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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線上音樂發展現況 

線上音樂發展已久，但直至 2003 年開始線上音樂市場才有顯著成長，以及

成功營運模式出現。本章將介紹線上音樂發展沿革，並對現有線上音樂服務模式

作一介紹及分析比較。 

第一節 線上音樂發展歷程 

壹、線上音樂興起 

線上音樂的崛起可歸究於兩個因素，一是音樂壓縮格式的發展，一是寬頻網

路的發展。一首長約四分鐘的音樂如果以 CD 音質（取樣大小 16bit、取樣頻率

44.1MHz）、不壓縮的方式來儲存，至少需要 40MB 以上的儲存容量，但經過 MP3

壓縮後僅需 4MB 的空間，且音質的劣化一般人不易察覺。 

然而，若僅是音樂壓縮格式的發展，並不足以造成線上音樂的流行，因為若

是以電話撥接上網的方式，受限於類比式電話的頻寬，連線速度最快只能達到

56kbps，全速下載一首 4MB 大小的 MP3 音樂大約需要 20 分鐘，若以一張專輯

10 首歌曲計算，下載一張完整的專輯，至少需要 3 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倘若

再遇上網路塞車、延遲的現象，傳輸一張專輯可能必須花去半天的時間，如此算

來，光是電話費和網路費用便超過購買專輯的費用。但是這個情況在 1998 年後

寬頻網路逐漸普及之後有了改變，在傳輸速度大幅增加之後，線上音樂的環境逐

漸成熟（郭威君，2003）。 

在 1992 年 MP3 音樂格式被 MPEG 宣布為 MPEG-1 公用格式標準之一公佈

時，世人並不知曉 MP3 將帶給音樂市場如此大的震撼。MP3 原是 MPEG 作為影

音壓縮格式中對聲音壓縮處理的標準之一，以便將龐大的影音資料儲存在光碟

上。透過 MP3 壓縮後的聲音檔案大小只有原本的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而聲

音的品質卻不會劣化太多，因此，開始有些使用者試者將 CD 中的歌曲壓縮成

MP3 格式，透過多媒體電腦來欣賞，省卻更換 CD 的麻煩。 

在網際網路不停的發展之下，網路上開始出現提供 MP3 音樂檔案讓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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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的網頁，這些檔案的提供者，有些是出自於和大家分享的熱忱，免費提供給

網路上的使用者，有些則是想透過提供檔案來收取費用。然而不論是否有從事商

業行為，這些網站的行為都以侵害了音樂著作權人的重製權和公開傳輸權，因此

這一類的網站在風行一段時間後便因為音樂著作權人的申訴以及警方的查緝而

消聲匿跡。其中較有爭議的乃是 MP3.com 網站所提供的 Instant Listening 和

Beam-it 服務。 

MP3.com 所提供的並非 MP3 下載服務，他們所提供的 Instant Listening 服務

乃是透過與其他線上購物網站合作，讓使用者可以在線上收聽他們已購買過的音

樂專輯。MP3.com 首先架設了一個龐大的數位音樂資料庫，而欲使用此項服務

的使用者必須先在 MP3.com 註冊，當使用者在與 MP3.com 有合作關係的線上購

物網站購買專輯後，MP3.com 會記錄使用者購買了哪些專輯，同時和本身的數

位音樂資料庫比對，若在資料庫存有此張專輯，那麼使用者便可以在任何地方登

入 MP3.com 網站，並在線上收聽自己已購買過的專輯（如圖 3-1）。 

 
圖 3-1 MP3.com Instant Listening 運作模式 

資料來源：劉尚志、陳佳麟（2001） 

而 Beam-it 服務和 Instant Listening 服務類似，差異在於 Beam-it 讓不是在

MP3.com 合作購物網站購買專輯的使用者也能享受相同的服務。使用者將在其

他地方購買的專輯放入光碟機中，透過 MP3.com 提供的軟體來偵測專輯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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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並和 MP3.com 本身的資料庫比對，經過這一道手續後，使用者亦可以在任

