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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唱片工業「嵌入」線上音樂後的營運模式 

 

    依圖 3-1 的本研究概念性架構，資訊通訊科技、基礎建設這些因素已被「固

定」住，唱片工業與線上音樂業者的彼此流動、銜接、合作、互補、層級覆蓋成

新的產業整體營運模式是必須進行的「對話」。經過上一章對滾石個案的分析結

論，唱片工業價值活動伸展到最後，終究免不了這必須進行的「對話」。本章將

先整理、分析台灣線上音樂商業模式，企圖找出過去「話不投機」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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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台灣音樂產

業主要市場參與者的價值交換流程為基礎，推導出三種可行的「嵌入」後的整體

產業營運模式情境。 

 

第一節 台灣線上音樂商業模式分析 

 

    當一個產業其價值活動一但結構化之後，面對新的企圖進入者，這個結構中

所有的參與者往往都會很有默契的一致「排外」，出現共同排擠的對峙現象。除

非這個新的企圖進入者能證明（經由時間）可為原先的結構創造更大的價值，並

且雨露均霑。然後這個新的進入者會被納入，形成一個新的結構。於是有一種非

常有趣的說法叫做「Holly Wood」的「共犯結構式」的和解：新的商業模式不一

定立即會為電影業者帶來利潤，只要最後大家滾成共犯結構，還是有錢賺。Sony

推出錄放影機設備時，好萊塢八大片商認為這樣會影響院線的票房，所以「以協

助侵權」為名控告 Sony 公司，並強調 Sony 的錄放影機是一種「犯罪的工具」，

好萊塢八大片商雖然輸了這個官司，之後電影公司反而找到了新的商業模式，以

錄影帶出租店作為另一個新 sub-market 的營收模式（1989 年 Sony 入主哥倫比

亞，自己也晉身八大片商之列）。 

    後來的有線電視頻道商也發生相同「被抵制」的狀況，因為家裡的電視頻道

播了電影，誰還會租片回家看？這必然損及整體結構的利益。最後證明這些有線

電視的頻道商透過系統業者的收費機制，貢獻了豐厚的權利金給片商，也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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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Video 的市場。正如同「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PAA)自己在其官方網站上的說明，其為了獲取充分的利潤，採取連續

性的三階段行銷模式：（1）電影院上映；（2）出租店上架；（3）電視頻道播出。

簡單地說，三階段的模式，就是電影業者對不同彈性的消費者做「差別取價」，

沒彈性或彈性低的人，會在電影首輪上檔就去電影院看；彈性中等的人，會等到

出租店上架才去租來看；彈性高的人，會等到電視頻道播出才看。 

    最後，每一次出來挑戰既得利益者的人，最後都與既得利益者結合成為一個

新共犯結構，衝突、妥協、結盟，這就是所謂「Holly Wood」的「共犯結構式」

的和解，重點在於「妥協」到「結盟」的過程絕對不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定有

「方法」讓大家共同嚴守「共犯分贓的順序」，同樣的內容，不同格式的載具依

序運作。對照審視圖 2-1 以情境模擬為基礎的三階段 6 步驟的商業模式改變，而

這個「方法」的磨合過程，其實包含在這三階段 6 步驟的「第 5 步驟」relationship 

model 與 revenue model 交織出的 value exchange map 的範圍裡。 

    本節中將先就表 5-1 台灣線上音樂的商業模式發展做一彙整，並試著提出該

公司商業模式的問題點與嵌入現行的唱片工業營運模式的可行性。 

 

表 5-1：台灣線上音樂商業模式一覽表 

商業模式 業者 條件與限制 重要事件 

單曲下載 iMusic(艾比茲) 

 

單曲下載(平均每首 25-35

元，由唱片公司主導定價) 。

內容：僅有願意獨家釋出

back catalogue 的唱片公司的

內容，很少有與市場同步的

新歌。 

2004/04 年代集團投

資成立 iMusic，於

2005/05 退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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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and  單曲下載(每首 10-20 元，由

