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個案研究 
 

除上章已介紹的多種網路廣告計價方式外，近年來 Google、
YAHOO!以及 Microsoft 另有提出多項創舉，將在本章之個案研究中

進行說明。 
 
第一節 Google 

 
  不論是搜尋引擎或是點擊式競價式廣告，都不是 Google 的創

舉，但 Google 卻成功結合這兩種技術模式，成為在網際網路事業中

成長最快的公司，因此在個案研究中的第一節，本研究首先便來探討

Google 的計費模式，並且探討 Google 究竟是在哪些方面成功吸引廣

告主的青睞，從廣告主身上獲利。 
 

 
壹、Google 網路廣告商業模式 

 
Google 利用其自身優良的搜尋技術，以有效率的方式解決了所有

網際網路使用者的資訊搜尋成本的問題，且免費提供給網路用戶使

用，其主要的收入來源則是依靠著伴隨搜尋結果而彈出的關連式廣

告。以下為 Google 所採用的網路廣告商業模式： 
 
一、查詢基礎的付費取向 
  Google 使用一種自創的稱為「網頁級別」(PageRank)技術來決定

索引網頁的重要性順序，索引是由程序「Googlebot」執行的，它會

定期地請求訪問已知的網頁，再通過在這些已知網頁上的新增連結來

發現新頁面，並加入到資料庫。 
 
 Goolge 的 PageRank 技術，表示了網頁的重要順序，從 0 到 10 分

一共有 11 個等級。PageRank 是一種網路上的民主投票機制，簡單來

說，如果連接到某個特定網頁的數量多，就表示這個特定網頁的重要

性高，因此才會被連結，此外，如果連結的網站，是重量級的網站，

PageRank 本來就高，也會增加這個重量級網站連往某個特定網頁的

PageRank。 
 
  由於 PageRank 是非常有效的機制，因此 Google 已經成為最流行

的搜索引擎，因此根據其關鍵字所搜尋出來的網站排名，也變得格外

有意義，Google 雖然不向使用者收取查詢的費用，但 Google 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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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卻必須依據點擊與排名來支付費用。 
 
二、內容與關鍵字高度相關廣告 
  Google 將搜尋結果所剩下的右方空白頁面，放上和使用者搜尋

相關的 AdWords 廣告或網頁，然後透過 Google AdWords 來吸引到網

路上尋找某種資訊、產品或服務的用戶，傳送與搜尋關鍵字相關的廣

告，以吸引用戶的點擊，進而達到廣告的效果，其計費方式為競標式

的點擊成本，一是點擊廣告後才收費，二是收費的高低取決於廣告主

市場自由競爭結果，此類型之商業模式就類似於 Rappa 所提出之「內

容導向廣告」。  
 
三、關鍵字與搜尋結果廣告 
    Google 建立一個廣告聯盟叫「AdSense」，AdSense 提供了廣告放

送程式碼，以讓客戶將程式碼放置於頁面需要出現廣告之處。AdSense
會自動精確的搜尋與網站內容相關的文字或圖片廣告，再根據這些廣

告的點閱次數付費給網站經營者。因此不管是個人或是企業的網路出

版者，都可以透過 AdSense 來得到收益，這種廣告除了商業的效果

外，更可以是為內容的一部份，增加了網路廣告的可看性，此類型之

商業模式就類似於 Rappa 所提出之「文意行銷」。 
 
四、使用者登入 
 2004 年 4 月 1 日愚人節，Google 宣佈推出 1GB 空間的電子郵件

服務 Gmail，次年 4 月 1 日更是增加為 2GB 以上，並增加了多語言入

口以及文本編輯功能。這個郵箱會利用廣告詞服務掃描郵件內容以顯

示特定的廣告來營利。 
 

Orkut 則是 Google 公司推出的社會性網路服務，通過這一服務，

用戶可以留下他們的個人或專業信息，創建與朋友之間的關係或者因

為共有的興趣愛好加入虛擬社團。 
 

Orkut和Gmail都是Google透過使用者登入有效搜集用戶訊息計

畫的一部分，為了將來提供更好的個性化搜索，Google 打算讓 Gmail
作為使用 Google 一些服務的通用帳戶。 

 
這樣一來，Google 便可以從每日的查詢中，分離出可以被辨識

的用戶，進而建立個人資料庫，Goolge 的企圖是，成為個人資訊的

管理服務供應商。 
 

五、免費軟體使用(A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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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除了提供適用廣告客戶的 Google AdWords，以及適用於

Web 出版者的 Google AdSense 外，亦提供了非常多樣不同的免費服

務，例如：工具列、即時通訊軟體等，以吸引大量的使用者，然後再

將點擊競價式廣告的概念，放到這些免費服務內，讓廣告主能夠藉由

這些服務，精準的追蹤到目標客戶，進而達到最大的廣告效益。此類

型的商業模式就類似於 Rappa 所提出之「免費使用收費內容」。 
 

 
貳、Google 計價方式說明  
 
一、依點擊數付費 
  在這種計價方式實施前，大部分的網路廣告，都是採取 CPM 的

方式計價，也就是說，廣告主針對他們所希望廣告被呈現到網友面前

的次數(Pageviews)來預先支付廣告費用。採用點擊數計費的方式，允

許在瀏覽者點擊廣告時才付費。這麼一來，中小企業或個人只需要先

支付少許的費用，或者根本不需要付費，就可以針對特定的消費族群

展開廣告攻勢，因此深受廣告主的喜愛。 
 
  此外每次點擊的成本受到關鍵字的熱門程度而定，價格從

NT$0.3 元起到 NT$4,000 元為最高上限。系統會根據目前所有關鍵字

廣告的設定，自動計算此一廣告的最低競標價格。而廣告主可以依據

系統自動計算的最低競標價格來出價，也可以用高價來取得更高的排

名順序，而高的排名順序代表了更多被買方點擊的機會，也就是更多

生意的機會。 
 
    譬如說有許多旅遊業者，會對「日本」這個關鍵字感興趣，也就

是大家在搜尋引擎打入日本的時候，可能正在規劃日本旅行行程，此

時出現在右方的關鍵字廣告就代表了兩種不同的意義，一是被點選機

率因為排名較前，容易被消費者注意到，因此被點選的機率相對提

高。二是品牌意義，在排名越上方的廣告，消費者心理知道獲得較佳

的排名需要較多的費用，相對而言應該是比較有信譽或經營良好的公

司才會出的起這麼多錢來刊登廣告。 
 
  Google 系統自動計算關鍵字的競標價格，但重要的是，競標價

格不是決定廣告排序的唯一因素。根據所輸入的關鍵字，若與廣告內

容、廣告目標內容、內容網站的相關性越高時，代表廣告能夠精確的

送到客戶手上，則此一最低競標價格則會越低，而關鍵字熱門程度、

點擊率，也是動態的參數，當廣告放送後，更高的點擊率代表了無效

的廣告放送減少，相對而言也會降低廣告最低競標價格，這樣讓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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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本生意的廣告主非常易於接受此種的計價方式，且 Google 不會讓

