 　垂直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　  

第一類的平台是屬於垂直設計的互動平台，如圖 5-1-1。內容廠商所

希望能夠從這些使用者提供的創意或是上傳的作品中，發掘出不錯的原

創內容，再經由公司本身強大的後製網路或是核心能力將這些內容商品

化成有意義的產品。 

在這個平台中，內容廠商的經營目的，開宗明義就是希望能夠吸引

更多更好的作品或是創作人，運用公司本身在內容產業成功的經營模

式，將這些優秀的作品商品化。而在這垂直設計平台上，內容廠商會不

斷的提供許多好的誘因來刺激創作人進入此平台來上傳作品，因此廠商

與社群間對於創作的互動是非常緊密且重要的。但是在社群與社群間的

互動就相對的比較薄弱，管理方面也較為小心，由於平台的設計是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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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度商業化的利益所建立的，因此上來創作的社群大多是希望被發

現、被挖掘的創作人。嚴格來說，社群與社群間彼此存在高度的利益衝

突，也容易產生分裂。因此這樣的情況下，垂直設計的平台裡水平的互

動並不多。以筆者目前訪談的個案中，電視豆公司所提供的『Ideabean』

平台就是這一類型的設計。 

 

【圖 5-1-1】垂直設計使用者協作平台 

資料來源：本研究發現 

2. 　　水平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　 

再則，第二類的使用者協作平台則是以水平設計為主，如圖

5-1-2。內容廠商的經營目的是希望社群與社群間的互動，創造出對

公司有力的價值。這個價值商業化的利益比較沒有那麼的強烈，廠商

所希望的或許是透過建立這個平台，增加公司中其他產品的忠誠度，

如微軟 MSN 的『ilovemessenger 互動平台』。也有些廠商是希望透過

社群與社群間的交流，吸引更廣大的社群進入，進一步再利用這些社

群廣大的力量，創造新的應用與服務，為公司帶來更大的價值。因此

通常這種社群彼此之間都是透過興趣與想認識新朋友的誘因，進入平

台中互相交流與分享喜怒哀樂和生活經驗。個案的整理發現，春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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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頭玩』以及願境網訊的『自拍美人日記』都是水平設計中的最

佳例子。 

在這個平台中，商品化的機制或許並不是廠商非常的重視的原因

之一，內容廠商本身成立平台的主要意義並非只是想要發掘好的原創

作品。但是當社群提供好創意時，多半擁有強大後製網路的內容廠

商，是可以提供商品化的服務。 

 

【圖 5-1-2】水平設計使用者協作平台 

資料來源：本研究發現 

3. 　　垂直與水平綜合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 

最後一類則是綜合了水平與垂直功效所設計出的協作平台，內容廠

商在設計此平台的時候，同時兼顧了收尋具有創意的作品以及強化社群

間的互動以善用社群間的價值，如圖 5-1-3 所示。以滾石集團的『滾石

可樂』網站為例，它不但定期收尋好的創作之外，本身平台也是音樂人

聚集的天地，在這裡許多創作人喜歡發表自我的創作分享給其它的網

友，也希望透過互動的機制相互的進行創作，例如為曲填詞、為詞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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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此平台設計最大的好處乃是這些互動的社群，或許也是未來產品的

領先使用者之一。滾石若推出一張搖滾樂風格的唱片時，都會事先上傳

到網站中，試試這些社群的反應和想法，以便針對潛在的問題作發片前

的即時修正與更改。因此在這個平台中，它的知識流通是一個完整的循

環，就圖 5-1-3 中顯示，當社群的互動產生好的作品時，內容廠商則會

幫其完成後段商品化的程序，再賣給廣大的使用者，也包含了這些平台

上的社群。經由這些社群發表意見或提出新的作品以進行新產品的修

正，這樣一而再的循環過程中，創造了許多意想不到的價值。 

不過在這個整合性的協作平台裡，社群與社群間產生衝突與分裂是

比前面兩種類型的平台要來的頻繁許多。社群社群間雖然有時是因為興

趣而互動，但也存在著競爭的利益關係，因此廠商在經營此社群時，要

盡量避免引起紛爭的設計，且必須時常針對社群間的衝突給予即時的回

應與處理。 

 

【圖 5-1-3】垂直與水平綜合設計使用者協作平台 

資料來源：本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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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內容知識特質與使用者協作平台經營  

研究發現 2: 

