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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國內、外曾經發表之文獻作一回顧與探討，首先針對音樂產品的

產製流程、音樂產業的產業結構作一描述及說明，並探討線上音樂與傳統音樂產

品的差異、線上音樂的產品特性及建立線上音樂服務之要素，再對競爭分析理論

以及競爭策略等相關文獻進行回顧。 

第一節 音樂產業 

壹、音樂產製流程 

音樂的產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一張唱片的產出必須融合了藝術以及技術兩

個層面的人材。藝人和音樂作品在面市之前需要經過一連串的篩選和過濾，因為

音樂作品不是一項以實用性價值為主的產品，其本身的藝術價值以及文化價值才

是消費者挑選的依據（葉國隆，2002）。 

陳泓銘（2000）認為音樂產業具有以下的特色： 

一、音樂產業屬於營利性的文化產業，其產品乃針對某特定創作的大量製造，因

此製作的形式與當時的技術水準有著相當的關聯性。 

二、音樂產業屬於流行的時尚產業，產品生命週期短，在產品上市之後，必須藉

由密集的促銷活動來達到快速的發展。 

三、由於音樂產業生產流行性的商品，因此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偏好往往因其他因

素的影響而移轉，加上大眾傳播媒體在報導或播放上，往往會有不同的評

估，因而導致需求上的不確定。 

林怡伶（1995）則在訪問寶麗金唱片公司時，針對音樂產製的流程作一番整

理（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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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音樂產製流程 

資料來源：林怡伶（1995） 

此一流程亦是目前各跨國唱片公司所採用之流程。和 Ryan & Peterson 在

1982 年所提出來的唱片產製決定鍊（圖 2-2）相較可發現，唱片產製流程在這些

年來有許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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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唱片產製決定錬 

資料來源：Ryan & Peterson（1982） 

從音樂產製流程的變化中可以發現，目前音樂產製過程其實是由企畫宣傳部

門所主導，因為除了製作人邀歌與收歌的階段與企宣部門無關之外，整個產製的

過程是由企畫宣傳部門帶頭開始運作的，且其餘每個階段都有企畫宣傳人員的參

與，和以往以音樂創作出發的製作流程大不相同，唱片產製方式已經從早期的「製

作導向」邁入了「企宣導向」的階段（謝鴻源，2004）。 

Frith（彭倩文譯，1993）則是將音樂產製分為藝人及樂者、A&R 人員、經

紀人、出版商、製作人、製造部門、宣傳部門以及零售商，八個要素，並一一分

析其所負責的工作及所代表的意義： 

一、藝人及樂者： 

藝人與唱片公司的結合完全是基於商業利益的考量，藝人可從唱片銷售獲得

豐富的版稅，而唱片公司則可從唱片的銷售中獲得利潤。藝人不僅必須具備音樂

的才華以及後天的努力，還必須具備好運氣。當唱片公司和藝人簽下合約後，唱

片產製所衍生的包含錄製、發行、宣傳費用以及藝人的版稅，全都由唱片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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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因此，唱片公司將擁有藝人的音樂商品所有權，同時有權決定歌曲的內容、

編曲以及籌畫演唱會等相關事務。 

二、A&R（Artists and Repertoire）人員： 

A&R 人員主要工作是挖掘新人或是吸收已成名的藝人，並負責代理公司與

藝人簽訂合約及維繫合約關係。這群人必須為公司發行的唱片把關，衡量藝人可

為唱片公司帶來的利益，或是評估獨立製作人所提供的錄音或是要求代理發行的

唱片是否具有市場價值、從過去的歌曲中尋找值得重新發行之作品。除了這些經

濟層面的評估外，A&R 人員有時亦擔任唱片製作人的角色，監督唱片的錄製。 

三、經理人： 

經理人的角色和 A&R 人員是相對應的。A&R 人員的責任是確保唱片公司的

投資能夠回收並獲得最大利益，而經理人的目標則是為藝人爭取最優厚的報酬。

經理人早期為藝人籌措經費爭取曝光及成名的機會，晚期則保護藝人不受唱片公

司的剝削，而經理人本人有時亦會參與音樂創作或是製作，亦有可能成為獨立製

作人。 

四、出版商： 

在唱片錄製技術尚未發展完整前，音樂出版商是整個音樂產業的核心人物，

出版商一方面將詞曲創作者的作品委託唱片公司錄製，尋求面市的機會，另一方

面也為欲發行唱片的藝人提供詞曲的資源。在音樂錄製完成並公開後，出版商的

工作則轉變為歌曲版權管理人，保有歌詞與歌曲的發表權，並負責替詞曲創作者

監督版稅的回流。 

五、製作人： 

唱片製作人的首要工作是負責企畫與協調藝人錄製音樂的時間、地點、錄音

師、樂師等，並在音樂的製作過程中將聲音的效果及品質做到最佳；製作人不僅

僅在塑造一種特定的音效質感，還會在更高的決策點上塑造唱片的整體風格。對

唱片公司而言，製作人能使唱片變成具有商業價值的產品，對藝人及樂者而言，

製作人能將他們的音樂傳達給閱聽大眾。 

六、製造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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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實體唱片的大量製造，以及唱片封面、內頁與包裝的視覺設計等，唱片

封面設計是另一種創意的表現，除了吸引消費者注意及購買外，也是說服零售商

上架銷售的主要因素。 

七、宣傳部門： 

宣傳的目的在於銷售唱片，因此每家唱片公司都需要公關宣傳部門負責唱片

的銷售，除了對報章雜誌發佈新聞稿外，還需為藝人安排在電視節目或是廣播節

目曝光及打歌的機會，以及爭取在大型演唱會演出的機會，以促銷藝人形象。除

此之外，宣傳人員還必須建立健全的零售商網路，說服零售將自家公司的唱片上

架陳列。宣傳的工作在於提高消費者接觸到唱片及藝人的機會，進而吸引消費者

購買唱片，如今，宣傳的費用往往高於製作的費用。 

八、零售商： 

零售商是唱片自唱片公司傳遞至消費者手中的最後一道關卡，零售商的組成

包含了唱片行以及批發商。在美國，唱片公司配銷給零售商的過程中還需要地區

中盤商的協助，在英國則是產銷整合，唱片公司直接交付給當地的區域子公司負

責配銷給零售商。 

目前每年發行唱片的藝人多如繁星，但在音樂市場中能大放異彩的音樂大約

只有 20%，其餘 80%的音樂產品甚至無法達到損益平衡，造成唱片公司只願與

少數成功的知名藝人簽立長期合約，於是逐漸出現所謂的個人工作室，這類的獨

立工作室擁有自己的錄音室及錄音工程師，由其製作人安排錄製計畫或受原創藝

人之託錄製唱片，再尋求唱片公司代為發行，在此潮流下，許多著名的製作人應

運而生。因此，Burnett（1996）將音樂產銷結構重新分為藝術的產製、物質的產

製以及消費三個部分（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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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音樂產銷結構 

