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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遊戲產業文獻回顧 

 

    在本節當中，我們將針對近年來既有的遊戲產業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整理，在

整理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了解那些領域及研究方法較常被研究，而本文要使用

的研究方法，跟之前的文獻又有什麼相同或相異的地方。 

 

 雖然遊戲產業是新興領域，但國內和國外相關的研究卻不在少數，其中人才

陪育和技術類論文不在本文研究的範圍之內，故不列出討論，本研究根據文獻類

型來做區分，基本上相關文獻大致可分為管理、行銷、行為、產業分析、經濟分

析等五大類： 

 

壹、管理類： 

 

 此部份著重在討論管理經營方面上的議題，侯旭倉(2003)將研究焦點放在創

業團隊的特性上，觀察當線上遊戲技術變革產生時，市場需求及成本結構變化的

情形。同時觀察公司的創業團隊特性會對經營模式、公司的資源和網路關係產生

何種影響。吳俊(2004)則針對當時市場上線上遊戲的排名，選擇八家具代表性的

線上遊戲公司進行個案研究，將每家廠商在研發面、行銷面、通路面與服務面等

價值活動的異同來做比較，進而建構出適用於線上產業的經營模式，並配合產業

分析與觀察給予不同經營模式適當發展的建議。劉舒文(2005)以質性研究和個案

訪談方式，深入了解國內遊戲設計業界在設計過程之實際狀況，及運用設計資源

管理的效益和風險，該研究發現，影響設計資訊資源管理的因素，有組織健全的

團隊編制、良性溝通的專案流程和人性導向的資訊科技應用三部份。劉伯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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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管理能力之觀點出發，對數位遊戲高階主管進行量表調查，驗證知識管理

能力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聯性，供數位遊戲產業發展參考。 

 

表3-1：管理類相關遊戲文獻整理。 

年度 作者 題目 出處 

92 侯旭倉 台灣遊戲產業的發展與創業團隊特性關係之研究 政治大學科管所碩士論文 

93 吳俊 台灣線上公司經營模式之研究 雲林科技大學企管所碩士論文 

94 劉舒文 設計資訊資源管理應用於國內數位遊戲設計之研

究 

元智大學資傳所碩士班數位媒

體設計組碩士論文 

94 劉柏立 數位遊戲企業知識管理與經營績效之研究 文化大學資傳所碩士論文 

 

貳、行銷類： 

 

   本部分著重的議題在品牌、策略部份。黃國洲(2003)研究發現，在遊戲前製

階段的核心創意與企劃概念的考量，是經由市場調查蒐集玩家需球和市場發展性

等資訊，來使產品能夠有區隔性。在技術層面考量則藉由資訊研討交流來取得遊

戲創意發揮的可行性，另外遊戲產品本身則要藉助研發人員本身的經驗去追求遊

戲的趣位與好玩性。沈翔(2005)則研究異業聯盟相關的議題，研究結果發現，在

採行異業聯盟行銷策略上，企業須清楚設定營運方向及增加競爭力，透過資源互

補、共享、專業分工、技術資訊交流等做法，共同提昇客戶服務品質。另外，因

長期財務目標是透過消費者掌握度來衡量，故選取消費者類型重疊產業進行聯

盟。在遊戲產品企劃階段即需發起異業聯盟行銷，產品上市前半年的媒體宣傳

期，合作夥伴以關連性高之企業為首選。上市與銷售期則使用共同造勢、資料庫

互補及高頻度聯合曝光與試玩方式，並依市調問卷結果修改遊戲難易度。在遊戲

後續發展階段以技術為核心，建立相關資料庫，創造與更大品牌聯盟之機會。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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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達(2005)以仙境傳說online為研究對象，探討消費者對於線上遊戲行銷策略與

管道選用的評價、以及和廠商進行的自我評價之間是否存在差異性，同時進一步

探討行銷資源分配與管到選用的最適狀況。蔡杰廷(2006)則以模糊理論的方法，

試圖為線上遊戲產業建構一套評選最適定價策略的模式。潘致遠(2006)研究發

現，遊戲公司對於品牌的重要度已經了解到其重要性，且開始試圖陪養玩家的品

牌忠誠度，但在經營品牌上面卻沒有想像中的理想。 

 

表3-2：行銷類相關遊戲文獻整理。 

年度 作者 題目 出處 

92 黃國洲 我國電腦遊戲產業之新產品開發策略考量 元智大學資傳所碩士論文 

94 沈翔 異業聯盟用於電腦遊戲業者之行銷研究 元智大學資傳EMBA碩士論文 

94 徐孟達 線上遊戲的整合傳播效果研究-以仙境傳說online

為例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95 蔡杰廷 台灣地區線上遊戲產業定價策略評選之研究-模糊

理論的應用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 

95 潘致遠 遊戲公司對線上遊戲品牌策略經營之研究 東吳大學企管所碩士論文 

 

參、行為類： 

 