內容的知識複雜程度的不同，將會影響到使用者協作平台的設計。但相

同的知識複雜程度在不同的經營目的下，也會影響到協作平台的設計。

由個案分析表 4-6-1 中，每個內容的知識的複雜程度都不盡相同，

因此協作平台上的設計將會有所不同，但這些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受到內

容廠商的經營目的而影響。以動畫和音樂的內容為例，它們知識的複雜

程度高，因此使用者的進入障礙相對來說也很高，跟文字和圖片所設計

的格式或標準就會不太一樣。本研究結合了個案分析的表 4-6-1 與表

4-6-10，彙整出下列表 5-1-1 來作一比較：在表中我們可看出照片和文

字這類知識複雜程度低的，多半以簡單的上傳檔 JPG、GIF 格式或是網頁

上的輸入文字方式就可以將作品展現給其他社群欣賞。但動畫和音樂等

就必須有一定的專業軟體製作才能夠上傳。 

因此針對這些複雜程度高的內容，水平平台的廠商『大頭玩』，為了

吸引更多的社群來參與互動，他則將許多知識特質較複雜的內容設計成

了一套簡易的零組件供網友參考以及固定的模組，讓網友能夠經由模組

的搭配，排列組合出不一樣的新作品。 

但以垂直平台的個案代表廠商『電視豆』和綜合水平與垂直的廠商

『滾石可樂』來說，由於它們開宗明義就是希望這平台能夠吸引更多更

好的作品或是創作人上來投稿，因此，它們並不像『大頭玩』一樣的需

要降低這些社群對於知識特質較複雜內容的進入障礙，所考量的主要原

因就是希望能維持上傳作品所擁有的專業性，進而收尋到更具有商業化

價值的作品。 

由上述可知，對於擁有相同知識特質的內容卻會因為經營目的不一

樣，而對平台的建置也產生了不一樣的規劃與設計。因此，本研究針對

這些不同平台上設計情形的差異，歸納出下列研究發現 3 與研究發現 4

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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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使用者平台知識複雜程度與平台上傳標準比較表 

使用者協作平台 知識創造

內容分類 

知識複

雜程度

內容上傳的格式 

脫口秀 高 搭配動畫，錄製個人聲音 DJ 秀 

KTV 高 線上 KTV，盡情唱個夠 

大頭貼 低 上傳照片，還可加添個人彩繪創意

色相館 高 生動的連續動畫背景，讓照片欣賞

更有趣 

大頭玩社群平台

自片廠 高 可上傳 wmv、mpg、asf、mov、swf

影音檔案 

角色創作 低 各種類別的角色造型創作，請上傳

JPG 或 GIF 格式，大小不超過 100K。

插畫創作 高 各類風格的插畫創作，請上傳 JPG

或 GIF 格式，大小不超過 100K 

動畫創作 高 以 Flash 格式創作的劇情動畫，請

上傳 SWF 格式，大小不超過 300K 

Ideabean 

故事創作 低 以故事創作為主，不接受散文、新

詩，可直接將創作文字貼於欄框即

可。 

自拍美人日記 MMS 低 透過願境網訊所設計特定的管理介

面，將日記與文字上傳，就可以包

裝成一封手機上的多媒體簡訊發送

出去。 

音樂的檔

案 

高 MP3 檔或 WMA 檔的格式皆可以上傳 

滾石可樂 

其他 低 歌詞、或文字上傳即可 

背景 低 上傳 JPG、GIF 格式，最佳顯示大小

400x300 

顯示圖片 低 上傳 JPG、GIF 格式，最佳顯示大小

96x96 

ilovemessenger

互動平台 

表情符號 低 上傳 JPG、GIF 格式，最佳顯示大小

19x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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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研究發現 3: 

內容知識的複雜度越高，水平平台的經營者必須設計較具標準化的模組

提供給網友使用及創作 

水平平台的經營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吸引更多的網友進入平台裡互

動，透過社群與社群間的彼此互動為廠商帶來高度的附加價值，因此創

作的介面如果有一定的困難度，將會阻礙到社群的發展。又加上現今網

際網路的發達，越多越多人喜歡上網創作或分享要屬個人化的內容，因

此透過一系列標準化的設計模組，不但可以吸引更多的人進入平台，還

可以為平台不時的帶來多樣與豐富性的內容，未來這樣的社群將會為平

台帶來強大的商機。 

研究發現 4: 

內容知識的複雜度越高，若單純只提供一個上傳的空間給網友使用，則

吸引的社群將越專業化。 

垂直廠商的經營目的就是希望從平台中獲取一些叫具有商業利益的

作品或是人才進入，因此對於內容的知識複雜度越高的情況下，他單純

的提供一個專業的格式或是空間，目的也是希望透過此機制先篩選一些

較具專業化的族群進入，針對上傳的作品再進行評比的動作。垂直廠商

並不是非常重視社群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績效，他們在意的是希望收尋

更好的創意將其商品化。 

研究發現 5:  