資料來源：Burnett（1996） 

林欣宜（1999）在分析我國唱片工業產銷結構時，亦提出類似的分類，將音

樂的產製區分為前製生產、中期製作以及後製三個時期。在前製生產期中，著重

於音樂概念的產製，並為後續的中期製作及後製作準備，工作內容包含募集資

金、發掘藝人、收歌、尋找製作人及樂手以及蒐集唱片市場相關情報，並製作試

聽帶，為唱片產製的核心時期。中期製作是物質部分的產製，主要工作分為錄製

及行銷兩大部分，承襲前製生產所確立的音樂概念，完成音樂的錄製，並且構思

藝人造型、音樂錄影帶拍攝以及唱片封面與包裝等視覺設計，同時研擬發片期的

宣傳策略。後製生產期則是音樂商品零售相關工作，包括了唱片的舖貨、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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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行銷宣傳活動。 

貳、音樂產業結構 

Meier & Rivkin（2000）從更宏觀的角度來檢視音樂產業，跳脫出唱片公司

的框框，以結構化的方式來呈現整個音樂產業，並將整個音樂產業內各個角色的

活動分為九大要素來探討，這九個角色各司其職，形成音樂產業的價值鏈（圖

2-4）。 

 
圖 2-4 音樂產業價值鏈 

資料來源：Meier & Rivkin（2000）；林于勝、許瓊予和楊正（2003） 

一、詞曲創作者： 

作詞者負責為歌曲寫歌詞，而作曲者負責歌曲的音樂部分，若一首歌曲的作

詞者和作曲不是同一人，則這首歌曲的著作權將會由兩人共享。詞曲創作者通常

會和音樂出版公司簽約合作，視合約內容及需要不定期的創作歌曲，但在最近幾

年，亦出現獨立詞曲創作者，這類詞曲創作者在歌曲創作完成後再向音樂出版公

司兜售，平時不受到音樂出版公司的約制。音樂出版公司通常會先付給他們版權

費用，日後再等待出版的機會，但有時會先簽下合約，等到歌曲錄製好並出版時

才付給他們版權費。 

二、音樂表演者： 

音樂表演可能演唱自己所編寫的歌曲，或是演唱其他作詞作曲者所創作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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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唱片公司會與有潛力之音樂表演者簽下合約，一方面保障音樂表演者有演出

之機會，另一方面保障唱片公司對音樂表演者的栽培不會白費。而音樂表演者除

了表演唱片公司安排的曲目外，有時亦有自己創作的機會，而表演者會在合約屆

滿後，有可能另外尋找合約條件更優渥的唱片公司，或是自行設立個人的音樂工

作室。 

三、音樂出版公司： 

音樂出版公司會從作詞、作曲者購買歌曲的部分的權力或是全部的權力，並

積極運用各種管道推銷這些歌曲。通常音樂出版公司在考慮歌曲發行時，會有兩

難的抉擇：要讓一首音樂盡可能以多種不同的形式及管道發行；抑或對音樂發行

嚴格控管，以免過度普遍使音樂的價值變得很低。隨著時間的演變，目前多數大

型唱片公司都已自行設立音樂出版部門或併購其它的音樂出版公司，少有獨立的

音樂出版公司。 

四、唱片公司： 

除了全球四大跨國唱片公司外，在世界各地仍有許多獨立的中、小型唱片公

司，且在音樂產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這些唱片公司的運作方式不外乎和歌手簽

約、向音樂出版公司購買音樂版權，錄音、製作專輯，生產音樂產品以及配銷音

樂產品等。大型唱片公司常透過併購中型或小型唱片公司形成唱片品牌公司

（music label），以達到區隔市場的目的。這些品牌大多數是獨立運作的，他們有

自己的總裁、自負盈虧以及在不同音樂類別有各自的品牌識別與自己所屬的藝

人。 

五、通路商： 

雖然目前多數的大型唱片公司都是自行將唱片運送至唱片零售商發行，但在

1999 年左右，全美仍有許多獨立於四大唱片公司之外的通路商，這類通路商多

半是區域性的公司，有些通路商更藉由各地區的互相授權而將營運範圍擴大至全

國地區。 

六、零售商： 

在 1999 年以前，消費者幾乎是藉由實體的零售通路購買音樂產品，諸如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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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行、大賣場、百貨公司、便利商店等，但由於電子商務的發達，透過網路購買

音樂產品的顧客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七、消費者： 

消費者指的是在音樂產業當中，所有的企業和音樂表演者之所有活動所訴求

的對象（通常是個人）。不同的消費者所喜愛的音樂種類便有所不同，且變化很

大，加上隨著時間的演變，種類的範圍也會逐漸增加。 

八、促銷管道： 

消費者在收音機或電視音樂頻道聽到音樂演出後，便有可能去購買該音樂產

品，甚至在聽到 MP3 的數位音樂之後，亦有可能去購買品質較高的 CD（郭威君，

2003）。在美國，一個星期之內平均約 96 張專輯在全國發行，大部分專輯收錄

10 到 12 首歌曲，而廣播電台及電視音樂頻道通常只會播出專輯中 3 至 4 首歌曲。

因此，唱片公司會積極和廣播電台與電視音樂頻道保持良好的關係，以提高他們

音樂的播放機會。 

九、版權代理商： 

許多作曲、作詞、歌手和唱片出版商的報酬都是採用「版權」的方式，也就

是說依據音樂的實際使用狀況，來決定所付出的費用是多少，而版權代理商可分

為「音樂表演權代理商（performing rights agencies）」與「音樂錄製權代理商

（mechanical rights agencies）」兩種。音樂表演權代理商便會在全球各地監督這

些音樂的使用情形，他們會視察全球廣播電台、電視、現場演唱會及其他的表演

地方，以便做好所有的音樂表演記錄；音樂錄製權代理商則是負責監督 CD、錄

音帶及其他音樂載體的製造使用狀況。幾乎所有國家的音樂版權皆有這兩種代理

商，有些代理商分開運作，有些則是同時代理兩種音樂版權。 

Meier & Rivkin 在研究中已注意到音樂產業正面臨一連串的轉變，包括中、

小型唱片公司併入大型唱片公司造成音樂產業價值鏈的轉變，以及數位音樂及電

子商務的出現對於銷售通路的影響。 

蔡念中（2003）則是注意到產業匯流亦對音樂產業所造成影響，在媒體產業

和網路產業匯流後，造成傳統音樂產業價值鏈的重構（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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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音樂產業價值鏈重構 

