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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由於網際頻寬的擴充，以及壓縮檔案的技術快速進步，所以在網路

上不管任何檔案資料都可以被傳輸。而這項科技在各個唱片業者眼

中，可以說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現今的資訊快速傳遞

時代中，利用於資訊的快速傳遞，可以讓消費者更快了解到新的資訊，

再利用線上收費機制，進行線上音樂下載，以提供網路使用者付費下

載；而憂的是即使取締再多的點對點傳輸平台，仍會有更多的非法傳

輸平台出現，而這些業者在網路上所進行的音樂交換模式，也只是一

再的對唱片業者進行傷害，若無法在法律上約束這些業者，終會是『春

風吹又生』(資策會,2001)。 

如何不讓違法的傳輸行為一再的傷害音樂市場，並讓唱片公司可以透

過網路享受最有利潤的通路，成為目前音樂市場最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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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企劃背景 

本章將對網路的發展以及線上娛樂的近況進行說明，首先說明網路

使用率、網路使用人口的變化，再進而說明線上娛樂的近況，各種娛

樂形態所占的比例，來呈現線上音樂在未來的趨勢。現今己經是網路

的時代，資訊科技己經深深的影響了現代社會的生活，在早期都必需

經由人來當媒介銷售物品，如今都只要透過網路來當作媒介，網路也

由最早期只提供軍事用途與學術界來使用，發展到如今是無遠弗屆，

全球網際網路新領袖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總裁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表示，網路將引爆下一波的工業革命，未來企業有 90%的收

益來自網路，如不參與的話只有被淘汰。(自由時報，八十八) 而商業

上更是透過網路使世界上的商業行為達到另一個新紀元。網路當然也

對人們的生活帶來更好的生活品質，也因為網路的關係，檔案的流通

變得非常容易，與以前透過磁片與光碟的方式快速且方便許多，因此

一些早期只能透過 CD 來當媒介的檔案，如：音樂、影片….等，都因

為網路而更快更多的在流通，特別是音樂，大部份的人們都喜歡聽音

樂，音樂在人類的心理層面中佔有非大的地位，不分年齡，不分男女，

不分職業、不分社會地位，對於音樂的需求都有一定的熱衷，而要如

何將網路與音樂結合便成為一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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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路發展概況 

近年來，資訊科技與網路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以往的資訊傳遞從原

本的緩慢速度晉升了數倍，加上網路技術的日亦成熟，帶動了人們網

路的使用率。根據台灣網路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 )於 2006 年 8月 4日所公佈的資料，2006 年七月「台灣寬頻網

路使用調查」報告，截至 2006 年 6月 30日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

成長約 1,538萬人，整體人口(0-100歲)上網率達 67.69%，12歲以上人

口的上網人口數則為 1,309萬人，人口上網率則為 67.21%；其中寬頻

網路使用人數約 1,225萬人，約占總人口數六成三(62.87%)(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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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網路使用狀況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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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路(Internet) 西元 1989 年問世，如今已經成為人類不可或缺的工

具，在今天，網路的發展又邁入一個新的里程碑，全世界登記有案的

網站，總數已經突破 1億大關，網路的出現，一開始作為學術用途，

到現在幾乎無所不在，這 17 年來，網路的發展，確實相當快速(中時電

子報, 2004)。 

二、網路娛樂市場近況 

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MIC）表示，明年度台灣網路娛樂市場整體

產值將突破百億元大關，但線上遊戲成長已經趨緩，線上音樂正處於

快速成長期，線上影音也處於萌芽期。線上音樂及影音可望有四成的

成長率。資策會表示，台灣網友最常使用的三大網路娛樂服務為線上

遊戲（52.4%）、線上音樂（51.8％）及部落格（38％）。但線上遊戲、

線上音樂及線上影視是網友願意付費三大網路服務類型。平均來說，

網友每天要花三．七小時使用網路娛樂服務，每個月網路娛樂支出達

九百零七元。以市場產值來說，線上遊戲還是佔大宗，二○○六年有八

十七億八千萬台幣，明年將持續成長至近九十六億元（九十五億九千

萬），成長幅度僅九％。(資策會,2003)(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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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網路娛樂使用分佈圖  資料來源：本企劃整理 

 

然而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現在人們幾乎 5個人裡面就會有一個人擁

有一台MP3，而在這兩種資源的快速發展下，往往會產生一些令人無

法預期的事，就如線上音樂的盜版猖獗，通常在免付費的網路資源出

現時，往往經由人與人之間的口碑相傳，吸引的大量的使用人潮，而

為了能使這些網路服務繼續的使用下，付費就成了必行之路了。 

目前市面上合法的音樂下載平台大多數是與MP3結合的，像是 I 

POD的 I TURNS，SONY也為自己生產的MPS3有設立SONY CONECT

台灣則是有 Q BEND，也是為了 BENQ的MP3所設立，其餘就像是

KKBOX，為合法音樂下載平台(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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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合法收費網路音樂平台經營模式：                                                           

  

  

 

 

 

 

 

 

品 牌 地 區 推出時間 類  型 費  用 營運內容 備  註 

Apple 

iTune 

美國、及其他國

家共 15國 
2003 年 4月 Download 單曲 99美分 

70萬~100萬首歌

曲 

結合 iPod已下

載達 3億 

Napster 
美國、加拿大 

英國 
2003 年 10月

Download 

& 

Streaming 

單曲約 99美分 超過 100萬首歌 
已達 27萬美

元 

MSN Music 
美國、及其他國

家共 20國 
2004 年 10月 Download 單曲約 99美分 超過 100萬首歌 

運用MSN網

站促銷 

SONY 

Connect 

美國、英國、 

德國、法國 
2004 年 4月 Download 單曲約 99美分 約 65萬首歌 

與麥當勞合作

促銷 

i-Music 台灣 2004 年 3月 Download 單曲 20~35元 約 30萬首歌 年代集團 

QBand 台灣 2004 年 3月 Download 單曲 20~35元 約 1千首歌 

結合 Joybee隨

身聽、BenQ手

機，促銷 

KKBOX 台灣 2004 年 6月 Streaming 月費 149元 約 50萬首歌 願境網訊 

包括唱片公司網站、HiMusic、G-Music(玫瑰大眾)、博客來網路書店…等，也提供免費試聽的線上音樂服務。 

(資料來源：IFPI 國際唱片業交流基金會)



 - 9 -

第二節 企劃動機 

本章也透過最近社會上幾個音樂平台與唱片公司的訴訟案，以及愈

來愈新的傳輸技術如 P2P如何造成音樂市場的衝擊，但網際網路卻對

唱片公司來說是個不可多得的好通路，而音樂的製作者，也可以利用

網路來推銷自己，而消費者也希望可以用最合理的價錢購買網路音

樂，因此如何造成三贏是最重要的課題。並且也分析市面上目前的經

營模式來創新出新的經營模式。並且將成立企業的企劃建構出來。 

 

一、違法傳輸行為猖獗 

所謂的線上音樂，在現今社會的網路系統中，充滿太多的付費平

台，而人們利用這種平台來互相交換音樂，有些人甚至可以不花一毛

錢而下載到新的音樂作品，這些行為都已經一再的重創了現今的音樂

業者及音樂界，但這種平台在台灣因為目前尚無法律可以規範，只能

讓違法的行為日益猖獗。在盜版線上音樂的猖獗下，唱片公司開始進

行強烈的反抗動作，如日前的飛行網(kuro)，經過與唱片公司長期訴訟

下，同意以巨額賠償來結束這場官司，但若雙方未進行和解，到最後

也是兩敗俱傷，因為目前的傳輸平台是屬 P2P的傳輸媒介，業者並非

直接侵權，在法律上也無從管制，然而這類型的線上音樂系統在國外

也曾經發生過類似的問題，在 1999 年 5月美國東北大學學生撰寫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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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網路使用者之間可以自由的傳輸下載互相電腦內的儲存音樂檔案

之軟體 P2P，隨後成立 Napster，開啟線上音樂交換的新時代。但隨著

Napster的崛起，對於唱片界的又是另外的一種衝擊，因為 Napster是

屬於點對點的交換模式，來取得音樂的交換系統，對於唱片界的詞曲

創作人與演唱者卻無法從中得到如權利金的報酬，而造成了線上音樂

排擠實體唱片的狀況，導致唱片界面臨危機，  

 
表 1-2唱片市場銷售量及年成長率表   資料來源：IFPI 

 

因為違法傳輸行為猖獗，因為台灣的唱片市場進入了四年的黑暗

期，負成長率一年比一年高(表 1-2)，當然這樣相對的影響了各大唱片

公司發行專輯的數量(圖 1-3)，沒有唱片公司敢出資製作專輯。 

 

銷售量 年成長率      銷售 

 

年度 

銷售金額 

(新台幣百萬) 

銷售數量 

(百萬) 

銷售金額 

(新台幣百萬) 

銷售數量 

(百萬) 

1997 12332.3 47.6 1% 8% 

1998 10688.0 39.6 -17% -13% 

1999 9886.7 35.1 -12% -7% 

2000 7493.7 26.8 -24% -24% 

2001 5775.7 18.3 -23% -32% 

2002 4977.7 17.0 -14% -7% 

2003 4562.8 15.0 -12% -6% 

2004 3998.1 10.4 -17% -28% 

2005 4526.7 8.3 -2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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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 唱片市場歷年新專輯數量圖  資料來源：IFPI 

二、創造三贏的局面 

根據上表所顯示，近年來的實體唱片公司年成長率都是負成長，特

別是在 2001 年，銷售數量更是-32%，由此可以看出，違法的傳輸行為

所帶來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在這些種種問題中，要如何能在現在的

網路世界中，創造一個線上音樂公司經營的模式，來保障音樂界的業

者、詞曲製作人及演唱者之權利，然而這項困難的挑戰就是本研究將

要討論的問題所在，在如此困難重重的網路世界中，如何能創造出一

間線上音樂公司而其經營模式能使唱片業者、消費者及公司方面，產

生三贏的局面，而保障其權利。 

 

2001 年      2002 年        2003 年       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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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營模式的創新 

目前於網際網路上流通的音樂，都是由實體的唱片公司所製作，當

唱片公司推出新的專輯時，合法的音樂平台就透過版權購買的方式買

進音樂，再透過消費者至音樂平台付費下載的方式進行音樂流通，然

而這樣的經營模式所帶來的結果是成本過於龐大，音樂平台所付出的

成本過於龐大，因為音樂平台業者面對的是大量的音樂，但消費者面

對的是小量的音樂，因此消費者大部份不願意付出較高的價錢，使得

利潤相對較少；而假如改變了以往的經營模式，而是將網路系統平台

的設置、歌手或音樂的來源、音樂的製作、行銷策略、等都化零為整，

將會達到不用花費許多資金於版權上就可結約成本的效果，收入也不

再只是收取手續費因此將利潤提高、也可同時擁有良好的網路行銷通

路、所有的歌手也屬於公司，透過不斷的創作有充足的音樂來源的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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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劃目的 

目前市面上的線上音樂大部份均屬不合法狀態，而已經合法的線上

平台卻沒有將會員群留住，反而讓其他不肖業者坐收漁翁之利，而現

在的消費者意識抬頭，現在 7 年級生不管在花任何的金錢上，所期許

的服務是否有所價值，若能在這點上進行分析，必能輕易的使她們把

錢放置自己的口袋。而杜絕猖獗的盜版，及充分的發展線上音樂的經

營。Jupiter Research (2002 年)研究指出，數位音樂銷售收入在 2004 年

將會超過 2億 7,000萬美元，比去年的收入多出一倍有餘。到了 2009

年這個數字會上升到 17億美元，大概等於是音樂消費總收入的 12%。

2003到 2004 年間的收入驟增，讓從 1999 年起陷入四年陰霾的音樂產

業反彈回升，也讓數位音樂成為低迷已久之音樂產業的一劑強心針。

另一方面，MP3播放器亮麗的銷售數字與數位音樂的成長相輔相成，

預估到 2004 年底總共會有 500萬台的MP3播放器售出。Jupiter推估

未來幾年內每年 MP3播放器的銷量都會增加 50%。再者，根據 2004

年 7月 Information Media Group所做推論，全球的MP3播放器銷量會

以年複合成長率 45%的數字向上爬升，直到 2010 年銷售數字都還會相

當漂亮。即使多數專家及消費者面對線上音樂的發展是呈現樂觀狀

態，但因為目前尚有許多業者以低價位 P2P的網路平台使人們進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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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以及數位音樂的容易複製性，都是現今線上音樂經營所需要面對

的挑戰。目前台灣的音樂消費者也已經願意花錢購買線上音樂的服

務，但是地區的期待性差異不同，並且針對消費者的偏好及需求進一

步的了解，然而這些都是業者必須深入了解的事項。由這些數據中，

可以充分了解到網路及科技的快速發展下，對於實體唱片業者的銷售

量及成長率，明顯的成反比。當資訊科技日益發達，音樂從本身的實

體唱片漸漸的改變為數位化產業下的產品，而因為網路的發達數位化

產品快速的在網路上進行交流例如：線上音樂…，當這些音樂在網路

上的傳輸平台中經由網路使用者的交換時，將造成實體唱片業面臨蕭

條的窘境；我們此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在網路、資訊科技及實體唱片

中，尋找出平衡點，再由此目標上建構出一個線上音樂公司及探討其

經營模式，將目前尚屬未成熟的線上音樂及違法傳輸平台中，建立出

一個令社會大眾及音樂界都可接受的經營模式，創造三贏。 

  本企劃希望從企業主與股東經營的角度，將範疇聚焦於二大部份： 

1. 以 ZMET為根據設計市場調查問卷。 

2. 編寫企劃內容，包含六大部份：事業目標、市場分析、產品製造、

行銷策略、財務計劃，組織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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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劃書編寫要點(Marc.J.Dollinger 2006) 

