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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音樂載具的數位化打破了音樂產業過去穩固的價值鏈關係，而目前線上音樂

商品市場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導入」消費量，讓購買比盜版「更方便」。本章將

就先前各章、節的研究、分析與推論在此做一歸納、整理，並提出結論以及後續

研究的建議。 

    肇因 ICT 所造成的衝擊，雖然讓實體商品銷售大幅降低、崩解了傳統的實體

通路，且更進一步挑戰唱片公司扮演內容供應者與消費者之間溝通介面的關鍵位

置。但，「幸好」科技創新所改變的是音樂內容的載具技術，並未改變音樂產業

的核心價值；即音樂本身。現今已經看到了一些成功的線上音樂商業模式，且這

些商業模式的邏輯也「幸好」並未脫離傳統音樂產業的價值體系太遠。如本研究

先前所述，iTune 結合 iPod 的成功案例，追究其成功的因素就是繼 SONY walkman

之後，配合消費者擁有的編輯、切割綁售商品的複製能力，及時把音樂還給消費

者，iTune 替代的是實體通路、iPod 替代的是 CD 這個載具。簡言之，Apple 公司

替代的是實體通路，而不是唱片公司。另外，KKbox、ez Peer+則是目前在台灣勉

強還能算是成功的商業模式，其成功因素是保守的 major label 支持 streaming，以

及將從前實體自動點唱機（juke box）投幣點歌的商業概念放到網際網路的平台

上，唯一的差別是每月只要「投幣」（149 元）一次就提供客製化的隨選音樂服

務。因此這兩種商業模式都不會是唱片工業的競爭者，反而是讓傳統音樂產業的

營運模式更為伸展的音樂銷售系統，所以，線上音樂不是來「分一杯羹的」，只

要讓購買比盜版「更方便」，餅就會做大。本研究相信未來的音樂產業營運模式

充滿了無限可能的情境，每個情境又充滿了無限可能的空間與權變。科技創新所

帶來的「創造性破壞」也終將會被吸納、整合到新的音樂產業整體營運模式之中。 

 

第一節  研究結論與對業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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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研究問題與目的」當中的主要議題，台灣的唱片工業在如影隨形

的盜版問題因為科技的進步而產生了「質」與「量」的改變，讓原本尚可容忍的

並存狀態完全失控。道德勸說、訴諸法律、導入新科技防止盜拷壓縮的技術來進

行數位版權管理，顯然在短期內很難力挽狂瀾。面對這三難的局面，能不能找出

符合現況的情境模擬方案（scenario）以維繫音樂產業價值鏈的主要參與者之間

的夥伴關係、協同商務關係、彼此核心能力銜接以及最後的利潤共享？ 

    要解決唱片工業的盜版問題，尤其是這個問題會隨著時間改變而改變（盜版

規模、可容忍度、盜版形式、盜版者），一套可理解的、溝通無礙的架構性商業

模式改變方法是重要的。架構性方法可讓企業與其競爭對手（非法P2P業者）就

商業模式進行比較，帶來商業模式的創新、改進策略、重新組合組織與技術。讓

企業能夠及時對商業環境變化的做出回應，改善企業對商業邏輯的管理以幫助改

良商業模式的設計、規劃、改變與應用。於是本研究在探討唱片工業傳統營運模

式與其價值活動伸展的過程中發現，唱片工業雖然伸展出新的價值活動（如：

publishing、artist management、rights licensing），避開向實體商品銷售的大幅傾斜，

但並沒有從P2P業者的商業模式中「領悟」到什麼；或「學習」到什麼，除了抱

怨消費者愛貪便宜這個眾所皆知、長久存在且永遠不會改變的事實。從唱片工業

與合法線上音樂業者的合作姿態、模式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驗證；major label傾向

支持streaming、把預付權利金視同 rights licensing的一部份收入來源，如此而已。

而消費者的其他需求：單曲選購、擁有、帶走，瞻前顧後的全部先「擋」著。 

 

    本研究議題企圖推導的結論層面不是該如何「擋」而是該如何「解」，意即

不是要不要合作的討論，而是如何模擬出符合大家對合作期許的情境？依「情境

模擬為基礎」的三階段 6 步驟的營運模式改變方法（Pateli and Giaglis，2005），分

別列出所有市場主要參與者的 business objectives 以及 core competence，再根據第

5 步驟 relationship model 與 revenue model 交織出的 value exchange map，確認線

上音樂這個商業模式的角色扮演，無論擺在什麼位置，只要對應出與其他參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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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線上音樂商業模式必定位於居中代理控制資訊與利益流動的結構洞位