資料來源：整理自蔡念中（2003） 

王立文（2004）則在探討 P2P 軟體對音樂產業影響時，觀察到目前一個很

大的問題在於音樂產業原有的舊通路已被破壞，但新的通路卻未能及時興起，網

路所形成的虛擬通路建立起一個新的數位音樂發行平台（如圖 2-6），業者需注意

的不僅僅是產業價值鏈的重構，原創者可跳過唱片公司，直接將其所創作的歌曲

送達愛樂者的手中，同時價值的分配也將有所改變。 

 
圖 2-6 唱片產業價值鏈改變 

資料來源：王文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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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觀念和簡文強（2003）在分析寬頻網路應用服務時所引用 IEC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ortium）提出的觀念不謀而合。電子商務的出現

已經改變原有實體通路的架構，虛擬通路使得物流業者興起，雖然通路是虛擬

的，但產品仍具有實體；然而，數位內容連產品也虛擬化，勢必也會對原有的物

流造成影響，造成價值鏈的改變（如圖 2-7）。 

 
圖 2-7 寬頻網路應用服務價值鏈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 經濟部 ITIS 計畫整理自 IEC，引自簡文強（2003） 

高佩芳（2004）認為，線上音樂產業是由許多不同產業結合而成的匯流產業

（convergence industry），原本不屬於音樂產業一環的成員，都因線上音樂服務的

興起而成為音樂產業中的一員（如圖 2-8），並引用 Bane, Bradley & Collis 於 1998

年所提出的電信、電腦及娛樂產業匯流後的產業結構，形成新的線上音樂產業價

值鏈（如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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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線上音樂產業參與者 

資料來源：高佩芳（2004） 

 
圖 2-9 網路匯流產業價值鏈 

資料來源：整理自高佩芳（2004） 

第二節 線上音樂服務特色與要素 

壹、數位產品 

Shapiro & Varian（1998）認為凡是可以被數位化的東西都是資訊，亦將音樂

視為資訊產品的一種。Whinstone、Stahl 和 Choi（轉引自史亞倫，2003）則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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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產品視為數位產品，屬於資訊和娛樂產品之一。而資訊產品具有再製成本低

廉、屬於經驗產品、具有時間相依性、重視版權管等特色（Shapiro & Varian，1998；

史亞倫，2003）。 

一、再製成本低廉： 

以衣服為例，成衣工廠製作相同的服飾，第一件和第二件服飾的成本並不會

有差異，但資訊產品不然，錄製一張專輯可能需要花費數百萬元，但燒錄到光碟

上只需要不到十元。因此資訊產品的價格不能以以往「製造成本加上合理的利潤」

的觀念來訂定，而要以產品對使用者的價值來訂定，因此出現了所謂的分版定價

或是差別取價。 

二、屬經驗產品： 

在經濟學的定義中，經驗產品指的是「必需實際體驗過才能確定其價值的產

品」。一張音樂專輯對消費者來說是否值 350 元？需要親自聆聽過後才能印證。

因此，資訊產品普遍都具有試用型的產品，供消費者作為購買前評估。 

三、具時間相依性： 

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歷史，有些資訊本身具有時效性，例如：氣象預報、新

聞、流行音樂等，這類的資訊在時效過後價值便大幅降低，甚至完全失去價值，

但可藉由其他的加值方式，例如：數位典藏、資料搜尋等，保持其價值。 

四、重視版權管理： 

由於數位資訊可以完整、無失真的複製，加上再製成本低廉，因此對於使用

者來說，再複製一份亦是相當容易的事，於是，如何保護產品不被非法複製便顯

得格外重要。 

在數位內容產業價值鏈中，價值最大的創造者在於內容創造，當內容創造出

來後，整個產業的價值大部分就已被創造出來，呈現頭重腳輕的現象。但若是後

端的價值傳遞過程沒有保護好，使得前端創造的內容遭到其他方式複製或竊用，

造成價值鏈的中斷、崩解（簡文強，2003）。因此，版權的保護對於數位內容來

說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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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數位版權管理 

數位版權管理的概念可追朔到 1965 年的仙那度計畫（Project Xanadu）。Ted 

Nelson 從 1960 年開始構思仙那度計畫，Nelson 首先創造了超文字（hypertext）

和超媒體（hypermedia）的概念，在仙那度計畫中，世界上所有的資訊都是超文

字所組成，儲存在一個大資料庫裡，這些資訊可以自由的引用、拼貼及重組，不

需要經過原作者的同意，但每一個字都有標示他所在位址的方法，且所有的引用

都會回到原作者發佈資訊的原點去索取資訊，一方面可以導引讀者回來閱讀完整

的資訊，另一方面，當讀者在閱讀資訊時，會付出一筆合理的版權費用到作者的

帳戶中。 

仙那度計畫兼顧了網路上的資訊自由，維護了作者所應有的尊嚴和權利，也

避免讀者誤解每一個引用的原意，在這個資料庫裡，所有的資訊都不會被刪除，

所以所有的連結也永遠不會中斷。這正呼應了仙那度的原意：一個記憶永遠不會

遺忘的樂園。（陳豐偉，2000）。 

然而，當 Tim Berners-Lee 在 1992 年建立起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之後，仙那度計畫便漸漸遭到世人的遺忘，事實上，WWW 只納進了仙

