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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台灣唱片工業面臨三難的局面 

 

上個世紀末，隨著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簡稱 I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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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引起關注莫過於台灣唱片工業所受到的衝擊。從表 1-1 的數據顯示，台灣地

區唱片市場隨著上個世紀的結束與資訊通訊科技的普及而每況愈下，其間完全看

不到止跌或甚至反彈的跡象，更嚴重的是國內藝人專輯唱片銷售數字萎縮的更加

快速，截至 2006 年底整體市場量還不到 1997 年高峰期的五分之一，僅存 17.76

％，而國內藝人專輯銷售量只剩下 1997 年的 14.07％。 

 

表 1-1：台灣地區唱片總銷售量暨國內藝人專輯唱片銷售量 

西元 台灣地區唱片總銷售量

（新台幣仟元） 

台灣地區國內藝人專輯唱片銷售量 

（新台幣仟元） 

1995 8,912,930.00 4,543,916.00 

1996 11,401,678.00 6,417,610.00 

1997 11,634,131.00 6,901,787.00 

1998 10,569,402.66 6,527,809.41 

1999 9,749,689.52 6,084,773.54 

2000 8,179,107.00 該年無實際統計資料 

2001 5,634,719.07 2,754,391.84 

2002 4,882,038.98 2,337,1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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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4,411,791.08 2,140,602.15 

2004 4,404,986.65 2,234,664.99 

2005 3,157,203.93 1,578,643.82 

2006 2,065,934.69 971,379.26 

資料來源：IFPI 網站，本研究整理。 

 

    很直觀的來看待上述的數據，當一個產業在短短幾年的時間連續性的、迅速

的萎縮了八成以上，通常表示這個產業的「需求面」發生了結構性的變化，意即

需求被替代，就好像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拿著膠卷底片去沖洗照片。但實際上的景

象卻不然，偶像藝人、歌手的簽唱會依然 Fans 雲集；年輕人掛著 i Pod 搭捷運；

粉領族戴耳機，看著電腦銀幕，同時指尖敲打著鍵盤；週末假日 KTV 業者照樣

生意興隆。 

 

    另一個看待上述數據的可能性是，這段期間經濟不景氣，消費者荷包縮水，

而音樂商品又不是民生必需品，在景氣不佳時是會被消費者優先排除的消費選

項。但根據行政院主計處公佈的資料：平均每人國民所得按當年價格計算（At 

Current Prices）由 1996 年的 12,418 美元緩慢攀升至 2006 年的 14,347 美元；而平

均每人民間最終消費支出由 1996 年的 7,917 美元同樣緩慢攀升至 2006 年的 9,693

美元。顯然，經濟不景氣也不構成唱片銷售巨幅滑落的理由。 

 

    最後，唯一可能造成這番局面的結論已呼之欲出，就是消費者對音樂商品確

有需求，而資訊通訊科技的普及造就了消費者「複製能力」的提升，消費者對音

樂商品需求在無須額外付費或只支付稍許費用的情況下完全被滿足，導致原始提

供內容的人（Content Provider，即唱片公司）收不到錢。更嚴峻一點的說法就是

盜版（piracy）侵蝕了市場。根據 2004 年上興櫃掛牌的飛行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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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O，成立於 1997 年）在台灣證交所公開資訊觀測站所揭露的財報資訊顯

示，該公司平均每月營收都在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也就是說，用 30,000,000 元

除以每個月的會員服務月費 99 元，表示該公司該年每個月至少保持 30 萬以上的

會員人數。這 30 萬個人，經繳費後取得之會員「序號」登入 KURO 網站，即可

利用該網站所提供的同儕共享軟體（Peer to Peer，簡稱 P2P）與 P2P 搜尋引擎找

到同時在線上的其他會員電腦硬碟裡「分享」出來的音樂檔案，任意進行下載。

因此有多少音樂商品在這個過程中被非法的複製，雖然曲目、數目無從統計，但

可想像其量之驚人，其中還不考慮一人繳費多人共用序號的普遍現象，以及像

KURO 這樣的平台還不只一家。然而，唱片公司並沒有經由這樣的過程獲得任何

收入，單就 KURO 這個例子就可以解釋為什麼台灣唱片工業連續性的、迅速的

萎縮了八成以上的市場量。 

 

