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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數位影音科技的進步，隨同網路經濟的發展腳步而不斷提昇，伴隨

而來的是音樂消費型態的改變，數位科技進步已經有效擴大了數位經濟

的規模，實質上雖有效擴展了音樂的心消費族群及相關的市場， 但同

時間由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對於音樂相關著作權的保護或訴求也跟著

提高。對消費者而言，可以下載自己喜歡的特定音樂，而不需購買整張

專輯，可以自己編排歌曲又有消費彈性。然而重要的事，即使消費者對

線上數位音樂需求都是樂觀呈現，但面對網路上廣大的免費資源，同時

又有 P2P 業者低價經營及數位音樂的易複製性，這些都是目前線上音樂

使用者，所需列入考慮使用的因素。  

   也針對線上音樂使用者的行為做研究，應用理性行為理論、計劃

行為理論做基礎，再進一步設計問卷並進行調查，主要是以台中市的流

動人口為主，共回收有效問卷 243 份。並擬定五項假說，進而將使用者

所填答的問卷進行敘述統計分析、問卷信度分析、構面平均數分析、相

關性分析、差異性分析的 t 檢定及 ANOVA 檢定，根據分析出的數據可

以清楚了解使用者對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以及證實五項假說的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費用與法律責任是決定使用者是否要用線上音

樂的關鍵因素，線上音樂業者一定要能正確掌握消費者需求、有明確的

經營方向以及完整的服務才能造成使用者與業者雙贏的市場環境。 

 

關鍵詞：線上音樂(online music)、著作權(copyright)、 

        理性行為理論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計畫行為理論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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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在交換檔案中網域類別的訪客中，有335萬人，人數排名第一為Kuro

官方網站與其公司所屬的飛行網，第二名為ezpeer官方網站，由此可見，

使用網路下載線上音樂的人數是非常多的。 

本章先針對研究背景、動機、目的及研究程序進行說明。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所謂「線上音樂」是指透過網路獲得音樂聆聽，不論是經由串流技術

在網路上聆聽音樂，或是將音樂檔案下載到電腦與 MP3聆聽，皆屬線上音

樂的範圍。線上音樂主要特點為消費者不再需要受實體 CD 的限制來聆聽

音樂，而且消費者所購買的音樂也不必再受制於以專輯為單位，可以選擇

喜愛的單曲進行單曲購買，並可透過信用卡、便利商店與手機等付費購買

音樂，選擇性增加不少。消費者也不需要再額外購買播放器才能聆聽音

樂，只要擁有電腦就可以透過電腦收聽音樂。 

1.1.1 Napster開創線上音樂交換風潮(22)  

線上音樂的出現，導致傳統音樂產業經營模式出現劇烈變化，而最早

提供線上音樂服務的廠商為Napster。1999年5月美國波士頓東北大學學生

費寧撰寫完成可讓網路使用者自由交換下載彼此電腦中儲存音樂檔案之

P2P軟體，隨後成立了Napster，開啟了線上音樂交換的風潮，Napster的

會員數在成立首年內即超過4,000萬人，其網站流量平均每日可達50萬人

次。  



 7

Napster的興起，使多數音樂消費者得直接以點對點交換的方式取得

音樂檔案，以低廉的費用享受大量的音樂，但音樂內容的提供者 - 唱片

公司、詞曲創作人與演出者卻無法從中取得如權利金等報酬，同時，線上

音樂交換排擠了實體唱片的銷售，因此唱片業者將P2P線上音樂交換視為

盜版行徑，RIAA於1999年12月提起對Napster的訴訟，迫使Napster於2001

年7月終止所有網路上的歌曲流通交換。  

1.1.2 Apple iTunes(28)取得唱片公司授權  

在Napster式微之後，仍有部分網站持續進行類似之P2P線上音樂交換

服務，但同樣受唱片業者控告侵權，或有勝訴者，雖可繼續經營音樂交換

服務，但其使用者仍難避免面對唱片業者提起侵權控告的威嚇，使得線上

音樂的發展始終未有明確的方向，直到Apple宣布推出iTunes線上音樂商

店，線上音樂的發展進入了新的里程。  

Apple iTunes音樂商店採用單首下載計費的經營模式，與Napster採

會員制的P2P音樂交換模式不同，使用者對音樂檔案的下載易於管理與統

計，可配合唱片公司計算權利金，Apple iTunes線上音樂商店與P2P音樂

交換服務最大的不同點在於唱片公司授權的取得與嚴謹的權利管理。

(93.08市場專題研究報告)  