那度計畫中超媒體的部分，並無法完全實現仙那度計畫的目標，而版權管理的概

念便成為了今日數位版權管理的雛形。 

根據資策會 MIC 的定義，數位版權管理仍指「在數位化環境中，以加密、

認證、取得管理者同意、及設定存取權限等方式，確保著作權資訊的安全傳佈、

或防止非法傳遞之內容權利管理系統。（轉引自簡文強，2003）」郭宗杰教授

（Kuo，2004）則是將它定義為「保障具有版權保護內容之散佈、儲存、交換及

管理的權利。」並將數位版權管理分為內容（content）、權限（rights）以及強制

力（enforcement）三大要素。在 IDC 研究白皮書中將 DRM 定義為「管理所授權

使用的數位內容，並記錄其使用過程的軟硬體服務和科技的結合。（引自陳星吏，

2003）」微軟則是將其定義為「一種具有彈性的平台，可於電腦、可攜式裝置或

網路裝置上保護並安全地傳遞播放儲存庫及訂閱內容（Microsoft，2004）。」 

目前對於 DRM 仍無一個公認的定義，但不論定義為何，其目的都是在於保

護數位內容的版權不被盜用，保障版權所有人的權益。本研究將數位版權歸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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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數位科技，保護數位內容檔案、保障創作者權利及限定數位內容之使用範

圍之機制。」茲將數位版權管理之定義整理如表 2-1。 

表 2-1 數位版權管理之定義 

提出者 定 義 
C.-C. Jay Kuo（2004） 保障具有版權保護內容之散佈、儲存、交換及管理的權

利。 
資策會 MIC（2004） 在數位化環境中，以加密、認證、取得管理者同意、及

設定存取權限等方式，確保著作權資訊的安全傳佈、或

防止非法傳遞之內容權利管理系統。 
IDC（2001） 管理所授權使用的數位內容，並記錄其使用過程的軟硬

體服務和科技的結合。 
微軟（2004） 是一種具有彈性的平台，可於電腦、可攜式裝置或網路

裝置上保護並安全地傳遞播放儲存庫及訂閱內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是由技術、工具、流程、處理方法所構成的系統，此系統

的目的在於保護數位內容，並保障創作人與使用者的權利（陳星吏，2003）。目

前數位版權管理系統種類繁多，主要可分為配對金鑰加密系統及以數位浮水印系

統兩種（Kuo，2004；高珮芳，2004；陳星吏，2003）： 

一、配對金鑰加密系統： 

配對金鑰加密系統又可分為對稱金鑰以及不對稱金鑰兩種。對稱金鑰指的是

加密和解密必須使用同一把金鑰，因此必須將金鑰公開給需要解密的使用者，而

金鑰的公開相對的被破解的機率便升高，因而出現了不對稱金鑰。 

不對稱金鑰是利用不同的金鑰進行加密與解密，先利用主鑰（master key）

對所要保護的內容加密，再行發佈，由於內容經過加密，只有持有用戶鑰（user 

key）的使用者能夠解開加密的內容，在用戶鑰中可以限定使用的權限，例如：

使用時間、次數、可否複製、列印等，同時，加密用的金鑰不需公開，可降低被

破解的風險，因此目前以非對稱金鑰為主流應用。 

二、數位浮水印系統： 

在所要保護的內容中嵌入特別的資訊，例如：所有權人資料、用戶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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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特別資訊不影響數位內容的使用，且使用時不需解密，大多用來辦別產品

真偽或是追踪其產品流向。 

目前線上音樂市場所使用的系統皆為第一種系統，而其所涵括的服務與技

術，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方面（楊正瑀，2003）： 

一、保障權利所有者的權利，詳述權利範圍。 

二、限制未經授權之使用者任意取得、散佈內容。 

三、賦予內容個別定義以便控管﹙編碼或語法上的特殊定義﹚。 

參、音樂壓縮標準 

一、標準 

許多人將音樂壓縮格式與 MP3 劃上等號，事實上並不然，MP3 只是眾多音

樂壓縮標準之一。標準是一種行為上協調的結果，代表著消費大眾對市場本身有

能力集結眾人的智慧，並發展事物應有的功能或形式，同時標準可減少不必要的

差異，降低交易成本以及增加網路外部性（Cargill，1989；施迪豪，1990）。 

Tassey（轉引自施迪豪，1990）認為以標準使用的方向性，可分為垂直標準

以及水平標準。垂直標準又可分為基礎標準（basic standards）、基礎技術

（infratechnologies）以及產業標準（industry standards）。基礎標準來自於政府或

是市場機制的制定；例如：電視標準 NTSC。基礎技術則是建立在基礎標準上所

發展出來的技術；例如：依 NTSC 標準設計的 VHS 錄放影機、Betamax 錄放影

機。而產業標準則是基礎技術競爭後的優勝者；例如：現在的 VHS 錄放影機。 

水平標準則可分為品質標準、規格標準及相容標準（洪一峰 2001；轉引自

施迪豪，1990）。品質標準指的是市場所能接受的最低品質，可能牽涉到產品製

作的優劣；規格標準要求的是產品的一致性，需合乎本身所訂定的功能；相容標

準指的是介面規格，影響其他產品能否透過標準介面和此項產品配合。 

影響標準形成的因素 Grindley（1995）認為包含了建立共同標準的利益高低

（value of common standards），以及主導標準的私有利益大小（private value of 

leading standards）有關，由於這兩個因素交互影響，造成了標準的形成有四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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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表 2-2）。 

表 2-2 標準形成過程 

建立共同標準利益 
 

低 高 

低 
公用標準 

（public standards） 
協定標準 

（agreed standards） 

主

導

標

準

私

有

利

益 

高 
專屬標準 

（proprietary standards） 

標準戰爭 
（standards contest） 

公共利益高 公共利益低 
政府介入 市場競爭  

資料來源：Grindley（1995） 

（一）公用標準： 

對於業者來說，當建立共同標準與業者主導標準所帶來的利益都很低

時，則業者便對建立標準不感興趣，而往往政府會出面擔任標準制定者的角

色，此時的標準就如同公共財，任何人皆可使用這項標準。 

（二）專屬標準： 

當業者主導標準的利益較高，並且不願意將其標準作為產業共同標準，

或是建立產業共同標準的價值較低時，所謂的專屬標準便出現。專屬標準可

視為廠商的專利，在此情況下的產業並不會出現制定標準的組織，而專屬標

準廠商在技術主導下，可獲得相當高的利潤。專屬標準的不相容常導致產品

的安裝基礎無法擴大，若市場價值慢慢增加，則不同的專屬標準可能發生激

烈競爭，以決定哪種標準得以存在。 

（三）協定標準： 

當市場建立共同的標準可使產業內業者獲得更多利益時，便可能出現自

發性的標準制定程序。標準制定通常由產業內的協會組織或技術主導業者來

發起，透過相關業者間相互協調而決定出的標準。此類標準由於歷經多次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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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及溝通協調，使得此一標準在技術及相容性上通常是最好的。 