    把時間往前推，回顧台灣唱片工業的市場發展與成長，其實等同音樂商品「載

具」的演進過程，因為「載具」正象徵了科技對音樂產業的「具體化」影響。而

盜版問題也因不同的載具而以不同的面貌、型態「自始」就與唱片工業並存、共

生。早在黑膠片時代，消費者是完全不具備「複製能力」，只能在唱片行購買商

品。當時市面上又有幾種類別可供選擇，依價位高至低分別是所謂的原版唱片（代

理商直接進口或水貨商平行輸入）、台灣 A 版唱片（代理商取得授權在台灣生產

以及本地藝人產品）、「翻版」唱片（其實就是盜版，只是說法好聽一點），從這

時起，盜版是一個生意（business），是需要投入資源的產、銷活動。 

 

    進入黑膠片、卡帶交替期以及卡帶期，消費者開始初次擁有「複製能力」，

經由音響設備配置的卡座錄音功能將偏好的曲目編輯複製到同一卷卡帶上。除

此，唱片行、夜市都看得到「3 卷 100 元」的盜版卡帶，唱片行還曾一度推出「代

客錄音」的收費服務（為不想花錢買專輯的消費者「客製化」精選合輯），盡管

如此，隨著 SONY 隨身聽（walkman）的橫掃全球，台灣唱片工業與盜版業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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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共榮且一同度過了一段黃金歲月。 

 

    當 CD（Compact Disc）這個新「載具」出現時，初期（1992 至 1993）市場

仍由卡帶佔絕大多數的銷量（約 10：1），在此交替期間，情況並沒有太大的變

化，盜版依然存在只是開始轉入地下，在版權意識抬頭以及刑責確定（1992 年 6

月 10 日修正公佈著作權法全文共 117 條）的壓力，盜版業者已不敢在一般唱片

行公開陳列販售，轉入夜市、攤販成為名副其實的「地下經濟」。 

 

    經由硬體（CD Player）的普及與平價化，消費者漸漸肯定 CD 的穩定品質，

時至 1998 年 CD 與卡帶的銷售比例已高達約為 20：1，不但正式宣告「數位化載

具」（wav 檔 44.1Khz 16bit，CD 是以 44.1khz 的頻率、十六位元取樣，平均每分

鐘音樂需要 44100×16×2stereo×60 的容量，大約是 10MB 的儲存空間）的時代來臨，

也引發台灣唱片產業價值鏈開始崩解。同時諷刺的是，盜版此時已不再是個「生

意」了，這個產銷活動的流程（process）被可自由選擇燒錄倍速的 CD 燒錄機與

廉價光碟裸片（CDR）簡化並取代之，個人電腦（PC）成為這個簡易流程的操作

介面，消費者擁有了前所未有、快速的、品質穩定（數位化）的複製能力，連「傳

統的」盜版業者都開始無力招架，更何況是龐大完整價值活動的唱片產業。 

 

    同一個時點，ICT 所謂的不可逆的十倍速時代（A＂10X＂ change）正式啟動，

網際網路普及，頻寬（band wide）、容量、運算速度都開始大躍進，更「精巧」

的音樂壓縮格式 MP3 ( MPEG I Audio Layer 3 是利用人耳遮蔽效應，將人耳聽不

到或不易辨認頻率去除，只針對人耳可辨認的音頻作壓縮，因此可以減少壓縮的

量，使壓縮後的檔案變得很小，平均每首歌只需 4MB ) 與應用播放軟體出現，

音樂商品的載具變成了一個純「小檔案」，於是當數位匯流、擴散成以下三種效

應：第一，消費者的複製過程更簡化，複製能力更加提升，不僅如此，消費者透

過 internet 還擁有了方便取得及散播音樂商品（檔案）的能力；第二，新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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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亦即所謂的線上音樂業者開始進入產業（非法、合法皆有）；第三，網際

