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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遊戲市場介紹 

  

第一節 遊戲定義 

 

壹、遊戲理論 

 

什麼是遊戲？其實遊戲不僅存在於人類當中，在許多哺乳動物裡也存在著

大量的遊戲行為。歷史上的諸多學者對於遊戲的定義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以下將

分別描述之
1
： 

 

(一)、本能說： 

 

德國詩人和劇作家席勒提出了一種遊戲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人類在生活中

要受到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束縛，在這些束縛中就失去了理想和自由。於是人們利

用剩餘的精神創造一個自由的世界，它就是遊戲。這種創造活動，產生於人類的

本能。 

 

席勒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

完全是人。」 

 

(二)、剩餘能量說： 

 

剩餘能量說是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提出的一種遊戲理論，他是對席勒的

本能說的進一步補充。 

                                                      
1 Wikipedia，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B8%E6%88%8F，線上檢索日期 2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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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論認為，人類在完成了維持和延續生命的主要任務之後，還有剩餘

的精力存在，這種剩餘的精力的發泄，就是遊戲。遊戲本身並沒有功利目的，遊

戲過程的本身就是遊戲的目的。 

 

(三)、練習理論 

 

德國生物學家谷魯斯對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剩餘能量說和席勒的本

能說進行了修正。 

 

這種理論認為，遊戲不是沒有目的的活動，遊戲並非與實際生活沒有關聯。

遊戲是為了將來面臨生活的一種準備活動。例如，小貓抓線團是在練習抓老鼠，

小女孩給布娃娃餵飯是在練習當母親，男孩子玩打仗遊戲是在練習戰鬥。 

 

(四)、宣洩理論 

 

弗洛伊德也曾提出過一種遊戲的理論，叫做宣洩理論。他認為，遊戲是被壓

抑慾望的一種替代行為。玩遊戲可發洩潛藏心中的侵略因子，對於一般人行為具

有宣洩的功用。 

 

貳、遊戲平台分類 

    

 本篇文章所討論的遊戲種類，係為數位遊戲部份，因此傳統非數位遊戲的

部份，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一般說來數位遊戲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平台(周榮，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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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腦遊戲（Computer Games） 

 

指各種在個人電腦上執行的各式電子遊戲，由於近年因為電腦硬體技術的突

破，在個人電腦亦可呈現突出的影像資料，加上網路連線功能，使得電腦遊戲的

市場越來越被看好。近年來線上遊戲的發展，一直是我國遊戲產業裡的主流。 

 

(二)、電視遊樂器遊戲（Video Games） 

 

意指使用專屬的主機（consoles）執行的遊戲，這些主機不具備顯示 

器，通常使用家中的電視作為顯示及音效設備，在英文中也使用videogame 這個

字來強調其配合電視螢幕的視訊效果。目前市面上著名的遊樂器類型包括

SonyPlaystation3、XBox360、Wii 等等。 

 

(三)、大型電玩（Arcade Games） 

 

指專為遊戲設計的專屬硬體，以代幣或銅板啟動遊戲，是電子遊戲最早期

的形態，這類遊戲硬體規格都是經過特殊設計，因此常常能在聲光效果上有突出

表現。 

 

(四)、掌上型電玩（hand-held Games） 

 

這是專為了攜帶用而設計的遊戲平台，因為要求攜帶方便，機體輕盈，多

不注重遊戲主機在硬體上的聲光表現，如任天堂的Game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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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遊戲內容 

 

根據張武成(2001)研究，將遊戲內容分為以下幾類： 

 

角色扮演遊戲：著重於玩家所扮演人物之成長以及經歷的遊戲。 

策略遊戲：強調策略運用、計劃與解決難題的遊戲。 

即時戰略：以戰爭指揮官的身份，進行歷史或假設性戰爭的遊戲。 

益智遊戲：動視腦力思考，有益於智力增進的遊戲。 

動作遊戲：著重手眼反應的遊戲。 

模擬遊戲：以第一人稱為視野基礎，模擬真實環境。 

競速遊戲：以比較速度快慢、玩家駕駛技巧的遊戲。 

養成遊戲 ： 讓玩家扮演特定角色，在限定的條件內完成該角色的一生或目標。 

冒險遊戲：讓玩家成為故事中的主人翁，並發展一連串事件的遊戲。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遊戲類型，目前尚包含一些音樂節奏遊戲如太鼓達人、跳

