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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全球化發展，讓世人見識到了許多且頻繁的「創造性破 

壞」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在商品以「內容」型態呈現且「載具」可數位化的領域

裡，因為，這同時隱含了消費者「複製能力」的提升，而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引

起關注莫過於台灣唱片工業所受到的衝擊。 

現今，台灣唱片工業面臨的三難局面：如影隨形的盜版問題因為科技的進步

而產生了「質」與「量」的改變，非法的線上音樂業者與善用複製能力的消費者

後來居上；市場萎縮與電子商務「去中間化」的雙重打擊重創了實體通路系統；

合法的線上音樂業者至 2006 年所能提供的年產值僅新台幣 4.8 億。相對於唱片工

業由 100 億台幣的市場規模驟降至 20 億台幣，如何存活，將是這個產業的所有

參與者須共同面對的難題。 

本研究試圖尋求一個符合唱片工業現況且能順應未來線上音樂發展的營運

模式，以維繫音樂產業價值鏈上的主要參與者之間的夥伴關係、協同商務關係與

彼此核心能力如何互補、銜接以及最後的利潤分享，讓這個符合現況且能順應未

來發展的營運模式啟動。 

    當產業的營運模式一旦展開，會有許多不同的以公司型態出現的個別參與者

在其中，而其中的每一家公司或許又擁有數個不通焦點的商業模式，從顧客端角

度來看，價值的來源往往是由一群公司所組成的價值網絡所提供，組織與組織之

間，甚至行業與行業之間的界線已漸趨模糊，以營運模式作為分析的單位，可以

跨越組織與產業的界線。商業模式概念、以情境模擬為基礎的營運模式改變方

法，可幫助企業培養創造力、競爭優勢，並透過商業模型之組合與模擬，增進對

產業未來的理解與掌握，讓台灣的唱片工業無懼於釋出內容；線上音樂業者無懼

於開創新服務，進而提供可依循發展的生存之道。 

 

關鍵字：唱片工業、線上音樂、營運模式、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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