（四）標準戰爭： 

當建立共同標準與主導標準的利益皆高的情況下，則會出現多家技術不

相容業者相互爭奪標準主導權的情形，導致於市場標準林立，因此業者之間

會進行更激烈的購併與策略聯盟，以取得標準的主導權。如果標準間的競爭

使得公共利益受到損害時，政府便會開始介入，以強勢的力量主導標準的制

定，不過政府的介入亦有可能造成市場效率低落的問題。 

二、音樂壓縮格式 

除了 MP3 以外，目前網路上常見的音樂壓縮格式還包含蘋果電腦 iTunes 音

樂商店所使用的 AAC 格式、杜比所研發的 AC-3 格式、Sony 使用在 MD 上的 

ATRAC 格式、Xiph.org 推出的 Ogg Vorbis、RealNetworks 所研發的 RAX（Real 

Audio eXtension）格式，以及微軟研發的 WMA（Windows Media Audio）格式等

（表 2-3）。 

表 2-3 常見音樂壓縮格式 

壓縮格式 擁有專利組織 特色 
MP3 Fraunhofer 研究所、

Erlangen 大學 
目前是最廣泛地被應用在網路音樂傳輸

的壓縮規格，但不具備智慧財產保護功能

AAC Fraunhofer 研究所、

Hannover 大學、

AT&T、Dolby、NEC

MPEG2 標準規格之一，用於取代 MP3
格式。 

AC-3 Dolby 目前電影及 DVD 常用格式。 
ATRAC Sony ATRAC 最新版本為 ATRAC3Plus 格式，

可加上數位版權管理系統 MagicGate。 
Ogg Vorbis Xiph.org 免費供非商業使用。 
RAX RealNetworks 在低位元率表現出色。 
WMA Microsoft Microsoft 研發用於取代 MP3 格式，具有

DRM 機制。 

資料來源：整理自汪宜正（2001）、Wikipedia（2004） 

目前常見的線上音樂服務平台所使用的音樂壓縮格式有五種，分別為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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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ATRAC、RAX 以及 WMA。以下將對於此五種音樂壓縮格式作一簡單介

紹。 

（一）MP3 

MP3 音樂壓縮格式是在 1987 年時由德國的 Fraunhofer 研究所與

Erlangen 大學開始研發，他們根據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DAB）所提

出的 EUREKA project EU147 架構，建立出此一音樂壓縮格式，並由影像壓

縮標準制定委員會（Motion Picture Experts Group; MPEG）在 1992 年正式對

外公佈。MP3 以有損壓縮（lossy compression）的方式，將音樂中人耳較不

敏感的聲音去除，因此能將壓縮比提高到 1:10~1:12 之間（Fraunhofer IIS，

2004）。但由於 MP3 格式在規劃時並未加入數位版權管理（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DRM）機制，無法有效管理版權，唱片公司大多不願授權。 

（二）AAC 

AAC 格式本身並不具有數位版權管理的功能，但是蘋果電腦自行加入

了稱之為「Fair Play」的加密機制，來達到數位版權管理，目前 iTunes 音樂

商店上所販售的音樂皆為 AAC 格式。自 iTunes 音樂商店購買的音樂會受到

以下的限制： 

1. 不限制複製到 iPod 的次數。 

2. 只能在五台（原本三台）經過授權的電腦上播放。 

3. 不限複製到 CD 的次數，但同樣的音樂清單最多只能燒錄七份 CD（原

本十份）。 

FairPlay 運作的方式透過主鑰（master key）和用戶鑰（user key）兩道

手續來完成，主鑰可以用來加密和解密音樂，而用戶鑰則可用來加密和解密

主鑰。每當使用者從 iTunes 音樂商店購買音樂時，iTunes 音樂商店的伺服

器便會利用主鑰將音樂檔案加密同時隨機產生一組用戶鑰，然後將用戶鑰和

音樂一同傳送到使用者的電腦中，當使用者要播放音樂時便會啟動用戶鑰解

開主鑰，再由主鑰解開音樂來播放，用戶將音樂複製到 iPod 時亦會同時將

用戶鑰複製過去。當用戶要增加一台授權的電腦時，iTunes 音樂商店會從新

增的電腦取得一串特別的識別碼，同時將用戶購買過的音樂用戶鑰全部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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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到新增的電腦中，以確保新增的電腦能聆聽用戶購買過的所有音樂；相

反的，當用戶要取消某台電腦的授權時，這些用戶鑰亦會自動全數刪除。目

前蘋果電腦並未授權其他公司使用其 FairPlay 技術。 

（三）RAX 

RealNetworks沿習蘋果電腦的模式，推出了Helix DRM系統，Helix DRM

的運作模式和蘋果電腦的 FairPlay 相同，但更具有彈性，這套系統除了支援

本身的 Real Audio 格式外，亦支援其他例如 MP3、AAC、MPEG-4、H.263

等，而能夠讀取並解開 Helix DRM 格式的軟體目前只有 RealNetworks 自行

推出的 Real Player。RealNetworks 對於 Helix DRM 採開放的態度，且具有跨

平台的功能，因此被 FCC 認可為未來數位廣播旗標（Broadcast Flag）的標

準。目前採用Helix DRM系統的線上音樂業者僅有RealNetworks自家的Real 

Music Store 和 Rhapsody。 

（四）ATRAC 

Sony 的 ATRAC 格式是以 ATRAC3 為壓縮演算法，加上自家開發的

OpenMG 數位版權管理系統而成，OpenMG 技術源自於 MD 的連續拷貝管

理系統，和蘋果電腦的限制一樣，OpenMG 只能用於 Sony 的機器、軟體以

及 Sony 所設立的 Connect 線上音樂服務網站，並無授權給其他業者，且軟

體方面目前只有 Windows 系統版本。 

（五）WMA 

在網際網路和 MP3 格式流行一陣子之後，RealNetworks 突然在市場推

出一項嶄新的產品，Real Audio 串流格式，使用串流格式的音樂檔案不需等

待整個音樂檔案下載完，可以一邊下載，一邊收聽，在寬頻尚未出現的年代，

隨即在網際網路上大受歡迎。微軟在看到數位音樂市場的商機後，決定投入

研發，將 Windows Media Player 大改版，推出 Windows Media Player 7，同

時推出可支援串流的專屬格式 WMA（Windows Media Audio）。Windows 

Media Player 原本只是附在 Windows 中的一個應用程式，讓使用者可以播放

一些常見的影、音檔案，經過這次大改版之後，Windows Media Player 的功

能大為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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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的 WMA 格式從第 9 版開始整合了 Windows Media DRM 系統，從