何地方登入 MP3.com 聆聽自己購買過的專輯。 

 
圖 3-2 MP3.com Beam-it 運作模式 

資料來源：劉尚志、陳佳麟（2001） 

MP3.com 表示他們所提供的是「讓使用者隨時隨地聆聽他們所擁有的音樂，

卻又不需攜帶大量 CD」的服務。然而，RIAA 卻不這麼認為。RIAA 認為 MP3.com

的認證制度太過草率，無法證明使用者便是專輯的擁有人，同時 MP3.com 所建

立的數位音樂資料庫侵犯了音樂著作權人的重製權，五大唱片公司因此和

MP3.com 對簿公堂，要求 MP3.com 停止服務並賠償其損失。 

雖然 MP3.com 援引環球電影公司控告新力公司生產錄放影機一案，新力公

司主張預先錄下節目以便日後觀賞的「時間轉移」概念，並主張其所提供的服務

能讓使用者能在不同的地方地聆聽自己已擁有的音樂，屬「空間轉移」。然而法

官認為 MP3.com 所建立的數位音樂資料庫並非由使用者所上傳，而是 MP3.com

自行建立，且 MP3.com 重製未經授權之音樂並運用於商業行為，不屬合理使用

的範圍之內，因此法官判定 MP3.com 敗訴，必須賠償唱片公司的損失。 

1998 年，第一家合法授權的網路音樂商店在美國成立，eMusic.com 開始在

網路上販售 MP3 單曲和專輯，由於在 eMusic.com 上所販售的音樂檔案為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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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缺乏版權管理機制，無法限制使用者交換，當時的五大唱片公司對此興趣

缺缺，不願授權給 eMusic.com，因此在 eMusic.com 上所販售的音樂多為獨立唱

片製作或藝人自行錄製、發行之專輯。 

隔年美國另一家公司 Steamwaves 推出線上音樂收聽服務，希望透過線上收

聽的方式，不讓使用者下載音樂檔案，以避開使用者非法重製的問題，增加唱片

公司授權的意願。然而大型唱片公司對線上音樂的技術以及市場仍有所疑慮，授

權情形並不踴躍，但這已是大型唱片公司較能接受的形成了。 

貳、點對點音樂分享模式 

1999 年 5 月，一套改變線上音樂交換模式的軟體 Napster 出現。Napster 是

由美國波士頓東北大學學生 Shawn Fanning 所撰寫；在當時，網路使用者交換音

樂檔案大多依賴 FTP 或是架設網站的方式來交換，欲取得這些音樂檔案的使用

者必須知道這些特定網站的位址，才能夠連上網站並下載檔案（如圖 3-3）。由於

架設網站有一定的難度及技術門檻，加上 RIAA 及唱片公司加強在網路上查緝非

法的 MP3 檔案，使得提供 MP3 檔案下載的網站越來越少，Fanning 的室友便時

常抱怨下載連結失效，找不到想要的音樂等。 

 
圖 3-3 初期線上音樂交換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FTP 或 Web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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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ning 在聽到室友的抱怨後便構思開發一種軟體，透過這套軟體可讓網路