某一廣告主知道其他廣告主的出價策略，也就是說，在系統中將看不

到其他廣告主的關鍵字出價，因此廣告主無法瞭解到所付出的價格是

否真正依照 Google 所宣稱的價格政策來執行，廣告主只能選擇相信

Google。 
 
二、關鍵字競標 
  Google 的關鍵字競標是一套瀏覽器介面的網路廣告系統，廣告

主可以透過這套系統設定三行的包含重要資訊的文字廣告，並在針對

所欲銷售的產品資訊內容、服務等等設定關鍵字，若有任何用戶在

Google 以及使用 Google 廣告及搜尋技術的合作網站上，這樣一來只

要有用戶打入關鍵字，則廣告內容就會根據競標的價格高低排列呈現

在搜尋結果網頁上。 
 
  這個競標方式，是利用經濟學家 Vickery[1961]所提出的「次高價

得標拍賣方式」來的，次高價拍賣方式與第一價位秘密競標進行的方

式大致相同，唯一的差異是得標價格的決定。第一價位秘密競標下的

得標價格為最高出價，而次高價位秘密競標下的得標價格則為第二高

的出價。這個政策是要防止投機競標並且鼓勵投標者提出真實反應拍

賣物實際價值的標價。 
 
    Google 利用這種競標方式由出價最高者得標，但所支付的價款，

只比次高價多 0.01 元(以台幣計價時)。舉個例子來說，若有一個關鍵

字，不同的廣告主分別出價，10 元、5 元、2 元，則廣告的出現順序

是按照出價金額高低排列，當使用者點擊第一位廣告主 10 元的廣告

時，廣告主只需比第二名多付 0.01元的價格，也就是5.01元給Google。 
 
 
參、Google 模式對網路廣告市場的衝擊  
 
一、關鍵字廣告市場大幅成長 
  根據 comScore Networks [2006]的調查數據表示， Google 佔網際

網路搜尋的排名第一，其次是 YAHOO!，其在搜尋引擎之市佔率分別

為 43%及 28%。 
 
  關鍵字廣告的概念，一開始並非由 Google 所發明。1990 年末，

GoTo.com 首先提出廣告主競價購買搜尋結果網頁精華位置的構想，

而且只要有人點按連結，進入他們的網站時，才需要付費。這就是上

一節所述 CPC 的概念，這個概念因為 Google 將廣告和電腦產生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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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結果搭配在一起而發揚光大。 
  
  GoTo.com 後來更名為序曲，它宣稱擁有「AdWords」贊助連結

構想的專利，因此於 2002 年控告 Google。2003 年 YAHOO!買下序曲。

2004 年 8 月，由於 Google 在股票公開上市之際，解決和「廣告字」

有關的官司爭議，雙方庭外和解。Google 同意給予 YAHOO!270 萬股

股票，當時價值約 2 億 3000 萬美元。 
  
二、廣告市場計價方式的轉變 
  展現式廣告的模式，依照收視率、發行量、網頁 Pageviews 來決

定廣告價格，這樣的模式在傳統媒體已行之有年，此一模式雖然可以

收到計量的廣告效果，但卻無法掌握廣告的實際效果。點擊式廣告則

不同，點擊式廣告可經由用戶點擊直接連接至廣告主網站的廣告後計

費，這樣的廣告可以確保大部分的使用者在對廣告的內容有興趣時，

才點擊廣告。因此，廣告所達到的效果當然遠大於原本以 CPM 或是

Flat Fee 計費的模式。  
 
三、搜尋技術成為網路世界的核心 
  Google 起初一開始，跟所有的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相同，販賣

定向式橫幅廣告，但 Google 的營業收入是在 2000 年之後推出關鍵字

廣告後才開始大幅成長。當然 Google 並不是靠著這個收費模式，來

贏得廣告市場，Google 的核心價值仍舊是出色的搜尋引擎技術，但

是關鍵字廣告解決了廣告主對於目標客戶的確認，達到了網路廣告成

本與效益間的最佳化，這種方式成為了 Google 成功的另一重要推

手。近來 Google 更收購了 YouToBe 決定利用其視頻的技術，近一步

發展視頻的搜尋以吸引閱聽人。 
  
 
肆、Google 之挑戰  

 
一、隱私權的爭議 
  和所有網路公司一樣，Google 也追蹤使用者如何運用其搜索引

擎和其他服務，也想瞭解到底是哪些人在使用這些服務。但與其他企

業不同的是，Google 會將蒐集到的資訊保留長達數年之久。因此，

只要使用知名搜尋引擎 Google 的各項服務，林林總總的活動都被鉅

細靡遺記錄下來，而且不會馬上消失，所以若 Google 擁有的這些大

量用戶網路活動資料，落入有心人手中後果將不堪設想。 
 
  從 Google 推出後，隱私權的爭議經常遭到各界的質疑。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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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注目的就是網頁資料保存時間的問題，因為 Google 會將所有世

界上的網頁，都在 Google 上存一副本，作為索引計算以及快取之用，

同時在原始連接失效後，Google 尚會提供庫存頁面供使用者檢閱。 
   
  此外，自從 Gmail 推出後，個人私密的爭議，更是我們必須注意

的一件事，根據 Gmail 的隱私權政策，即使使用者刪除某一封郵件，

該公司的伺服器上仍將保留該筆訊息。根據 Goolge 的隱私權政策中

有提及若用戶刪除或終止使用 Gmail 的帳戶，將即時生效。被刪除的

郵件和帳戶的殘餘複本可能會在 Google 的現行伺服器上保留至最長

60 天才被删除，並可能繼續保留在 Google 的離線備份系統中。 
 
  Google 的說法是這些紀錄主要是用來提升服務品質、打擊不法

詐騙和開發新產品，而且 Google 願意提供大量儲存空間保存這些資

料，Google 的法律顧問也表示願意隨時接受執法機關的調查。 
 
二、著作權的爭議 
  Google 的文章、新聞等搜尋服務，一直陷於版權侵害訴訟的官

司中。 
 
(一) Google Print 計畫(即 Google Books Search 服務) 
  Google Print 計畫的野心，是要將所有人類書籍知識掃瞄上網，

讓網路世界可搜索的資訊有更豐富、更可靠的來源。但是許多擁有版

權的原作者，十分不滿 Google 在執行上的某些作法，美國作家協會

和五大出版商更以法律訟訴阻止 Google 在未經清楚授權的情況下，

掃描圖書館內享有著作權保護的書籍。 
 
 針對各界的指控，Google 則聲明說，書籍上網之後，使用者僅能

搜尋哪些書上有沒有特定的關鍵字，並且只能看到關鍵字前後的小部

分內容，不可能看完整本書，查詢的部分也無法列印、複製，而且被

搜尋到的每本書，都有書籍典藏所在地之圖書館的資料，或者購買該

書的網路書店網址。因此，書籍內容上網的計畫屬於「合理使用」(Fair 
Use)的範圍，不但符合公眾利益，也替被搜索的書籍作了免費宣傳。 
 
  控告 Google Print 計畫的案件，在法律上來說，雙方的勝算不相

上下，因為模糊的著作權法律留下了大量的爭論空間，而且新科技衍

生的問題又沒有前例可循，這使得 Google 和作家、出版商之間的恩

怨預計在二年後才會有審判結果。 
 
(二) Google 的圖片搜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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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年 2 月 19 日，美國加州聯邦法院判決 Google 的圖片搜尋