詞曲作者主導定價)。 

內容：未取得 Major Label

授權，僅由獨立音樂創作人

提供內容。 

2003/06 由 BENQ 投

資成立，2006/01 退

出市場。 

Kuro 

New Kuro 

初期 P2P 模式下載(月費 99

元)。 

現在改為單曲下載（每首

20-35 元，由內容提供者主

導定價）。 

內容：未取得 Major Label

授權，僅由獨立唱片公司與

音樂創作人提供內容。 

2001/07/28 開始收

費，2005/09 與 IFPI

官司一審敗訴，

2006/12 與 IFPI 達成

和解開始轉為合

法，2007/01/01 正式

推出新單曲下載服

務。 

月租費 

線上收聽 

KKbox 線上收聽，不可下載(初期月

費 99 元，之後調整為 149

元) 

內容：取得 Major Label、獨

立唱片公司授權，提供與市

場同步的新歌。 

2003 年底成立，

2004/05 開始收費，

目前付費會員數約

14～15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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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Peer 

ezPeer+ 

初期 P2P 模式下載(月費 100

元，半年費 500 元)。 

現在改為線上收聽，不可下

載（149 元）。 

內容：取得 Major Label、獨

立唱片公司授權，提供與市

場同步的新歌。 

2000 年成立，2005/06

與 IFPI 官司一審勝

訴，2006/06 與 IFPI

達成和解開始轉為

合法。 

雅虎奇摩音樂

通 

線上收聽為主(月費 149 元)。

內容：取得 Major Label、獨

立唱片公司授權，提供與市

場同步的新歌。 

2006/03 成立， 

2007/03/27 停止服

務。 

 

    依表 5-1 的表列順序，先討論單曲下載的模式。已經退出市場的 iMusic(艾比

茲娛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當年算是出手較受唱片公司接受的模式，以平均每

首歌 1100 元新台幣的一年獨家（線上的獨家）授權的預付權利金，向唱片公司

收購已發行的曲目提供消費者下載 WMA 的格式（Windows Media Audio 是微軟發

展的音訊壓縮格式，號稱擁有比 MP3 更優秀的壓縮還原能力，並且支援網路資

料串流播放），基本上這商業模式是一個 library 的概念，library 就是要「館藏量」

與「常設」，相對來說成本極高，如果館藏量 10 萬首歌，一年的預付權利金就超

過一億新台幣。而獨家對消費者來說是個好訴求，但對唱片公司而言就會產生取

捨問題，讓有價值的 hit song 不容易被釋出。如果「典藏」是市場區隔，對象就

不會是追逐即時、流行的消費者，可以收較高的單曲下載費，但是內容要應有盡

有。所以理應放棄獨家的想法，除了讓內容齊全同時也能降低權利金的成本支

出，甚至可以爭取續約不再預付權利金，採取計次拆帳的合作模式，對只想擁有

特定偏好歌曲卻不想購買整張專輯的消費者來說是個好選擇，對唱片公司來說可

以延長音樂商品的 lif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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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Q 之所以會投入線上音樂成立 QBand，其想法很單純就是企圖 copy 蘋果