使用者自由交換彼此電腦中儲存音樂檔案，不久後便開發出了 Napster。Napster

的架構是先架設一個中央伺服器，接著當網路使用者執行 Napster 軟體時，便會

自動連結至這個中央伺服器，當連結至中央伺服器後，便會自動將使用者電腦中

欲分享的音樂檔案清單上傳至中央伺服器，同時可在伺服器上搜尋其他使用者的

清單，尋找自己想要的音樂檔案並下載到個人電腦中。 

這種稱之為「點對點（peer-to-peer; P2P）」的檔案交換方式，造成了網路的

交換檔案方式的革命，Napster 的出現打破了必須連結到網站才能下載音樂檔案

的規則。這套軟體隨即在校園內迅速的流傳開來，並擴展到校外一般網路使用

者。在看到自己的程式受到如此的歡迎，Fanning 隨後從創投公司手中拿到了一

筆資金，成立了 Napster 公司，開啟了線上音樂交換的風潮。 

Napster 讓音樂檔案交換不再侷限於認識的人之間，而是和成千上萬、認識

以及不認識的網路使用者透過 Napster 在交換音樂。強大且方便的服務使得

Napster的會員數在成立第一年即超過4000萬人，平均每日50萬人次使用Napster

的服務，成立第二年的使用頻率更高達每天 7500 萬人次，且平均每秒有一萬個

音樂檔案在 Napster 使用者間流通。 

如此驚人的數目，使得 RIAA 驚覺事態嚴重，隨即在 1999 年 12 月 7 日對

Napster 公司提出告訴，控告 Napster 代理侵權以及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and 

vicarious infringement）。美國地方法庭認為，Napster 明知使用者明顯非著作所有

權人，卻仍舊在伺服器提供的音樂清單，有鼓勵及幫助侵權的行為，此一行為屬

代理侵權與輔助侵權，在 2000 年 7 月 26 日判決 Napster 敗訴，必須立即停止傳

遞未經授權的音樂檔案。 

然而 Napster 不服判決，隨即上訴至第九巡迴法庭（Ninth Circuit Court），第

九巡迴法庭深知未來會有更多的類似案件，此一判例對未來法庭審判影響重大，

因此同意禁制令暫緩實施，並要求 Napster 進一步提出抗告之理由。 

Napster 在第九巡迴法庭所提出的理由與地方法庭如出一轍，並無更有利的

證據，因此第九巡迴法庭在 2001 年 3 月 5 日宣告保持地方法庭原判，判決 Napster

敗訴，Napster 必須將未經授權的音樂清單全數刪除，同時必須支付二千六百萬

美元的賠償金給五大唱片公司及其他獨立唱片公司。Napster 在 2001 年 7 月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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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整個服務，並於 2002 年向法院提出重整。 

網路提供 P2P 服務的軟體並非只有 Napster 一套，在 Napster 敗訴之後，RIAA

於 2001 年控告另外兩家 P2P 線上音樂服務廠商 Grokster 與 StreamCast 侵權，

Grokster 與 StreamCast 的運作模式屬於分散式 P2P，分散式 P2P 並不要求使用者

上傳檔案清單，而是由使用者彼此之間互相交換檔案清單。 

由於業者本身並無法得知使用者交換哪些檔案，僅透過軟體提供檔案交換及

搜尋的服務，同時在法庭上業者以實際行動證明，即使業者關閉提供服務的伺服

器，軟體仍舊能正常運作。此一說法被法官所接受，同時法官援引 1984 年環球

電影公司控告 Sony 公司 Betamax 錄影機侵權一案，認為科技本身並無其原罪，

以科技中立之原則，裁定兩公司無輔助侵權的事實，且不需為使用其軟體交換音

樂檔案的使用者的侵權行為負責，因此宣告 RIAA 敗訴。此判決一出，RIAA 開

始在網路上監視使用者侵權行為，轉而向使用者提起訴訟，以赫阻非法線上音樂

交換的行為，至今已對美國法院提出一千多件訴訟，並已有 4 人被判有罪；而台

灣 IFPI 也已提出二十多件訴訟，有三人被判有罪，需賠償唱片公司的損失。 

由於相關配套措施和版權保護機制未能同時上線，且未經授權的 P2P 音樂

交換，導致唱片公司對於線上音樂市場仍有許多的疑慮，加上唱片公司擔心線上

音樂銷售會侵蝕到實體 CD 的銷售量，因此在線上音樂的授權上意願不高，且刻

意限制，不願意讓最新的歌曲在線上音樂商店中販售（齊立文譯，2005），造成

消樂者對合法的線上音樂興趣缺缺，線上音樂產業一直處於低迷的狀態。 

參、合法授權音樂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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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立文，