功能侵犯了網站 Perfect 10（某個裸女照片網站）的版權。這項判決

可能對作家、出版商控告 Google Print 的法律爭議產生連帶的不利影

響。但也有人認為 Perfect 10 只是以控告 Google 來作為宣傳手段而

已，能告贏純屬好運，而 Google 也要繼續上訴，並宣稱這個判決的

影響很小。 
 
(三)Google News 
  Google News 則招致兩大新聞社「法新社」及「路透社」對 Google
提出著作權損害訴訟，並請求 1750 萬美元的賠償金，迫使 Google 將

這兩個新聞社從 Google News 中移除，並宣告未來任何團體，都可以

提出類似請求。 
 
  上述由 Google 提供之服務所引發的疑慮，主要在於數位科技對

著作權可能造成的侵害；更清楚地說，這是網路公司、圖書館、出版

商、作者，以及網路上面孔模糊的芸芸眾生之間，這麼多方的利益要

怎麼協調的問題。 
  
三、對於搜尋結果資訊的控制 
    為了追求排名在 Google 上得到第一或者首頁的顯示，最好的辦

法就是增加鏈結，互相之間交換鏈結或者設置鏈結上的欺騙。Google
雖然採用了很多的方法去保護其演算法，以便使其能夠準確地反映出

網站的價值。但是這樣就陷入了一個惡性的迴圈，網站的製作者為了

追求較高的知名度，其價值的追求可能會發生偏離，也就是說他們會

將網站的重心放在增加鏈結上，而不再是網站的內容、生動感和獨創

性。換句話說，一個內容優秀卻無太多鏈結的網站將很難被 Google
發現。至今，仍未見到 Google 在這方面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或思路。 
 
(一) 搜尋結果的排名 
  雖然 Google 宣稱，所有網頁上搜尋的結果，都是電腦程式自動

計算的結果。但是由 MrProtein 或是其他類似的公司，宣稱 Google
不當的影響排序順序，對搜尋排序的優先順序結果，提出了法律訴

訟。另一家專業搜尋公司宣稱 Google 蓄意降低其在 Google 排名的順

序，而採取了法律行動，控告 Google 這樣的行為，造成了該公司業

績的下降。 
     
    針對於此類的指控，Google 的律師宣稱 Google Search 的結果僅

是 Google 的個人意見，而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任何人都有充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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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達意見的權力。同時，Google 也宣稱，他們有權將具有排名爭

議的公司，從他們的 Search 中給移除。這個對提起相關訴訟的告訴

人，也具有相當的嚇阻作用，因為從 Google 中移除就代表了你從世

界的資訊高速公路轉到了省道來行駛，也代表了從資訊世界被移除的

嚴重後果。 
 
(二) 搜尋結果的刪除 
  最近 Google 屈服於中國官方壓力，把一些字眼如「自由」、「民

主」等搜尋結果拿掉。這些都違反了原本 Google 所宣稱的所謂不影

響搜尋結果的宣告。因此招致了許多批評。讓 Goolge 原本宣稱，完

全以計算機運算的方式來決定搜尋結果的基本精神被破壞，這樣的舉

動也導致 Google 遭受用戶的質疑。 
 
四、潛在的風險 
  在每一個企業通往成功的路上，法律訴訟的將是首要的問題。

Google 每次的新產品，都因為太先進、過於出乎大眾意料，因此都

引發了或多或少的法律爭議。如 Google Earth 的推出，就引發了人們

對住家隱私權或各國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以下就針對 Google 未

來的潛在風險進行說明。 
 
(一)無效或作假的點擊問題 
  對於 Google AdSense 無效點擊有下列兩層意義。 
1.從廣告主觀點：對於廣告主來說，凡是未能給廣告主帶來實際效益

的點擊都是無效點擊。Google AdSense 透過判斷用戶是否點擊廣告

內容來確定該則廣告之效益，除此之外的都被歸入無效點擊。因此

當用戶停止帳戶的時候，Google AdSense 便會將其點擊視為一個無

效點擊。 
2.從內容供應商觀點：只要是不產生收入的點擊(不過不包括公益廣告

的點擊)，就視為無效點擊。此舉主要是為了避免一個 IP 多次重複

點擊、某一 IP 或者 IP 段有規律週期性點擊。 
   
  以前 Google AdSense 過於謹慎地處理無效點擊, 只要該廣告超

過一定比例的無效點擊就會被停止帳號。最近在處理的措施上有了比

較明顯的改善，就是第二種無效點擊不再會對你的帳號造成實質性的

影響。另外，Google 也說明會針對這些無效點擊加以管理，但卻無

法對詳細的作法加以說明，僅在宣告頁以很簡單的文字帶過，這可能

讓廣告主對發生點擊廣告的合理性產生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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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真實性的問題 
  在 Google 的搜索結果中，出現了假冒「Louis Vuitton」商品的經

銷商，因此 LV 對 Google 提起法律訴訟，指稱 Google 應當密切關注

使用「威登」品牌購買搜索關鍵字的廣告客戶。Google 已經將這一

案件列為其關鍵字廣告銷售模式面臨的潛在風險之一，因為搜索關鍵

字廣告是 Google 最主要的營收來源。此外，若搜尋的結果內容含有

不當或不時的言論，傷害了信譽優良的廠商或某些特定知名人士，則

這些對象也有可能向 Google 提出協助散播不實言論的指控。 
 
  從這個案例發現了一個令人深省的問題，在網路上的內容或廣

告，協助傳播的媒體或服務供應商，是否負有查證之責；是否可以單

純使用隱私權宣告，來規避責任；或是必須負有查證工作？ 
 
(三) 經營管理問題 
    Goolge 近來為了其創辦人購買波音 767 飛機作為「派對飛機」

鬧的滿城風雨，其兩位創辦人不但花費鉅資購買波音 767 飛機，同時

也大手筆的聘請設計師改裝內部，但由於設計師對外敘述改裝的工作

內容及與 Google 三位 CEO 間的對話，而遭到了解聘。 
 

 
伍、小結 
 
  Google 這家公司從 1998 年成立以來，到目前為止僅花了 8 年的

時間，躍升為全世界市值排名第二的公司，市值 1,275 億美金，公司

市值僅次於微軟於 2006 年 7 月的 2,377 億美金。然而 Google 內部奉

行的是「7-2-1」原則，並不是平均用力，希望做成大而全的內容供

應商的。因此，Adwords 和 Adsense 這樣的突破性廣告模式目前仍然

是 Google 的工作重點和贏利的主要貢獻者。「7-2-1」即 70%的力量

投入核心業務，包括搜索式廣告，例如網頁搜索、排名、AdWords、
圖像搜索、工具欄、AdSense；20%的力量投入相關業務，包括核心

搜索的擴展，例如新聞、基於搜索功能的商品購物頻道 Froogle、企

業解決方案 GSA、桌面搜索、地域搜索、 Gmail 和其他溝通專案；

10%的力量放在探索業務上，如照片管理工具 Picasa、三維地圖

Keyhole、社交網路 Orkut、線上文書處理器 Writely。 
 
一、優勢 
    Google 除了搜尋技術以及廣告營利模式成功外，充足的財務支

援以及晉用一流的人才，也為 Google 增加了許多的優勢。Google 以

十億美元的高價，順利取得美國線上的 5%股權。美國線上是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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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廣告夥伴，Google 一直希望能反制 Microsoft 對搜尋市場的雄