音樂格式本身就原生支援 DRM，在轉換的時候可以選擇開啟數位版權管理

的功能或是關閉，加上自行開發的 Windows Media Player，以及 Windows

系統三者結合，形成完整的數位版權保護機制。此一格式微軟以開放授權的

方式讓相關業者使用，亦是目前線上音樂服務使用最多之格式，但由於

WMA 格式必須依賴 Windows Media Player，而 Windows Media Player 又只

有 Windows 版本，因此目前只限於在 Windows 系統上使用。微軟日前在推

出 Windows Media Player 10 時同時推出 Plays for Sure 硬體認證，和第 9 版

的 Windows Media DRM 認證不同的地方在於，Plays for Sure 的 Windows 

Media DRM 系統多了一個時間因子，凡是通過此認證的行動音樂裝置

（portable music player），就可以讓訂閱服務（subscription）的使用者也能將

數位音樂輸出至行動音樂裝置。 

三、標準競爭 

不同的標準彼此間不能相容，因此欲進入具有不同標準的市場之業者，需先

考量本身的財力與技術是否足以建立一個新的標準，並與對手的標準對抗，來決

定要領導新標準或是跟隨現有標準，再進而考量選擇專屬標準或是開放標準

（Gfindley，1995）。專屬標準往往意謂著高額的權利金，而開放標準則代表著進

入門檻較低，業者需針對自身條件區別選擇合適的定位（如表 2-4）。 

表 2-4 標準競爭業者定位 

近用權  
專屬 開放 

領

導 

防守 
iTunes Music Store、 

Sony Connect 

贈送 
MSN Music Club、 

RealNetworks 
領

導

權 跟

隨 

接受授權 
HP 

NOKIA 

相容 
Yahoo! Music Unlimited、
iMusic、QBand、Naspter 

資料來源：修改自 Gfindley（1995） 

當標準競爭開始時，對於標準的領導者而言，最後的成敗將取決於七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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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ro & Varian，1998）：1.對基本顧客的控制。2.智慧財產權。3.創新能力 4.

搶得先機。5.製造能力。6.互補產品的實力。7.品牌知名度與商譽。 

高珮芳（2004）以系統架構的觀點來看線上音樂服務不同音樂壓縮標準的競

爭，透過核心產品、使用者、相容平台、硬體供給以及應用軟體五個構面，分析

目前全球不同標準之線上音樂商店，並將線上音樂商店分為蘋果陣營、微軟陣營

以及 RealNetworks 陣營來比較（如表 2-5）。 

表 2-5 系統平台競爭構面彙整 

聯盟名稱 蘋果電腦 微軟 RealNetworks 
核心產品構面 FairPlay、iTunes WMA、MediaPlayer Helix、RealPlayer

 
建立安裝基

礎的策略 

搶先進入市場 

建立麥金塔系統之

利基市場 

良善的使用者介面

建立 Windows 系統

利基市場 
搶先進入音樂訂

閱的利基市場 

良善的操作過程

 
 
影響使用者

預期的策略 

廠商本身信譽 

自行生產最初的互

補產品 

預先宣告 

建立聯盟 

廠商本身信譽 

預先宣告 

建立聯盟 

廠商本身信譽 

 
 
 
 
使

用

者

構

面 

增強鎖定效

果的策略 
iTunes 結合 iPod   

相容平台構面 滲透個人電腦的微

軟 Windows 市場 
 滲透蘋果電腦的

市場 
硬體供給構面 iPod （規劃中）*  
應用軟體構面 XPlay、EphPod 等

應用軟體開發商 
應用軟體開發商之

主流平台 
 

資料來源：高珮芳，2004 

*目前已推出 Plays for Sure 認證，並開放硬體廠商生產相容硬體 

高珮芳認為，標準的開放與專屬並非使用者選擇的主要考量因素，蘋果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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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來堅持軟、硬體結合開發的方式，使得其線上音樂產品軟、硬體搭配良好，

創造良好的使用者經驗才是 iTunes 音樂商店成功的原因。 

第三節 競爭分析 

國內、外競爭分析理論眾多，例如：司徒達賢提出的策略矩陣分析、吳思華

提出的策略九說，Porter 所提出的五力分析等。本研究採用 Porter 所提出的五力

競爭分析，並輔以 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 提出的競合分析理論，以弭補五力

分析只重競爭而忽略了企業間亦有可能合作之不足。 

壹、優勢競爭 

Michael E. Porter 在《競爭策略》（周旭華譯，1998）這本書中提出，產業中

存在著五種競爭作用力，分別來自於產業的競爭者（Industry competitors）、潛在

新進者（Potential Entrants）、替代品（Substitutes）、供應者（Suppliers）和購買

者（Buyers）（如圖 2-10），產業的競爭情勢便是由這五股競爭作用力加總來評估。

藉由分析這五股作用力，可協助企業瞭解產業市場現況、預測產業未來走向以及

了解各競爭對手及企業本身的處境。而所謂的競爭策略，便是討論面對五種競爭

力時應該採取何種策略來因應，透過提升自身的競爭能力、議價能力，並提高進

入障礙，能夠保持在產業中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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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產業中的五種競爭作用力 

資料來源：周旭華譯（1998） 

Porter 認為競爭力強會降低企業利潤，可視為威脅；而競爭力弱則允許企業

獲取較高的利潤，可視為機會點。不同產業具有不同的競爭形態，因而各股作用

力的影響也有所差異。通常，最強的一股或數股力量由於能主宰全局而變的相當

重要。這五股力量的說明如下： 

一、現有競爭者競爭力： 

除了獨佔市場外，任何產業市場必定有銷售相似產品的競爭者，此類競爭是

最明顯易見的形式，產業中個體會追求本身最大利益，因此，此類競爭亦是最為

激烈的形式。競爭的範圍可以局限在某一範圍中；例如：價格競爭；亦有可能是

多範圍或是全面性的競爭。在某些情況下，競爭會格外強烈，例如（周旭華譯，

1998；陳長青譯，1996）： 

（一）競爭者眾：當一個產業中的競爭者為數眾多，且彼此勢均力敵，能互

相抗衡時，競爭會變得相當激烈。 

（二）需求降低：當市場上的需求降低時，業者為爭奪有限的顧客，會使競

爭變得激烈。 

現有競爭者 

 