舞機之類的遊戲，以上所提及的部分，都是本研究所定義的遊戲類型以及探討的

對象。 

 

第二節 電腦遊戲軟體市場概況 

    

壹、全球遊戲產業市場分析。 

 

根據2006年數位內容產業白皮書指出，2005年時全球數位遊戲軟體市場(不

含硬體)規模為 270 億美元，預計 2010 年時可達 460 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達

11.4%，另外就目前趨勢觀察，在遊戲平台方面，全球遊戲市場仍然將以電視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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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為做為主流，個人電腦遊戲市場因為已經到達飽合期，預估市場將會持平或衰

退。遊戲機市場的規模預測如下： 

 

圖 2-1 ：2004-2010 全球遊戲市場規模及成長率。 

 

資料來源：富士 Chimera 總研 

圖 2-2 ：2004 各區域遊戲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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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富士 Chimera 總研 

 

從圖 2-2 當中我們可知，2004 年市場規模最大的地方在北美及歐洲，其占

了約將近市場八成的產值，再來是日本市場，這三個市場加起有接近百分之 90

的市場產值。另外在 2006 年全球遊戲軟體的前 3 大市場依然是北美、歐洲和日

本，分別佔總銷售額的 36.7%、31.5%和 18.7%，在經濟發展快速的地區，如大陸

和南韓，在這塊領域中的市場規模分別佔全球的 9.5%和 3.5%，隨著智慧財產權

的制度落實，市場規模可望持續擴大增加。 

除了遊戲機之外，被看好的商機則是無線及博奕市場，行動通訊娛樂產業的

規模在近年不斷的擴張，在 2006 年美國行動遊戲的規模約有 4.1 億美元，消費

者對於行動遊戲的下載形式則多偏好透由行動通訊服務業者的服務平台

（on-portal）完成，其中又以 EA 的遊戲最受歡迎，接著依序為 Gameloft、Glu 

Mobile、Namco、I-play、Digital Chocolate、Hands-On Mobile、Superscape、

Capcom 及 Oasys Mobile 等廠商。
2
 

                                                      

2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支援處(2006)，2006 數位內容產業白皮書，經濟部數位內容產業

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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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006-2011 行動遊戲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另外在未受法規管制的國家裡，像澳門，因為賭場的規模不斷增大，博奕

市場的成長速度也隨之跟進。由於此產業跟人們的堅強賭性相關，獲利能力不輸

其他種類的遊戲，也是一個值得觀察的重點產業。 

 

貳、日本遊戲產業市場分析 

 

作為強勢的文化輸出國，在動畫及遊戲都占有一定程度的日本，其國內的市

場也不容小視。在 2005 年，日本的家用遊戲軟體及硬體的總出貨金額達到一兆

又 3,598 日圓，其中日本國內市場出貨金額為 3,985 日圓，外銷達 6,914 日圓，

主要外銷地區以美國為主，約占六至七成，歐洲次之，其他地區則較少。 

 

在遊戲機硬體部份，2006 年 Sony 的 PS2 出貨已經突破 1 億台，任天堂的 NDS

預測總銷售量也達到 1,700 萬台。在這年，任天堂也推出 Wii 加入遊戲機市場戰

局。採低價策略及全新玩法，相對於高售價的 PS3，成功創造市場話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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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固定式及可攜式遊戲機市場預測將會達到 1,400 萬台出貨量。
3
 

 

至於線上遊戲市場，主流仍然是以月費機制收費，或雖號稱免費，但購買遊

戲中的道具或武器要額外收費的機制為主。而且此部份的市場仍然不斷擴大當

中。預計在 2007 年市場規模可達 1,400 億左右的規模。 

 

參、韓國遊戲產業市場分析 

  

韓國遊戲產業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如支持網咖設立，人才的兵役問題可改

服遊戲替代役等。目前也成為遊戲市場裡的強力輸出國，台灣不少線上遊戲即是

代理韓國的遊戲。如遊戲橘子的跑跑卡丁車、天堂系列。智冠的 RO 仙境傳說系

列……等。 

 

韓國近年遊戲產業發展的重點在線上及行動遊戲方面，圖 2-4 指出，南韓在

2003-2006 年遊戲業務的年複合成長率達 24%，其中線上遊戲和行動遊戲分別占

了 14.22%及 3.45%，而大型機台以及 PC 單機遊戲則呈微幅成長或萎縮狀態。  

 