電腦的 iPod 與 iTune，當時 BENQ 主推 joybee 的 MP3 隨身聽，希望複製蘋果電腦

內容與硬體相輔相成的成功模式，事實上的結果是，在台灣做代工與賣智慧財產

的卻是兩種完全不同的思維：各 major label 聽到 BENQ 這個名字，要求的預付權

利金當然不會客氣。而 QBand 這一邊則認為這些 major label 獅子大開口，於是轉

往小眾市場與獨立音樂人合作，步上 rockacola.com 的後塵（不預付權利金，由內

容提供者自行決定單曲下載的價格），其結果自然也與 rockacola.com 相同。網際

網路的特性是可以集結大量的小眾，但前提是大量！大量的獨立廠牌（independent 

label）、大量的獨立音樂人、大量的非主流內容，這樣的模式就可能成立，而且

可以回過頭來彰顯 joybee 的產品個性，而唱片公司更可把這個平台當成明日之星

的搖籃或是專屬詞曲作家的育成中心。 

    Kuro 的早期模式在本研究的第一章已做過討論，可說是「本輕利厚」但也

是唱片公司最不能接受的掠奪者，2006 年九月驊訊電子投資成立創聯網並以創

聯網名義購併 Kuro，同年與各唱片公司達成和解（支付補償金）後，以 New Kuro

的新模式開始營運。由於該模式強調可攜式下載（to go，不限於只在電腦上聽），

所以無法獲得 major label 的信任與支持，雖然 to go 最符合消費者的需求但如果

內容不夠豐富，上述本研究對 iMusic 與 Qband 的評論可資借鏡。 

    接下來這三家 KKbox、轉型後的 ezPeer+、雅虎奇摩音樂通基本上都屬於線

上收聽的模式，而且收費相同、擁有內容也相同，可以一起討論。雖然雅虎奇摩

音樂通有提供單曲下載，也是屬於「有條件下載」，所謂的有條件下載其實只是

可「離線收聽」的另一種比較好聽的說法，就像你花錢買了一輛車，但是只准你

在台北市開，對消費者而言並不構成「擁有」的條件。 

    經過先前的討論，線上收聽的模式似乎是目前最能被 major label 接受的合作

方式，也是最安全的。原因不外乎這些曲目擁有者（repertoire owner）認為只要

不積極支持（不主動釋出，想要的，慢慢談）可攜式下載，他們就仍擁有這些曲

目，將來這些曲目就能繼續創造價值，不然就會每下載一次就少賺一次。這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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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沒看見非法 P2P 網站業者存在的事實的駝鳥心態必將阻礙線上音樂的長遠發

展，以三個面向來分析：（1）就目前線上收聽的營收拆分方式，唱片公司：版權

公司：著作權公播代理商：線上音樂業者＝52％：6％：2％：40％，所以以 KKbox

的規模每年只能貢獻給唱片工業 149 元×140000 付費會員×12 個月×0.52＝

130,166,400 元，約一億三千萬。和少掉八十多億的市場總量相比，很難被期待。

而且 KKbox 算是撐了三年多才有現在的貢獻，這樣的公司，相同的商業模式在

台灣還能有幾家的空間？（2）另外一個問題是 KKbox 每年必需支付 200 萬美金

（約 7000 萬新台幣）的預付權利金的成本壓力以及該有的設備、人員、管銷，

保守估計 KKbox 必須持續保有平均每月 14 萬個「付費會員」才能損益兩平。也

許這樣的 size 符合 KKbox 或 ezPeer+的規模，但，最晚進入市場卻最早退出的雅

虎奇摩音樂通，當 Yahoo 談定購併了無名小站後，就在雅虎奇摩音樂通第一年的

預付權利金一到期就立即結束這個 business，因為以 Yahoo 在台灣的 size 而言，

可以預見這根本不是個生意。現在賠錢，將來就算賺錢對 Yahoo 台灣的總營收而

言也是蠅頭小利，Yahoo 台灣寧可花七億新台幣去買無名小站，穩坐入口網站流

量的龍頭老大。可惜的是，這真正有能力出來主導市場秩序的 key player 被

repertoire owner 害怕又保守的駝鳥心態趕走了。（3）多數消費者之所以對非法的

P2P 趨之若鶩，價錢便宜當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就像 all you can eat 一個價錢吃到

飽的餐館。但若更深一層的探究，「擁有」、「帶著走」是不可忽視的因素，walkman、

iPod 都一再證明這個因素是音樂商品的消費要件。消費者願意很麻煩的登入、key 

in 序號、搜尋，且冒著檔案名稱與內容不符、內容品質不佳、不完整、檔案有病

毒等風險，其實只為能擁有且可以自己編輯喜好的音樂，如同賈伯斯（Steve Jobs）

所說的：「把音樂還給消費者！」，雖然這句話冒犯了所有的 major label 高層，但

的確一語道破了 iPod 與 iTune 的成功法門。 

 