心，藉此保護 Google 的收益來源。Google 打敗 Microsoft 順利入股美

國線上，不僅在最大網路廣告市場上取得領先，更威脅 YAHOO!全球

網站造訪人次最多的龍頭地位。 
 
二、弱點 
    在目前的網路服務上， 有三個最大的市場存在搜尋市場、入口

網站與贊助廣告市場，以 Google 的商業模式看來，目前尚專注在以

搜尋技術為主的市場上，相對於市場上其他兩位霸主 YAHOO!與
Microsoft，Google 缺少了 YAHOO!所提供服務的完整性，而

Microsoft，誠如大家所知，是個人電腦作業平台的霸主。這兩個特點

分別是 YAHOO!和 Microsoft 的最佳武器，同時 YAHOO!和 Microsoft
不斷的在研發搜尋技術，試圖在此領域追上 Google。 
 
    因為 Google 的獨特商業模式，他不得不放棄三個網路廣告市場

中的兩個，入口網站與廣告主簽約廣告，這是 Google 為了簡化搜索

所產生的先天限制。此外，專業搜索的領域也是目前不足之處，Google
的搜尋的結果，無法針對某些專業項目進行更有效率的處理，相對而

言，這應該給其他有志於從事網路搜尋業者一個很好的新市場。 
 

Google 另一個弱點可能來自於行為或管理上的偏差，最近 Google
的兩位年輕創辦人，正為了「Google Plane」的事件煩惱。這兩位懷

抱理想的年輕人，是否能夠在功成名就後仍一本初心，繼續朝著

Google 創始的理念前進，這決定了 Google 的未來是否仍能維持其競

爭力。 
 
三、機會 
    不斷成長的網路廣告市場，根據市場報告指出，2004、2005 年

全世界的網路廣告，都呈現 30%左右的高度成長，而根據 Google 
2003~2005 年的年報指出，Google 的營收，由 2003 年的 14.6 億美金，

到 2004 年的 31.9 億美金，到 2005 年的 61.3 億美金，每年皆以 100%
左右的速率倍數成長。這代表了網際網路搜尋關鍵字廣告模式的成

功。 
     
    中國的廣大搜尋市場，在 2004 年中國的網際網路廣告市場達到

了 25.9 億人民幣的規模，雖然這與其他全球市場相比相對市場規模

小，但是從 Google、YAHOO!及 Microsoft 等三巨頭競相爭取進入中

國市場的態勢來看，卡位的意圖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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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威脅 
    來自於其競爭對手 YAHOO!及 Microsoft 的壓力也與日俱增，

Google 抗議 Microsoft，在即將上市的新版瀏覽器 IE7 內建搜尋引擎，

試圖以微軟在個人電腦系統市場的高佔有率，不公平的方式競爭網路

搜尋市場。Google 關心的焦點，是 IE7 右上角的那個小小視窗，這個

視窗會將使用者引導到微軟的 MSN 搜尋服務，直接展開搜尋，無須

另開搜尋引擎的網頁。微軟利用當年與 IE 及 MSN 相同的行銷手法，

來爭奪網路搜尋市場。 
    
    YAHOO!則是在「Click-Fraud」中扳回一城，承諾提供更明確的

保護機制以及透明的運作模式來避免無效點擊。和 Google 一樣，

YAHOO!遭到廣告主提起集體訴訟，內容是 YAHOO!未能盡力追蹤及

保護廣告主免於無效點擊的損失中。但是對於廣告主的質疑，YAHOO!
提出了更完整的承諾，來取得廣告主的信任，相對而言 Google 的回

應就顯得軟弱無力。 
 
 
第二節 YAHOO! 
 

 YAHOO!的創始人為大衛 ·費羅 (David Filo)和楊致遠 (Jerry 
Yang)，他們是美國史丹福大學電機工程系的博士生，於 1994 年 4 月

建立了自己的網路指南資料庫，將其作為記錄他們個人對網際網路的

興趣的一種方式。但是不久之後，他們就發現他們自己編寫的列表變

得很長，不便於維護，於是他們開始將這個列表轉換為資料庫。 
 

 1994 年，他們將 YAHOO!變成了一個可查詢的資料庫，一個類

似分類目錄的服務，免費提供給網路用戶使用，來滿足網路初期用戶

的需要。他們開發了搜尋引擎，來幫助他們有效地找尋、識別網際網

路上儲存的資料，同時 YAHOO!也提供了介面，讓提供產品或服務的

網站，能夠免費在其上註冊網站的資訊，讓這樣的資訊，能夠被搜尋

到而吸引網路用戶使用。 
 
    YAHOO!的含義是「另一個層次化的、非正式的預言」，但是大

衛·費羅和楊致遠表示他們之所以選擇這個名稱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

是 YAHOO!(野蠻人)。最初 YAHOO!存放在楊致遠的工作站「akebono」
上，而搜索引擎存放在 Filo 的工作站「konishiki」上。(這些電腦的

名稱都來自於一些具有傳奇色彩的夏威夷摔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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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年初，Netscape Communications 公司(位於加州 Mountain 
View)的聯合創始人之一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邀請大衛·費
羅和楊致遠將他們的搜尋功能增加到 Netscape 的瀏覽器上，也就是

說，當 Netscape 瀏覽器的用戶按「搜尋」那個按鈕時，他會被自動

地帶到 YAHOO!！的網站，此舉使得 YAHOO!！迅速名震全球網路。  
 
 
壹、YAHOO!網路廣告商業模式 
   
  在 2000 年網際網路泡沫化後，投資人與廣告主對網際網路的信

心崩盤，造成網路廣告業務低迷，公司又遭受股東強大的壓力之下，

YAHOO!聘請了前華納兄弟公司(Warner Bros)的執行長 Terry Semel
擔任 CEO，希望能夠倚重他對媒體操作的豐富經驗，幫助 YAHOO!
度過難關。在原本 YAHOO!賴以維生的橫幅廣告之外，確立了多樣化