網路「去中間化」的效果開始發酵，為因市場量減少而首當其衝的實體通路雪上

加霜，1996 年全台灣唱片行、小賣店約 1500 多家，唱片公司需透過「盤商」進

行全省鋪貨，到 2007 年三月全台灣有效通路只剩下約 200 家（附錄：台灣地區

實體通路表）。 

 

    台灣的唱片工業在上述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下面臨了三難的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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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原本尚可容忍的並存狀態完全失控。市

場萎縮與電子商務「去中間化」的雙重打擊重創了整個實體通路系統，而僅存的

業者也都意識到了「實體」終將是一個 dead 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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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2007 年的市場規模為 7.2 億，雖然年

成長率上看 48.8％（劉楚慧，2006），但依目前唱片公司與合法線上音樂業者的

議定拆分比例 52％：48％來計算，這 3.744 億的貢獻對唱片工業來說只能算是杯

水車薪，如何存活，將是這個產業的所有參與者共同的難題。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基於上述之背景，台灣的音樂產業面臨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難關，但如何解

決這個問題呢？目前看到的似乎只有三個方向的主要著力：第一個方向為道德勸

說，這幾年業者的大聲疾呼的確也獲得了政府與媒體的善意回應，也曾轟轟烈烈

的辦過幾回「口號式」的大活動，譬如 2002 年 4 月 4 日所有的音樂從業人員穿

黑衣走上街頭，參加由 IFPI（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流基金會 IFPI Members’ Foundation in Taiwan）所舉辦的

「 404 反盜版大遊行」為爭取工作權益遊行抗議；第二個方向為對侵權行為訴

諸法律，如 2001 年 4 月鬧的南台灣沸沸揚揚的「成大 MP3 事件」、2002 年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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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當時的法務部長陳定南宣布「五一大執法」，以及 2003 年 12 月 IFPI 分別向 Kuro

與 ez Peer 等當時有法律爭議的 P2P 業者提出侵權告訴；第三個方向為導入新科

技，應用加密（Cryptography）、浮水印（watermarking 資訊隱藏的概念）等防止

盜拷、壓縮的技術來進行數位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簡稱 DRM）。 

 

    當然，這些主要作為與著力點並不是不值得期待，只是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

對產業產生實質「圖存」的效果？訴諸道德，當消費者只做價格、效益、效率的

比較。訴諸法律，只要有利可圖，新的非法業者將不斷出現。訴諸科技，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一直是場無止境的競賽。 

 

    綜言之，本研究欲探討的二個問題：第一、能不能找出一個符合現況的情境

模擬方案（scenario）以維繫音樂產業價值鏈（Porter，1985）的主要參與者（key 

player）之間的夥伴關係、協同商務關係與彼此核心能力銜接以及最後的利潤共

享，是本研究的主要議題。第二、科技的進步促使整體環境持續性動態的變化，

價值鏈上的主要參與者是不是有誰可以出來主導音樂產業營運模式的改變？有

效率的取捨、整合、伸展以滿足所有市場參與者的需求，如表 1-3，以及有沒有

其他的可能性，譬如新的市場參與者的加入，替補或扮演新的角色？新的服務方

式？讓這個營運模式運作的更緊密。希望透過本研究，為台灣的唱片工業與線上

音樂業者提供可依循發展的參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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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台灣音樂產業市場參與者綜覽表 

參與者 貢獻 需求 主要壓力 

消費者 現金流量 符合偏好、播放器

規格的單曲或專

輯音樂 

價格 

實體通路業者 銷售、陳列實體商

品 

符合經濟規模的

銷售量 

來客數 

客單價 

銷貨成本 

線上音樂業者 銷售商品 

互動式宣傳、推廣

音樂商品資料庫 

多元、豐富且

Update 的內容 

線上流量 

付費會員人數 

唱片公司（含所

屬藝人經紀與版

權公司） 

藝人 

音樂商品 

投資行銷、廣宣 

音樂商品銷售收

入 

藝人經紀收入 

版權收入 

被迫切割綁售的

音樂商品 

商品價值與消費

者認知分歧 

電信服務業者

（基礎建設） 

小額代收機制

（billing system） 

加值服務 

增加附加價值服

務的內容 

無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研究對象： 

    以表 1-2 中音樂產業價值鏈上的主要市場參與者，意即唱片公司與合法線上

音樂業者為個案基礎的研究對象，其產業地位的「攸關性」是本研究主要的考量

因素。另因為資訊取得不易及本研究無意將適法性問題納入討論，故排除非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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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音樂業者作為研究與資料蒐集之對象。 