一、創業計劃書的好處  

創業計劃書中描繪美麗的願景，通常會讓創業家在撰寫過程中，得

到相當的自我肯定與成就感，不過其中伴隨著一些焦慮感與緊張。取

得財富的過程多少都帶點賭注式的挑戰，而一項錯誤的決策將可能使

許多人長期陷入困境。撰寫創業計劃書可以降低創業家對這種賭注過

程所產生的不安，並預估未來可能面臨的各種風險而事先加以防範控

制，如此將有助提升創業家面對未來風險能力。 

1. 衝突(Corrflicts) 

新事業創立之後，創業家的個人想法與新創企業的發展需求之間，

往往也會出現一些衝突。例如，創業家會希望在創業成功之後能夠

擁有大量的財富、自由發揮的空間、無憂無慮的生活，或是更多休

閒與娛樂的時間，這些原本是驅動創業的想法，可能會與新創企業

的發展需求背道而馳。首先，新創企業往往需要持續的投資，當新

事業愈成功就需要愈多的營運資金，以滿足企業的成長需求，而這

個現實需求會與創業家對於短期收入增加的期望相互衝突。再者，

新事業發展需要創業家成為一個堅強的領導者與經理人，有時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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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求企業利益，創業家往往會因此而得罪一些朋友，如：開除工作

不力的成員、壓低價格打擊競爭對手、控訴侵權的離職員工等，這

些都可能會給一些本性善良的創業家造成許多心理壓力。 

創業家也會期待新創企業上路之後，即可以步入穩定經營的階段。

但事實上，新創企業可能會面臨更激烈的市場競爭，而需要採取永

無止盡的創新行動，因此創業家所承受的決策風險絲毫未見降低。

如果創業家以為事業成功後，即可擁有較多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或

是可從事大量的自由休閒活，往往也會事與願違。成功的創業家通

常需要花費更多時間在企業的公關活動上，而例行的經營責任也不

見減少；甚至需要為企業的永續發展而付出畢生心力。 

撰寫創業計劃書能讓創業家提前膫解可能與個人主觀意願產生衝突

的各種事業發展情境，以便預先進行心理調適，或是尋求因應衝突

的對策。藉由創業計劃書中預先考慮到的各種可能潛在衝突與因應

對策，在未來實際創業的發展過程中，一旦產生陷入兩難的衝突議

題時，創業家將可依據這份創業計劃書來做為解決衝突的指引，以

避免因一時的情感衝擊而影響理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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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與績效(Planning and Performance) 

新事業開發也可以透過規劃的過程，而獲得許多幫助。研究顯示，

對新創企業與小型企業而言，規劃與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

係。也就是說，擅長於規劃的企業，其經營績效會比沒有做規劃的

企業要好很多。以下分為四點來說明規劃與績效的關係： 

(1) 全面性(comprehensiveness)： 

創業計劃書需要全面檢視新事業未來可能遭遇的全部問

題，並且針對這些經營問題提出對策。這種對於創業計劃書

需具備全面性的要求，將可避免遺漏任何重要議題，並促使

創業家提前思考因應對策，以提升危機處理能力與降低新事

業的風險。因此，全面性的創業規劃將有助於提升創業家的

事業經營能力，並增加新事業成功的機會。 

(2) 溝通(communication)： 

創業計劃書是一份有效的對外溝通說帖，可將創業家的事業

構想、願景與發展潛力展現給潛在投資人與事業夥伴。一份

具有吸引力的創業計劃書，可讓投類人感受到創業家的強烈

企圖心與新事業的成功可能，因此能夠為新事業爭取到許多

有利的外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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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針指引(guidance)： 

創業計劃書為新創企業設定目標與發展路徑，並展現創業團

隊的決心與創業家期望組織能呈現的價值。因此，創業計劃

書就成為組織成員在經營決策時的方針指引。「當不能確定

該如何決定時，就找出創業計劃書做為指引」這句話，可做

為新事業發展的座右銘。在經歷刺激挑戰與種種困難的創業

過程中，組織成員很容易忘記當初創業的目標與願景，這時

將創業計劃書做為方針指引，有助於凝聚組織成員對於新事

業的共識。 

(4) 規劃過程(the planning process)： 

在創業計劃書的撰寫過程中，創業團隊成員們會不斷地反覆

討論、修改、整合意見，除了可凝聚組織共識之外，也能使

新事業運作得更有效率。創業計劃是一持續性的規劃過程，

創業前的計劃與實際執行之間往往會有落差，因此，在新事

業的發展過程中，還需要不斷地蒐集新資訊，分析計劃目標

與實況的差距，修訂行動方案，調整經營策略與階段目標。

這種應變式的規劃過程(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將有助於

連結計劃目標與實際行動方案，創業團隊也能在持續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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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不斷地學習成長，而新事業也將因此而成為一個更具

有執行效率的組織體。 

二、創業計劃書的組成要素 

創業計劃書的架構可以採取許多不同的方式來呈現，不過內容大致都

會包含下頁的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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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部分(PRELIMINARY 

SECTIONS) 

 封面(Cover page) 

 目錄(Table page) 

 執行摘要(Company summary) 

1.事業型態 

2.企業簡述 

3.經營團隊 

4.產品/服務競爭力 

5.資金需求、擔保品、資

金運用 

6.財務的歷史資訊、財務

規劃 

7.交易結構、退出機制 

 

 

 

 

 

 

貳、 本文部分 

一、 背景資料 

1.歷史 

2.現況 

3.關鍵資源能力 

二、事業目標 

1.短期目標 

2.長期目標 

三、市場分析 

1.整體市場 

2.焦點市場 

3.競爭者分析 

4.總體宏觀環境影響分析 

四、產品發展與製造 

1.開發與製造過程 

2.資源需求 

3.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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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場行銷 

1.整體概念與方向 

2.行銷策略 

3.銷售預測 

六、財務計劃 

1.財務報表 

2.財務資源 

3.財務策略 

七、組織與管理 

1.關鍵人力資源 

2.人力資源策略 

八、股權 

1.公司型態 

2.股權定位 

3.交易結構 

九、風險管理與應變策略 

 

 

 

參、結論部分 

 總結 

 計劃時程與里程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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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劃本文部分 

 本文部分將陳述新創企業的經營策略與營運細節。因為企業是一個

整體性的複雜系統，所以在創業計劃書的各章節之間，將會出現重複

說明與相互關聯的現象。重複出現的內容可顯示一些創業計劃書中的

關鍵議題，有時也會以「詳見第三章市場分析」的方式，建立創業計

劃書中各章節的關聯性。一份有系統、相互關聯、一致性、具有可讀

性的創業計劃書，比較容易引發投資人的興趣。 

1. 背景資料 

這個部分的功用是提供投資人對於新事業過去背景的一些基本認

知。雖然歷史不全然代表著未來發展，但可以讓投資人理解創業家過

去為建立新事業所花下的努力、所達到的成果，以及距離實現事業願

景還有多少距離。在背景資料這一節中，可以重點說明以下幾點內容： 

(1) 歷史：簡要地敘述公司的發展簡史、企業願景與經營理念，以

及主要的產品服務。可以用比較簡潔、感性的詞句，來陳述企

業願景與經營理念。如果新事業提供的是具有獨特性的產品服

務，那麼可以利用這個機會告訴潛在投資人，你是市場的先行

者(first mover)，而且已經創造出相當的成果。 

(2) 現況：簡要地介紹公司的產品、主要的顧客與市場、關鍵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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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製造與物流規劃，這就是提供產品/市場/技術模式

(product/market/technology configuration簡稱 P/M/T模式)的資

訊。P/M/T模式是向投資人表達新事業經營內容的最簡潔方

法，在此只需要簡單的說明，創業計劃書的其他部分還有很多

機會詳述 P/M/T模式的細節。如果你的產品是屬於較艱澀技術

產品(或服務)，建議可附上圖片、展示品、技術認證、產品得

獎紀錄或專業測試報告等，做為參考附件。 

(3) 關鍵資源能力：在此簡要說明能導致企業成功的關鍵資源，並

說明資源如何轉變為產品或服務，以及其獨特性與競爭優勢；

這是創業計劃書中第一次出現有關資源能力與事業策略的描

述。在後續的章節中，關鍵資源與競爭優勢仍是一項核心議題。 

2. 事業目標 

事業目標是指新事業期望達到的成果。對於創業家而言，「成立公

司、維持生存、實現獲利」是創業的三個最基本目標。一般而言，成

立新公司並不困難。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維持生存及實現預期的獲利

目標。不過，事業目標應該還包括：成長與永續經營；創造顧客、員

工、股東、社會的福祉等。在管理上，事業目標可以從衡量方法與考

量時間長短來區隔。所謂短期目標是指能在一年內達成的目標，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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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具體量化的指標來加以衡量；而長期目標通常是針對三、五年以

後的事業目標，較多屬於策略性且難以量化的目標，例如成為市場的

領導廠商之一、擁有一流的品質管理制度。事業目標的衡量方法可以

用量化與質化來分別。量化指標(quantitative measures)是透過數字來做

衡量，像是資產報酬率(ROA)、股東權益報酬率(ROE)、營收成長率、

員工離職率等。量化指標主要是評量企業營運效率(efficiency), 辨析企

業將資源變成產出的效率能力(圖 2-1)。舉例來說，透過量化指標評量

銷售成本與直接人工占銷售額(sales)的比例，可顯示企業的營運效率。

高毛利代表能有效控制成本；而低毛利則代表無效率的營運。短期經

營目標主要針對營運效率的議題，因此大都採取量化的評量指標。經

營績效(effectiveness)則是指可以延續企業的生存，對企業持續競爭優勢

(SCA)有幫助的成果。 

可衡量指標 目標期間 目標類型 
營運效率 量化指標 短期目標 

營收 
獲利率 

市場占有率 
生產力 
國際競爭力 
產品品質 
創新能力 
員工士氣 

 
 
 
 
 
 
 

經營績效 

 
 
 
 
 
 
 

質化指標 

 
 
 
 
 
 
 

長期目標 

圖 2-1 目標類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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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構想中的新創企業，有時很難提出具體、明確且可評量的事業目

標。不過，設計具有挑戰性、可實現性的事業目標，仍然是創業規劃

的重點。事業目標本身也是一種創業願景的具體陳述，創業家應該設

法將事業目標以條列的方式明確顯示，其中一些營運目標應與後面的

行銷計劃、財務計劃互相呼應，且所提出的事業目標都能在後續創業

計劃書中看到實現的可行方案。 

 

3. 市場分析 

這個部分是用來向投資人顯示，創業家對於新事業所處的市場環境

與總體宏觀環境的發展情形，是十分膫解的。本部分所要陳述的重

點將是：(1)顯示新事業所投入的市場具有高度成長潛力；(2)創業家

有能力在市場中維持競爭優勢。下述為市場分析部分可能的撰寫重

點。 

(1) 整體市場(overall market)：描述新事業所處的產業其整體市場現況

與市場需求潛力，包括：市場總需求量、目前的銷售量、市場滲透

力、獲利率、成長率，以及其他與市場趨勢相關的資訊。另外，還

需要指出：誰是目前的市場領導者？他們是如何成功的？市場的地

理位置與分布情況(國際、國內、區域、地方)為何？投資人通常比

較歡迎擁有龐大市場規模及高市場成長率的新事業，因此創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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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最好能夠描繪出這種遠大的市場前景。 

(2) 焦點市場(specific market)：接著要比較深入地分析新事業擬投入的

區隔市場描述區隔市場的特徵、規模大小及發展現況，並指出目前

主要的競爭者與未來可能的發展情境。對於區隔市場的目標顧客也

需要進行剖析，包括：他們是誰？在哪裡？需求為何？購買力高低？

購買決策與行為如何？如果有區隔市場的調查資料，也請在附件中

列出，並分析調查的結果，指出最佳、最可能與最壞的三種狀況。

另外，誰是市場的前五大購買者？這些顧客占多少比例的銷售額？

這些關鍵顧客的未來發展情形與購買力變化趨勢如何？新事業如何

接觸顧客？如何掌握顧客需求資訊？如何提供顧客服務？如何建立

顧客關係？這些有關區隔市場與目標顧客的問題都需要仔細地分析

與陳述。 

(3) 競爭對手分析( competitor analysis)：這是市場分析中極為重要的

一部分，主要是說明第三章所提出的各種影響因素，將如何影響新

事業的市場占有率與營收獲利。首先，需要對於產業總體環境與產

業吸引力所造成的競爭本質進行分析，然後再針對市場競爭的五種

力量進行分析，包括：購買者議價力、供應商議價力、替代品的威

脅、進入障礙及來自現有競爭者的競爭，並說明新事業將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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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能力與競爭策略來獲取市場的優勢地位。另外，也需要分析最