的網路廣告模式，再加上 YAHOO!不斷對自身內容及服務的開拓，讓

廣告客戶更有效地將廣告訊息傳遞給全球的網際網路訪客。 
 
  根據 YAHOO!的財務報告顯示，他們在 2005 年總體營收為 52.6
億美元，其中，銷售服務營收為 45.9 億美元，佔了 87％。所謂銷售

服務，包含關鍵字廣告以及各種形式的展示廣告，而這部分業務的成

長較 2004 年同期增加了 47％。以下是 YAHOO!在網路廣告上所使用

的商業模式。 
 
一、入口網站 
  不管是經常刊登網路廣告的企業，或是首次想刊登網路廣告的公

司，YAHOO!往往成為他們的第一選擇，因為 YAHOO!是世界第一的

入口網站，並提供了網路用戶完整的服務。YAHOO!是以廣告作為其

主要的收入來源，當全球的網路用戶不斷成長之際，網路廣告的營

收，也隨之大幅上揚，YAHOO!更是從中大幅獲利。根據美國財富雜

誌[2005]發佈的年度「100 大成長最快速的上市企業」調查，2005 年

的冠軍得主 YAHOO!的網路廣告營收大幅增加。 
 
二、關鍵字廣告 
  近年來網路廣告以關鍵字廣告成長力道最為強勁。在美國，中小

型公司是此類廣告的主要客戶，因為他們相信透過這樣的方式，是有

效而直接的行銷方式。在 YAHOO!最大的 200 個品牌廣告客戶中，目

前也有 50 個同時位居最大的 200 個關鍵字廣告客戶行列，這也表示

這些品牌大廠，逐漸重視起原本他們不屑一顧的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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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類廣告 
  和 Google 將文字廣告置於搜索結果旁的 AdWords 以及依照內容

供應商的網頁內容提供關聯廣告的 AdSense 不同，YAHOO!的廣告形

式更為多樣化。除了關鍵字廣告外，YAHOO!也提供分類廣告網，以

從廣告主獲取營收。 
 
  YAHOO!更專注於廣告形式的創新，提供新型的展示廣告，例

如：YAHOO!首頁上的麥當勞網路廣告，當使用者滑鼠一觸及廣告區

塊，高大的姚明就端了個漢堡出現在眼前，但假如使用者討厭姚明，

也不想管這是什麼漢堡，滑鼠一挪開就又恢復原狀。對網友來說，想

看就看，不想看也不會妨礙原本頁面，對業者品牌形象有加分作用。

目前這類型的展示廣告正受到品牌廣告主們的青睞，也是報紙雜誌電

視等傳統媒體最主要的廣告流失對象，而 YAHOO!適時推出的這種減

低干擾型的展示廣告使其業績大幅成長。 
  
 
貳、YAHOO!計價方式說明 
 
  網路廣告有兩大市場，一種是展示廣告，另一種是關鍵字廣告。

YAHOO!是透過收購 Overture 進入關鍵字廣告市場，而 Google 目前

正打算進入展示廣告市場。縱觀全球無數家網路廣告商，YAHOO!
是第一個同時介入了這兩大市場，而 Google 目前只進入了關鍵字廣

告市場取得成功。 
 
   YAHOO!的展示廣告與關鍵字廣告的比例約為 4：1，但後者在

未來也將出現更多應用的時機，例如在美國 YAHOO!的地方搜索服務

(類似國內的工商黃頁服務)等，都接受客戶的廣告付費。最新的影像

搜尋服務去年才推出，也會增加關鍵字廣告的應用。以下就針對

YAHOO!對於展示廣告以及關鍵字廣告之計價方式進行說明。 
 
一、展示廣告 
  展示廣告，是早期一開始網路廣告的主力模式，根據台灣的雅虎

奇摩表示，早期的展示廣告不是用 CPM 的方式計價，而是類似傳統

媒體的市集包版位概念來收費。把網站首頁最醒目的黃金位置，畫成

十二個頻道，刊登簡單的文字鏈結，每個月收費一百萬元台幣，一次

合約長度為兩年，當時易遊網和 104 人力銀行，都用高價標下頻道。 
 

雖然只是個簡單的網頁鏈結，但入口網站的高流量，就像擺在忠

孝東路上人來人往的攤位。舉例來說，YAHOO!用市集的概念，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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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專區，讓其他線上旅遊業者進駐，並和易遊網達成協議，把最好

的位置保留給易遊網，讓易遊網的訂單數和流量跟著暴漲，使其穩坐

旅遊網站的龍頭地位。由此可見，首頁的黃金鏈結是廣告主的重要戰

略資源，廣告主寧願開出高價，也不願讓對手拿到。  
   
  展示廣告方式是屬於一種「主動出擊」式的行銷手法，要以大量

的「強迫式行銷」說服消費者，才有可能引發消費者的實際購買達到

目的，或是建立品牌形象。而關鍵字廣告是種「守株待兔」的廣告模

式，大部分上門者都已了解自身的需求，才會用查詢關鍵字的方式來

尋找。 
 
二、關鍵字廣告 
  關鍵字廣告的付費模式目前也以點擊付費的形式為主。也就是依

照點擊次數收費，而費用依照對關鍵字競價處理，YAHOO!和 Google
不同的在於，YAHOO!最低關鍵字價格由 NT$3 元開始，以 NT$0.5
元做一個單位向上遞增，出價的高低決定廣告排名的順序，而當使用

者點擊廣告時，YAHOO!則收取競價金額做為點擊費用。 
 
  由於關鍵字廣告的行銷方式，與傳統廣告有很大差異，因此廣告

主來源也完全不同，大致可分為三類：第一種就是把網路當成通路的

客戶，例如線上旅遊、電腦教育、房地產等以電子商務為主的公司；

第二種是過去無法負擔巨額電視或平面媒體廣告經費的小廣告主，以

往這些小公司只能用散發傳單，或是租用小型的戶外看板替自家打廣

告；最後，就是從來沒有登過廣告的任何人，例如魔術師、乩童、民

宿等等。以目前來說，只要網友點擊一次 YAHOO!「徵信社」的關鍵

字廣告，廣告主就得付出 1,500 元的代價，這或許也表示了網路廣告

對於徵信業者具有相當程度的效益。 
 
  關鍵字廣告成長速度快的原因，最主要因為此類廣告以中小企業

為主。以往中小企業僅有平面媒體分類廣告或是工商黃頁可供選擇，

但自從關鍵字廣告等相關應用出現後，對於中小企業來說這無疑是一

個低成本高效率的刊登廣告方式，也因此他們接受的程度非常快。 
 
 
參、YAHOO!模式對網路廣告市場的衝擊  
 
  從 1997 年網路媒體與入口網站的概念相繼被提出，雖然經過 10
年發展之後網路媒體及入口網站的營運都已經進入相對穩定階段，然

而網路廣告的計價方式卻一直是個折磨人的問題，以致於其發展不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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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進。 
 