第二節 台灣音樂產業主要市場參與者的價值交換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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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從唱片工業面臨的困境到尋求突破困局的價值鏈伸展以試圖改變營運模

式，一直到與線上音樂業者的各類型商業模式的互動，本研究將在本節將所有相

關的市場參與者納入，分析其價值交換的流程以確立彼此之間的競合關係與利益

分派的合理性。 

    論及利益分派的合理性，必須先就本研究多次提及的「預付權利金」做概念

上的闡明，因為在上一節的討論裡「預付權利金」成為唱片公司與線上音樂業者

價值觀念上的衝突點，至少對 QBand 與創聯網 New Kuro 而言是攸關合作與否的

變數，其商業模式的發展轉折就是因為不願意付給 major label 預付權利金。在這

裡「預付權利金」對唱片公司而言是「機會成本」，因為這樣的授權行為會影響

原來營運模式的利益，觀念上是一種「補償」而不是「多賺」，至少目前的市場

情況是如此。對線上音樂業者而言，「預付權利金」是每年都會固定「沉沒」一

次的「固定成本」，而且不是個小數目，何不依實際銷售金額拆分？ 

    而本研究對「預付權利金」的概念是「內容價值的創造成本」或「創造內容

價值的成本」，也就是說內容（藝人、曲目）會有價值是經過企畫、廣告、宣傳

的資源投入，一個藝人會被大眾認識，一首歌可以耳熟能詳，不投入相當的資源

是很難引誘消費者想要擁有這些內容，所以這個概念對唱片公司而言是：你之所

以想運用、運作這些內容，是因為我已經花了錢讓它有價值。同樣的概念對應線

上音樂業者而言是：因為這些內容廣為人知，所以才會有價值，集結之後可以賣

錢。因此，「預付權利金」在這樣的「創價成本」概念之下對雙方而言比較沒有

爭議，接下來「預付權利金」就只剩下「多」或「少」的談判價碼問題，而不是

「該」或「不該」的意氣之爭。雙方的共識就會向中間挪移：誰是「創價者」？

或誰想投入資源成為「創價者」，進而進入不同順序、不同深度的合作模式，而

非在「內容創造者」或「內容銷售者」這兩端角力、抗衡，讓非法 P2P 業者坐收

漁翁之利。而更積極的看法是唱片工業應與線上音樂結盟，共同視非法 P2P 業者

為競爭對手。  

     釐清這個「攸關成功的因素」，也就是利益分派的合理性之後，本研究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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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 台灣音樂產業市場參與者綜覽表做更進一步的劃分（表 5-2），以分析各個參

與者其價值交換的流程。 

 

表 5-2：台灣音樂產業市場參與者價值交換分析表 

參與者 貢獻 享受其貢獻

者 

需求 滿足其需求

者 

主要壓力 

消費者 現金流量 1.途徑一：實

體通路業者

→唱片公司 

2.途徑二：電

信服務業者

→線上音樂

業者→唱片

公司 

1.符合偏

好、播放器

規格的單

曲或專輯 

2.自由編

輯與攜帶 

1.唱片公司 

2.線上音樂

業者 

3.實體通路

業者 

4.電信服務

業者 

商品價格 

實體通路

業者 

銷售、陳列

實體商品 

1.消費者 

2.唱片公司 

1.符合規

模經濟的

銷售量 

2.唱片公

司供貨 

1.消費者 

2.唱片公司 

1.來客數 

2.商品進

價 

3.銷貨成

本 

線上音樂

業者 

1.銷售商品 

2.互動式宣

傳與推廣 

3.音樂商品

資料庫 

4.縮短通路

1.消費者 

2.唱片公司 

3.電信服務

業者 

1.多元、豐

富、即時的

內容 

2.付費會

員 

3.小額代

1.唱片公司 

2.消費者 

3.電信服務

業者 

1.線上流

量 

2.付費會

員人數 

3.取得內

容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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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度 收機制 4.內容價