Apple在順利說服唱片公司授權代理銷售音樂後，Apple iTunes線上

音樂商店於2003年4月開始營運。  

由於Apple iTunes之音樂下載無法律爭議且價格合理，因此對單純以

音樂欣賞為目的之消費者頗具吸引力，在iTunes音樂商店推出後，市場反

應熱烈，至2004年3月中旬為止，由iTunes下載的歌曲已達5,000萬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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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搭售的iPod隨身聽出貨量亦屢創新高。在Apple iTunes此一經營模式

為市場接受之後，其他線上音樂廠商陸續興起，包括捲土重來的Napster 

2.0、BuyMusic、RealNetwork與Wal-Mart等，多採取單首下載計費制或月

費制等經營模式。  

Apple iTunes線上音樂商店的大受歡迎，創造了唱片公司、線上音樂

廠商與消費者三贏的格局，也為線上音樂付費下載模式樹立成功的經營典

範。  

1.2 研究目的 

在網路的世界中，任何資訊皆朝向數位化的型態在演變。數位音樂在

網路上流傳，對於音樂產業傳統的經營方式造成一些衝擊。根據創市際市

調公佈的「2004 線上音樂研究調查」結果顯示：年輕族群追求流行，喜

歡影音娛樂，但這群網路世代卻鮮少有人到唱片行花錢買 CD 專輯的消費

習慣，對於年輕人而言盜版已不是他們所在意的話題，重點是他們覺得這

個服務是否值得付費。經營者若能體認到這點，鎖定年輕人的生意並不難

做。 

另一方面關於消費者所在意之音樂著作權、是否合法之問題，根據台

北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的問卷調查顯示，國內有 85%的網友曾經上網下

載音樂，雖然有 66%的網友擔心因此遭到司法單位處罰，但有 62%的網友

即使擔心音樂的合法性問題，仍舊要下載數位音樂。但關於這點 2006 年

10 月 16 日中廣新聞：Kuro、Yahoo 合作百萬首歌曲「合法」付費下載，

這個訊息正顯示這數位線上音樂正一步步的走向合法。 

即使消費者對線上音樂需求都是樂觀呈現，但對網路上廣大的免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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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時又有 p2p 業者低價經營及數位音樂的易複製性，都是目前線上音

樂付費業者所必須克服的挑戰。台灣網友已願意付費使用線上音樂服務，

但相同地也會產生不同於免費資源的期待。 

本研究希望從消費者的角度出發，了解目前線上數位音樂付費會員的

特質、動機、態度、使用情形及使用後的滿意程度。 

本研究目的如下： 

1.暸解消費者對於線上音樂軟體的使用動機有何不同 

    2.暸解現在消費者線上音樂的使用情形 

    3.暸解消費者對於線上音樂的使用意願 

    4.暸解消費者在使用線上音樂後的滿意程度 

    5.暸解消費者使用線上音樂的選擇有何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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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線上音樂發展及現況 
 