主要的競爭對手，評估他的市場定位，並將新事業與主要競爭者做

優劣勢列表分析(SWOT)。最後，提出新事業在市場中競爭定位。 

(4) 總體宏觀環境影響分析(macro environmental ifluences)： 

這個部分主要探討總體宏觀環境因素對於新事業可能帶來的影

響，由分析的品質、深度，將可以顯示山撰寫者的知識能力。如第三

章所述，分析來自於政府政策、總體經濟、科技、社會人口統計、生

態環境等因素，對於新事業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假設最佳、最可能、

最壞等三種未來總體宏觀環境的發展情境，分析它們分別對於新事業

的生存與獲利所可能造成的風險、機會與威脅。 

4.  產品發展與製造: 

這個部份主要是說明新產品開發的相關研究發展，並描述新創企業

將如何生產製造產品，如何提供配套的服務作業，如何取得關鍵資源，

以及如何確保產品與服務品質水準． 

 

(1) 開發與製造過程：列出產品開發，服務設計，製造程序的作業流程，

簡要說明每一個流程階段，包括：產品發展和製造階段所需要的時

間與資源，以及每一階段所面臨的困難與風險．可運用流程圖來說

明核心作業與實踐方式，評估委外製造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做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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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或委外（make or buy）的抉擇．分析在新產品開發與製造過程中，

掌握了哪些足以形成競爭優勢的關鍵資源能力．是否擁有新產品開

發所需要的關鍵技術與專利？是否擁有生產製造的專屬設備？如何

確保產品開發的目標能如期完成？是否擁有開發專案的控管能力？ 

(2) 資源需求：指出由產品開發，生產製造到服務提供所需要的每一項

關鍵資源，說明新事業將如何取得這些關鍵資源，進而使之創造價

值與競爭優勢，並分析資源的取得成本及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 

(3) 品質保證：品質購面（產品、使用者、製造流程、價值），來說明在

新事業運作過程中所期望達成的品質水準。陳述在製程中，如何定

義與衡量品質？如何實現品質目標？新事業是否採行全面品質的經

營策略？ 

5. 市場行銷 

說明新創企業擬採行的行銷策略。行銷策略必須與前述的事業目標

相連結，並指出新事業將如何有效地運用資源以形成市場銷售優勢，

以及新事業將如何掌握顧客需求與建立顧客關係。 

(1) 整體概念與方向：將經營概念自顧客的角度加以重新詮釋，並轉化

為一種致力於創造顧客價值的內涵，透過市場行銷，經經營理念眾

焦為顧客導向的產品與服務，清楚地指出顧客能獲得的利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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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的資源能力為滿足顧客需求及建立親密的顧客關係，並達到

顧客的高度滿意。這個部分的陳述，主要為展現新事業對於市場行

銷的重視，以及創業家對於創造顧客價值的承諾． 

(2) 行銷策略：運用Ｐ／Ｍ／Ｔ模式來說明你所提供的產品服務，並與

主要競爭者做比較．指出行銷策略將如何強化產品本身的特色，並

對競爭產品形成市場優勢．確定你的目標市場，提供相關的市場研

究資料做為佐證．並說明為什麼要投入在這個目標市場？為何你的

產品服務可以滿足目標市場的顧客需求？你的行銷策略將如何引發

目標顧客的注意力與購買動機？描述你希望呈現的企業形象？如何

將企業形象與所提供的產品服務相連結？為什麼這種企業形象與產

品服務會對顧客具有吸引力？如何透過企業與產品印象對外溝通？

進一步地說明你的包裝，品牌，商標計劃，廣告構想，推廣計劃與

大型促銷活動．包括：何時開始推出？準備透過多媒體或網路科技

對顧客傳達廣告訊息嗎？列出一張行銷預算表．描述你的定價策

略．說明這種定價策略相較於競爭者的優勢為何？定價策略與你所

提供的產品形象能相連結嗎？對創造顧客價值具有吸引力嗎？分析

在多種不同定價情況下的產品利潤．説明你的信用策略，它是否與

市場消費者行為一致？說明你的保固政策，以及如何進行售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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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如何與購買者保持親密關係？如何培養顧客持續購買的忠誠

度？說明產品的通路策略，通路分布的地理範圍，以及透過哪些通

路鋪貨．與通路商的議價力為何？計算各種通路的成本，說明將市

場如何選擇通路及誰是主要通路商‧ 

(3) 銷售預測：在市場分析部份，指出潛在市場的規模、目標顧客的分

布，以及顧客的購買行為等。在市場行銷這部分，則敘述如何定價、

促銷產品、規劃通路、發展顧客關係、促成購買行動、提供售後服

務與維持顧客忠誠度等。經由市場分析與行銷策略的努力，將可有

效地產生銷售預測的數字，銷售預測可由以下幾點構成：1.市場規

模的總量及總金額（可分為市場潛力與市場滲透力）2.透過行銷策

略與努力所能獲取的市場佔有率 3.採取的定價策略。 

6. 財務計劃： 

銷售預測是市場行銷與財務計劃之間的橋樑，經由行銷分析可以推

估出銷售數字，而財務計劃就是依據這些銷售數字，才能將最終的淨

利算出來。因此也是創業計劃書的重要指標。 

(1) 財務報表：如果是一家已經營運的公司，請將過去幾年及目前的財

務報表公開，並以獲利、負債、財務槓桿等財務分析指標，來顯示

財務體質與經營績效。如果是一家新的公司，可由下列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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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五年內的損益表:第一年的損益表預估數字是以＜月＞為單位

來呈現；第二．三年則是以＜季＞為單位來呈現；第四年以後則是

以＜年＞為單位來呈現。 

(2) 財務資源：分析所需的開辦費用，詳細列表說明執行業務所需之資

產設備項目，以及其他相關的服務費用，例如：法律、企管顧問、

工程與建築設計等，並計算所需的總營運資金。說明新事業需要多

少資金，如需要貸款來籌措營運資金，將提出什麼資產作為擔保品？

償債計劃是什麼？並請確認財務狀況與償債計劃相符。新事業將如

何營運資金？請列出一份資金運用表，相較於將有限的營運資金運

用在研發與教育訓練費用，投資人比較偏好創業加資金運用在廠房

設備、土地等有形資產上，如果新創企業擁有未使用的融資餘額，

請說明其性質與金額數量，並提供佐證資料．如果還有一些應收帳

款，也請列表．並說明回收的可能性．如果有負債，請分別列出到

期末的與未到期部分，且說明公司對負債處理的政策。 

7. 組織與管理: 

創業計劃書從頭到尾只為了一個目的，就是說明新創企業將如何有

效地實現經營目標與事業願景，以引發投資意願．創業計劃書將陳述

新事業的長短期目標，說明市場與競爭情況，並提出一套能實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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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略方案，而對於產品．市場．技術．行銷的細節與互動關係，均

能一一加以清楚描繪． 

(1) 關鍵人力資源 

提供公司組織圖與高階經理人的姓名、職稱、簡介高階經理人的學

歷與專業能力，至於完整的履歷表則可以放再附件中。說明高階經理

人在過去是否曾有彼此共事的經驗，以及他們在哪資個企業共事？這

些高階經理人對於新事業可以帶來哪些貢獻？為何他們有資格擔任這

些關鍵職務？他們與公司的約僱關係為何？是否有簽訂競業條款或相

關的約僱合約？說明高階經理人的薪資、獎酬、 紅利、 配股、額外

福利等，最好能將創業初期的薪資及福利盡量調低，而以股票選擇權

作為主要報酬，這樣投資人比較容易相信高階經理人對新事業發展的

長期承諾。另外，也可以說明還有哪些關鍵職位上再出缺？詳述這些

職位的工作內容，以及所需的專業能力與特殊經歷背景。包括：對於

關鍵人力資源的維持、吸引及發展策略等，以顯示新事業發展過程中

對於延攬人才重視。 

(2) 人力資源策略 

說明企業對於人力資源策略的基本態度，如：工會可以被允許成立

嗎？當需要勞資協商時，公司所採取的態度為何？對於員工工殤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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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盈餘分享．員工分紅認股等政策，公司的基本態度為何？公司如

何管控健康保險與勞保費用支出？人力資源的持續教育．生涯發展及

升職管道為何？如何評量員工績效？當前法令對於勞工任用有哪些限

制？如何確保任用政策符合政府的勞工法規？也需要清楚說明公司現

有的員工人數．未來幾年內需要再聘用的人數．員工的職務分類與工

作描述．人力資源具有專業技能的比率．並適當地分析所需要的設廠

地點，以及人力市場的發展現狀與未來趨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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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五力分析 

五力分析是由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於 1980 年提出。它是分

析某一產業結構與競爭對手的一種工具。波特認為影響產業競爭態勢

的因素有五項，分別是「新加入者的威脅」、「替代性產品或勞務的

威脅」、「購買者的議價力量」、「供應商的議價能力」、「現有廠

商的競爭強度」。透過這五項分析可以幫瞭解產業競爭強度與獲利能

力。透過這五方面的分析，可得知產業的競爭強度與獲利潛力，且經

由這五力的結合力量，將可決定產業最後的利潤率，即為長期投資報

酬率。Porter 利用產業內外的五種競爭動力：供應者、購買者、潛在進

入者、替代者及同業競爭者，來描述個別的產業情況，並分析每一競

爭動力的根本來源後，發掘公司的強弱點，有助於公司在產業內重新

定位，察覺產業變動趨勢下，所將帶來的機會與威脅。這樣動態的架

構不但是用以分析個別產業內的公司策略，也有助於多項產業的分

析。波特認為影響產業競爭態勢的因素有五項，分別是「新加入者的

威脅」、「替代性產品或勞務的威脅」、「購買者的議價力量」、「供

應商的議價能力」、「現有廠商的競爭強度」。透過這五項分析可以

幫瞭解產業競爭強度與獲利能力。透過這五方面的分析，可得知產業

的競爭強度與獲利潛力，且經由這五力的結合力量，將可決定產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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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利潤率，即為長期投資報酬率。Porter 利用產業內外的五種競爭動

力：供應者、購買者、潛在進入者、替代者及同業競爭者，來描述個

別的產業情況，並分析每一競爭動力的根本來源後，發掘公司的強弱

點，有助於公司在產業內重新定位，察覺產業變動趨勢下，所將帶來

的機會與威脅。這樣動態的架構不但是用以分析個別產業內的公司策

略，也有助於多項產業的分析。 

一、 何謂五項競爭力量 

1.  新加入者的威脅 

  企業被逼做出一些有競爭力的回應，因此不可避免的要耗費掉 

一些資源，而降低了利潤。 

2.  替代性產品或勞務的威脅 

    如果市場上有可以替代企業的產品或服務，那麼企業的產品或 

服務的價格就會受到限制。 

3. 購買者的議價力量 

  客戶有議價的優勢，他們絕不會猶豫，造成利潤降低，企業獲 

 利能力因而受影響。 

4.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如果供應商企業佔優勢，他們便會提高價格，對企業的獲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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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產生不利的影響。 

5. 現有廠商的競爭強度 

  競爭導致企業需要在行銷、研究與開發或降價方面做更多的努 

力，這也將影響利潤。 

二、 五力分析之決定因素 (圖 2-2) 

1、現有廠商的競爭強度 

     產業中廠商家數的多寡是影響競爭強度的基本要素，競爭者的 

 同質性、產業產品的戰略價值以及退出障礙的高低，都是影響

企業競爭強度之因素。 

2、新加入者的威脅 

     新進入產業的廠商會帶來一些新產能，且不但會分享此市 

場，也會剝奪原有資源。 Asker(1988) 認為，業界中凡採行， 

(1)市場擴張策略者 (2)產品擴張策略者(3)向後整合者(4)向前

整合策略者(5)擁有特殊能力或資產待價而沽者等策略的公

司，均為企業潛在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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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供應商的議價力量 

  購買者的議價力量，可決定其購買的數量，並且包括購買者對 

  產品的知悉程度、轉換成本的高低，及自身向後整合的可能性 

  都為影響之因素。 

4、購買者的議價力量 

購買者的議價力量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基本的勞務或主要的零組

件，由少數廠商供應，沒有替代品，同時本身又欠缺向上游整

合的能力。 

5、替代性產品或勞務的威脅 

替代性產品決定了企業本身廠商訂價的上限，且限制了產業可

能獲得的投資報酬率。當替代品在價格或性能上所提供的替代

方案愈有利時，對產業利潤的限制就愈大。 

 

 

 

 

 

圖 2-2 五力關係圖  資料來源：POTE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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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競爭力的強弱，決定於產業的結構或經濟與技術等特質。圖 2-2