此部份的研究包括遊戲參與者的行為以及遊戲工作者的生活型態。董光洋

(2004)探討玩家購買遊戲決策的影響因素，分別由生活型態、資訊來源、行銷刺

激、遊戲相關知識、內容以及數量等因素進行研究。郭明裕(2005)以宜蘭地區青

少年為施測對象，發現青少年男生遊玩online game的動機為人際關係、自我肯

定、解脫束縛，且遊玩比率高於女生。以年級來看，不管是國中或高中生，低年

級玩線上遊戲的比例高於高年級的學生。許博翔(2006)以遊戲產業從業人員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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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採用質化研究方法，採訪國內兩家電腦遊戲公司六位員工。透過受訪者

的訪談資料，對知識者的工作生活型態做進一步的了解。陳尤在(2006)比較玩家

設計造成遊戲改變的不同程度，並且從「遊戲設計者和遊戲本身」以及「玩家和

遊戲社會」二種不同的觀點來分析玩家設計對遊戲以及對其他玩家所造成的影

響。張翊宏(2006)研究發現，MMORPG
5
玩家的遊戲轉換意圖會因為遊戲娛樂性不

足以及替代性商品吸引力的影響而增加，形成玩家轉換的推力和拉力。而轉換成

本則有抑制更換遊戲的作用。玩家即使感覺遊戲娛樂性不如預期，但仍可能不進

行遊戲的轉換。 

 

表3-3：行為類相關遊戲文獻整理。 

年度 作者 題目 出處 

93 董光洋 線上及電腦單機遊戲玩家購買決策之研究 世新大學資管所碩士論文 

94 郭明裕 宜蘭地區青少年線上遊戲經驗及其相關變項之研

究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教育資訊研

究所碩士論文 

95 許博翔 知識工作者生活型態研究-以數位遊戲產業為例 中山大學人資研究所碩士論文 

95 陳尤在 數位遊戲中玩家介入遊戲設計的分類 交通大學資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95 張翊宏 MMORPG玩家遊戲轉換因素之研究-以人口遷徙模型

PPM討論之 

東吳大學企管所碩士論文 

 

 

肆、產業分析類： 

 

此部份研究主要以產業鏈分析、市場規模調查及預測為主，林于勝(2004)指

出，我國當前市場主要面對著遊戲代理與自製、多角化經營、線上娛樂平台整合

及海外市場進軍等問題。黃韻竹(2005)則在報告中統計了中國大陸的上網人口

                                                      
5 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能讓大量玩家在同一個網路虛擬世界中同時進行遊玩。玩家透過

客戶端扮演虛擬世界的一名角色，連線到由遊戲代理商的伺服器端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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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口結構、網路遊戲市場規模、每人月平均消費金額等資訊。Qun Ren and 

Xiaosong Yang(2005)同樣也是對中國大陸研究，不過研究的焦點放在政府對於

遊戲產業的政策支持上，並以盛大娛樂
6
為例，以波特(Porter)的鑽石理論加以

分析。林家瑋(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研發、代理、行銷、產品、市場、資金等及

其互動關係的線上遊戲產業系統動力學模式。研究發現，遊戲產業具高度成長

性、網路多數收入集中在少數產品上、爭取發展速度可以提昇自身競爭力等特

性。富士Chimera總研(2007)則對家用遊戲機市場規模進行統計，其中包含了三

大廠商Sony、Microsoft及Nintendo的市占率。報告指出，不管是在全球或日本

市場，Sony的市占率都是屬於領先地位的。 

 

表3-4：產業分析類相關文獻整理。 

年

度 

作者 題目 出處 

93 林于勝  我國PC遊戲市場發

展分析 

資策會MIC 

94 黃韻竹 中國大陸網路遊戲

發展現況與趨勢 

資策會MIC 

94 Qun Ren 

and 

Xiaosong 

Yang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ame 

online industry 

www.mindtrek.org/liitetiedostot/materiaalit_editori/

142.pdf 

96 林家瑋 台灣線上遊戲產業

動態研究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管所碩士論文 

96 富士 2006年全球暨日本 資策會MIC 

                                                      
6
 中國大陸著名網路遊戲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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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mera

總研 

遊戲機市場分析 

 

伍、經濟分析類： 

 

這一類所包含的是有使用到傳統經濟的數理或計量工具做為研究方法分析的

論文。Shankar(2002)研究遊戲產業的玩家網路效果(network effects)，該研究

提出網路效果受到網路規模(network size)大小以及網路力量(network 

strength)的影響，其實證對象為任天堂(Nintendo)和世嘉(Sega)兩家公司。實

證結果發現，具有較小玩家規模的任天堂，相對於較大玩家規模的世嘉，擁有較

強的玩家網路力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任天堂的玩家規模雖較小，但創造營收的

能力卻比世嘉來的強。王慈韻(2004)透過動態演進賽局的方式，分析廠商面臨單

機版與區網兩種遊戲類型時，如何藉由調整生產產品之選擇以獲得較高利潤。同

時並考量廠商在面對不同的網路效果、遊戲廠商總家數、替代效果及消費者原始

偏好下，當市場穩定均衡時，區網遊戲占總廠商家數的比例。莊効景(2004)以消

費者上癮的角度切入分析，並以理論模型描述消費者行為，進而分析線上遊戲廠

商最適訂價決策。最後運用數值模擬以驗證理論模型，並對重要參數進行敏感度

分析。蔡永鴻(2005)以充斥線上遊戲的外掛程式做為出發點，從其影響台灣線上

遊戲產業途徑中找出問題產生的原因，其次利用五力分析探討線上遊戲產業結構

並證明外掛程式確實會造成線上遊戲產業的損失。Wei-Min Hu and James 

E.Prieger(2006)研究間接網路效果，其研究指出，遊戲主機製造商刺激買氣的

策略是降低主機價格和增加遊戲軟體的多樣性。以確保其主機在市場上的競爭地

位。 

 