一、廣告主對網路廣告效果的要求 
    早期網際網路產業認為，既然是承襲自傳統媒體的經營概念，網

路廣告依照網頁上廣告的曝光量來計算費用應屬合理。廣告購買的費

用就變成了預算可以購買某個數量的曝光次數。計費方式還引進版面

的概念，入口網站依照其廣告置放的位置不同而定價，例如在首頁重

要的版位，比新聞內頁的版位來的有價值；科技頻道與財經頻道的讀

者屬性並不相同，因此廣告的售價不一樣；後續又發展出更複雜的頻

道搭售甚至包銷等銷售方法。 
 
  然而，一個不可避免的事實是，不論網路廣告怎麼賣，它的點擊

率卻不斷在下降。以入口網站的首頁來說，雖然上網人數不段的增

加，但點擊率水準卻從 10 年前高達 5%到目前在 0.1%上下徘徊，由

此可見目前的閱聽者多對網路廣告採取忽略的態度。10 年前網際網

路產業要說服廣告主依曝光次數付費就已經花費相當力氣，因為廣告

主總希望可以按點擊次數付費。10 年後廣告主花同樣的錢買廣告曝

光次數卻買到更低的點擊率，總是難以心服口服。 
 
    由於廣告主不斷要求依照回應的效果付費，使得以入口網站為首

的網際網路產業與廣告主之間的拉鋸，更進一步朝向通路的角度深化

中。因為依照銷售成績來支付費用，這是把入口網站當做通路，而不

是媒體，只有通路才會依照銷售成績拆分利潤，這個費用稱之為銷售

佣金。 
 
    其實傳統媒體與廣告產業也有類似問題，然而由於傳統媒體無法

像網路可以直接立即衡量出讀者回應率，並由電腦產生精確報表，遭

到質疑的壓力反而不若網路來得大。 
 
二、入口網站組織的矛盾 
    入口網站認為廣告播送出去了，用戶看到了，即使沒有點擊，最

終也沒購買，卻造成了品牌認知上的效果。這個效果就是媒體價值，

跟通路是不一樣的。然而，媒體與通路的雙重身份卻反而在入口網站

的內部組織引爆矛盾衝突。 
 
  一個極為有趣的案例，發生在某大兼營網路廣告業務與網路購物

業務的入口網站上。網路廣告銷售部門經過多次提案，好不容易說服

某服飾品牌企業在網站上刊登廣告，並且搭配電子郵件廣告信函

eDM 發送給入口網站會員進行促銷。當然，這都是需要該企業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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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其網路購物部門卻也剛巧接觸到這個企業，希望該企業能將

其服飾商品放到入口網站電子商城中銷售，因此網路購物部門向該企

業表示，可以免費在網站上刊登廣告，免費發 eDM 促銷；商品銷售

後雙方分成。 
 
 
肆、YAHOO!之挑戰 
 
一、無效或作假的點擊問題 
  只要是關鍵字廣告，都會面對「Click Fraud」的問題，針對廣告

主提起的集體訴訟，YAHOO!做出了以下的應對措施： 
 
(一) 溯及 2004 年起，YAHOO!允諾賠償廣告主因無效點擊所造成的

損失並給予 100％的帳面金額，此帳面金額可以轉換成現金或其

他形式權益給予廣告主。YAHOO!也會致力於廣告流量品質控

制，並於內部設置專人監控無效點擊及流量品質等廣告主關心的

問題。 
 
(二 )為確保廣告主團體更深入瞭解 YAHOO! CTP(Clickthrough 

Protection)系統，YAHOO!會安排一個廣告主專案小組，每年與

YAHOO! CTP 系統及小組成員做面對面的接觸溝通，這每年一度

的拜訪將允許此小組重新檢視系統運作，以及接受建議作為改進

CTP 系統的方向。同時將致力於協助業界建立防止無效點擊的機

制，將與第三公正單位一同合作來訂定業界無效點擊的標準，與

建立一個已知造成無效點擊的攻擊程式清單。 
 
(三) 將提供技術及人力資源成立流量品質資源中心，可以建立各種

清楚而詳盡的流量品質的報告(包含無效點擊部分)，並提供防止

無效點擊的常見問題集以及解決方案、建議、最佳案例，還有對

於分析工具的進階使用權。 
 
(四) 提供流量品質查詢反應時間的承諾，對於任何廣告主對流量品

質的疑問查詢，在一定時間內會提出相關結果，若發現調查較為

複雜時，則會定時回報狀態。 
 
(五) 額外的流量品質退款明細。對於退款的部分，提供更清楚的明

細，讓廣告主能夠確實知道哪些部分被記入退款，增加廣告主的

信心。 
 

 56



只是這些承諾，相信無法杜絕類似的詐欺點擊的問題，就算如

此，廣告主也不得不承認，關鍵字廣告仍舊是目前最有效的行銷工

具，且關鍵字廣告的市場仍舊蓬勃發展。 
 
二、聯播網廣告內容管理的問題 
    美國一位反間諜軟體活動人士和律師代表廣告主對 YAHOO!提
出了聯合訴訟，指控 YAHOO!將其廣告顯示在一些間諜軟體和惡意假

冒網站上。根據指控，YAHOO!違反與廣告客戶簽署的合同，被告名

單中的公司有 YAHOO!2003 年收購的 Overture、一家雅虎廣告業務的

合作夥伴 John Doe 公司以及 YAHOO!公司。當華爾街對 YAHOO!是
否能夠達到財務預期表示擔憂時，YAHOO!網站就以提高低劣網站顯

示廣告的頻率，來增加其廣告收入以達成營收目標。 
 
三、侵權問題 
   國際唱片產業聯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onographic 
Industries, IFPI) 由 73 個國家的 1400 個唱片公司組成，其中包括美

國、歐洲以及亞洲的主要唱片公司，其近日表示有幾家外國唱片公司

正在考慮使用 2006 年 7 月 1 日剛剛生效的中國法律起訴 YAHOO! 
China(YAHOO! China)，指 YAHOO! China 之搜索引擎提供盜版音樂

鏈接，根據這條法律，可以對在網路上傳播盜版影音產品的公司處以

10 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YAHOO! China 目前由阿里巴巴(Alibaba.com Corp.)負責營運，是

中國最受歡迎的搜索引擎之一，且 YAHOO!持有阿里巴巴 40%的股

權。目前部份唱片公司正在與 YAHOO! China 進行談判，希望通過談

判解決糾紛，避免訴諸法律，而 IFPI 正在與一些唱片公司討論在中

國建立一個合法的下載音樂的系統。 
 
  根據 IFPI 的數據顯示，中國每年的非法影音製品銷售額約為 4
億美元，其中 9 成以上都是盜版。去年曾經有包括 EMI，Universal
等 7 家唱片公司向另一家中國的搜索引擎公司百度提出類似的訴

訟。但是這些公司在與百度的談判中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伍、小結 
 
  YAHOO!的主要策略就是透過「併購」，來強化其服務的完整性。

它於 2003年 3月併購 Inktomi後，以取得搜尋引擎技術，減少對Google
的依賴；另於 8 月併購 Overture，取得關鍵字廣告的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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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在 2005 年 3 月，則併購了著名照片分享網站 Flickr。
希望可以利用這個人氣旺盛的相片分享網站來與 Google 在所買下的

Picasa 相抗衡。另在 12 月併購了 Del.icio.us，增加了社群書籤服務，

提供用戶他們最喜愛的網頁儲存、註解、與標記連結功能，以及可與

其他用戶分享的線上服務。 
 
  2006 年 6 月，YAHOO!看好 VoIP 網路電話商機，宣布收購 Dialpad 
Communications Inc，借重其在網路電話領域的人才與技術，將事業