 

2.時間範圍與地理範圍： 

    根據研究背景所述，本研究之著眼點在於 ICT（資訊通訊科技）對台灣音樂

產業之整體性衝擊，導致產業價值鏈的崩解、市場蒸發與重構。因此本研究設定

的時間為 1998 年以後至 2007 年，即網際網路開始普及化之後作為研究起點。 

 

    地理範圍則限制在台灣地區，雖然其他國家與地區之業者其作為有諸多值得

借鏡之處，特別是走在本國之前的美國與日本的線上娛樂產業，但因民族性導致

截然不同的企業性格與消費者行為、該國法律規範與執行強度，以及市場規模的

懸殊所產生的對衝擊忍受程度的差異（IFPI digital music report，2006），為了聚焦

以及對本國業者的實用參考價值，故以台灣地區做為地理範圍。 

 

    基於上述，本研究之限制為： 

1. 未考慮產業地位非攸關性之市場參與者。 

2. 未考慮非法線上音樂業者。 

3. 未考慮其他國家之市場發展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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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與各章簡述 

        研究背景 

     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立問題與範圍 

        文獻探討 

      個案資料收集         業者訪談 

     資訊的蒐集與彙整 

      研究分析與發現 

       結論與建議 

 

                     圖 1-1：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說明如圖 1-1 所示，先以實況描繪台灣唱片工業自網際網

路興起後所面臨的困境做為研究背景；盜版問題由「質變」所驅動的「量變」大

幅侵蝕了原有市場，危及現有市場參與者的生存，如何圖存？依此建立研究的動

機與目的並確立研究的問題與範圍。之後回顧因科技的衝擊所促使產業營運模式

改變的相關研究文獻作為本研究展開之理論依據，經由文獻探討的指向，確立研

究個案、訪談對象、訪談問題與資料收集的內容。彙整前述蒐集的資訊進行研究

分析，並針對本研究已確立之問題推導出本研究之發現，進一步歸納為本研究之

結論以及建議。 

    本報告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份，分別為「緒論」、「相關文獻與理論探討」、「研

究方法」、「台灣唱片工業營運模式與個案研究」、「唱片工業『嵌入』線上音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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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運模式」、「結論與建議」，簡要說明如下： 

 

    第一章「緒論」，說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目的及方法。包括以台灣地區

唱片市場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普及而每況愈下；唱片工業面臨三難的局面作為本

研究之背景描述，據此建立研究問題與目的，釐清研究範圍與限制並簡述本研究

之流程。 

 

    第二章「相關文獻與理論探討」，回顧針對產業營運模式如何改變以及改變

的階段、步驟之相關研究文獻作為本研究展開的理論基礎，探討符合唱片工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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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之間的協同商務關係。 

 

    第三章「研究方法」，說明本研究之概念性架構，並根據此概念架構設計研

究個案對象與訪談綱要以蒐集本研究分析所需之充分資訊。 

 

    第四章「台灣唱片工業營運模式與個案研究」，探討唱片工業總體營運模式

之過去與現在，並以滾石唱片作為研究個案，分析其商業模式伸展的時空背景、

企圖心、過程與結果，做為音樂產業未來營運模式推論的依據。 

 

    第五章「唱片工業『嵌入』線上音樂後的營運模式」，彙整、分析台灣過去

與現在的線上音樂業者不同焦點的商業模式，以情境模擬的方式分別「嵌入」唱

片工業現在的營運模式之中，用以推論音樂產業未來的營運模式。 

 

    第六章「結論與建議」，針對本研究所欲研究之問題提出研究發現與對業者

的建議，以及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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