網友所創造的內容，其知識特質複雜程度高低，將會影響公司後續商品

化動作的難易度，因此建立垂直化社群協作平台的公司必需要有很強的

後製網絡能力。 

由圖 5-1-1 與圖 5-1-3 所知，內容廠商在收尋好的作品過後，還有

一系列繁瑣的商品化過程，尤其是知識複雜程度較高的作品，如動畫、

音樂這類型的，後製的工作還需經由一連串專業的製造與修改和行銷才

能真正的推出市場上，如第四章個案分析中表 4-6-12。因此廠商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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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協作平台的同時，本生必須有很強的後製網絡，才有能力將這些

好的作品不斷的推廣出去，例如電視豆公司中的行銷團隊，他不但持續

的收尋取洽談合作廠商來推廣平台上的作品外，本身又是以動畫原創起

家的內容公司，因此也有能力將發掘到的優質原創作品，與密切合作的

關係廠商--日本星球株式會社進行製作、後製、衍生產品以及行銷。這

樣的網路，將會讓更多擁有能力的創作人，更加願意的將自己的作品上

傳到平台尋找可能成功的機會，而電視豆公司也透過這些源源不絕的創

意挖掘出更多的好生意。 

研究發現 6:  

內容知識的內隱程度越高，多以面對面的溝通方式和網友進行智慧財產

權的規範與設計。 

由第四章個案分析中表 4-6-2 中可發現，在數位內容產業中越是較

為專業的內容其知識的內隱程度將越高，因此在商品化的過程，廠商多

半會邀請原創者進行面對面的溝通，雙方對原創作品的智慧財產權作相

關的規範與設計。由於內容產業中所創造出的作品，它的財產權價值會

跟隨者原創者的知名度不同以及作品呈現與商品化後的差距，都會有所

差異，因此這些都必須進行面對面的洽談，才能達到合理的安排。 

《春水堂科技—大頭玩協作平台》： 

當網友創造的作品公司內部覺得有商品化的價值時，此時公司會根據其

作品商品化的模式以及內容的相關授權方式，約作者親自細談相關著作

權的部份，再根據合約的內容進行商品化的動作。 

《電視豆公司—Ideabean 協作平台》： 

電視豆張儷齡副理表示：『以產品本身智慧財產的運用來看，公司若發現

原創的創作具有潛力的話，就會邀請原創者來公司討論溝通，看是怎樣

的形式能讓作品比較容易商品化，也可能原創者本身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作品的某些部分來配合這個創意能夠發展成商品。』 

《滾石集團—滾石可樂協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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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石可樂和其網路藝人之間會發展出幾種不同層次的關係，最基本的關

係就是網路藝人同意滾石可樂以宣傳為目，公開播放網路藝人的音樂作

品，至於經紀、發行的關係將視個別狀況另外簽署合約。另外，若有一

些好的詞曲於平台中發掘時，滾石將請這些創作者進行面對面的洽談著

作權的問題，目前多半以授權或買斷為兩項主要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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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群的分類與使用者協作平台經營 

研究發現 7: 

內容廠商經營目的不同，影響使用者協作平台的設計，也會吸引不同類

別的社群進入。水平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社群忠誠度較高。 

由第四章的個案分析中表 4-6-3 可知，每個個案廠商所吸引的社群

種類都不全然相同，本研究根據經營目的不同，所產生的三類型平台設

計作分類，將其所吸引的社群種類作一比較表，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使用者協作平台的設計與社群的類別比較表 

使用者協作平台種類 
個案公司 

使用者協作平台 

社群的類別 

垂直設計的使用者協

作平台 

電視豆 

《Ideabean》 

 興趣型社群 
 交易型社群 

春水堂科技 

《大頭玩》 

 興趣型社群 
 關係型社群 
 幻想型社群 

願境網訊 

《自拍美人日記》

 關係型社群 
 幻想型社群 
 交易型社群 

水平設計的使用者協

作平台 

ilovemessenger 互

動平台 

 興趣型社群 
 關係型社群 

垂直與水平綜合設計

的使用者協作平台 
滾石可樂 

 興趣型社群 
 關係型社群 
 交易型社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5-1-2 可看出水平互動的平台，幾乎都是因為具有高度的興趣

或是想要從平台裡結交志同道合朋友的關係型社群為居多，社群與社群

堅強大的多元互動機制是吸引他們加入平台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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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互動將網友彼此之間的關係變的更為緊密，也相對的強化了這些社群

對平台的忠誠度。 

另一方面，以垂直平台的設計所吸引的社群來說，有些是因為興趣

而上此平台，但是多半的主要的目的都是希望透過網站的機制，有機會

能夠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場，因此這些稱之為交易型社群。而通常這些

交易型社群在此平台上是屬於互相競爭的角色關係，且互動的機會並不

多，因此通常轉換到其他平台的轉移成本並不高，所以忠誠度也相對來

的低。 

研究發現 8: 