表3-5：經濟分析類相關遊戲文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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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作者 題目 出處 

91 Venkatesh 

Shankar 

Network Effects and Competi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Home video game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93 王慈韻 具網路外部性產業之廠商競爭策略—動態演進

賽局理論 

東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碩

士論文 

93 莊効景 線上遊戲軟體的關卡級數設定與定價策略之研

究 

東華大學國經所碩士論文 

94 蔡永鴻 台灣線上遊戲產業與外掛程式之經濟分析 成功大學政治經濟所碩士論

文 

95 Wei-Min 

Hu and 

James 

E.Prieg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in the home video game market 

NE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第二節、財務比率分析法相關文獻回顧 

 

本研究採取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主要利用台灣經

濟新報資料庫已有的資料作為實證分析之用，由於國內較少人以統計模型應用於

遊戲產業的研究上，但此種方法在其他產業應用上已經很常見，因此本研究以遊

戲公司財務比率來做為獲利研究的指標，主要研究方法參考的文獻如下： 

    

壹、產險業獲利因素之分析研究(徐清俊、吳麗琴，2004) 

        

本篇文章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產險業的主要獲利指標及其影響其獲利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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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其樣本為使用財務比率來進行研究。主要的方法為先進行因素分析法來萃

取出主要的獲利指標，再加以進行多元迴歸模型。研究所發現的主要獲利指標分

別為營業淨利對營業收入比率、本期損益對營業收入比率、營業淨利對自留保費

比率等三項。  

    

貳、應用財務比率分析台灣造紙業獲利能力之研究（陳杏如，2000）  

 

此研究是以台灣區造紙業之財務比率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其表現之獲利能力

亦有明顯不同為立論，即假設財務報表之比率分析具會對造紙公司之獲利性產生

相當程度的影響，再利用多變量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降低模型中的變數個數，

再針對挑選出的主成份之線性代數，重新衍算資料，再利用迴歸模式進行量化分

析。 

     

   參、應用財務比率分析我國商業銀行獲利之研究(周夢柏，2002) 

 

    本研究藉由各種財務比率連結與獲利能力之關聯性，分析本國上市商業銀行

獲利能力有顯著關係之關鍵因素，以作為銀行業財務診斷與經營規劃之參考。同

時試圖比較新、舊商業銀行間是否有顯著差異性，以及影響利潤的主要因子是否

不同。實證研究之結果如下： 

 

(1)、 上市商業銀行之獲利能力與資產品質及效率性因素息息相關，此

成份之解釋量佔最大比重，銀行逾期放款的增加將嚴重侵蝕銀行之獲利。 

 

(2)、 在效率性方面，營業費用率愈低之銀行，表示其每單位營業收入

所負擔之營業費用愈少，經營效率愈佳，此點亦是銀行經營業者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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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銀行之獲利能力與成長力因素亦有顯著關連性，尤其是總資產成

長率。當總資產成長率超越同業，表示其市場佔有率逐漸擴張，獲利亦會成長。 

 

(4)、 安全性因素與新銀行之獲利能力呈正向關係，但卻與舊銀行之獲

利能力呈負向關係，亦即安全性愈高之新銀行獲利能力愈佳，安全性愈高之舊銀

行獲利表現反而不佳。 

 

   肆、應用財務比率評估航運業之獲利能力(陳昱達，2003)  

       

本研究借由財務比率與獲利能力之關連，評估影響上市航運業獲利的關鍵因

素，研究內容包括證期會核准在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航運公司，總共十四家，

研究期間為1997 年至2002 年底，共六年。各公司各選取十八項財務比率作為本

研究的自變數，並以股東權益報酬率、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和稅前純益占實收

資本比率三項獲利指標作為因變數。利用主成份分析、逐步迴歸分析進行實證研

究，研究發現資產結構因素與公司獲利能力成負相關，而資產週轉率與獲利能力

成正相關。 

 

表3-6：財務比率分析相關文獻整理。 

年度 作者 題目 出處 

89 陳杏如 應用財務比率分析台灣造紙業獲利能力之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 

91 周夢柏 應用財務比率分析我國商業銀行獲利之研究 朝陽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碩士

論文 

92 陳昱達 應用財務比率評估航運業之獲利能力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

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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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徐清俊、

吳麗琴 

產險業獲利因素之分析研究 遠東學報二十一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