圖 2-4：2003-2006 年南韓遊戲業務營收與成長率。 

                                                      
3富士 Chimera 總研(2006)，2006 年全球暨日本遊戲機市場趨勢，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市場

情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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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GDI，資策會 MIC 整理，2007 年 6 月。 

 

肆、大陸遊戲產業市場分析 

 

中國大陸由於人口眾多，遊戲市場相對來說也較為龐大。因此也是全球各家

遊戲公司所囑目的市場。根據統計，截至 2005 年底為止，大陸總上網人數已經

超過一億兩千萬人。由於網路的普及率在中國大陸尚不高，但隨著上網人口的不

斷增加，對擴大遊戲市場將產生不少的助力。預估在 2009 年將可突破 109.6 億

元人民幣的產值。 

 

大陸對於遊戲產業政策採取保護政策，對於國外的產品審核較慢，且通常需

完全內資的企業才可在大陸進行網路遊戲的營運，根據計世資訊（CCW Research）

數據顯示，目前大陸自行研發的線上遊戲比例已經超過一半，甚至有的還外銷至

台灣，如智冠代理的完美世界。而曾經占據大陸市場的韓國遊戲，目前市占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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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 37.5%。 

 

圖 2-5：中國大陸 2003-2005 年上網人口數 

 

資料來源：CNNIC，資策會 MIC 整理：2005 年 4 月。 

圖 2-6：2003-2009 中國大陸網路遊戲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CGPA，IDC，資策會 MIC 整理：2005 年 4 月。 

 

伍、我國遊戲產業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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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遊戲市場，主要以線上遊戲市場為最大宗，約占整體遊戲市場的

產值七八成左右，接著才是單機遊戲市場。這跟電腦的普及化有相當密切的關

係，因為家家戶戶幾乎都有一台以上電腦，但卻不一定會擁有遊戲機。也由於線

上遊戲可以容納多人同時遊玩，其網路效果遠遠強過於單機遊戲。 

 

國內較著名的遊戲廠商分為幾大類，像智冠、遊戲橘子以自製及代理

電腦遊戲起家，鈊象、泰偉則是以做大型機台遊戲為主要業務，樂陞、昱泉則有

家用遊戲如 ps2、xbox360 等遊戲軟體開發。 

 

(二)、近年來，我國遊戲廠商看準大陸與台灣在文化及語言上相似的特性，

紛紛進入大陸佈局，利用大陸成本較低及豐富的人力資源開發，如智冠的北京遊

龍科技、華義的北京及四川華義、大宇的軟星科技等。但如同之前所述，大陸限

制外資在中國直接從事遊戲軟體服務，在中國大陸上市遊戲必須將遊戲授權給當

地廠商經營。或與當地廠商合資，加上大陸人口龐大，行銷費用也是相當的可觀，

從表 2-1 的資料可得知，真正賺錢的公司並不多，多為虧損狀態。尤其大宇資在

大量虧損後，今年淡出大陸遊戲市場的營運，只留下研發和通路公司
4
。 

 

轉向便宜的地方進行代工生產並非壞事，不過因為台灣廠商並不熟悉大陸方

面的環境。以至目前走的並不順利，不過後續的趨勢發展仍有待觀察。 

 

 

                                                      

4
大宇退出大陸線上遊戲營運，

http://tech.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Inc/2007cti-news-Tech-inc/Tech-Cont

ent/0,4703,12050903+122007040200349,00.html 

，線上檢索日期 200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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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2007 年第二季主要廠商投資中國概況年第二季主要廠商投資中國概況年第二季主要廠商投資中國概況年第二季主要廠商投資中國概況 
單位：(原幣/千元) 

企業 轉投資名稱 產品項目 
持股率 

(%) 

實收資本 

(NTD) 

投資損益 

(NTD) 
網龍 北京遊龍在線科技 開發生產電腦軟體相關設備 100 7,002(USD) 25,207 

網龍 網龍在線(北京)科技 資料處理服務業資訊供應服 100 6,356(USD) 6,518 

華義 北京華義聯合軟件開發 電腦遊戲軟件之開發與銷售      100 48,781                 3,291  

華義 四川華義軟件開發     電腦遊戲軟件之開發       100 59,347                   551  

橘子 北京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軟體開發及銷售                93 477,228 -9,212 