現有競爭者的對抗

供應者 購買者 

替代品 

潛在進入者

替代品的威脅 

潛在新進者的威脅 

購買者的 

議價力量 

供應者的 

議價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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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降價競爭：當環境因素導致競爭者以降價或其他競爭武器提升銷售量

時。 

（四）轉換成本低：當競爭者產品過於相近，造成購買者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很低時，購買者轉換使用其他產品的機率變高，會使競爭變得

激烈。 

（五）退出門檻過高：當企業退出市場的成本高於繼續留在市場中競爭的花

費時，企業會傾向留在市場中，使得競爭變激烈。 

（六）策略差異性大：當競爭者的策略、個性、企業優先目標、資源與生產

國家的差異愈大時。 

（七）強勢外力進入：當產業外強勢且具有高度企圖心的企業，透過併購產

業中現有企業的方式進入市場，以改變其新進競爭者的本質而成為市

場中競爭者時。 

二、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當一個產業的進入門檻合理，同時利潤合乎企業期望，則該企業便會有進入

市場的意願。新進企業會造成產品的供應增加，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當供給

增加時，倘若市場需求並沒有增加，便會導致產品價格下降，連帶著影響產業內

競爭者的利潤。因此產業內原有競爭者往往會設法建立障礙，阻止潛在進入者加

入競爭的行列，常見的障礙包含： 

（一）規模經濟：利用大量生產降底成本，提高自身利潤產生優勢，使新進

者無利可圖。 

（二）知識資產：產業內原有競爭者可由過去經營經驗，獲得相當的成本利

益優勢，此優勢非來自於規模經濟，而是藉由改善製程，或是重複生

產、多次服務，將剩餘價值再利用。 

（三）品牌資產：建立品牌知名度、顧客偏好以及購買者忠誠度。 

（四）提高進入成本：當進入產業需要相當的必要成本，且這些成本多為沉

沒成本（sunk cost）時，潛在進入者進入意願便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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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規模無關的成本損失：例如製造良率，若提升合格率不易時，容易

造成大量的成本損失，降低潛在進入者之意願。 

（六）物流及通路：當產業內原有競爭者擁有物流及通路等優勢，造成新進

者產品曝光及上架不易時，潛在進入者進入意願便不高。 

（七）政策及專利：原產業內業者受到政府的法令、政策以及關稅的保護，

或是業者擁有產業關鍵專利，利用專利形成障礙，會降低潛在進入者

進入之意願。 

三、替代品的威脅 

替代品並非相同之產品，而是指能滿足相同需求之不同產品；此處所指的需

求不單單只包含實質上的需求，亦有可能是精神上的需求；例如：流行、身份、

地位等。替代品對購買者的吸引力可能表現在價格或是性能上，當替代品在實質

上或是精神上某方面對購買者具有吸引力時，購買者便可能從原本的產品轉移至

替代品。 

若替代品對原本的產品造成威脅時，原本的產品便必需在價格或是性能上做

出回應，影響購買者轉換至替代品的意願，藉此抵抗替代品所造成的威脅。除了

產品的價格與性能外，還需考量購買者的轉換成本，當購買者轉換至替代品的轉

換成本高於購買使使用替代品所能得到的價格利益時，購買者轉換使用替代品的

意願也就相對較低。 

四、購買者的議價力量 

有份量的購買者對於價格的商議力量會大於一般購買，而產業中的企業為了

爭取購買者，便會透過降價或增加性能、附加價值的方式，加強自身產品的吸引

力。購買者議價力量的強弱會受到下列情況的影響。 

（一）當購買者數量少，但購買數量大時，議價力量便高。 

（二）當購買者的購買數量佔銷售產業總銷售量相當比例時，議價力量便高。 

（三）當產業中銷售者皆為小規模業者時，購買者議價力量便高。 

（四）當購買者所購買的產品具有標準規格，同時產業中不乏其他競爭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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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產品，且轉換成本趨近於零時，購買者議價力量便高。 

（五）當購買者購買的產品非必要或重要產品時，購買者議價力量便高。 

（六）當對購買者而言，向不同供應商購買產品的利益比向原本供應商高

時，購買者議價力量便高。 

五、供應者的議價力量 

產業中據有重要資源或專利的供應者，對於產品供應的價格便有較大的議價

力量。當供應者的議價力量大時，產業中競爭者的成本便相對的升高，造成利潤

下滑。供應者的議價力量可從下列幾個方面來探討。 

（一）當供應者在某方面的投注，對買主而言是重要的，供應者的議價力量

便高。 

（二）當供應者市場處於獨佔或寡佔的情形時，供應者的議價力量便高。 

（三）當供應者在據有特殊專利或技術，使得轉換供應者不容易時，供應者

的議價力量便高。 

然而 Porter提出的競爭理論和五力分析一直被詬病的地方在於 Porter只注重

企業間的競爭而忽略了企業間亦有可能是合作情形。同時，Porter 提出競爭的最

終目的在於獨佔，企業獲得最大利益的前提在於領導或是壟斷市場，遭受到不少

道德上的批評（吳思華，1997）。 

貳、競合分析 

在五力分析的架構中，市場就像賭局一樣為贏家全得（winner takes all）的

局面。企業獲得最大利益的方法便是透過競爭使其他企業失敗，最終能存活下來

的企業便是贏家，形成獨佔獲得所有的利潤。 

競合理論是由 Brandenburger, A. M. 和 Nalebuff, B. J.所提出（許恩得譯，

2004），針對五力分析只注重競爭的缺點，競合理論在其理論中引入合作的概念。

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 認為產業中不應該只有競爭存在，在標準競爭中，同

一聯盟的企業可以透過互補品的補強，來增強企業自身產品的吸引力，在無關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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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競爭中，企業亦可以透過合作產生互補，以達到聯合次要敵人攻擊主要敵人