是五力分析的產業結構元素，這五種競爭力能夠決定產業的獲利能

力，透過五力分析可以瞭解目前產業結構也可確認企業本身在產業的

優劣勢，以訂定適合的競爭策略。波特認為「一個產業，不論是國內

的或國際性的產業，不論生產產品或服務，都可以用這五項力量來解

釋它的競爭規律」。  

第三節 SWOT分析理論 

SWOT分析是企業管理理論中相當有名的策略性規劃，主要是針對

企業內部優勢與劣勢，以及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來進行分析，而除

了可用做企業策略擬定的重要參考之外，亦可用在個人身上，作為分

析個人競爭力與生涯規劃的基礎架構，其結構雖看似簡單，但卻可以

用來處理非常複雜的事務喔！可說是一種相當有效率，且幫助做決策

者快速釐清狀況的輔助投資工具。 而所謂 SWOT分析，逐字拆開來各

自所代表的意義如下所示，其中優劫與劣勢乃指本身內部條件的運

用，包括設備、人力、制度、儀器等；機會與威脅則是指企業面對的

外部條件，包括經濟、消費者、法律文化、社會大眾等(王尹 2002)。  

一、用 SWOT分析以增強補弱 

   對投資朋友而言，SWOT分析將可用來了解並研判某產業或企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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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領域的競爭優勢，有助個人投資理財規劃，唯進行 SWOT分析時，

應儘量將各項相關資料與條件詳細列入，以利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

舉例來說，優勢部份可列出企業之核心競爭優勢，如：擁有哪些致勝

的新技術；劣勢部份則可以考慮企業有哪些較弱的層面，如：有哪些

力有未逮之處；另外，就外部環境來說，機會部份可仔細思量，在市

場環境中將有哪些有利條件，有助企業營運發展，如：隨著潮流的演

變，將有哪些新商機；威脅部份則可觀察競爭對手或政府財經政策面

有哪些改變，可能威脅到企業之生存，如：哪些政經環境改變將對企

業造成負面的影響。 

由此可知，進行 SWOT分析除了可以增進企業或自己了解本身的優勢

與有利機會，同時亦可進一步迫使企業或自己注意到本身的弱點與所

面對的威脅，如此一來，將可在「知己知彼」並掌握大環境趨勢變化

下，督促企業或自己在既有的基礎上，正視本身的短處與面臨的潛在

危機，並加以改進與補強，以強化企業或個人之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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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製作 SWOT分析表 

  SWOT分析(表 2-1)乃企業擬訂策略規劃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而就投資人來說，SWOT分析也可做為投資時了解某一產業與企業之

參考，因此，以下即以簡單的方式，幫助您自己 DIY，製作一清楚並

符合個人需求的 SWOT分析表。  

首先，即做出一涵蓋有四個區域的表格，依次將企業相關的內部優勢、

劣勢，與外部的機會、威脅等狀況填入，則一企業之大致狀況將可一

目了然，既簡單又清楚，現在您也可以提起手邊的筆，為您的投資標

的做一 SWOT分析，做為投資理財規劃上的參考。 

表 2-1 SWOT四宮格分析表 

Ｓ strength 
Strength：優勢 
列出企業內部優勢： 

 ◎ 人才方面具有何優勢？ 
 ◎ 產品有什麼優勢？ 
 ◎ 有什麼新技術？ 
 ◎ 有何成功的策略運用？ 
 ◎ 為何能吸引客戶上門？  

Ｗ weakness 
Weakness：劣勢 
列出企業內部劣勢： 

 ◎ 公司整體組織架構缺失為何？ 
 ◎ 技術、設備是否不足？ 
 ◎ 政策執行失敗的原因為何？ 
 ◎ 哪些是公司做不到的？ 
 ◎ 無法滿足哪一類型客戶？ 

Ｏ opportunity 
Opportunity：機會 
列出企業外部機會： 

 ◎ 有什麼適合的新商機？ 
 ◎ 如何強化產品之市場區隔？ 
 ◎ 可提供哪些新技術與服務？ 
 ◎ 政經情勢的變化有哪些有利機會？

 ◎ 企業未來 10 年之發展為何？ 

Ｔ threat 
Threat：威脅 
列出企業外部威脅： 

 ◎ 大環境近來有何改變？ 
 ◎ 競爭者近來的動向為何？ 
 ◎ 是否無法跟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
 ◎ 政經情勢有哪些不利企業的變化？

 ◎ 哪些因素的改變將威脅企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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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市場調查問卷設計 

一、 問卷設計：隱喻抽取技術 / ZMET 深度訪談法  

本節將介紹一項新的挖取消費者真實想法與感覺的研究技術

ZMET，由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Gerald Zaltman 及其所領導的「市場心

智實驗室」（Mind of theMarket Laboratory）經多年研究、於1990 年代

所發展出來的。一般而言，百分之九十的行銷研究都集中在產品或服

務的特性、功能性和它們的立即心理滿足，卻忽略該項產品或服務提

供的情感效益。因此，對消費者的深度了解，才能讓行銷人發掘出各

種不同的目標市場共同具備的普遍性行為驅動力。也就是說，如果能

夠更深入地探查消費者的思想與感覺，我們就能發現貫穿不同市場區

隔的共通性，而這些共通性極可能是消費者做選擇時重要的決定因

素，而且不容易改變。ZMET 技術就是一種能幫助我們挖掘出消費者

深層想法與感覺的方法(許崇雯 2005)。 

1.  ZMET之內涵 

ZMET 技術是一種結合非文字語言（圖片）)與文字語言（深度訪

談）的嶄新研究方法，ZMET 擷取了心理學、認知科學、社會學、符

號學、視覺人類學等多種學科的精華，而形成深厚穩固之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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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ET 以消費者的視覺與其他感官影像為基礎，使用質化方法來抽取

隱喻、構念（Constructs）以及心智模式。圖片本身就是一個隱喻，透

過有效的探測法以及創意的心智活動，訪談者鼓勵受訪者去探討以及

表達這幅視覺隱喻背後隱藏的內涵，受訪者由多部分所組成的劃面來

表達其重要概念，創造一個總結影像去捕捉受訪者在不同思維層面的

理性與感性意義，能與更深層的意義產生構連，經由這些過程所獲得

的洞見，通常是運用傳統研究方法所無法觸及的。 

2.  ZMET 的功能與目的 

(1)將驅動消費者想法與行為的心智模式浮現出來。 

(2)以消費者的隱喻找出心智模式的特徵。 

(3)結合消費者的視覺與其他感官印象，以質化方法抽取出隱喻、

概念與心智模式。 

(4)資料的量化分析能提供廣告、促銷及其他行銷決策作為參考依

據。 

3.  ZMET之運用 

透過固定答案選擇題的問卷，難以找出消費者最重要的想法和感

覺。絕大部分固定答案選擇題和焦點團體主持人提出的問題，只能帶

出表象層次的東西，消費者說出的，是他們想像中，經理人認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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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會有的想法。實際上，消費者根本不像行銷人認定的那麼愛動腦

筋，95%以上的思考發生在無意識心智。消費者意識不到或無法清楚指

涉的心理力量，更能主導消費者的消費行為。不論價格、驗證過的產

品功效，甚至是消費者驗證過的信心購買宣言，都無法預測消費者的

實際購買行動。運用傳統的研究方法時，經理人除了相信消費者擁有

精打細算的理性，必須要考慮隱形的、卻同樣發揮作用的無意識心智。 

目前已使用ZMET 的企業，包括：Pacific Gas&Electronic、AT&T、

Coca-cola、Dupont、GM、Motorola、American Express、Reebok，運用

在建立品牌、公司形象、品牌延續、重新定位上。其相關學術論文刊

登於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Psychology&Marketing、Journal of 

advertising，可說是受到相當程度的肯定。 

4.  ZMET之假設 

(1)大部分的溝通是屬於非文字語言。 

到達大腦的刺激大都屬於非文字語言，且人們心中大部分的心

智影像是視覺的。人類主要的訊息溝通系統中，只有少部分與文字

語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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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考是以影像產生的。 

思考的產生方式與溝通的產生方式相當不同。思考雖是透過文字語

言來表示，但其產生方式卻是透過非文字語言的影像。因此，透過

文字與非文字語言的結合，才可使研究者更深入了解消費者心中多

樣化的內涵與意義。 

(3)隱喻是思考的基本單位。 

「隱喻」是指透過其他事物來了解與經驗一件事物。隱喻是觀

察消費者的想法與感覺，進一步了解消費者行為，以及學習如何行

銷商品與服務的重要窗口。 

(4)感官影像為重要隱喻。 

感官是所有新資訊必經的渠道，亦是通往心智的大門與窗口。

以感官為基礎的隱喻更是了解消費者思考與行為的潛在重要工具。 

(5)心智模式是故事的表現。 

故事的創造、儲存與恢復就是記憶的主要歷程。從受訪者所敘

述的故事中，研究者可以瞭解受訪者對特定主題之想法與感覺，以

及其背後所隱含的心智模式。 

(6)思考中的深層結構是可接近的。 

人們都有隱藏於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覺，但他們往往不知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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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但這種內心的深層結構是可以透過有效的工具挖掘出來的。 

(7)理性與感性的混合。 

不應偏重理性或感性，而應同時考慮，因此，研究者需能夠同時擷

取兩者的技術(尤其當理性與感性是互相聯繫時)。 

5. ZMET訪談對象 

(1) 訪談對象來源 

以方便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及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

取樣受訪者，依調查的方便主觀選取樣本，篩選合格者成為本研究受

訪者，找到原始受訪者後，然後再從受訪者所提供的資訊找到其他受

訪者。 

(2) 過濾條件 

受訪者必須為有上網經驗及消費能力並且視覺與聽力沒有受損， 

(3) 年齡 

受訪者為12歲到30歲的網路使用者 

 

 

二、 ZMET訪談樣本 

在決定以ZMET的方法來設計問卷後，我們以方便抽樣找了四位受

訪者來接受訪談，以下為四位訪談者的訪談樣本(表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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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訪談樣本 

敘述 范逸程是我很喜歡的歌手，每次他出

新專輯的時後，雖然還沒聽到內容，

但是就自然而然的去買，雖然真的有

點貴，但是因為他的歌聲很吸引我，

而且他的聲音不管唱什麼風格都很好

聽，特別是搖滾樂，感覺他的聲音很

有power，但是有時後整張專輯只有一
些歌好聽而已，這樣就會覺得好浪費

錢!每次從電視跟廣播聽到的都是很

好聽主打歌，那樣就會有讓人覺得整

張專輯都不錯的錯覺，希望唱片行可

以開始讓人每首歌都試聽，這樣一定

很不錯。 
抽絲法 喜歡的歌手：不管音樂的內容為何，

我身邊的人總是會因為喜歡某個歌手

而購買專輯。 
太貴了：每張CD的市價大概是

350~400 
左右吧，如要便宜一點的話就要兩張

一起買，這樣對一般人來說，付擔真

的太高了!但是喜歡還是比較重要啦! 
不同的音樂風格：我想每個人還是都

有自已比較喜歡的音樂風格吧! 
廣告：電視上的MV比較廣播只放歌的
話，我喜歡MV! 
先試試看：假如每首歌都先聽看看的

話，就知道那張專輯值不值得買了。

(圖片一) 

 

構念 
抽取 

音樂風格、搖滾樂、喜愛的歌手、喜

歡的曲風、價格太貴、片段試聽，只

要喜歡價格不重要、中文流行音樂、

喜歡的歌聲、電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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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訪談樣本 

敘述 這是跟朋友借來的一張CD的封面，是一個日

本的團體名叫色情塗鴉，風格很特別，什麼

歌都有唱，有HIPHOP、搖滾、還有JAZZ，

可是我朋友說，當他看到時只是覺得很有興

趣，原因是因為有送一個裸女的海報當贈

品，所以他就買了，聽了之後，從此愛上這

個團體，他們這個團體是不露面的，他們會

在固定的時間發專輯，每次都是用動劃，不

然就是奇奇怪怪小電影來呈現他們的音樂，

我朋友說，他在唱片行買的時後因為這張專

輯是進口的，所以竟然要450，真的太貴了，

而且裡面有些歌不行說不好聽，而是我覺得

聽不慣吧，真希望只買其中一兩首，但是又

可以拿到贈品就更好啦! 

抽絲法 跟朋友借來的：我現在聽的一些CD都是跟朋

友借來的，因為每個人喜歡的都不一樣，假

如可以這樣交換著聽不是更好嗎? 

不同的風格：唱HIPHOP、搖滾、又唱JAZZ

還能唱得這麼好很力害! 

貪小便宜：其實要發現這張不錯的專輯假如

沒有送那張海報的話，根本不可能會有人知

道啊!所以送贈品真的很重要。 

不露面的歌手：目前國內好像這種只出聲音

的歌手不多吧，但是在國外好像很常見喔。

進口專輯價格太高：這張專輯因為是日本直

接進口的，所以很貴，其實不管是日本還是

那裡，都一樣貴。 

不想買整張專輯：每張專輯都一樣，總有一

些歌不太喜歡，假如可以只買一兩首就太好

了! 