2004）。在數位內容及電子商務已發展成形的背景下，線上音樂服務卻終未有明

確的發展方向，這個情況一直到 2003 才有所改變。 

2003 年為線上音樂服務產業重要的一年，在蘋果電腦公司執行長 Steve Jobs

力邀下，成功說服新力（Sony）、博德曼（BMG，現與 Sony 合併為 Sony-BMG）、

華納（Warner）、環球（Universal）、科藝百代（EMI）全球五大跨國唱片公司投

入線上音樂的懷抱，於 2003 年 4 月成立 iTunes 音樂商店，開始在美國境內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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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販售歌曲。 

iTunes 音樂商店成立六個月內，人數僅佔全球電腦使用者 3%的蘋果電腦使

用者便消費了 1800 萬首歌曲，2003 年 10 月蘋果電腦進一步推出了 Windows 版

本的線上音樂服務後，銷售成績一路扶搖直上，平均每週銷售 250 萬首歌曲，且

銷售數字一直以倍數成長，至 2004 年 4 月 iTunes 音樂商店成立一週年時，便售

出了 7000 萬首的歌曲；到了 2005 年 4 月 iTunes 音樂商店成立兩週年時，已成

功售出超過 3 億首的歌曲，平均每日銷售一百萬首歌曲。 

然而，線上音樂服務並不是蘋果電腦首創，在此之前，MusicNet、Pressplay

以及 Listen.com 等合法授權之線上音樂服務業者，全年總交易量也才達到 80 萬

首，從未獲得如此傲人的成績。 

唱片公司的態度從排斥轉而擁抱線上音樂，除了 Steve Jobs 個人說服能力了

得外，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於蘋果電腦公司針對線上音樂服務設計出一套完整

的配套措施，除了支付合理的版權費用給五大唱片公司外，更進一步透過科技的

輔助，保護各唱片公司的智慧財產不被盜用，且讓使用者能在合理的範圍下便利

的使用，同時滿足了消費者和唱片公司的需求及訴求。 

iTunes 音樂商店能同時兼顧「令唱片業者放心的保護機制」以及「正確定位

線上音樂的核心價值」才是 iTunes 音樂商店成功的關鍵因素（許瓊予，2003）。 

透過蘋果電腦規劃的數位版權保護機制，消費者從 iTunes 音樂商店購買了

音樂能夠傳輸到五台不同的電腦上並播放，雖然輸出到 iPod 的次數並沒有限制，

不過由於 iPod 具有「只進不出」的限制，無法再從 iPod 將音樂轉錄到別的電腦，

因此既可妥善保護音樂版權，但又兼顧到消費者的權益，達到唱片公司和消費者

雙贏的局面。 

同時 iTunes 音樂商店的經營模式著重於透過簡便的手續，加上高品質的試

聽服務，讓消費者能夠以首為單位購買，自行安排喜歡的音樂，避免過去為了聽

一首歌卻必須整購買張專輯，且能方便的轉錄及分享。透過 iTunes 音樂商店的

服務，找到更多喜歡的音樂。 

在 iTunes 音樂商店的成功後，各界對於線上音樂服務的信心大增，加上唱

片公司對於線上音樂的疑慮也漸漸解除，且迫於現實，投入線上音樂已經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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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唱片公司開始願意授權給線上音樂業者，而 iTunes 音樂商店的營運模式

也一再被拷貝，頓時線上音樂服務業者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我國為中文歌曲創作量最大的國家，在線上音樂服務產業當然亦不會缺席，