目前國內線上音樂服務模式包括付費下載的線上音樂商店、P2P 音樂

交換與串流聆聽服務。目前付費使用者以 P2P 音樂交換最多，線上音樂商

店與串流聆聽服務皆為 2004 年新興的服務模式，我們將由價格、產品內

容、加值服務、消費者接受程度等角度，分析各線上音樂服務模式的優劣

勢，探討市場未來發展趨勢。 

2.1 線上音樂業者的經營概況 

在經營線上音樂的服務中，除了擁有充份的資金、人才、技術以及與

唱片公司良好的關係之外，成本控管與規模經濟是成功的主要關鍵。由於

歌曲權利金的成本高昂，再加上軟、硬體設備與管銷費用不低，以及經營

初期有限的營收情況下，如果缺乏有效的成本控管，導致長期損益無法平

衡，資金將很快就會消耗完。以號稱台灣第一家合法音樂下載服務艾比茲

（iMusic）音樂網為例，由於經營成本過高，再加上消費者認為費用過高，

而缺乏消費意願，以致營收與成本支出相差甚遠，最終在經營到 2005年

黯然退場。 

目前業者在經營當中所遇到的兩個難題，包括歌曲版權不清與消費者

所願付的費用有限。以版權部分來說，台灣的歌曲版權散落四方。歌曲版

權大致可分三個部份，分別為歌曲製作版權、詞曲版權與公播權。一般而

言，唱片公司擁有歌曲製作版權，但不見得擁有詞與曲的版權，也不擁有

公播權，也因此線上音樂業者必須分頭去確認歌曲各部份的版權，並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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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簽約；對於經過多次翻唱與製作的歌曲，則可能同時有多方宣稱擁有

版權，然而這些確認與洽談的動作皆需花不少時間與成本處理。另外，由

於消費者付費意願有限，業者在經營的同時也必須考量到消費者願意買單

的價格，以免無法吸引消費。  

目前台灣線上音樂的主要使用技術，大致可分 P2P 檔案交換、串流聆

聽以及計費下載三種營運模式，檔案模式主要是以收月費為主，僅少數公

司以下載單首或專輯為主。 

表 2-1 我國線上音樂主要服務模式 

項目  P2P 檔案交換 串流聆聽 計費下載 

經營模式 主要提供平

台與軟體使

用者相互交

換音樂檔案 

歌曲存放在伺

服器上，透過

網路線上聆聽 

下載歌曲至

電腦 

計費方式與

價格 

100/月，歌曲

無限下載 

149/月，歌曲

無限下載 

每首約 10-40

元  

主要服務內

容 

音樂資訊與

歌曲排行  

隨點即聽，動態

歌詞，功能觀看

最新熱門 MV 

音樂資訊與

歌曲內容 

經營所面臨

難題 

未獲音樂授

權，經營合法

性受爭議 

歌曲只能線上聆

聽，客戶族群有

限 

消費者願付金

額低，成本與營

收不成正比，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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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困難 

2.2 線上音樂服務模式 

就收費模式而言，目前線上音樂服務的收費模式可分成訂閱式與單首

計費制。訂閱式即指在一定時間內收取固定費用，消費者可無限使用相關

服務，單曲計費則為按音樂下載的檔案數量計費。 

2.3 台灣線上音樂主要廠商 

台灣目前有四大線上音樂服務網站，分別是願境網訊的 KKBOX、雅虎

奇摩「音樂通」、飛行網 Kuro、及全球數碼科技 ezPeer，前兩家業者所提

供是串流音樂及下載服務，後兩者是架構一個平台讓使用者彼此之間進行

點對點（P2P）傳輸。 

資策會 2003 年統計表示出現上音樂以使用人數來看，飛行網會員高

達四十萬、ezPeer 會員達三十萬，換句話說，台灣市場使用 P2P 平台的

消費者居多數，因為 P2P 平台有合法與不合法的，當然在統計方面也是無

法估計的。 

表2-2 我國線上音樂主要業者 

項目 KURO ezPeer+ KKBOX YAHOO FOXY 

廠商 飛行網 達霖數位 願境網訊 雅虎奇摩 無 

經營模式 P2P檔案交

換 

P2P檔案交

換 

串流聆聽 

檔案下載 

串流聆聽 

檔案下載 

P2P檔案交換 

計費方式 99/月 舊會員99/

月，新會員

149/月  149/月，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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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月 25-30/首 

提供收費

時間 

2001 2001 2001 2006 免費 

用戶數 40萬 30萬 14萬 80萬 人數無法統計 

歌曲數 50萬 超過50萬

首 

50萬首 10萬 無法確定 

備註 2005年底

被控侵權

敗訴，

2006.10月

停止P2P服

務 

原 ezPeer

被 控 侵

權，判決無

罪，ezPeer

會員仍可 

以99元月

費進行檔

案交換 

可離線收

聽、收看

mv、動態

歌詞及製

作音樂相

簿 

Kuro會員將

轉到Yahoo

奇摩音樂，

前十萬名加

入雅虎音樂

通vip會員

的Kuro會

員，可以獲

得300點的

點數 

Foxy相當於傳檔

功能的中介程式

兼平台，Foxy只

是一個共享軟體

 