(圖片二) 

 

構念 
抽取 

與人交換(借)、嘻哈、搖滾、爵士藍調、

喜歡的贈品、虛擬歌手、專輯太貴、單首

購買、口耳相傳、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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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訪談樣本 

敘述 這是一張單純音樂演奏的專輯，因為

我是一個長時間做在電腦桌前工作的

人，聽音樂變成陪伴我渡過在電腦前

長時間的寂寞，我每天聽音樂都會超

過四小時，而平常我都是透過KKBOX
來收聽音樂，但是在使用KKBOX之前
我是在網路上付費，然後下載我想聽

的音樂，在一次機會中我在KKBOX
看到這張專輯，收聽之後真的發現，

裡面是一些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古典

樂，但是這張專輯又在其中多加了很

多的元素在當中，像是鳥叫啊，溪流

啊之類的，讓我收聽起來非常的舒

服，也讓我想到好像那種心靈音樂或

宗教音樂之類的。 
抽絲法 沒有歌聲的音樂：雖然音樂市場的主

流還是以歌星為主，但是其實在很多

只有音樂單純演奏的專輯也有很多人

喜愛。 
KKBOX：KKBOX的音樂是可以線上

無限收聽的，而離線也是幾乎可以，

但是KKBOX的音樂是沒有辦法讓我

可以隋處拿來拿去的。 
付費下載：雖然我有付費，但是好像

都還不是合法的也!不過有音樂聽比

較重要啊! 
另一種音樂風格：在我工作的時間，

我不適合聽那種很吵，拍子很強的音

樂，所以像這種心靈音樂很適合我的。

 (圖片三) 

 

構念 
抽取 

純演奏、古典、線上音樂平台、網路

付費下載、心靈宗教新世紀音樂、網

路、曲風、聽音樂四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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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訪談樣本 

敘述 這是我最近唯一一次去唱片行購買的專輯，

因為我很喜歡這四個人的聲音，這四個人都

是學聲樂的，他們都有很美的嗓音，連我媽

媽平常都一天聽不到一小時的人都會很喜歡

的聽將廷二到三個小時，這四個人唱的歌大

部份是將許多有名的歌翻唱，所以大部份是

西洋的流行音樂，就是因為這個特別的古典

結合西洋的風格很吸引我，一開始我只是從

報紙與雜誌得知有這樣子的一個團體，但是

當他們的專輯在台灣開始發行的時後我本來

是很猶豫的，雖然很想買但是太貴了，只好

打消念頭，還好我朋友有買，我就跟朋友借

囉! 

抽絲法 很少購買唱片：因為沒有多餘的預算購買

音樂，所以相對的去唱片行買音樂的機會

就少囉! 

聽音樂的時數：像我本身就很愛聽音樂，

均一天二到三小時，但是我媽媽就很少

了，一天不到一小時吧我想! 

專輯的風格：這四個人唱風格算是西洋流

行音樂吧，但是其實他們算是古典結合一

些流行的元素。 

得知管道：因為這四個人是先在歐洲發行

他們的專輯的，所以當時我就有看到雜誌

跟一些報紙有報導，但是那時台灣就還沒

發行這張專輯，在看到報導後就對這張專

輯很有興趣。 

不買的原因：當然還是太貴了啊，雖然再

怎麼喜歡再怎麼好聽的音樂，但是超出自

已預算還是沒辦法買的吧!所以才跟朋友

借。 

(圖片四) 

 

構念 
抽取 

聽音樂時數 1小時以下與 2~3小時、西洋流

行音樂、報紙、雜誌、知名度、雖然喜歡還

是要考慮價格、喜歡的歌聲、唱片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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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構念抽取樣本分類 
 

在四位受訪者接受訪談完畢後，我們將四位受訪者所做的訪談內容

做一統整(表 3-5)，將所有的構念抽取取出，將之加以分配並規納，

所有的項目可分出七頂的測量指標，包括喜愛的音樂風格、購買專

輯的音素、是否知道虛擬歌手、每日聽音樂的時數、大部份的音樂

來源、對於市售音樂價格的認知、喜愛音樂與否對你購買決策的影

響、從何處得知新的專輯、片段試聽及贈品的重要性，由以上幾項

再找出市場調查的四個方向為，第一，發行音樂產品的類型與方

向，第二，對於音樂的購買行為，第三，基本的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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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構念樣本分類 

構念抽取分項 測量指標 市場調查方向 

搖滾樂 
中文流行音樂 
嘻哈 
爵士藍調 
純演奏 
心靈宗教新世紀音樂 
西洋流行音樂 
古典 

喜愛的音樂風格 

喜歡的曲風 
喜愛的歌手 
喜歡的贈品 
喜歡的歌聲 

購買專輯的音素 

虛擬歌手 是否知道 

發行音樂產品的類型與

方向 

聽音樂時數 1小時以內 
聽音樂時數 1~2小時 
聽音樂時數 3~4小時 
聽音樂時數 4小時以上 

每日聽音樂的時數 

唱片行購買 
網路付費下載 
線上音樂平台 
與人交換(借) 

大部份的音樂來源 

價格太貴 對於市售音樂的價格 
只要喜歡價格不重要 
雖然喜歡還是要考慮價格 

喜愛音樂與否對你購買

決策的影響 

對於音樂的購買行為 

雜誌 
電視 
報紙 
廣播 
網路 
口耳相傳 

從何處得知新的專輯 

片段試聽 片段試聽對你的重要性 
贈品的重要性 贈品對你的重要性 

基本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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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場調查問卷(參考附件一) 

五、 市場調查結果 

這次針對企業未來在發行音樂類型、音樂購買行為與價格與行銷略

所設計的市場調查問卷，我們總共預計訪問 180份，以下是這次市場

調查數據，個人資料部份(圖 3-1~圖 3-6)、音樂類型部份(表 3-6~表 3-9)、

購買決策部份(表 3-10~表 3-15)、行銷部份(表 3-16~表 3-18)。 

1. 個人基本資料部份 

 
 
 
 
 
 
 
 
 
 
 
 
 
 
 
 
 
 
 
 
 
 

圖 3-2 年齡分佈圓餅圖 

圖 3-1 性別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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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工作狀況圓餅圖 

 
 
 
 
 
 
 
 
 
 
 
 
 
 
 
 
 
         

                         圖 3-4 教育程度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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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居住地分佈圓餅圖 

 
 

 

圖 3-6 收入狀況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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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樂類型部份 

 

表 3-6 

 請問您最喜愛的音樂風格是? 
1. 中文流行樂 105 
2. 古典樂 21 
3. 搖滾樂 32 
4. 嘻哈饒舌 28 
5. 爵士藍調 16 
6. 西洋流行樂 51 
7. 心靈、宗教、新世紀音樂 20 
8. 純演奏 15 
9. 其他 3 
 
 
 

表 3-7 

 請問您會因為那些因素而願意購買音樂專輯(複選)? 
1.喜歡的曲風 139 
2.喜歡的歌手 135 
3.喜歡的贈品 17 
4.喜歡的歌聲 114 
5.其它 4 
 
 
 

表 3-8 

 是否知道什麼是虛擬歌手? 
知道 114    63% 
不知道 6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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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您認為虛擬歌手應該有那些特點才會令你願意購買?(單選)? 
1.歌聲 44% 
2.曲風 39% 
3.知名度 9% 
4.購買後有贈品 6% 
5.其它 2% 
 
 
 

3. 購買決策部份 

 

表 3-10 

 請問您目前每日聽音樂的時數? 
1.一小時以內 38.9% 
2. 1~2小時 29% 
3. 3~4小時 16.1% 
4. 4小時以上 17% 
 
 

表 3-11 

 請問您平時所聽的音樂大部份來源為何? 
1.唱片行購買 30 
2.網路付費下載(可自由使用檔案

例：kuro、ezpeer) 
30.1 

3.線上音樂平台(無法自由使用檔
案例：kkbox) 

32.2 

4.與人交換(借) 5.5 
5.其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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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您認為目前市售的唱片專輯的價格? 
 
1.太貴 45.6% 
2.還好 45.5% 
3.便宜 3.30% 
4.沒竟見 5.60% 
 
 
 
3-13 

 網路的膨勃發展是否影響您的音樂購買行為? 
1.是 60% 
2.否 40% 
 
 
 

表 3-14 

 真正讓您喜愛的音樂，其價格對於您的購買決策的影響 
1.只要我喜歡價格不重要 48.9% 
2.雖然我喜歡還是要考慮價格 50% 
3.其他 1.1% 
 
 
 
 
 
 
 
 
 
 
 



 - 58 -

表 3-15 

 在高道德標準下(即不使用盜版)，您願意花多少錢從網路上

購一首歌曲? 
1.10~15元 54.6% 
2.16~20元 14.5% 
3.21~25元 11% 
4.26~30元 12.2% 
5.31~35元 6.6% 
6.36~40元 6.6% 
7.41元以上 1.1% 
 
 

4.行銷策略部份 

表 3-16 

 請問您通常都從何處知道某歌手發行專輯? 
 
1.雜誌 24 
2.電視 146 
3.報紙 16 
4.廣播 59 
5.網路 82 
6.口耳相傳 36 
7.其它 0 
 
 

表 3-17 

您認為在您從網路上購買音樂前，「片段試聽」對您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 41% 
重要 39% 
普通 18% 
不需要 2% 
完全不需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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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您認為在您從網路上購買音樂時，「贈品」對您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 12% 
重要 23% 
普通 46% 
不需要 11% 
完美不需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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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企劃本文 
第一節 事業目標 

一、 短期目標 

此次欲成立線上音樂公司的短期目標是能夠透過線上通路

的銷售成功的持續達成收入，因為本公司的通路為新興通路，

在成立之初期將目標市場鎖定於北區、中區、南區，這三個平

均上網人數較多的地區(圖 4-1)，因此是否能透過線上銷售的

通路針對較密集上網的地區達到擁有持續收入即為本公司初

成立之短期目標。 

 
 
 
 
 
 
 
 
 
 
 
 
 
 

 

圖 4-1 網路使用分佈圖    資料來源：TWNIC 

 

1,041,358

126,577 61,140
358,303 257,353 215,786 22,200

484,879 276,926

11,598,787

1,680,275

923,002

3,794,741

2,785,408
2,176,219

5,475,016

3,099,221

12,640,145

5,959,895

239,143

1,806,852

4,153,044

3,042,761

2,392,005

3,376,147

241,343
984,142

12歲以下上網人數 12歲以上上網人數 0-100歲上網人數

12歲以下上網人數 1,041,358 126,577 61,140 358,303 257,353 215,786 22,200 484,879 276,926

12歲以上上網人數 11,598,787 1,680,275 923,002 3,794,741 2,785,408 2,176,219 239,143 5,475,016 3,099,221

0-100歲上網人數 12,640,145 1,806,852 984,142 4,153,044 3,042,761 2,392,005 241,343 5,959,895 3,376,147

總和 台北市 高雄市 北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北部地區-
含台北市

南部地區-
含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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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程目標 

在擁有持續收入後，中程目標為拓展原有的線上通路，亦

即原本只是針對國內的北區、中區、南區來銷售，但以中程階

段來說，目標是將線上通路擴展至全國，不再只針對北區、中

區、南區，進而放展東區的線上銷售，不只如此，也需更多加

的使用網路無國界的特點，將我們銷售目標市場擴展至全世

界。 

三、 長期目標 

本公司期待在短期目標與中程目標中透過線上通路達成穩

定成長的利潤後，期待在未來能夠與市面上較大的唱片公司來

合作，將未來所有音樂公司的線上通路都由本公司來運作，成

為在未來最有規模的線上音樂公司。 

第二節 市場分析 

將針對線上音樂公司成立之初，在投入市場中所分析的整體市

場以及焦點市場，讓投資者了解在對於市場的區隔與策略，透過對

市場足夠的了解足以顯示本公司在市場市佔有高成長潛力，並且能

維持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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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市場 

台灣的音樂市場從 1998 年網路在台灣的大爆炸開始，就一直

是負的成長率，從-7%~-32%，直到這幾年，許多的實體唱片公司

才透過許多的贈品與行銷時法慢慢的將銷售量提高，但是仍然無法

到達平衡的標準，目前在台灣共有十三家的唱片音樂公司，其中成

長最穩定的是華納音樂，其擁有著名的許多天后級的歌手如蔡依

林、孫燕姿、張惠妹…等，因著這些超高人氣的歌手，使得華納音

樂在近幾年低迷的整體音樂市場中仍然有些微的成長，華網音樂目

前的銷售量佔了音樂市場的 38.9%，但是華納音樂仍然是以零售店

面為通路來銷售他們的產品，並非以網路來成為他們的通路，就目

前市面上以網路為通路的最大的企業為 KKBOX線上音樂，目前已

是市場上最大的音樂平台，消費者可透過小額的付費，可以直接在

線上收聽所有的音樂，KKBOX也研發出了可離線收聽的機制，因

為這個原因確實給台灣的音樂消費者帶來一些震動，在台灣上網聽

音樂的人目前有 35%透過 KKBOX 來收聽音樂，並且還在增加中，

但是 KKBOX仍然無法將音樂自由的收集於MP3隋身聽，並且

KKBOX也只是一個音樂的經手者，並非一個音樂的製造者，因此

就整體市場而言，如何透過網路音樂公司得到可以自由使用的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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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握未來線上音樂市場 65%消費者致勝關鍵。 

二、 焦點市場 

繼 I POD發行後，MP3已經變成這個世紀最搶手的商品，目前

世界上著名的大廠 SONY就在今年年初的股東大會上宣佈，公司

即將會在MP3的市場投下更大量的資金，而根據人因科技的調

查，在 10,000名 18歲~25歲的年青人中，其中擁有MP3就佔了

62%，而另一個調查在 10,000名 25歲~45歲目前沒有MP3的主消

費族群中，在未來願意購買MP3的比例竟高達 84%，就以上的數

據來說，MP3在未來必定會是人手一台，而MP3最重要的就是讓

人存放音樂，而音樂的來源在未來會成為極大的商機。 

MP3本身只讓人存放檔案為MP3格式的音樂，所以當消費者購買

CD回來時，還必需透過轉檔才能放進MP3 裡，那樣是非常麻煩

的，因此假如能夠直接就從網路上下載下來進電腦就已經是MP3

的檔案，那樣會為消費者帶來便利，而本公司的焦點市場就是針對

MP3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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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爭對手分析 