國內業者也跟上這股潮流，開始提供線上音樂服務，目前已開始營運的包括年代

（ERA）集團投資成立的艾比茲娛樂科技（iMusic）、明基（BenQ）集團所推出

的 QBand，兩家提供音樂下載服務的業者，加上 HiNet 和願景網訊（Skysoft）推

出的 HiNet KKBOX 線上音樂聆聽服務，Yahoo!奇摩也即將加入這場戰局，預計

在 2005 年第三季推出線上音樂下載服務。 

原本有意投入線上音樂服務的還有 HiNet 與滾石唱片旗下子公司亞洲數碼

音樂股份有限公司計畫合作推出 HiMusic，但目前計畫已告中止，改將重心放在

大陸地區，提供行動電話鈴聲下載。 

在線上音樂合法經營的模式確立後，消費者對音樂的購買習慣逐漸改變（洪

春暉，2004b）。消費者並不是不願意付錢購買音樂，而是隨者數位隨身聽的出現

以及使用電腦聽音樂的習慣，希望能以更方便的方式取得音樂，以及只想購買自

己喜歡的音樂而不願購買整張專輯。 

第二節 線上音樂服務模式 

目前線上音樂服務以取得音樂的方式不同，可分為四種模式，分別為透過伺

服器下載（client-server）的單曲下載（pay-per-download; a la carte）與訂閱服務

（subscription; all-you-can-eat）、點對點傳輸（P2P）以及串流(Streaming)服務。 

壹、伺服器下載 

伺服器下載是目前合法線上音樂服務業者最常使用的服務模式，業者在獲得

唱片公司或是音樂著作所有權人的授權後，將其獲得授權的音樂創作數位化，建

立後端的數位音樂資料庫，以及數位版權管理系統，並成立能夠讓消費者瀏覽的

線上音樂商店網站。消費者經由網路瀏覽器（browser）或是業者自行開發的軟

體連上線上音樂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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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伺服器下載的線上音樂服務消費方式目前分為兩種，第一種稱為單曲下

載，第二種稱之為訂閱服務。 

一、單曲下載 

單曲下載和實體的音樂消費習慣較為相似，如同逛實體音樂商店一般，使用

者可以在虛的音樂商店中搜尋想購買的音樂，在購買之前可先在線上免費試聽一

小段歌曲試聽片段，再決定是否要購買。決定購買後，購買音樂的費用會透過信

用卡或是其他線上付費機制，付費給線上音樂商店業者，同時會自動下載購買的

歌曲，而數位版權管理機制會在此時加入，將一個特定的標籤嵌入在數位音樂檔

案中。這個標籤將會記載著這個數位音樂檔案授權給誰使用以及使用的權限，數

位音樂檔案的輸出、燒錄甚至聆聽期限都可以透過數位版權管理機制來調整、限

制。等經過數位版權管理加密過的音樂檔案傳送到消費者手中時，才算完成線上

音樂的交易（如圖 3-4）。 

 
圖 3-4 伺服器下載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付費 
下載

付費 
下載 

付費下載

線上音樂服務業者 

電子商務平台 

線上音樂資料庫 

授權管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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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閱服務 