智冠 北京遊龍在線科技     開發生產電腦軟體相關設備      100 7,002 -25,207 

智冠 北京遊戲新幹線            技術開發轉讓服務咨詢培訓      44 40,764 13,880 

智冠 上海冠網數碼科技     資訊處理服務業及資訊供應      100 50,955 -214 

智冠 北京林果日盛科技     資訊處理服務                  50 7,743 2,418 

智冠 網龍在線(北京)科技   資訊處理服務業資訊供應服      100 6,356 6,518 

昱泉 昱泉信息科技 數碼技術軟體開發製作等 100 121,604 -8,118 

昱泉 昱泉管理顧問 企業管理諮詢等 100 11,832 -417 

鈊象 北京宏象網絡科技     開發生產銷售計算機軟件        50 172,640 -7,285 

鈊象 北京華象軟件科技   計算機軟件技術就究開發        100 41,409 -9,047 

大宇資 北京寰宇之星軟件     資訊處理服務    21 13,865 502 

大宇資 上海軟星科技         資訊處理服務                  100 22,294 -8,097 

大宇資 北京軟星科技         資訊處理服務                  100 32,856 -18,686 

大宇資 網星艾尼克斯網路科技 網路軟件開發及技術服務等                  40 137,620 768 

大宇資 耀宇軟件(上海)       計算機硬件網路技術之研發      100 32,718 -85 

大宇資 群宇信息科技(上海)   計算機硬件網路技術之研發      100 31,846 -15,894 

大宇資 網星樂園(北京)科技   網路軟件開發及技術服務等      100 65,263 -6,035 

資料來源：經濟新報資料庫、本研究整理，2007 年 9 月。 

 

第三節 遊戲開發的結構 

 

 遊戲產業的產業價值鍊主要分為上遊的遊戲軟體設計、中遊的代理發行以及

下遊通路銷售。一般說來，一個遊戲的形成是由軟體商開發，再交由代理商或自

行發行，最後透過如 3C、便利超商、電腦門市、書局等管道送至消費者手中。

因此假如遊戲方行商是從上游到下游都自己做的話，省去中間的剝削，利潤將會

比較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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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遊戲開發的過程當中，最主要團隊人員包含遊戲程式、遊戲美術及遊戲

企劃人員。在這些人員當中，遊戲企劃負責撰寫可執行、簡潔易懂的遊戲企劃書，

再轉交給美術及程式。遊戲企劃有分場景企劃、文編企劃、及系統設定企劃等，

其扮演的是一個溝通的角色，遊戲必須借由一些圖片，讓美術了解該遊戲的世界

觀。也必須讓程式了解，該遊戲裡必須有的功能。遊戲美術又分為 2D 美術及 3D

美術，2D 包含一些原畫設定、世界觀及 UI 的設定。3D 美術則使用三維建模軟體

如 3ds max 或 maya 製造遊戲所需的模型，裡面細分又可分為建模、上材質、拉

動作、特效……等等。遊戲程式是整個遊戲開發過程當中的基本結構，也就是說，

美術以及企劃的創意，都需透過程式來將其表現出來，寫程式需要強而有力的邏

輯，通常遊戲程式也具有藝術家的氣息，能夠長時間盯著螢幕不吃不喝，只為了

想出一個功能，或更好的解決方案。以前在單機遊戲為主的時代，程式人員常常

是一套遊戲從頭編寫到尾，若是更動外人則很難插手。但現在商業化的遊戲越來

越複雜，因此遊戲程式慢慢的也面臨到分工及合作的問題。寫關卡設計的就專職

關卡設計，寫人工智慧的就專門寫人工智慧。這樣也提升了團隊的整體效率，一

般說來，一個遊戲專案所需的開發時間大約是十八個月左右，但隨著遊戲硬體與

日俱增的運算能力，玩家對於遊戲畫面以及品質上的要求，使得現在大型的商業

化遊戲，真正的開發時間經常是超過業界標準十八個月的。尤其是線上遊戲，並

不像單機遊戲發行後就結束專案，其上市後仍然需要不斷的進行管理、除錯、維

護等工作來使其正常營運。其特殊的收費機制，也使得該遊戲的商品獲利週期較

長，目前台灣大多數公司都慢慢涉及線上遊戲這一領域。不過大部份仍以代理國

外線上遊戲為主，如智冠的魔獸世界、遊戲橘子的天堂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