觸角伸向 VoIP 網路電話服務。 
 
  在服務內容上，以台灣之雅虎奇摩為例，2004 年以電子商務為

主要戰場，去年則主攻搜尋能力，今年更演變至社群與部落格，因此

網路業者必須不斷地學習，並快速適應新世代的媒體及消費者行為模

式，立即回應降低衝擊。相信未來網路廣告模式將逐漸改變，如何找

出最適當的廣告行銷方法將成為所有入口網站的生存之道。 
 
  YAHOO!另一個在悄悄布局的，是內容和廣告的更高度整合。把

內容服務和廣告的商業模式糅合，結合產業與內容，策略鎖定行業，

按照產業環境以及成長狀況，設計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定價。例如

雅虎奇摩就針對房地產廣告市場特性，結合新聞、專家問答、影音看

屋等資訊，開闢房地產頻道，使得目前所有品牌之房仲網都成為雅虎

奇摩的客戶。 
 
一、優勢 
  YAHOO!擁有世界第一的入口網站優勢，匯集了龐大的會員資料

庫，可以提供廣告主更精確的網友點擊行為分析，例如可以讓廣告主

知道點擊廣告的是什麼類型的消費者，更容易依照各頻道服務屬性的

不同，讓廣告更有針對性，甚至可以預測廣告客戶的潛在消費者會在

哪個時間點，出現在哪個頻道。 
 
  利用網路廣告幫客戶建立品牌形象也是 YAHOO!的優勢。因為對

手 Google 才開始想增加條幅廣告，而 Google 最引以為傲的搜索服務

並沒有會員機制，對於追蹤網民點擊與網路廣告接受行為無法依賴資

料庫做分析及預測，並提供給廣告客戶銷售建議等。這讓在網路廣告

領域營收已經處於居高臨下的 YAHOO!，更有機會準備好姿態迎戰競

爭者。  
 
二、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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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YAHOO!的入口網站模式與媒體定位，使其無可避免的與其

他內容網站有正面的競爭，這也造成了內容網站可能將相關廣告聯播

業務轉與無直接競爭的 Google 身上。此外，以行銷為導向的

YAHOO!，在技術上相對而言較為弱勢，沒有一個真正足以支撐其商

業模式運轉的核心技術。 
 
三、機會 
  在面對傳統媒體的競爭下的新媒體毫不遜色，2005 年網際網路

的成長為 30%，遠高於傳統媒體的 5%成長率，這代表了廣告市場對

於網路這個媒介，認同度更高。 
  
  台灣廣告量逐年下滑，根據 AC 尼爾森調查[2006]，2005 年傳統

媒體的廣告量較前年減少 10％，總金額大約為 490 億元，但網路廣

告似乎完全沒受到影響，反而逐年增加，今年上看 40 億元。此外，

品牌廣告更是網路媒體的機會，在以往網路泡沫化的時代，網路廣告

被品牌主視為不成氣候的次媒體，但現在有許多大型品牌廠商陸續接

觸這塊領域。因此，該如何配合品牌廣告主，進行網路行銷，是未來

網路廣告的一大機會。 
 
四、威脅 
  Google 最近推出了視訊式廣告，而 Microsoft 則結束了與 YAHOO!
的廣告合約，並於 2006 年 6 月宣布啟動自行開發的網路廣告服務

adCenter。 
 
 
第三節 Microsoft 
 

在網路廣告市場上，Microsoft 已經錯失了第一次的機會，但是

其是否能像當年 IE 打敗 Netscape 或是 MSN 打敗 ICQ 的模式，成功

的打入網路廣告市場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當年 Netscape 與 Microsoft 的瀏覽器之爭，Microsoft 藉由捆綁策

略，也就是將作業系統內建 IE，使得 Netscape 從幾乎壟斷瀏覽器市

場到最後丟盔卸甲被美國線上(American Online, AOL)收留。1999 年

Microsoft 發布即時通訊軟體 MSN，當時 AOL 還擁有全球鼎鼎有名

的即時通訊軟體 ICQ，且擁有了 3500 萬註冊用戶。不過 Microsoft 又
再次使用捆綁策略，將 MSN 內建在作業系統中打贏了這場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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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Microsoft 網路廣告商業模式 
 
ㄧ、關鍵字廣告 
  自從 Microsoft 最新的關鍵字廣告軟體上市，便點燃另一波網路

廣告大戰，使得網路搜尋巨頭 Google 及 YAHOO!都將倍感壓力。

Microsoft 將原本的網路相關廣告業務，都外包給 YAHOO!的子公司

Overture Services 進行製作，採用新的廣告軟體讓廣告頁面與線上搜

尋結果同時出現，希望藉此與其競爭對手 Google 在網路搜尋廣告市

場一較高下。 
 
二、廣告服務平台 
    2006 年 Microsoft 推 出 一 個 網 路 上 跨 平 台 的 廣 告 服 務

「adCenter」，支援從 Microsoft 部落格到最近新發表的線上商務服務

網站 Office Live 的各種不同系統。為達成這個目標，adCenter 的研發

人員，特地發展了一系列工具，提供廣告主更精準的市場評估資料，

讓廣告主能依據統計資料尋找特定觀眾群，發揮廣告的最大功用。 
 
    adCenter 透過詳盡的觀眾群資訊分析，提供了強大的功能，這些

功能主要在分析用戶的年齡、性別、及瀏覽習慣等資訊，以便更精準

的設定廣告觀眾群，例如，可以針對 45 歲以上的女性或 25 歲以下的

男性發送汽車廣告，或是對近期間曾瀏覽娛樂網站的網民，發送電影

的廣告。  
 
三、免費軟體使用(Adware) 
    Microsoft 利用用戶閱讀其平台拋放的廣告，來讓用戶獲得軟體

的免費使用權。對於用戶來說，此種模式無疑是備受歡迎的，因為在

網路廣告市場中，用戶不僅從點擊網路廣告中獲利，取得了軟體使用

權，也充當了網路廣告運營商的角色。 
 
    除了我們熟知的 MSN 之外，Microsoft 在 2006 年於線上服務方

面推展一個全新的品牌「WindowsLive」，並欲借此將其傳統的商業模

式從軟體許可的獲益模式轉向廣告。 
 
  由於 Microsoft 在網路搜尋市場最熱時，錯失進場良機，致使其

廣告業務必須外包其他公司製作，不過，這家僅次於 Google 與

YAHOO!的第三大搜尋引擎，目前正積極迎頭趕上。 
 

 
貳、Microsoft 計價方式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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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Microsoft 在全球軟體市場上已經佔據相當可觀的市場份

額，但在廣告市場所占的比例卻仍然很小。目前 Microsoft 每年收入

約為 400 億美元，其中 350 億美元來自軟體業務；而全球網路廣告的

市場規模為 350 億美元，Microsoft 僅在其中佔據 20 億美元。Microsoft
的 MSN 部門更表示其 2005 會計年度在線上廣告上營收為 14 億美