Yahoo!奇摩音樂通提供線上收聽、離線收聽及單曲下載三種服務，網

友只要加入音樂通VIP付費會員，每月支付月費149元便可啟動全曲線上收

聽及離線收聽，並享有單曲下載25~30元的優惠價；非會員可享30秒免費

試聽，也可以30~35元購買自己喜愛的單曲。經由單曲下載的歌曲，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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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錄成最多5張光碟或傳輸至支援微軟Janus DRM機制的隨身手持裝備。 

KKbox 方面，目前還卡在單曲價格與硬體產品支援度上，所以還沒有

確切的時間點， KKbox 方面表示，目前除了規劃單曲下載之外，還有一

種「Togo」服務，也就是每月付固定的月費，可以吃到飽，也能放在MP3

上聆聽，但是一旦不付月費，所下載的音樂就無法使用，但是這個需要DRM 

10的MP3產品配合，目前市面上可支援DRM 10的硬體產品可說是少之又少。 

國內著名P2P音樂服務 ezPeer 於2000年6月2日宣佈成立 ezPeer ，

服務將於明(3)日上線，正式邁入合法下載服務，然而， Kuro 也有意轉

型成合法服務，屆時台灣付費音樂下載服務將全面合法化。收費方面，原

本 ezPeer 會員繼續原來的每月99元吃到飽價格，新會員則是每月149

元，另外還有一種可以把歌曲下載到MP3播放機聽豪華版會員，每月為249

元。 

飛行網與IFPI纏訟多年後，正式宣佈和解，第一階段把 Kuro 會員導

入Yahoo！奇摩音樂通，即日起原來 Kuro 會員前10萬名加入Yahoo！奇摩

音樂VIP會員，可以免費獲得300點優惠點數（可免費下載燒錄10首歌曲）。

現階段以Yahoo！經營平台，搭配驊訊的耳機等硬體產品，未來有各種不

同的可能性 

非法P2P音樂下載爭議許久，終於在2006年的秋初落幕。合法線上音

樂市場也增加至三家業者。現存第一家合法線上音樂網站 KKbox 方面表

示，隨著非法P2P業者與IFPI和解後停止招收新會員至今， KKbox 每日新

增會員人數為平時的2-3倍，計算至95年10月15日止， KKbox 註冊會員達

180萬人；付費VIP會員自九月初的15萬人成長至17萬人，預計年底可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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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0萬付費會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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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節是探討國內線上音樂，第二節是關於著

作權的相關知識，第三節是針對本研究之理論基礎─TRA與TPB，第四節是

一些相關論文的文獻探討。 

3.1 線上音樂 

    國內線上音樂服務目前仍以P2P音樂交換為主，知名廠商包括Kuro與

ezPeer。近期國內廠商亦陸續推出線上音樂商店，提供音樂檔案下載計費

的服務，如年代集團投資成立的艾比茲娛樂科技，推出iMusic線上音樂商

店，已於2003年4月起正式開始營運，明基亦推出QBand，Hinet與亞洲數

碼音樂股份有限公司則計畫合作推出HiMusic。 

    P2P網站具競爭優勢，未來法院判決為關鍵 就目前國內的線上音樂市

場環境而言，採下載計費的線上音樂商店面臨較為不利的局面，主因為國

內法規環境未臻成熟，音樂檔案交換或下載之遊戲規則尚未確立。面對P2P

業者的直接競爭，線上音樂商店雖獲唱片公司授權，但卻因此使其產品有

較多的使用限制，而價格亦因需支付唱片權利金而偏高，在消費者對P2P

音樂交換服務的使用未受到有效規範下，短期內線上音樂商店廠商之經營

空間有限，估計初期不易產生獲利。  

    預估唱片公司將持續對P2P業者或是違法大量交換音樂檔案的使用者

提起侵權訴訟，除了宣導使用正版音樂的觀念外，亦藉此嚇阻侵權行為的

發生，減低使用者大量交換音樂檔案的意願。不過因目前P2P業者與唱片

公司的相關侵權訴訟多仍在進行中，在判決未定前，P2P業者仍具有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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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而未來判決結果則將影響國內線上音樂市場生態，若P2P業者全面