1. 五力分析 

(1)  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消費者的議價能力在於對本公司的消費型態接受度、相對於傳

統唱片價格的比較、相對於線上音樂平台價格的比較、對本公司音

樂與價格認同度。消費型態接受度：目前本公司是以每首歌曲定價

做銷售，消費方式以購買定額點數，依購買數量去扣除點數的方式

來購買，或以電話繳費方式。消費者是否能被公司產品吸引而願意

嘗試本公司所提供的付費方式來消費，或者會因每首歌曲價格高低

而決定是否消費。因此如果消費者會因價格高低而決定是否接受此

種消費型態，那消費者的議價能力就很高。相對於傳統唱片價格的

比較：傳統 CD目前每張價格大約是 350元，而如果以每張 CD有

10首歌來計算每首歌價格大約是 35元，而本公司每首歌的定價約

在 15~20元之間，與傳統 CD的價格比較之下有相當大的優勢，且

傳統 CD在使用上受到諸多限制，因此在這方面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偏低。相對於線上音樂平台價格比較：KKBOX每月約 150元、

KURO每月約 99元、以上幾家音樂平台是屬於收取租金，提供消

費者再一定的期間內無限次數使用。而本公司所提供的是將音樂的



 - 65 -

使用權永久販賣給消費者，因此本公司若要在這方面提高議價能力

吸引消費者就必須強調本公司音樂的高品質與獨特性。對於本公司

音樂與價格的認同度：如果消費者對本公司所提供的音樂滿意度很

高，那自然願意接受較高的價格，反之則不願意。因此製作高品質

音樂與充滿獨特性、能夠吸引消費者的音樂是本公司的目標，如此

也才能在這方面降低消費者的議價力。 

(2) 供應商的議價力 

在本公司音樂的來源上，我們會培養歌手，或會由星探尋找有

淺力的演唱者。因此，再供應商部分其實是由本公司自行生產音樂

與製作，所以供應商的費用自然由本公司做決定，花費只在於對於

歌手培養的費用。因此本公司是採取向下整合的方式及自行生產產

品，以創造競爭優勢 

 

(3) 相關替代品的威脅 

本公司的產品皆為自行製作，有其獨特性，並且以致力提供高

品質的音樂，競爭對手無疑是目前市場上的幾家大型唱片公司，還

有一些雖無正式發行唱片卻一直有在製作專輯的小型公司，還有像

是一些受矚目的地下樂團，網路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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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廠商的威脅 

新企業通常都會採取差異化策略，如此進入市場的障礙就會相

對變小。所以只要新企業不會威脅到大企業的地位，就不會直接受

到大企業的攻擊。所以小企業就必須去創新自己的產品與營運模

式，採取不同的市場區隔，避免直接與大企業競爭。因此本公司放

棄傳統的唱片市場，直接在網路上做行銷與銷售，因此不需要龐大

財務資源，採取非傳統的分配通路來降低成本。 

(5) 現有競爭者 

現有競爭者為目前市場上各大唱片公司，因節省製成實體唱片

的成本，所以在價格上佔有優勢，但消費型態與傳統大眾所熟悉的

不同，必須致力於品質與獨特性來吸引消費者改變習慣來購買。另

外其實在整個社會環境也是我們現有的競爭者，因為目前唱片市場

處於景氣十分低迷的處境，由於盜版猖獗，人民道德觀念薄弱，在

經濟不景氣的影響下對於音樂娛樂方面便能省則省，價格越低越

好，能不花錢就不花錢。因此必須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人民道德觀

念，提升產品獨特性，區隔出盜版低劣品質與正版的高品質來吸引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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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WOT分析 

(1) 總體分析 

表 4-1是以本公司的立場就社會總體上的四個層面，政治法律、經

濟面、社會、科技面來做 SWOT分析。 

表 4-1 SWOT總體分析 

總體分析 目前 未來 變化 

政治法律 
在 mp3上沒有法律

保障合法版本  
將成為受法律保障

版權的商品  
成為版權商品禁止

違法販售  

經濟面 
在價格沒有定位是

免費商品  
有版權花錢購買成

趨勢  
從免費到使用者付

費  

社會 
越來越多人使用

mp3  
將成為市場的主流

之一  
普及化  

科技面 
有不少廠商已重視

mp3，推出 mp3的
音響、隨身聽  

在寬頻普及後上網

取得將十分便利  
越來越受重視與普

及  

 
 

(2) 內部分析 

表 4-2則是以公司內部的情況，就便利性、技術方層面、人員、顧

客化等方面，並加以進行機會與威脅的分析。 

 
 
 
 

 

機會  威脅  
(1)  在成為合法商品後，我們將有許多商機。
(2)  比較早開創開創此網站建立品牌形象 

(1) 國人法律常識薄弱，成為合法與否可能不是

消費的第一要件。  
(2) 使用者付費，成為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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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SWOT 內部分析 

內部分析  目前  未來  變化  
 

便利性 
網路的速度還快，

不容易下載服務  
寬頻普及，上網十

分便利  
有越來越快趨勢  

技術方面 可用來聽 mp3 的工
具還有限  

將會有跟 CD 一樣
的方便  

變得十分容易使用 

 
人員 

經營十分容易，以

網站為主  
在家就可以工作  科技化產業  

 
顧客化 

網站上已經有許多

服務  
得到顧客建議為顧

客提供更多  
顧客化  

及時 提供最快最新下載

服務  
甚至提供未出版試

聽  
時效性  

機會  威脅  
(1)        便利性、顧客化、是我們的優勢。 
(2)        有自己的品牌形象。  

(1)            同性質網站的設立。  
(2)            市場飽和，利潤減低。  

(3) 產業分析 

表 4-3則是以 SOWT 來分析目前的音樂市場，主要針對顧客、競爭

者兩個方面，並且也分析企業的機會與威脅。 

表 4-3 SWOT產業分析 

產業分析 目前  未來  
   
   
顧客  

(1)            使用MP3比例已高  
(2)            免費使用  
(3)            得到許多網路上的服務 
(4)            選擇性不高  

(1)            十分容易取得  
(2)            使用者付費  
(3)            網路成為生活一部分  
(4)            廠商林立  

   
   

競爭者  

(1)            有類似無同性質網站  
(2)            無合法版權  
(3)            這類產品未有大量資金

投入  

(1)            往我們網站方向發展  
(2)            合法成為唯一之計  
(3)            策略聯盟的出現  

機會  威脅  
(1)            合法受權  
(2)            唯一這類網站  
(3)            搶得先機  
(4)            得到市場佔有率  

(1)            其他廠商加入  
(2)            版權問題  
(3)            策略聯盟，競爭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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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競爭者分析 

我們與競爭者比較：  

臺灣音樂網：  (a)以MP3為整個網站的架構。  

(b)以試聽為名義提供下載。  

(c)遊走法律邊緣，不算合法，對消費者沒保障。  

(d)內容較為簡單  

(e)類似網站林立，如：MP3音樂網…等  

唱片公司網站：(a)以公司中的唱片、藝人的活動為主。  

            (b)以 RealPlayer在線上試聽為主。  

            (c)內容雖多但以自己公司為主要內容。  

            (d)沒有真正的MP3下載。  

            (e)類似網站有新力、滾石唱片…等。  

娛樂網站：  (a)以娛樂新聞為主。  

            (b)沒有MP3下載。  

            (c)它有所以藝人的新聞。  

            (d)類似網站如：一七 Player…等  

我們的網站：(a)以MP3為主体。  

(b)合法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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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內容多樣化，包含他們的全部內容。  

(5) SWOT整體分析 

表 4-4則是以最完整的 SOWT，優勢、劣勢、機會、威脅這四方面

來分析本企業。 

表 4-4 SWOT 總體分析 

優勢(Strength)  劣勢(Weaknesses)  
(1)  以合法音樂號招，吸引顧客。  
(2)  比例早開創這個網站，為自己建立

品牌，取得先機。  
(3)  服務多元化，包含很多類似網站內

容，有利吸引顧客。  
(4)  有計劃宣傳，是合法網站才能做的

事，這也是我們的目標。  

(1)  法律常識較為薄弱。  
(2)  使用者觀念建立。  
(3)  MP3網站林立，如何帶領出自己潮

流。  
(4)  品牌未普及，需做有計劃行銷。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  經過調察MP3使用率每年有上升趨

勢。  
(2)  一但法律定立不合法業者蕩然無存

(3)  生活型態改變，上網人數漸增，網

路買賣成趨勢。  
(4)  優先拿到代理權，自然比別人有利

可圖。  

(1)  其他同性質網站的威脅。  
(2)  投入資金成為勝敗關鍵。  
(3)  唱片業者拿回版權，自行發行。  
(4)  市場達到飽和，消費者選擇性多競

爭力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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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品發展與製造 

一、 音樂製作 

 音樂是公司唯一的商品，要穩定的成長並且獲得利潤一定要透過好

的音樂來吸引消費者，因此本公司將投入較大的成本於音樂的製作

上，期待用最好的音樂來吸引消費者。在初期成立公司時，因為規模

尚未成形，在音樂製作上我們就必需與目前市面上的錄音室合作，因

為錄音室的設備成本相當的高，因此在初期，租用錄音室是必行之道，

在初期我們將與擎天信使錄音室合作，擎天信使錄音室目前與業界多

家唱片公司合作，如：華納、滾石、福茂等，其合作過的歌手也有，

五月天，信樂團，范瑋琪，范曉萱，孫燕姿等。我們將與擎天信使錄

音室(圖 4-2)簽定長期合作的合約，透過其專業的設備製造出高品質且

優質的音 樂。 

 

 

 

 

 

圖 4-2 擎天信使錄音室    資料來源：擎天信使錄音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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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歌手與樂手 

 歌手與樂手在本公司而言是相當重要資產，但同時也是重要的產

品，根據我們市場調查顯示(圖 4-3)，許多人會願意購買音樂的主因主

要是因為歌手的歌聲好聽，因為在數據中，會因為歌聲而購買就佔了

44%，由此可知歌手是掌握是否獲利的關鍵因素，而每首歌的製作過

程，決對少不了一些好的樂手，因為有了最好的樂手的支援，會讓我

們的每首歌都有最好的呈現與品質。在市場調查裡面也指出有將近

10%的人會聽純音樂的歌曲，有好的樂手就相對的擁有發行純音樂演奏

的實力，因此我們將會與一些有實力的歌手與樂手來合作，並且是有

簽定長期的合約，這樣一來使得在音樂產品的製造是穩定的， 

 
 
 
 
 
 
 
 
 
 
 
 
 
 

圖 4-3 吸引消費購買音樂主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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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歌手的遴選 

 我們將於籌備期間舉行大型的歌唱比賽，這樣的比賽將與電視公司

來合作，透過這樣的比賽找出擁有好歌聲的歌手，並且能夠與之簽定

長期的合作，長期的目標則是可以挖角已具知名度的歌手或簽下合約

已到期的歌手，因為中文流行音樂會是我們最主要的產品方向。 

2. 樂手的遴選 

目前業界已有許多實力深厚的樂手，在初期所發行的音樂預計會與這

些有實力的樂手來合作，但是同時我們也將進行校園樂手的選拔，因

為在校園中其實有許多在音樂基礎以及樂器實力優秀的人才，並且學

生也是最具有創造力的，如果能夠在學生時期就招攬他們，不但可以

有最優秀的樂手品質，在成本上也可節約許多，這樣一舉兩得的方式。 

 

三、 虛擬歌手 

 在我們研究中顯示，在目前所有的消費者中，知道虛擬歌手的有

63%，對於我們公司來說虛擬歌手是值得發展的音樂，因為在目前的網

路世界裡，有許多的網路空間與部落格，都有許多的人，在自已的網

頁空間裡放上自已做的音樂，以及自已唱的歌，並且都創造出超高的

瀏覽率，而這樣的方式就非常類似虛擬歌手的音樂發行方式，因為我

們也將透過這樣的方式來與一些有著超高瀏覽率的人來簽約，透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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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幫他製作更好的音樂，有更高的品質與內容，這樣的方式，也讓公

司自然而然的接收原本喜愛瀏覽其部落格的網友，他們的消費會是公

司一大利潤來源。 

 

四、 音樂來源 

 好聽的音樂是每一個消費者最看重的部份，因此我們將會發展出一

套機制，也就是以三管齊下的方式來收歌。 

1. 向知名創作型歌手邀歌：目前的音樂市場中，創作型歌手是最吸引

消費者購買力的，特別是因為好聽的歌，因此在初期為了打入市場，

我們將向知名的創作型歌手，如周杰倫，王力宏等人來邀歌，透過

他們創作好聽的歌曲的背書，在一開始的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2. 向高瀏覽率的音樂部落格買歌曲版權：在台灣其實有許多才華洋溢