值 

唱片公司

（含所屬

藝人經紀

與版權公

司） 

1.藝人與音

樂商品 

2.投資行

銷、廣宣 

1.消費者 

2.實體通路

業者 

3.線上音樂

業者 

4.電信服務

業者 

1.音樂商

品銷售收

入 

2.藝人經

紀收入 

3.版權收

入 

1.消費者 

2.實體通路

業者 

3.線上音樂

業者 

4.電信服務

業者 

1.被迫切

割綁售的

音樂商品 

2.商品價

值與消費

者認知分

歧 

電信服務

業者 

1.基礎建設

2.小額代收

機制

（billing 

system） 

3.加值服務 

1.消費者 

2.線上音樂

業者 

1.可增加

附加價值

的服務內

容 

2.加值服

務收入 

1.唱片公司 

2.消費者 

無 

 

    根據表 5-2 的整理，實體通路業者與線上音樂業者彼此之間並無任何交集，

無論是商品的移轉與金流均為獨立的運作體系（圖 5-1），且呈現互為替代的競爭

關係，左列剛好就是唱片工業的傳統營運模式，右列為網際網路興起後的線上音

樂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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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 

實體通路 

唱片公司 

線上音樂

業者 

 消費者 

電信服務

業者 

 消費者 

 

         圖 5-1：實體通路業者、線上音樂業者商品的移轉與金流 

      

    若再將表 5-2 每個參與者之間的貢獻、享受貢獻、需求、滿足需求的相對關

係再帶入先前的圖 5-1 之後，形成一個融合後較為複雜的市場參與者價值交換關

係圖（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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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 

實體通路 線上音樂

業者 

 消費者 

電信服務

業者 

 

             圖 5-2：台灣音樂產業市場參與者價值交換關係圖 

 

    顯而易見的是線上音樂這個商業模式無論擺在什麼位置，只要拉出其與各方

的對應關係，必定位於所謂的結構洞（Structural Hole）位置，呈現居中代理控制

資訊與利益流動的功能（Burt，1992）。經過表 5-2 的分析與套入圖 5-2，推論出

線上音樂的商業模式嵌入唱片工業整體營運模式的必要性。 

 

第三節 唱片工業新營運模式的情境模擬 

 

   根據上述推論的合理結果，本研究將圖 4-2 唱片公司伸展後的價值鏈與線上

音樂業者的平台功能以及商業模式做鏈結，形成嵌入後的新的唱片工業營運模式

及所有的價值活動（圖 5-3），並分三個區塊（虛線部分）分別討論唱片公司與線

上音樂業者在這三個區塊（表 5-3、表 5-4 及表 5-5）中彼此可能的合作、互動與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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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3：唱片工業新價值鏈 

    圖 5-3 的右方是圖 4-2 的 Repertoire 到 Publishing 原本屬於唱片公司的後勤

A&R 

 Repertoire Artist 

 Management 

Mkting & Promotion 

Physical Products 

Publishing 

Repertoire Owner

Rights Licensing 

Promotion 

online & 

interactive 

Promotion 

online & 

interactive 

Master 

Streaming & 

download 

Mkting &  

Promotion online 

 Virtual Products 

Streaming & download 

Independent 

& New talent 
Artist fans 

Community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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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活動伸展後的價值鏈，再嵌入以「Independent & New talent」為核心

的線上音樂營運區塊，雙方運作模式說明如表 5-3。 

表 5-3：以 Independent & New talent 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區塊 