垂直設計平台的社群忠誠度較低，必須不斷的提供具體商業化的誘因來

吸引作品上傳。 

垂直平設計台的廠商，通常經營平台的方式都是具有極高商業化的

誘因存在，因此社群與社群彼此容易擁有利益爭奪的情況產生，平台間

的互動就會相對的隨之減少，而又加上上述提到這類型的社群轉移成本

通常不高，因此忠誠度也偏低，廠商在設計平台時，必須不斷的隨時提

供商業化的誘因來吸引新的作品上傳。 

就例如電視豆張儷齡副理曾經表示：『創作人本生需要一個舞台去展

現、發表自己的作品，又加上電視豆會定期的辦一些活動，如跟動物園

合辦的【Design My Zoo 創意設計大賽】裡就有所謂的動畫、繪畫比賽，

透過這些活動的形式可以吸引更多的人進來，也讓他們對自己的作品擁

有商業化的可能性增加更大的希望』。 

研究發現 9: 

內容知識特質的內隱程度越高，讓具有垂直水平綜合設計的使用者協作

平台中，容易產生族群的分裂與衝突，因盡量避免積極的推廣具有爭議

性的排行榜於社群互動中。 

由於知識特質的內隱程度高，因此作品通常都會隱含某些個人化的

特質，例如插畫所含有的畫風、或是歌曲所包含的曲風等。又加上垂直

水平綜合的使用者平台也會將某些好的創作提供商品化的服務，因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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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間很難會有所謂領導者的角色出現。尤其是在音樂產業中，不同的

曲風會吸引不同的族群進入，且社群的對於自我創作的意識型態都很

高，因此，大量且積極的排行榜設計只會讓族群們更不認同彼此的作品，

產生對立的情況。 

滾石可樂音樂網站管理人楊琮閔提到：『我個人是比較排斥排行榜，

因為很多裡面所呈現的結果只是一種動態的行為，所表示的並不是歌的

品質，且排行榜的機制很容易去誘導其他人的行為，或是主導他們創作

的方向，因此在音樂的世界裡，排行榜很容易變成導火線，當很多人喜

歡聯合公園這個團體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新金屬是偉大的主流的，而

這些的輿論與動作都會造成許多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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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使用者協作平台經營與協作回饋 

研究發現 10: 

水平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所帶來價值將會經由社群間的互動所創造出

來的，而垂直設計的使用者平台所產生的價值乃是將更多好作品成功的

商品化。 

水平設計的使用這協作平台本身經營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透過社群與

社群間的互動，創造出對公司具有利益的價值。而在水平設計的平台裡，

將作品商業化的過程較沒有垂直設計的強烈，而它所希望創造的則是在

網友的互動中產生對公司平台的忠誠度與強烈認同感。因此，水平平台

的公司幾乎都將經營的重點放在社群的身上，盡量創造一些簡易模組來

降低這些玩家互動所產生的障礙，而強大的互動以及社群間的緊密網

路，降更為抓緊網友對於此平台的依賴感，進一步透過這些關係為公司

帶來強而有力的價值。 

但以垂直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來說，吸引好的作品將其商品化才是經營

此平台的主要目的。但是平台必須要有很強大的誘因，才能促使源源不絕的作

品不斷的上傳進來，因此此平台的廠商必須得耗費許多了人力、公司的網絡關

係等，和廠商洽談合作商品化的機會，例如電視豆的 Ideabean 平台跟動物

園合辦的【Design My Zoo 創意設計大賽】中，許多好的作品能夠商品化，

也都必須透過電視豆裡面的員工耗費心力的一個個與廠商簽訂合作的契

約和訂定商品化可行的方案。所以在這平台裡，或許一個網友創造出來

很成功的角色將會為公司帶來極大的利益，因此嚴格說來，在經營此類

的平台時，背後都必須得承擔較大的風險和成本。 

研究發現 11: 

水平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所需耗費的成本和人力相對低於垂直設計的

使用者協作平台，所產生的利潤風險也比垂直設計的平台低。 

由上所述可以得知，每個平台的設計方式會受到本身廠商的經營目

的而有所不同，而不同的平台所投入的風險與成本也會有很大的差異。

簡單來說，水平設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所重視的是社群互動所帶來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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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而垂直設計的廠商重視的是能開發較具有創意的內容作品，並且將

其逐步商業化。水平設計協作平台所投入的風險與成本將會低於垂直設

計的使用者協作平台，但垂直設計的使用者平台或許可能因為收尋到一

個很好的作品而獲得高度的報酬。兩者間平台經營的目的不同，相對創

造出的獲利與回饋也將會不同，未來，內容廠商在經營平台時，都必須

考量這些因素的不同所帶來的影響，以致於設計符合本身所需要的種類

與經營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