的人透過自已的網頁來呈現自已的音樂，因為他們所創作音樂都非

常的平易近人，也特別容易吸引消費者，我們也透過這樣的管道來

收集好聽的歌曲讓我們的歌手來錄製。 

3. 開收投稿：我們也會在網站上發佈歡迎所有對詞曲創作有興趣的人

來投稿，並且會將稿費定得較高，藉此吸引更多好歌成為我們公司

的產品，就透過這樣的方式，總會激盪出令人感動的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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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硬體設備 

成立線上音樂公司需要大量的上傳與下載的功能，所以需要一套穩

定且能讓流量大的時候能快速的處理載量，對於硬体最主要的訴求就

是〝容量要夠大、傳輸快且穩定性高〞。一個網頁要被放在網路上供人

瀏覽，不只是要設計完成，而是要將之放至網路伺服器上，如此網頁

才會有網址，而伺服器的最大特點，就是運算能力須非常強大，在短

時間內就要完成所有運算工作，即使是一部簡單的伺服器系統，至少

就要有兩顆中央處理器同時工作，並且還要能存放資料，就線上音樂

公司而言，可以選擇自行架設伺服器也可以透過主機代管或是租用網

路伺服等這三種方式，因為必需有好的傳輸速率與存放高品質歌曲的

空間，在一般的市面上已經有許多廠商專門提供伺服器讓企業租用，

並且有許多的附加功能，要成立一家線上音樂公司，與伺服器的關係

必定密不可以分，以下是三種方式之間內容。 

1. 自行架設 

(1). 儲存容量 

在選擇硬碟時我們是以存放音樂為主，所以我們選擇的是２５０Ｇ

Ｂ的硬碟，大制上２５０ＧＢ應該是足夠的，目前的音樂大部份一首

歌約三～四分鐘左右，容量大約是４ＭＢ～６ＭＢ，這已是針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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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的音樂檔為假設，我們的硬碟２５０ＧＢ＝２５０Ｘ１０２４

＝２５６０００ＭＢ，一首歌以６ＭＢ計算，我們大約能放置４萬２

千多首歌，一張專輯大約是十首歌，我們就能存放大約４千多張專輯．

為什麼我們不使用一般家裡電腦主機的硬碟，如果我們使用的是一般

家裡電腦所使用的硬碟，好一點的主機配個６０ＧＢ的硬碟，６０Ｇ

Ｂ＝６０Ｘ１０２４＝６１４４０ＭＢ，這樣我們的伺服器大概只能

放１萬多首歌，１千多張的專輯，這樣對於要創立線上音樂平台，空

間是不足夠的，而且目前６０ＧＢ大約是一千元有找，２５０ＧＢ目

前大約是兩千五百元左右，空間容量差４倍，但價錢大約只差了３倍，

所以２５０ＧＢ是最好的選擇，消費者大眾會希望我們的音樂專輯是

充足多元化的，最好是能把整間唱片行裡所有的專輯都收入齊全，滿

足顧客消費者的需求 

(2). 網路速率與載量 

市面上提供個人用與企業專用的網路專線眾多，不管是 SONET、

SEEDNET 台灣固網或者是 HiNet，都有許多的方案可供消費者選擇，

評估於我們自行架設網站後，基於穩定度，以及最大線路的考量，我

們選擇大多數企業所使用的並且普及率最高的 HiNet。在選用 HiNet

後，基於我們的需求是可供消費者下載音樂的平台，在討論評估後， 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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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保守估計下載人數約為 100~200人，所以我們所選擇的網路速率是

HiNet的 FTTB企業用型，而為了避免品質降低的風險，故選擇使用

1.544Mb的傳輸速率，也就是所謂的 T1。而 T1的傳輸速率每秒

1.544Mb，若以每位使用人數單次僅可下載 3首歌曲，以每首歌曲的大

小為 3Mb，共可負擔同時間 150位使用人上線，並且限制每位使用者

同一時間內僅能下載 3首歌曲，以致每首歌曲的下載速率為 3k/秒，也

就是說在同一時間內，可同時下載 450首歌曲，並且在 20分鐘內完成

下載動作。對於新手上路的公司而言，暫時是能夠滿足使用人的需求，

但是在面對使用人持續增加時，而進一步擴充網路傳輸速率是必要

的。所以在此時此刻 T1是最適用的線路，並且此方案中的線路均屬於

專線，也就是說在品質上有一定的保障，因此為此次計劃中，暫定選

擇 T1專線為使用的線路。 

2. 主機代管 

如果以伺服器代管為選擇方案，在市面上經我們查訪以後，我們發

現對於各方面都推薦直接找中華電信公司來代管伺服器(表 4-5)，原因

在於中華電信原本就是比較有名的公司，市場上對他們的評價也都不

錯，尤其在伺服器的穩定度與網路的穩定度方面評價更高，而我們公

司所要建立的是一個提供下載音樂的網站，所以伺服器的穩定度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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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的穩定度是首要考慮因素，而這方面對於我們提供顧客下載音樂的

穩定度有直接的影響，並且在未來的行銷廣告方面也可享有全國最可

靠、頻寬最暢通之 Internet通信環境，以提昇其競爭力，並增進營運效

益。 

決定以中華電信為選擇主機代管的公司後，在來就是評估中華電信所

提供給幾種服務方案，其一為網站出租(虛擬主機) ，另一個為主機出 

租，由於虛擬主機的規格與實用性並不適用於我們公司的情況，故我

們從中華電信所提供的主機出租的幾種方案中來做選擇。 

 
表 4-5 中華電信主機代管服務內容 

 
 
 
 
 
 
 
 
 
 
 
 
 
 
 
 
 

基本上我們預定硬碟容量大約在 250G到 300G之間，所以選擇 X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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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X345 兩種型號來做選擇。 

 

3. 虛擬主機 

在虛擬主機的部份，我們在所有的廠商所提供最適合我們的服務來

與自行架設、主機託管來比較 

(1) 和宇寬頻 

表 4-6 和宇寬頻提供的服務內容  資料來源：和宇寬頻 

類型 
內容 Windows商用型 windows一般型 

費用 $24,000元/一年 $12,000元/一年(未稅) 
磁碟空間 600mb 300m(bytes) 
每月流量限制 60gb 30gb 
Pop3/smtp郵件 (10個)每個 50mb (5個)每個 50mb 
MS  SQL SERVER 
2000 

60mb 30mb 

速度 
機房透過 T3線路連接到網際網路，主機保障頻寬

為 10240k 

                            

表 4-7 和宇寬頻的加值服務       資料來源：和宇寬頻 

服務項目 月 付 金

額 
半年付金額 /九
五折) 

年付金額/(九
折) 

一次設定費 

IP代申請發放(個) 400 2,280 4,320 
防火牆服務 3,000 17,100 32,400 
備份換帶每週一

次 
2,000 11,400 21,600 

備份換帶每日一

次 
8,000 45,600 86,400 

免費 

註：備份換帶服務, 客戶自備磁帶機及磁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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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方案 

  在以上的三個方案中，在自行代管的部份，因為有許多要維修的部

份，因此在初期成立的時後，自行管理一伺服器主機需付出太高的成

本，而就虛擬主機而言，在硬碟的規劃中容量不太足夠，基於需要至

少 250G的空間，就目前虛擬主機所提供的服務還未能到達這樣的服

務，如果硬碟的容量不夠的話有可能會造成在許多人同時下載會有當

機的情況發生，因此在三個方案的比較中，我們在成立之初將會選擇

中華電信所提供的主機代管服務，在這樣的服務裡，我們仍然是自已

買了我們所需要的設備的主機，但是我們就將主機交給中華電信來管

理，透過中華電信專業的維修人員來維持伺服器主機的運作正常，並

且網路也可一起處理，這樣單純的管理方式，最適合初期開始運作的

企業。 

 

 

 

 

 

 

 

 



 - 81 -

第四節 市場行銷 

本公司在成立初期主要的優勢在於我們所擁有的銷售通路是非常

廣大的，可以說是只要有網路的地方，就是我們與消費者接觸的店面，

在目前的所有音樂公司中，尚未有單純以網路為銷售通路的企業，而

以目前線上音樂平台來說 KKBOX是開啟與扭轉許多消費者消費態度

與消費眼光的公司，有許多的消費者原本習慣於在唱片行購買音樂專

輯，但是因為在 KKBOX的帶領下，台灣許多消費者的心態慢慢的都

在改變，以往在唱片行購買的消費者，漸漸的改變舊有的消費習慣，

開始願意透過網路來聽音樂，然而就 KKBOX而言，其仍然只是透過

向各大唱片業者購買音樂的版權，再透過自已的平台來供人收聽，而

消費的方式則是以每個月收費一次，讓消費者可以無限的收聽自已想

聽的歌，雖然這樣的方式為他們帶來許多的利潤，但是 KKBOX仍然

要付出許多的音樂專輯的版稅，的 KKBOX的成本就非常的高，而本

公司所強調的則是本公司自行生產音樂、自行製作、自行行銷、透過

自已的的通路，將自行製做的音樂銷售出去來得著利潤。雖然在目前

的台灣社會中盜版問題嚴重，本公司也將會碰到這樣的衝擊，但是本

公司會透過行銷來更多的教育消費者，也期許提升國內消費者的道德

觀念，讓消費者開始主動的支持正版，透過行銷教育創造持續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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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而這樣的產業、這樣的通路是無法申請專利保護的，競爭廠商

可以採取模仿跟進的手段，因此我們將強化自已在製程品質、產品創

新和行銷溝通的核心能力，積極建立品牌形象，並強化持續競爭優勢。 

一. 市場區隔 

 在一開始我們將市場區隔著重在台灣的北區、中區、南區這三個有

較大都會區的地區，原因是在這三個較大的都會區塊中上網人數的比

率較其他地區高，並且消費能力也比其他地區來得高，而市場調查(圖

4-4)也顯示因為網路的發展而改變音樂購買行為的有 60%，因此在網路

普及率較高的地區來說我們公司是較有進入市場的潛力。 

 
 
 
 
 
 
 
 

圖 4-4 網路有展是否影響消費行為圖 

並且我們將再針對在每個地區擁有MP3的消費者為主要消費對象，因

為每一台MP3以 512MB 來說，就可存放將近 100首歌，這將會是一

個廣大的市場。在這樣市場中，目前的消費者都大多使用 CD轉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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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手續往往浪費了許多的時間，因此針對這樣的消費族群，讓消

費者很方便的只需從網上下載，即可隋時更新MP3 裡的音樂，這樣的

消費市場是有非常大的利潤。 

二. 產品 

 我們將製造以中文流行音樂為主打的音樂產品，因為透過我們的市

場調查顯示，目前最多人接受且喜愛的音樂風格為中文流行音樂，因

為在 180份的市場調查問卷顯示，接受訪問的 180人經過複選來勾選

較喜愛的音樂選項，中文流行音樂就高達 105位，由此顯示一開始所

推出中文流行音樂最容易打進市場並且穩建成長。 

三. 定價 

 透過我們的市場調查(圖 4-5) 顯示，消費者對於價格大多認為高出

自已的預算，而在購買音樂之前，會考慮到價格的來購買音樂的有

50%，因此可以看出消費者對於價格是敏感的，而依照我們的市場調查

與音樂成本製作的比較，我預定每首歌的零售價格為 15元，在音樂製

作成本上我們在前五年的估計為 300,000元，每季三十萬元 

的所製作的歌曲預計為 20首，平均下來每首歌的製作成本為 15,000

元，以每首歌 15元來說，每首歌只要有一千人購買就可打平製作成本，

因此這個價格會是公司將來於行銷上的利多點，因 為這樣便宜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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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不但是吸引消費者購買的誘因，本公司也將透過這樣的費用當作

教材來教導消費者開始培養好的道德觀念，用便宜的價錢即可有正版

的高品質音樂。 

 
 
 
 
 
 
 
 
 
 
 

圖 4-5 消費者願意付出一首歌的價格 

 
 

四. 配銷通路 

 在初期，我們將會透過公司的中文首頁來成為販售音樂的店面，在

中文首頁有一定的成長後，將會開始發展英文的頁面，並且會開始與

許多較短名的入口網站合作，在其頁面固定租用一個區塊成為音樂的

購買下載點，此處強調的是，不是透過這個區塊打廣告，而是讓這個

區塊就是一個店面，讓消費者可以直接購買的網頁，也因此增加了更

多的觸角來接觸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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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行銷預算 

 第一年到第四年的廣告和促銷預算估計為 25萬元，到了第五年則

提高到 30萬元，這些支出將分配在廣告上，比例為 55%，而在促銷上

的比例為 45%，在初成立的 5 年裡都將維持同樣的比例。 

六. 廣告 

 目前在市面上可以進行廣告宣傳的媒介有很多，而廣告所帶來的不

只是產品資訊，廣告所帶來強大的邊際效益為品牌卬象，而我們所欲

宣導支持正版音樂也可透過廣告不但帶來產品的資訊更是帶來我們所

想傳達的概念，在我們的市場調查(圖 4-6)中發現，在 180位受訪者以

複選方式勾選中得知音樂發行的通路為電視最高，其二為網路，第三

是廣播，可以發現，因為音樂是需要實際感官體驗的商品，因此平面

的廣告較不適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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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消費者從何處得知音樂發行訊息 