置，其他的參與者必須有這個認知。 

    接著深入釐清利益分派的合理性，也就是預付權利金這個「攸關合作成功的

因素」，進而推論出以唱片工業 A&R 這個作業核心做為中心點，依音樂商品的製

作流程、生命週期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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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雙方價值活動可同時

繼續伸展、互補的三個區塊，然後，將線上音樂業者現有及未來可發展的不同焦

點的商業模式依序嵌入區塊之中，形成一個完整、環環相扣的整體產業營運模

式。這個整體產業營運模式組成的價值網絡，既能符合現況且又能增進網絡內所

有經營實體對未來的理解掌握的情境模擬方案，即前述本研究議題企圖推導的

「解」，能為台灣的唱片工業（無懼於釋出內容）與線上音樂業者（無懼於開創

新服務）提供可依循發展的生存之道。 

 

    此外，本研究探討的第二個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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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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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其實就是要改變消費者需求被滿足但收不到錢的「窘境」，讓

購買比盜版「更方便」。本研究提出的具體作法是依此三個區塊，「設計」出個別

區塊的模擬情境，並綜觀全局，讓區塊與區塊之間在利益不重疊的前提下可流

動、銜接。 

    在「原料」流程，即「Independent & New talent」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

區塊的情境，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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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進一步將音樂商品產生價值的時間往前推到正式母帶產出之前，唱片公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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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拓了全新的業務內容，互動的型態又可以綁住不同彈性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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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季新商品」流程，即「Virtual Products」為核心的線上音樂營運嵌入

區塊的情境，唱片公司可運作同時擁有視聽著作、主控宣傳期的優勢，將實體通

路陳列期限與空間的限制轉化為分割消費者彈性的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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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

漸的將後續實體發行轉變成為「build to order」的穩健型態。 

    在「累積目錄典藏商品」的流程，即「Artist fans Community」為核心的線上

音樂營運嵌入區塊的情境，這個過去靠實體通路賣 CD 過活的時代最大的劣勢，

因為台灣寸土寸金、講求坪效，沒有一家通路商的零售點可以做到以藝人為索引

「full back catalogue」的陳列，線上音樂業者憑藉著載具技術科技能耐，可以輕

鬆擺脫空間上的限制。館藏的科層邏輯與搜尋系統，延長了藝人與音樂商品的生

命週期。 

 

    上述的三個情境架構，無論是以內容為主導驅動服務亦或以服務為主導驅動

內容，都提供了新角色扮演、新服務、新內容，經由不同層級的覆蓋，只要你「嫌

麻煩」我就賺你「圖方便」，並依此建立消費次序、兼顧虛擬與實體、分出不同

彈性等級的消費者、切割了原本為了規模經濟而必須綁售的專輯音樂商品、以及

將商品開始獲利的時間向前推、向後延長商品與藝人的 life cycle，一切只為比盜

版更方便。至於那些完全彈性或是彈性極高的消費者，就必須「捨」，反正不論

你如何差別取價都「取」不到他，該捨就捨，先把市場拿回來顯然要比先「擋」

盜版來得實際又可「取」。 

 

    以下為本研究對現有市場參與者的總體性建議： 

 

一、盜版是大家共同的競爭者，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音樂實體商品的年產值只剩下

20 億，透過線上音樂業者所能提供的年產值還不到 5 億，相較於 199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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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年的百億以上的市場規模，四分之三不是進了盜版者的口袋就是被盜