唱片公司（版權公司） 線上音樂業者 

釋出專屬詞曲作家的原創作品

（demo），包括：已經過改編出版的原

始錄音 demo 的主打歌（價值較高）、

出版過但非主打歌（價值較低），知名

詞曲作家的新創作（價值較高）、新人

新作品（價值較低）。 

規劃「原創作品專區」、「獨立音樂人專

區」進行差別取價， Streaming 線上收

聽的部份高階會員（例如：149＋50 元）

可點選價值較高的內容，direct 

download 則分不同價值收取不同的單

曲下載費。 

唱片公司據此獲得 A&R 的決策參考，

價值共享。 

版權公司之間的曲目及時交流平台。 

對於尚未出版過的原始錄音 demo 可

與消費者做互動票選，排出受喜好排行

榜以及最適合由誰（藝人）演唱，對未

來出版時預先創造價值。 

招募專屬詞曲作家與發掘新藝人。 舉辦創作比賽共創內容與共創內容價

值。 

    根據表 5-3 的情境，原本屬於唱片公司的後勤活動透過線上平台開始產生價

值，並且可以進一步將價值產生的時間往前推到正式母帶產生之前，且可以依此

判斷未來是否要對特定標的繼續投入資源。對線上音樂業者而言，無異是開拓了

一大塊新業務內容，互動的型態又可以綁住不同彈性的消費者。 

 

    圖 5-3 的中間，這部份原本是圖 4-2 從 A&R 到 Rights Licensing 唱片公司基礎

的「創價」流程，伸展後嵌入以 「Virtual Products」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區塊，

雙方運作模式說明如表 5-4。 

表 5-4：以 Virtual Products 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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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公司 線上音樂業者 

模擬消費者彈性的不同，設計音樂商品

「消費次序」。 

 

新專輯宣傳期間（前三個月）按宣傳波

段只釋出主打歌含 MV。 

實體專輯同步鋪貨，彈性低的忠誠消費

者可擁有整張專輯，權益不受影響。 

可同步 Streaming 線上收聽與收看。 

Direct download 價格每首 15 元，以實體

專輯最低批價 340÷平均 12 首歌再打對

折計算，鼓勵彈性高的追逐流行消費者

付費下載。 

第四個月起，可釋出該專輯所有曲目。

傳統實體通路通常已將庫存退貨，就算

沒完全下架，一個店頭最多只留一、二

張陳列。 

Streaming 線上收聽，宣傳期已過，媒

體上已不再有露出，高階會員才可收看

MV。 

實體通路已下架，但提供的是該專輯的

非主打歌，所以 direct download 價格每

首 20 元，以實體專輯最低批價 340÷平

均 12 首歌再打七折計算，鼓勵中等彈

性；聽從口碑的消費者付費下載。 

 - 58 -

先前的 15 元 per track 的宣傳期優惠，

此時同步調漲。 

自發行日起一年後進入 library 的概

念，唱片公司可透過線上音樂業者的網

路平台進行「團購」實體商品。 

可 Streaming 線上收聽。 

direct download 價格每首 29 元，以實體

專輯最低批價 340÷平均 12 首歌計算，

只要是 back catalogue 全體適用。 

對特定曲目的蒐集者而言，因彈性低，

可賺這些消費者圖便利的錢。同時發揮

平台社群的力量操作 C2B（community 

to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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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4 的情境，唱片公司可運用同時擁有視聽著作、宣傳期主控權的優勢，

並將實體通路陳列期限與空間的限制轉為優勢，與線上音樂業者緊密互動，操作

實體與虛擬的時間差進行差別取價。另一方面，藉著線上音樂業者平台社群的力

量，反向由虛擬驅動實體、由 B2C 驅動 C2B 進行社群「團購」，將實體發行的業

務成本＋末端售價與批價的價差－郵資－處理費＝消費者回饋，以價誘量。 

 

    圖 5-3 的左方是圖 4-2 屬於唱片公司單純的藝人經紀業務，伸展後嵌入以 

「Artist fans Community」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區塊，雙方運作模式說明如表 5-5。 

 

表 5-5：以 Artist fans Community 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區塊 

唱片公司（藝人經紀） 線上音樂業者 

可將旗下藝人的官方網站置入線上音

樂平台成為 library 的索引，經營 Artist 

fans club。 

建立唱片公司→藝人→專輯→曲目的

科層邏輯搜尋系統與館藏管理。 

運作模式與收費標準，比照表 5-4 進入

library 的概念：Streaming 線上收聽、

direct download 價格每首 29 元、操作

C2B。 

     