訂閱服務則是業者收取固定的月費，在訂閱的期間，使用者可以不限次數的

下載音樂並聆聽，但超過訂閱的期間，且使用者不再續訂後，之前所下載的音樂

檔案便會被數位版權管理機制鎖住，無法使用，除非使用者再續訂此服務。當使

用者續訂之後，這些下載的音樂檔案便又可以繼續使用。 

訂閱服務的架構和單曲下載類似，服務提供商同樣需要架設數位音樂資料

庫，供使用者搜尋，但使用者較像是租用音樂而非購買音樂。 

這兩種服務亦可以並存，在訂閱的期間內使用者可以無限制的下載音樂，若

使用者對其中某些音樂特別喜歡，希望能夠永久擁有，亦可以付出一筆費用，單

獨購買這些特定的音樂，而這些單獨購買的音樂在訂閱期過後仍舊可以繼續使

用，亦可輸出到播放器或是燒錄成 CD 聆聽。 

此種服務的特色在於業者需要建立龐大的數位音樂資料庫，來儲存數位化後

的音樂檔案，並提供搜尋、管理的功能，且業者需要擁有相當大的頻寬，才不會

使得購買音樂的消費者等待下載的時間過長。對於線上音樂服務業者而言，訂閱

服務的好處在於可以提供業者穩定的收入，有助於支持公司基本營運。 

貳、點對點傳輸 

點對點傳輸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構想，網路上的每一台電腦都可以同時是音樂

資料庫也可以是使用者，不論是混合式或是分散式的 P2P，使用者都是從另一位

使用者的電腦中下載音樂檔案，而非向一台固定的伺服器下載。P2P 下載對提供

服務的業者而言有許多的好處，好處之一是業者不需具備很大的頻寬，因為在傳

輸時利用的是使用者和使用者之間的網路連線，第二是業者不需建立及維護自己

的數位音樂資料庫，因為音樂檔案都在使用者的電腦中。 

P2P 軟體的運作模式可分為混合式（Hybrid）與分散式（Pure）兩種（洪春

暉，2004）。混合式點對點傳輸會有一個中央伺服器，這個伺服器提供使用者登

入、製作索引以及搜尋的服務。當使用者連上伺服器後，會將個人所擁有的音樂

檔案清單傳到伺服器，伺服器會記下每位使用者擁有哪些音樂檔案，如此一來，

當其他使用者透過伺服器搜尋音樂時，伺服器便會將合乎條件的音樂列出，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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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點選，再進一步連線到擁有此音樂的使用者電腦中下載（如圖 3-5）。 

 
圖 3-5 混合式 P2P 架構 

資料來源：洪春暉（2004） 

而分散式 P2P 軟體則不需要中央伺服器，當使用者連上網際網路後，會自

行在網路中搜尋其他裝有相同軟體的使用者，並詢問是否有本身想要的音樂檔

案，找到想要的音樂檔案後便開始下載（如圖 3-6）。 

 
圖 3-6 分散式 P2P 架構 

資料來源：洪春暉（2004） 

檔案及音樂列表交換 

檔案交換

音樂列表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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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分散式無法有效管理，因此目前提供線上音樂服務點對點傳輸的業者皆

為混合式，分散式 P2P 則由於使用較為不便，使用者多為電腦玩家。P2P 的檔案

來源為各個使用者電腦中的檔案，且伺服器不可能真的知道使用者擁有什麼歌，

只能從檔案名稱或是音樂檔案的摘要資料中來判別及搜尋，因此有心人士可以製

作假的檔案甚至提供含有病毒的檔案讓別人下載。 

參、串流服務 

串流服務是指透過串流技術，將音樂切割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單位，使用者的

電腦只需接收到一小段單位便可播出聲音，不需等待完整的音樂下載完才能聆

聽，這類技術多為網路電台所使用，他們將節目內容轉換成串流音樂的格式，利

用串流的技術，只要使用者點選這項服務並且一直保持網路連線，音樂便會不斷

地從業者的音樂資料庫傳送至使用者的電腦中，使用者便可以持續聆聽，類似傳

統的電台廣播（如圖 3-）。 

 

圖 3-7 串流服務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線上音樂服務業者所提供的付費串流服務皆為訂閱月付制，每月繳交固定金

額的費用，便可以無限收聽。服務內容分為兩種，一種是和網路電台相同的服務，

有 DJ 主持節目，並播放音樂，但強調節目中無廣告；另一種是以隨選（On 

登入 串流下載 登入
串流下載 

登入串流下載

線上音樂服務業者 

線上音樂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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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的方式，使用者可自行選擇想要聽的音樂並排序，而線上音樂服務業