版者省下來了。所以現在還願意買 CD 的都是彈性很低的消費者，實體通路

商無需再做價格競爭，在彈性已經很低的消費群當中再去抓彈性較高者。當

需求曲線的斜率夠高時，「降價」少掉的營收往往還多過於「量增」多出來

的營收，因此像玫瑰、大眾無須再回頭用各種名目壓榨唱片公司如「進貨前

扣」（銷貨折讓 3﹪）、「結帳後扣」（銷售獎金 4﹪）、「季扣」、「年終扣」等，

以壓低售價爭取消費量，讓自己只賺 12﹪到 15﹪的價差。而應該學習像「誠

品」的模式，直接將批價 mark up 25﹪作為末端售價，如果買 CD 終將變成

一種相對奢侈的行為，通路商更應該聚焦在賣場的經營與服務的提昇。同樣

的，唱片公司也要善待線上音樂業者，除了開放可攜式下載的授權與所有可

能產生價值的內容之外，也應稍微斟酌，別讓預付權利金這個高門檻成為有

心經營線上音樂的新廠商的進入障礙，唯有 friendly 的合作態度，線上音樂

業者才能提供更 friendly 的服務與商業模式。當然線上音樂業者也應不吝於

投入行銷資源於自己所經營的精準目標消費群，畢竟盜版才是大家共同的競

爭者。 

二、營運模式對營運模式的競爭，現在的商業競爭早已超脫單打獨鬥的型態，意

即不再是公司對公司的競爭亦或行業對行業的競爭。以中環集團為例，威秀

影城與亞藝影音絕對不會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因為他們是同一個營運模式之

中不同焦點的商業模式。類似的例子在 IT 產業中也屢見不鮮，軟體綁硬體、

硬體綁週邊，最後形成一個價值網絡，因而成為網絡對網絡的競爭。唱片工

業、實體通路商、線上音樂業者乃至於電信服務業者都應有上述的共識，結

合各自的商業模式綁成一個整體營運模式（圖 5-3）；一個價值網絡，讓市場

秩序在動態流程的概念下得以重新建構。 

三、維持共犯結構式和解的可能性，在 Kuro 成立之初，曾探詢各家唱片公司尋

求合作授權單曲下載的線上音樂商業模式，可惜每一家唱片公司無論大小都

很有默契的拒絕，完全沒有商量的餘地。但科技的進步豈是少數既得利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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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的住，結果演變出一個無人纓其鋒的盜版樂園。同樣的遺憾也發生在雅虎

奇摩音樂通的身上，如果台灣的唱片工業撇開對消費者不守法的顧慮，接受

Yahoo 在美國的商業模式：streaming 月繳 6.99 美元；單曲 Pay per download  

0.99 美元，只要在價格上做因地制宜的調整，相信雅虎奇摩音樂通會繼續經

營下去。就因為台灣唱片工業缺乏對共犯結構的可能性思維，先是引來了一

隻惡狼，接著又趕走了一隻肥羊。缺乏權變的可能性往往也限制了營運模式

探向未來的可能性。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實作的角度出發，推導的結論亦期望在實作方面對現有業者提供一

定程度的參考價值，因此本研究對後續研究的建議亦傾向保持在實作的層面上，

提出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一、本研究所推論的將線上音樂營運嵌入唱片工業營運模式的基礎，在於順應科

技發展所造成的消費者需求滿足途徑的改變事實，採取對不同彈性的消費者

進行差別取價，但本研究所謂的「不同彈性」來自於主觀的經驗判斷，並未

根據實際「價」的變動所造成的「量」的變動精算出彈性的真實數值。因此，

當只做大塊切割時不至產生太大的爭議，但是隨著營運模式的繼續創新與發

展，不同焦點的商業模式愈來愈多、愈來愈細緻時，彈性精確數值的重要性

將被凸顯。針對本議題的後續研究可著眼於不同商業模式的「價」、「量」之

間的互動變化，精確的算出彈性，以作為未來價格策略的調整參考。 

二、如果唱片工業的各 major label 在短期內（2007-2009）仍然堅守不積極支持可

攜式下載的態度，或，只是將有條件下載的「條件」調整的較為寬鬆；意即

放寬「合理使用範圍」的定義（如中華電信 2007 年初推出的「dual download」

單曲付費下載模式：下載至 3G 手機一次、下載至個人電腦 3 次、CD 燒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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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只限在符合微軟 Plays for Sure 標準的 MP3 Player 上聆聽）。在此情況之

下，本研究上述的三個情境架構，其內容是否仍能主導以驅動服務？其服務

是否仍能主導來驅動內容？新角色扮演、新服務、新內容是否仍能在「原料」

（demo、new talent）、「當季新商品」（new release）、「累積目錄典藏商品」（back 

catalogue）的流程概念中的三個區塊出現？後續的發展值得研究者密切觀察。 

三、在現階段讓人詬病的 P2P 的非法模式，將來在「web 2.0」的概念驅動下，即

所謂由「user generate content」的時代的繼續發展，是否有可能建立另一種合

法的、公平的、有效率的分享與拆分機制？亦或新的商業模式？譬如`，對

搭便車的消費者（free rider）收取費用，扣除平台應得利潤之後按被下載的

比例拆分給提供內容的人。類似將紐約格林威治村（village）的實體概念搬

到網路上，表演的人收錢，看表演的人付錢，表演精采的錢多，表演不精采

的錢少。對這個議題的深入探討與蒐集研究個案，除了為 P2P 這個模式尋求

next stage，相較於「華山」、「松煙」的荒腔與走調，對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而言，格外顯現後續研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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