的目的。 

一、價值網 

為了描述產業中合作的情形，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 提出了價值網的觀

念，在價值網中，中央是企業本身，而圍繞在企業周遭的便是與企業有價值交換

的其他業者。價值網將五力分析中所提及的「產業內競爭者」、「潛在進入者」以

及「替代品」皆視同為產業中對手，產業中的對手不一定是處於競爭的狀態，亦

有合作的空間，在市場中就如同在一場賽局一般，不同的企業都在競賽，而賽局

可以是合作賽局亦可以是不合作賽局。因此在價值網的架構中將產業中的對手依

據其性質的不同，分為互補者以及競爭者（如圖 2-11）。 

 
圖 2-11 價值網 

資料來源：許恩得譯，2004 

顧客和供應商較容易定義，依據金流與物流的方向，金流的流向是從顧客流

向企業再流向供應商，物流則是朝反方向流動。在價值網中，互補者和競爭者並

非永遠是同一個對象，互補者有可能成為競爭者，而競爭者有朝一日亦有可能成

為互補者，也有可能既為競爭者亦為互補者，在價值網中，各企業所扮演的角色

是動態且不固定的。 

顧客 

供應商 

競爭者 互補者 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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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補者 

當使用者使用一項產品或服務所得到的效用與價值，會隨著用戶的人數增加

而帶給用戶更多的價值，稱之為網路外部性（Shapiro & Varian, 1998）。例如：由

於行動電話網內互打費率較便宜，因此對使用者來說，同業者的行動電話使用者

越多，服務便越有價值。 

網路外部性為一種需求面的規模經濟，和傳統供給面的規模經濟迥然不同。

然而若是因為使用者的增加創造了新的需求，而使得該產品出現新的互補性產

品，讓此網路中的使用者選擇變多，則稱之為間接網路外性（Economdie, 1996）。 

網路外部性會造成消費者在選擇時，會傾向於選擇較多人使用的產品或服

務，因此當同一網路的使用者越多，新進使用者選擇該網路的傾向便越高，造成

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此一現象稱之為正反饋現象，（如圖 2-12）。 

 
圖 2-12 正反饋現象 

資料來源：Shapiro & Varian（1998） 

價值網中的互補者便為網路外部性的一種應用，互補者的加入可以提高產品

的價值，越多的互補者，產品的價值便越高。因此適當的互補者有助於啟動正反

饋現象，提高業者的競爭力。 

互補者與競爭者可由多種不同的角度來定義。若從功能的角度來看，當該企

業所推出的產品和本企業所推出的產品在功能上不互斥時，則該企業為互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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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該企業所推出的產品和本企業所推出的產品在功能上互斥時，則該企業為競爭

者。 

余俊穎（2003）認為對顧客來說，互補者與競爭者的差異在於顧客心中認定

的價值，當顧客認為本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價值比該企業的產品價值高，該企業是

互補者；相反的，當顧客認為本企業產品價值比該公司的產品價值低，該公司是

競爭者。 

本研究認為此為對價值網觀點的誤解，以價值網的觀點並非以產品的價值來

比較，而是以產品所能提供的經驗，能否增強或是降低。從顧客的角度來看，若

顧客使用了某產品後，會對本企業的產品產生加分的作用，或是提高購買本企業

產品的傾向提高，則該產品的生產者為本企業的互補者；反之，若顧客使用了某

產品後，會對本企業產生扣分的作用，降低購買本企業產品的傾向，則該產品的

生產者為本企業的競爭者。 

從供應商的角度來看，余俊穎認為當供應商同時供應給多家廠商資源，但較

有意願供應給本企業，該供應商是互補者；而當供應商較有意願供應資源給其他

企業時，則該供應商是競爭者。 

本研究認為此亦為對價值網的誤解，因為供應商無與本企業競爭，而是不同

企業在競爭同一個供應商，且供應商較有意願供應資源給本企業並不會增加市場

中的需求，和價值網中對互補者的定義不合。在價值網中互補品有助於創造需

求，互補品並不是用於搶奪市場中原有的餅，而是創造更多的餅。企業與互補者

合作對於兩者的業務都有所幫助，顧客亦會因為互補者的加入獲得更好的產品或

服務經驗。簡而言之，創造市場的是互補者，而瓜分市場的是競爭者。 

因此根據價值網的理論，若供應商因供應其他企業資源，而提高本企業的好

處時，則該企業為互補者；反之若供應商因供應其他企業資源，會降低本企業優

勢時，則該企業為競爭者。 

互補者是競爭者的相對概念，互補者有助於提升企業的獲利，而競爭者則會

降低企業的獲利，因此企業要盡可能的增加互補者，若吸引一位互補者進入市場

所花費的金額低於互補者進入後所能帶來的附加價值，那麼這個交易便是合理

的。產業內不同角色的價值交換形成價值網路，透過不同互補者的合作，將有助



39 
 

於啟動網路效應，加強使用效果，互補品的定義為有助於呈現產業的真實現況。 

三、市場元素 

市場中有五個重要元素，分別為參與者（player）、附加價值（added values）、

規則（rules）、戰術（tactics）以及範圍（scope），身處於市場中的企業可透過改

變市場的範圍進而改變產業環境，而改變市場的範圍可由四個方向著手（簡卡

芬，2001；侯儀君，2004）： 

（一）改變參與者： 

身處於市場內的企業或個人都可稱為參與者，改變參與者可以使市場產

生變化，而改變參與者的方式包含企業自己進入市場或是引入其他參與者兩

種方式，參與者不一定是指競爭者或是互補者，亦有可能是供應商或是顧

客；例如：開發新客源。 

（二）增加附加價值： 

附加價值指的是某一參與者進入市場後所帶來的改變，也就是參與者進

入市場後的市場總值減去進入前的市場總值。每位參與者都有自己的附加價

值，即使是處於相同地位的參與者，在市場中所具有的附加價值也會有所不

同。 

（三）建立規則： 

市場內的規則可能源自於法律、習俗或是契約，法律與習俗的改變一來

較為不易，二來影響層面較大，因此透過和其他參與者建立契約關係來改變

規則，對企業而言是較容易且效果易收。 

（四）利用戰術： 

每個人對事物的認知都有所不同，對於市場的認知會影響企業採取的策

略，企業可透過提供或隱藏特定資訊以建立對手的認知，或是製造混亂來混

淆對手的認知，一但了解對手的認知，將有助於自己建立合適的策略。 

市場中所有的因素都會交互影響，所有的市場間都有所關聯，適當的透過以

上四種方法可將不同的市場連結起來，以改變市場的範圍，不同的範圍的市場需



40 
 

要以不同的策略去經營。市場的範圍並非固定亦非靜態，透過連結一定可以發現

更大的市場，因為實際上市場只有一個，就是我們身處的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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