元，尚不及同年度 YAHOO!廣告業務營收 46 億美元的三分之一；

Google 廣告業務營收則高達 60 億美元，金額是微軟的 3 倍以上。 
 
    以網路廣告市場而言，Microsoft 要追上 YAHOO!以及 Google 仍

有一段距離，因此 Microsoft 於 2006 年全面的改善其搜尋引擎介面，

把電子郵件功能、即時通訊軟體、線上防毒軟體服務等全數結合成

Windows Live 線上服務，試圖以單一窗口讓消費者一次滿足所有需

求，更寄望這些新功能創造更多網路流量，帶動線上廣告業務蓬勃發

展。 
 
 以下為 Microsoft 近期所推出的 WindowsLive 和 adCenter 之計價

方式介紹： 
 
ㄧ、WindowsLive 
  WindowsLive 是一個全新的軟體服務，它並不同等於 MSN 即時

通訊軟體。如果說 MSN 提供的是一種編排過的訊息，那 WindowsLive
則提供了用戶可以自己選擇的訊息；WindowsLive 給予用戶更多的可

選擇性，提供用戶自由設計自己的網路應用平台的服務，且讓用戶可

以按照興趣所在，建立一個穩定的社群。WindowsLive 的廣告計價方

式和 Microsoft 大部分產品所採取的網路廣告計價方式相同，是以

CPM 為基礎並根據不同的版位收取不同的費用。 
 
二、adCenter 
    adCenter 的計價方式則視廣告主願意就消費者每次擊點付費

(CPC)金額高低制定，並且提供人口統計學資料供廣告主參考，讓廣

告主可以依照消費族群的年齡、性別和所在地分析，針對有效客群廣

告，以極大化廣告效用；未來功能將朝消費者收入、偏好及上網習慣

等分析方向改善。 
 
 
參、Microsoft 模式對網路廣告市場的衝擊 
 
一、藉由 WindowsLive 創造 SSO(Single Sign On)的網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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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Live 是 Microsoft 商業模式轉為廣告收費領域轉型的重

要利器。過去微軟利用收費軟體獲利，未來將逐漸轉變為從廣告收費

獲得商業價值，且 Google 之點擊付費模式也將出現在 WindowsLive
中。藉由 WindowsLive 快速發展的用戶群，可以使得廣告商的訊息最

恰當地提供給用戶，這就完成了一個廣告的配送和廣告的發布最有效

的過程。 
  
  Microsoft 不僅利用這樣一個新的商業模式，更期望透入一個整

合的入口，給用戶一個 SSO 的網路世界，它利用 MSN 所擁有的廣大

顧客群為利基，藉以整合用戶在網路上的資訊，提供用戶更多更方便

的功能。 
 
二、網路廣告的創新模式 
    在網路發展初期，點擊廣告的收費模式一改傳統媒體無法精確衡

量廣告效果的弊端，成為備受廣告主歡迎的一種全新廣告投入模式。

但隨著鋪天蓋地的網路廣告迎面而來，用戶逐漸對點擊廣告產生了厭

惡情緒，點擊模式迫切需要創新。目前，點擊模式一直是透過有獎調

查、Flash 動畫顯示等模式吸引用戶檢視廣告，一成不變的模式已讓

用戶失去了新鮮感。Microsoft 利用其新的廣告平台，在網路廣告市

場的跟進過程中，提供了更多與閱聽人互動且相關的廣告，以預測閱

聽人的行為，並藉由閱聽人的回饋機制，隨時提供閱聽者想要的資

訊，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網路廣告經營模式。 
 
 
肆、Microsoft 之挑戰 
 
一、主流產品的停滯不前 
    一直以來，Microsoft 都受到不少問題的困擾，包括廣受矚目的

公司的主流產品︰Windows 作業系統和 Office 軟體的升級換代一再

延遲。此外，免費軟體廠商在全球不斷的侵佔市場，讓 Microsoft 公
司的股價不再看漲，連華爾街都已經不再認為 Microsoft 是一個充滿

生機的公司了。而公司的利潤方面，在過去的三年一直以平均 33％
的年成長率增長著。在 2005 年公司賺了 123 億美元，純利潤率達到

31%，2005 年的收入增長卻僅有 8%，只有 398 億美元。  
 
  Microsoft 所面臨的問題還包括，自由軟體廠商在全球不斷的侵

佔市場，公司要如何進行反擊。 
 
二、與網路業務為主的公司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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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來，Microsoft 都想在網路市場與 Google 和 YAHOO!進行

抗衡，以奪回公司在業界的領先地位，但要實現這一轉變，對 Microsoft
來說將是耗資巨大的。雖然軟體行業曾經是低資本成本的行業，但這

已經成為歷史，如果 Microsoft 要發展完善的基於網路的產品，就必

須在全球範圍內耗巨資建立服務網路，而這將為公司帶來不確定的高

度風險。 
 
 
伍、小結 
 
  Microsoft 經歷了長時間的高速成長後已開始面臨發展的瓶頸，

然而新一代的網路霸主 Google 正計畫搜尋來重新定義網路世界，為

了應對 Google 和 YAHOO!等企業的競爭，近期 Microsoft 也推出了基

於網路服務的 Windows Live 和 Office Live 等項目，提供了公司最新

的搜尋服務、新聞以及電子郵件服務，這都顯示了 Microsoft 有意往

網路業務發展。從 Microsoft 整體的發展趨勢來看，Microsoft 企圖由

單一產品販售給予消費者更整合性的服務，並由販賣軟體產品導向轉

變為提供線上軟體服務，以下為根據Microsoft近來發展所做的SWOT
分析。 
 
一、優勢 
 以 Microsoft 過去發展軟體的經驗，以及其利用作業系統為利基成

功打敗敵手的模式，例如：IE 打敗 Netscape 或是 MSN 打敗 ICQ 的

模式，都是其成功打入網路廣告市場的優勢。尤其是為廣大使用者採

用的即時通訊軟體 MSN，成為其想要創造 SSO 網路世界的重要利器。 
  
二、弱點 
    由於 Microsoft 在市場競爭中一直扮演著跟進者的角色，所以其

在創新的概念上遠不如其他新興的網路公司，然而在網路世界中，創

新以及因應潮流變動是網路公司生存的不二法則，Microsoft 如何在

新踏入的網路廣告業務提供創新服務，是其需要深度思考的。 
 
三、機會 
    在網路世界中，重要的是服務所提供的性能，而非廠牌名號，如

果 Microsoft 廣告服務平台能持續表現良好，就可以吸引使用者消

費，重新奪取網路霸主的地位。 
 
四、威脅 

近年來，在免費軟體的持續推陳出新以及軟體盜版嚴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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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Microsoft 的業績持續下降，只能以更好的軟體開發工具，以挽

回其在軟體市場得逐漸弱勢。即便近來 Microsoft 打算往網路業務發

展，但面對強敵環伺的網路廣告市場，尤其是 Google 和 YAHOO!這
兩個已經在網路廣告市場闖出一片天的公司，要改變既有市場的局面

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雖然 Microsoft 以陸續推出各種各樣的軟體，與網路緊密結合以獲

得廣告業務收入，不過目前還處在初期階段，尚不能判斷成功與否，

Microsoft 如何戰勝 Google 和 YAHOO!等企業確立 Microsoft 網路霸

主的地位仍是未知數。但從 Microsoft 在網路廣告市場的跟進可以發

現，關鍵字廣告仍是目前網路廣告的寵兒，且利用免費軟體來吸引用

戶的趨勢也越來越明朗化，以服務為導向的網路世界已經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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