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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當台灣唱片工業進入音樂商品可以「內容」型態呈現且「載具」可數位化的

網際網路時代，已無法迴避面對線上音樂業者存在的必然性與造成消費者需求滿

足途徑改變的事實，本研究企圖以此雙方（唱片業者、線上音樂業者）為主的對

應關係做為概念性架構，並依此擬定研究設計的方向，透過個案研究與深度訪談

的方法取得資料，進行彙整、研究與分析。 

 

第一節 概念性架構 

 

    由於本研究屬於探索性研究，與本研究題目直接關聯的學術論著相當有限，

亦或其論述缺乏實作基礎，特別在於需要跨領域（唱片工業、線上音樂）且必須

同時兼顧內部（對公司營運實務上的了解）與外部（對產業價值交換實際流程的

涉入）等不同面向的觀點。基於研究動機及研究問題的動態變化特性，故採取質

化研究的方法來分析本議題，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質化的深度訪談法、個

案研究法為主，加以展開論述，本研究之整體概念性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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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片公司 
     營運模式 

   線上音樂業者 
    營運模式 

 消費者需求滿足途徑的改變 

 實體通路 

    網際網路 
（資訊通訊科技 
   與基礎建設）

   產業整體營運模式改變 

       產業整體營收 

 

                        圖 3-1：本研究概念性架構 

 

    唱片工業創造、生產實體音樂商品，經由實體通路販售給消費者。原本這個

簡單、有效、行之多年的營運模式，在網際網路普及化之後發生了不可逆的變化，

網際網路（資訊通訊科技與基礎建設）驅動了線上音樂產業的興起與消費者對音

樂商品需求滿足途徑的改變，而資訊通訊科技只會繼續向前進步；基礎建設更不

會消失，也就是說網際網路這個因素已被「固定」，接下來如何有效率的滿足消

費者對音樂商品的需求以促進產業整體營收，依圖 3-1 的概念性架構，唱片工業

營運模式與線上音樂業者營運模式的彼此流動、銜接、合作、互補成新的產業整

體營運模式是唯一可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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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首先以文獻探討的方式進行，先藉由專業期刊與出版論著等與改變營

運模式有關之文獻研究進行詳細的歸納與分析整理，以建立一個對於營運模式之

改變的整體概念性研究架構，接下來採用質化方式進行「深度訪談」，以探討個

案公司與受訪對象對於自身位在產業價值鏈上的位置以及相對的外部觀點，當面

臨環境改變時所因應的策略方案以及如何適時、適度的改變、調整營運模式，進

而推導出研究結論與提出具體建議。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分別敘述如下： 

 

一、個案研究法： 

為一般社會科學常用的質化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法是有系統性的研究個人、 

團體、組織或事件，以獲得最多的研究資料的方法。個案研究法是針對一個單獨

的個人、團體或社會所進行的表意式檢視，主要目的在於描述，但也可以試著提

出解釋。個案研究法常用於創新和獨特的情境，所研究之現象（環境、組織與研

究因素中的互動關係）無法經由控制變數以釐清其真實的情境脈絡，因此，詳盡

的描述可提供資料作為未來研究比較、假設及建立理論的基礎。本研究之個案公

司為滾石唱片，其簡介見第四章第三節。 

 

二、深度訪談法： 

    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化研究的方法之一，採取非結構、開

方式的問題進行，深度訪談是一種由研究者引導訪談方向，但給予受訪者極大自

由度的暢所欲言的空間，由於為「非結構式」的訪談方式，可避開「官方式說法」

的框架，彼此針對問題深入的探究，因此能夠獲得非量化且較為深入的第一手資

料。根據圖 3-1 的概念性架構，本研究之訪談對象與訪談綱要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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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訪談對象與綱要  

姓名、職稱 訪談綱要 

吳正忠，前滾石集團副總經理、

亞洲區總裁 

廖仲協，前滾石集團財務長，現

任海外事業群顧問 

張培仁，前魔岩唱片總經理、滾

石網絡科技執行長 

蔣芳欣，前滾石網絡科技財務

長、現任新力博德曼財務長 

李開封，喜瑪拉雅音樂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1. 針對唱片工業面臨生存的危機，其因應之

道，包含過去所有的作為。 

2. 對於過去所有的作為的評價。 

3. 根據上述的評價展望未來。 

4. 針對各類型線上音樂業者營運模式的評

價。 

5. 根據上述的評價提出建議。 

6. 不考慮任何現實限制的前提下，描繪未來

音樂產業理想中的營運模式。 

蕭玲玲，飛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特別助理 

1. 從唱片公司跨足連鎖實體通路（玫瑰），

到出售實體通路的動機、過程。 

2. 評價上述的決策。 

糜以雍，和信超媒體副總經理 1. 從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跨足連鎖實體通

路（玫瑰、大眾），到出售實體通路的動

機、過程。 

2. 評價上述的決策。 

陳國雄，前飛行網總經理、現任

創聯網總經理 

鄭友泉，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理室特別助理 

1. 針對線上音樂消費趨勢的預估。 

2. 過去所有的作為。 

3. 對於過去所有的作為的評價。 

4. 根據上述的評價展望未來。 

5. 不考慮任何現實限制的前提下，描繪未來

音樂產業理想中的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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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宏，漢鼎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理 

1. 以創投（Venture Capital）的觀點展望線上

音樂市場。 

2. 以創投的觀點審視線上音樂營運模式並

評價。 

張國強，中環集團得利影視、亞

藝影音總經理 

1. 描述中環集團涉足電影工業以及完成垂

直整合（CMC Entertainment、中藝電影、

威秀影城、得利影視、亞藝影音）的動機

與過程。 

2. 評價上述的決策。 

3. 以中環的經驗審視唱片工業並評價。 

 

    表 3-1 之訪談對象皆為具備產業縱深之資深專業經理人，其資歷、位階居業

界之領導地位，以研究者本人亦在業界超過 17 年的工作經驗判斷，相信上述受

訪對象能針對本研究議題提供洞見（insight）與多面向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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