者便會依使用者排定的順序，將音樂以串流的方式傳輸至使用者的電腦讓使用者

聆聽。 

和伺服器下載不同的地方在於，串流所下載的音樂只會暫時存在使用者的電

腦裡一段時間，等播放結束，便會自動刪除，下次再聆聽同一首音樂時，必須再

從音樂資料庫下載一次，而伺服器下載的音樂檔案則是除非使用者自己刪除，否

則會一直存在使用者的電腦中。串流服務的優點在於即點即播，不用等待檔案完

全下載的時間，且只要有網路及電腦便可以收聽，不需自行攜帶音樂檔案，對唱

片公司而言，由於不會在使用者電腦中留下音樂檔案，不需擔心未經授權複製的

問題。 

而缺點在於普遍來說串流的聲音品質較差，且需要非常穩定的頻寬。目前串

流服務的音樂品質約在 8 至 64kbps 之間，相當於廣播和磁帶的品質，若是將品

質提升，雖然聲音品質不高，但是因為使用者一直從伺服器下載資料，只要串流

資料中斷過久或是遇到網路嚴重塞車的情形，聲音便會斷斷續續；若是將音樂品

質提升，除非使用者和業者的頻寬也同時升級，否則更容易因為網路的塞車而造

成音樂的不穩定。因此在品質和頻寬的需求量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一直是串流服務

所遭遇的一大問題。 

小 結 

新科技出現會對現有產業造成影響，有好的影響亦有壞的影響。如同家用錄

放影機剛問世時，電影業者個個倍感威脅，甚至提出訴訟，想迫使家用錄放影機

停止生產，但事實證明家用錄放影機不但沒有造成電影產業的沒落，反而創造了

另一個市場，擴大電影業者的顧客群。 

線上音樂服務之前亦面臨相同的處境，線上音樂服務雖然出現已久，但由於

相關機制、規範仍未完備，一路走來跌跌撞撞，不過在科技進步下，相關機制的

到位，讓線上音樂服務產業出現了契機。線上音樂服務產業目前仍處於起步狀

態，市場逐漸成形，服務也由未經授權下載交換轉變成為合法授權下載，且成長

潛力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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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音樂服務模式各有其特色及優缺點，單曲下載需要大量頻寬，以及建製

音樂資料庫並加上授權管理平台，建製成本最高。P2P 業者所需資源最少，但除

非能有效追蹤、管理，否則唱片公司授權意願不高，合法性仍有問題。串流服務

較無版權管理之問題，但需要大量且穩定的頻寬以音樂資料庫，而訂閱服務則是

結合了單曲下載與串流服務的特色，以單曲下載的架構，加上串流的收費方式，

提供新型態的服務（如表 3-1）。線上音樂服務未來將會朝更多元化的發展，而線

上音樂服務業者應依照自身所擁有之資源及優勢，選擇合適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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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線上音樂服務模式比較 

 單曲下載 P2P 下載 訂閱服務 串流服務 
優勢 可燒錄成 CD 

可永久保存 

聆聽時不受頻

寬影響 

節省業者頻寬 

固定費用，無限

制下載 

可燒錄成 CD 

可永久保存 

建製成本低 

聆聽時不受頻

寬影響 

固定費用，無限

制下載 

聆聽時不受頻

寬影響 

固定費用，無限

制收聽 

無需隨身攜帶

音樂檔案 

隨選隨聽 

劣勢 頻寬要求高 

建製成本高 

 

尚未獲得唱片

公司授權 

音樂品質參差

不齊 

下載不穩定 

頻寬要求高 

無法永久保存 

無法燒錄成 CD

建製成本高 

 

頻寬頻要求高

且穩定 

音樂品質較差 

需連上網路才

可收聽 

無法永久保存 

無法燒錄成 CD

建製成本高 

機會 可支援 DRM 機

制的數位隨身

聽普及 

法令對未經授

權交換的限制 

透過補償金制

度取得授權 

轉為 MP2P 架構

以取得唱片公

司授權 

可支援 DRM 機

制的數位隨身

聽普及 

法令對未經授

權交換的限制 

無線網路普及

後可達成可攜 

法令對未經授

權交換的限制 

威脅 未經授權交換

仍泛濫 
法令對未經授

權交換的限制 
未經授權交換

仍泛濫 
未經授權交換

仍泛濫 

免費之網路電

台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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