在初期所推出的廣告中，要強調的是，我們有最便捷的通路與最使宜

的價格，我們要強化消費者對於這樣一個新興通路的定位與認知，並

將透過大量的廣告來建立品牌形象----便捷、低價、質優等特色，使得

消費者不再只是購買音樂，而是當消費購買音樂的時候，也同時獲得

了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卬象。我們預計投入十三萬左右的價格在電視

MTV頻道與網路一些較大的入口網站，強力播放讓消費者聽到我們的

音樂，也在一般電視台的頻道裡放送有關如何購買與消費價格等與品

牌卬象相關的廣告，而在網路上則以一些較吸引人的標題吸引人注意。 

七. 促銷 

我們將進行幾項的促銷活動，目的是為在成立之初，能夠讓消費者願

意用敞開的態度來接受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促銷活動能夠成功的打

入市場， 

(1) 片段試聽：在我們的市場調查(圖 4-7)中發現，認為非常重要的有

41%，認為重要的有 39%，由此可知就整個市場來說，消費者認為

在試聽前是否能夠先試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一開始推出音樂的

時候，我們會開放每首歌都有二十秒的時間可以試聽，讓消費者分

別來選擇購買他們所喜歡的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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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片段試聽的重要性 

 
 
 

(2) 贈送贈品：根據市場調查(圖 4-8)分析中指出認為贈品可有可無的比

例佔大多數，其數據為 46%，由此可知，當我們隋著我們的產品推

出贈品時，我們是可以吸引更多的中間客源，有許多遊移不定的消

費者，會因為贈品而增加了贈買的意願，我們也可從大多數消費都

選擇普通的狀況發現，消費者不是不喜歡買音樂送贈品這樣的促

銷，而是大部消費者不喜歡贈品的本身，因此我們可以將贈品跟我

們的產品結合，也就是我們將推出在初成立的一個月裡，所以的產

品將買一送一，透過這樣的方式，不但是讓消費者得到更大的利益，

也讓我們的音樂在初期有更多的機會讓更多的人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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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贈品的重要程度 

 

第五節 財務計劃 

在財務上，我們以穩建的方式在計算獲利，預估在營運後的第二年

營收入會開始進入正的成長，因為在初期，必需投入較多的資金在行

銷推廣以及製做高品質並且好聽的音樂，在開始的前五年裡，每年在

音樂製做上投入的成本為每個月三十萬，其中包含歌手的薪資，以及

唱片製做的費用。 

另外在行銷方面，每個月也都投入相當大比例的資金，每個月 250,000

元，到了第五年會提高到 300,000 元，因為在初期必需要有許多的廣

告，無論是網路上或者電視上的廣告，都是必需讓消費大眾知道，讓

消費大眾對我們是有品牌卬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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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路線路的費用上是租用中華電信 T1 專線每個月為 50,000 元，而

在薪資方面以每一個部門都一位來說，共有五個部門，每個月薪資的

支出為 125,000。 

硬體設備的部份是月租中華電信的主機代管，第一年的費用為購買主

機的費用，其他則為代管之月租費。 

在最後每年也都必需付出 28%的營利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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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預 估 損 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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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組織和管理 

在這裡初部預計在成立之初，應有那些必需的人力資源才能維持正

常的運作，而在每一個部門在公司成立之初都是一人為假設。 

一、音樂部門(關鍵資源人力) 

音樂部門的主要工作是控管所有本公司所生產的音樂，也就是本公

司的主要商品。主要內容大是可分為音樂、歌手、歌手培訓、音樂製

作與音樂管理等幾個部份。因為本公司是網路唱片公司，某些歌曲的

來源與發行不一定會著重在歌手的個人特色上，因此只著重音樂特色

的產品自然是音樂部門的重要工作之一。 

本公司一部分的音樂自然是經過篩選或經星探發掘而來的歌手，這些

歌手的篩選與歌手所創作的音樂部分也是由音樂部門來管理。歌手培

訓，這一個部分的工作舉例來說，例如擁有堅強音樂實力，卻缺乏個

人魅力的歌手，或擁有成為歌手特質，但需要加強音樂實力者，都可

透過音樂部門來做歌手培訓。 

音樂製作，所有公司經過決定發行的音樂都必須重新製作與調整，才

能呈現最優質的音樂，在網路上發行。音樂管理，所有權屬於本公司

的所有音樂都經由音樂部門來做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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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銷部門 

行銷部門主要的工作在成立之初，必需對消費者建立品牌卬像，並

且建立有特色的品牌識別，讓消費者對公司是有卬像的，不但如此，

因為在公司在通路方面是新興產業，行銷部門必需在網路上設計廣

告，並且要有許多的計劃，如何吸引消費者，如何將企業推銷出去，

如何教導消費者來使用在以往未曾使用過的交易行為，提出優惠方

案，提高消費者來網頁瀏覽的次數。 

三、網路管理部門 

因本公司係屬「線上」音樂公司，所以擁有專業的網路管理人員是

非常重要的關鍵，而所謂的網路管理人員的工作，通常要做些MI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資訊管理系統）之維護工作以及基

本電腦軟硬體故障排除之能力，並且能使用一些網路掃瞄及封包觀測

程式。如果遭受網路病毒或駭客攻擊必須能馬上做出回應並且阻斷，

以維持 server正常運作，並且維護網站系統的安全以及資料的備份。

最後，維持網路通順不斷線，並且注意流量的限制。讓消費者在下載

公司的產品時是最順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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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戶服務部門 

客服人員的工作內容是解決客戶問題與申訴處理，不論是電話或者

e-mail，線上音樂的客服需要幫客戶解決下載時的問題，檔案解碼時的

問題，付費或是客戶需要退租也是客服人員負責的工作，另外客戶忘

記密碼時，線上的客服人員就要核對客戶所輸入的資料是否與申請的

客戶同一人才把資料 e-mail給客戶，線上的客服人員要注意公司的mail

信箱是否有顧客提出使用上的問題，網路付費、代收費用以及月租繳

費也是由客服人員下去核對資料，擁有好的客服人員才能時時刻刻關

心顧客的需要與及時解決使用相關問題，讓初成立的企業與消費者有

更好的互動。 

五、財務部門 

在企業成立之初大約估計會計工作的內容有編寫會計傳票、報表，

與銀行郵局接治，人事薪資發給，當消費者購買產品後需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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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 
在編寫此次企劃時的過程中，我們真的了解到在業界企業中所開始

的每一個專案，如果不經過企劃書編寫的過程，絕對無法有最好的獲

利與成長，因為透過企劃書，才能了解我們所要進入的市場環境，如

果我們不夠了解，就是一昧的推出不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產品，這樣的

產品絕計不會有獲利的空間，如果沒有透過編寫企劃書的過程，我們

也無法知道該如何規劃我們產品的設計與製造，經過這樣的過程，我

們才不會浪費太多的生產成本，如果沒有企劃書編寫的過程，我們將

無法找出最好的行銷方法來訂定最好的促銷策略與價格，透過企劃書

我們可以確實仔細的統整我們所有的資源，做出最好的計劃並且付諸

實行。 

而在面對台灣的音樂市場已經接近飽合的狀態，如何在這樣險惡的環

境中突破重圍，真的需要有更多更創新的構思與思維在企業的經營

裡，在最近一期的經理文摘中提到，現在的消費者已經不如以往，在

過去只要有好品質與好的通路，通常都可以透過產品有很高的利潤，

但是在現在的市場裡，即使企業擁有最好的品質與最佳的通路，卻仍

然不一定有最好的獲利，原因在於消費型態的改變與消費者生活水準

的提高，在過去消費者較注重產品，但是現在還為有許多的替代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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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選擇，消費者逐漸的不再者重於產品的品質，而開始將對每

一個產業的業種與業態的創新有了興趣，就實際的例子來說，一樣是

衣服，且一樣的產品，有許多三消費者就喜愛透過網路來購買，因為

透過網路購買有便利性，並且很新潮，以傳統產業來說，早期的點心

食品糖胡蘆，只要在路邊眅售，就有許多消費者會購買，但是現在不

一樣了，連糖胡蘆都要求新求變，要放上不同的水果，要有不同口味

的糖衣等，種種以上的產品、通路的創新都代表著消費習慣已經慢慢

的在改變，而在此次的企劃中，就是洞悉了消費市場的改變，將要透

過一個新的通路方式要來進入目前競爭激烈並且環境險峻的音樂市

場，因為看見在未來 MP3會成為人手一機的產品，而我們就是與之配

合的產業，在目前的產業中，也尚未有企業預備進入這樣的市場中，

因此我們將會得到最大利潤，並且可想而知我們將會是這個通路，這

個產業的先鋒與領導者，不但如此，我們也給自己有明確的企業責任，

我們願意成為目前社會的導師，透過我們各樣的優惠，讓消費者體認

到，並不一定使用正版就是需要花大錢，而是讓消費者透過便宜的價

格，體會到，使用正版的快樂，能夠確實的改善台灣面對智慧財產權

的態度，讓台灣的消費者都成為支持正版的人，並且不再讓台灣被世

界認為是不尊重智慧財產權的國家，這樣的企業責任，是我們所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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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的方向，另一方面，我們也真的了解在我們的國家中是人才輩出

的，我們期待看見台灣的音樂能夠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因此我們也

將從我們的收入之中撥出經費來支持那些真的才華洋溢但卻沒有經費

也沒有機會深造的年輕人，相信栽培他們會是給台灣音樂走出台灣、

邁向世界最好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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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線上音樂公司市場調查問卷 

 
 
 
 
 
 
 
 
 

一、個人基本資料 

 
01、請問您的性別 
 1.男        2.女 
 
02、請問您的年齡 
 1. 20歲以下 2. 21歲~30歲 3. 31歲~40歲 

4. 41歲~50歲 5. 50歲以上 
 
03、請問您的教育程度 
 1.國小及以下 2.國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專)  6.研究所及以上 
 
04、請問下列那一個行業最能代表您目前的工作狀況 
 1.全職工作  2.兼職工作  3.自營 
 4.學生   5.退休   6.家庭主婦 
 7.待業中 
 
05、請問您的居住地 
 1.北部(台北縣市、基隆)   2.東部(宜蘭、花蓮、台東) 
 3.中部(桃竹苗、中彰投)   4.南部(雲嘉南、高屏) 
 5.外島(澎湖、金馬) 

您好!這份市場調查的問卷，主要是針對「成立線上音樂公司在市場上的商品

區隔、價格設定與行銷策略」 ，請您放心，本調查僅供企業內部研究使用，

請您安心填寫，並且在此強調，填寫時我們需要的是您以高道德標準(即不使

用盜版)的態度來提供您寶貴的意見。特此致謝! 

                                        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 

民國 96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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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個人平均月收入或零用錢 
 1. 16,000元以下 2.16,000~29,999元 3.30,000~49,999元 
 4.50,000~69,999 元 5.70,000~89,999元 6.90,000~109,000元 
 7. 110,000萬以上 
 

二、發行音樂類型 

 
07、請問您最喜愛的音樂風格是?(複選) 
 1.中文流行樂  2.古典樂   3.搖滾樂 
 4.嘻哈饒舌   5.爵士藍調   6.西洋流行樂 
 7.心靈、宗教、新世紀音樂    8.純演奏 
 9.其它 
 
08、請問您會因為那些因素而願意購買音樂專輯(複選)? 
 1.喜歡的曲風  2.喜歡的歌手  3.喜歡的贈品 
 4.喜歡的歌聲  5.其它___________(如勾選請填寫) 
 
09、是否知道什麼是虛擬歌手? 
 1.知道    2.不知道 
 
10、您認為虛擬歌手應該有那些特點才會令你願意購買?(複選) 
 1.歌聲    2.曲風    3.知名度 
 4.購買後有贈品  5.其它___________(如勾選請填寫) 
 

三、音樂的購買行為 

 
11、請問您目前每日聽音樂的時數 
 1.一小時以內  2. 1~2小時    
 3. 3~4小時   4. 4小時以上 
 
12、請問您平時所聽的音樂大部份來源為何?(複選) 
 1.唱片行購買   
 2.網路付費下載(可自由使用檔案例：kuro、ezpeer) 
 3.線上音樂平台(無法自由使用檔案例：k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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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與人交換(借) 
 5.其它___________ 
 
13、您認為目前市售的唱片專輯的價格 
 1.太貴    2.還好    4.便宜 
 5.沒意見 
14、網路的膨勃發展是否影響您的音樂購買行為 
 1.是    2.否 
 
15、真正讓您喜愛的音樂，其價格對於您的購買決策的影響 
 1.只要我喜歡價格不重要 
 2.雖然我喜歡還是要考慮價格 
 3.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16、在高道德標準下(即不使用盜版)，您願意花多少錢從網路上購一首歌曲 
 1.10~15元   2.16~20元   3.21~25元 
 4.26~30元   5.31~35元   6.36~40元 
 7.41元以上 
 

四、行銷策略 

 
17、請問您通常都從何處知道某歌手發行專輯?(複選) 
 1.雜誌    2.電視    3.報紙 
 4.廣播    5.網路    6.口耳相傳 
 7.其它_________ 
 
18、您認為在您從網路上購買音樂前，「片段試聽」對您的重要性? 
 1.非常重要   2.重要    3.普通 
 4.不需要   5.完全不需要 
 
19、您認為在您從網路上購買音樂時，「贈品」對您的重要性? 
 1.非常重要   2.重要    3.普通 
 4.不需要   5.完全不需要 
 

【謝謝您寶貴的意見協助我們完成這份市場調查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