    表 5-5 的情境是過去實體通路的時代最大的劣勢，因為沒有一家通路可以做

到以藝人為索引「full back catalogue」的陳列，線上音樂業者則可以輕鬆擺脫空

間上的限制。館藏的科層邏輯與搜尋系統，大大的延長了藝人與音樂商品的生命

週期。 

 

    經過這三個區塊的嵌入與通盤整合後的情境，唱片工業依然保有「A&R」這

個作業核心的穩固地位，但與線上音樂業者卻不再是「賣」與「買」之間的你多

我就少的「零和關係」，而是我幫你賣就等於幫我自己賣的夥伴關係。在這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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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後的架構下建立消費次序、兼顧虛擬與實體、分出不同彈性等級的消費者、切

割原本為了規模經濟而必須綁售的音樂商品、以及將商品開始獲利的時間向前

推、延長商品與藝人的 life cycle，也就是儘可能的「把音樂還給消費者！」。同

時，因為這樣的結合讓非法 P2P 業者成為唱片工業與合法線上音樂業者最終一致

的競爭對手。 

 

    在圖 5-3 唱片工業新價值鏈裡統合了這三個情境，價值活動因此環環相扣，

音樂產業的整體營運模式將更趨完整。因此對現存唱片公司的建議方案有三： 

 

一、唱片公司須將既有的音樂商品概念解構，分成原料（demo、new talent）、當

季新商品（new release）、累積目錄典藏商品（back catalogue）的流程概念，

分別導入這三個情境以滿足不同焦點的線上音樂商業模式。 

二、不用再擔心可攜式下載的機會成本，因為價值鏈環環相扣所以守法的、圖便

利的消費者跑不掉。而且，你不做，非法 P2P 業者還是照做，何不藉這完整

的價值鏈以及連續性的差別取價，還有可靠的 billing system 把生意搶回來。 

三、建立大家到齊才是 library 的同業共識，母帶擺著並不會變成錢，智慧財產就

是要拿出來用才是財產，眾所期盼的「音樂圖書館」的 realize 只有在這樣的

情境下方能真實出現，除了延長藝人與產品的 life cycle，也讓大家的「老本」

活起來。 

 

對現有線上音樂業者的建議方案有三： 

 

一、像 KKbox 與 ezPeer+這樣的商業模式業者就可以開始對「註冊會員」開放單 

    曲付費下載，而原本的「月費會員」除了享受 streaming 之外，對想要下載 

    擁有特定曲目的消費者還可以提供更優惠的價格，讓原先是潛力消費群的大 

    多數註冊會員進場消費，讓月費會員增加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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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 Independent & New talent 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區塊、以 Virtual  

   Products 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區塊、以 Artist fans Community 為核心 

   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區塊均有空間容納不同焦點商業模式的線上音樂業者投 

   入，雖然 New Kuro（創聯網）與 ezPeer+即將合併的傳言甚囂塵上，既使如此， 

   本研究仍然建議以 New Kuro 現在的商業模式形態，進入以 Independent &  

   New talent 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區塊是最有利的選擇。 

三、線上音樂業者可嘗試與唱片公司以專案合作的方式共同投入行銷資源於音樂

商品的行銷上，展現把餅做大的誠意，這有助於線上音樂業者將來在預付權

利金、拆分比例上的談判議價能力。 

 

最後，在這統合後的情境之中，市場參與者之間可能的合作、互動與作為，

仍應有繼續伸展、開創的空間以及容納不同商業模式焦點的線上音樂業者繼續加

入，如前述 Kuro、ezPeer+最後還是步上合法之途，見證只要大家有錢賺，所謂

「Holly Wood」的「共犯結構式」的和解，隨著整體產業營運模式的動態發展，

是可以被期待的，因科技創新而崩解的音樂產業價值鏈，在這樣的整體營運模式

運作之下得以重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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