勝訴，採下載計費模式的音樂商店廠商經營空間將更為受限。  

  後續廠商陸續興起，具資金與技術優勢者可望勝出未來若國內順利建

立線上音樂檔案交換的遊戲規則，線上音樂商店仍有發展空間，不過目前

因投入之線上音樂商店居於競爭劣勢，初期不易獲利，相關廠商需具備足

夠資金支援方可支應初期虧損。此外，由Apple iTunes的經驗可知，播放

軟體的設計、銷售平台與音樂資料庫的建置與維護、軟硬體結合等技術能

力，將影響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喜好程度，而取得唱片公司授權的廣度，

則將影響其音樂資料庫的完整性。預估掌握資金、軟硬體技術與資料庫完

整性優勢的廠商，未來較有機會在線上音樂商店產業中脫穎而出。 

    就收費模式而言，目前線上音樂服務的收費模式可分成訂閱式與單首

計費制。訂閱式即指在一定時間內收取固定費用，消費者可無限使用相關

服務，單曲計費則為按音樂下載的檔案數量計費。  

    目前串流服務與P2P服務皆以訂閱式計費為主，前者之月費平均為

130~150元間，而P2P服務之月費則在100元左右。線上音樂商店則以單首

計費為主，每首音樂的價格約為15～35元。  

    P2P為所有線上音樂服務中價格最為低廉者，主因為P2P業者認定其業

務為提供音樂交換服務，而非販賣音樂檔案，因此未取得唱片業者的授

權。在其與唱片業者的訴訟尚未有結果下，P2P業者目前並不需負擔版稅

成本，因此享有成本優勢，可提供價格低廉的服務。串流聆聽服務廠商與

線上音樂商店則循正常管道取得唱片業者的授權，需負擔較高的版稅，導

致價格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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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僅從定價來比較，P2P所提供的價格最具吸引力，且所採用的月費

制，更可滿足消費者的低價、吃到飽的需求。然而，P2P的低成本能力來

自於未支付唱片業者版稅，因此也使P2P音樂交換服務出現著作權爭議。

目前唱片業者與IFPI莫不透過法律或商業運作的方式來壓制P2P的營運，

部分電信業者即終止與P2P業者的商業合作，部分消費者亦可能因此停止

使用P2P音樂交換服務。  

    以產品內容而言，線上音樂主要的產品仍為音樂的收聽或下載，線上

音樂廠商多扮演音樂通路的角色，因此提供的音樂內容本身差異不大，各

家廠商莫不在加值服務上投注心力，如專輯資訊、歌手資訊，或是搜尋的

速度、相關雜誌的發行，甚至藉由社群模式來吸引消費者。  

    以一般的加值服務而言，廠商提供的服務包括專輯與歌手資訊、排行

榜或是推薦單等，這類資訊在目前線上音樂市場上屬於必備的加值服務，

主要廠商提供之內容差異不大。而以進階的加值服務而言，各家廠商則不

盡相同，最主要者在於社群的建立，如P2P廠商飛行網即有完整的討論區、

聊天室，線上音樂商店IMmusic亦有討論區的功能。 

   由消費者的角度觀察，消費者對線上音樂的價格容忍度不高，多數仍

較為喜歡音樂檔案下載的服務模式，不過合法性的爭議將為一大變數。  

    根據資策會MIC(2004)對網友的問卷調查指出，網友透過網路取得音

樂服務的動機主要為價格較便宜與可傳至 MP3隨身聽使用。以價格而言，

P2P音樂檔案交換服務具優勢，目前每月130～150元的串流聆聽服務能否

吸引消費者，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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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傳輸至MP3隨身聽的使用習慣方面，P2P與線上音樂商店較具優

勢。資策會(2004)調查指出，比較線上音樂下載與即時聆聽的偏好程度，

網友大多比較喜歡音樂下載，約佔整體受訪者之72％，主因為音樂檔案下

載後可傳輸至MP3隨身聽使用，較喜歡線上聆聽者僅約為28％，其潛在市

場相對較低。  

    不過合法性的爭議將使消費者的選擇出現變數，雖然P2P業者是否侵

權仍待法院判定，但消費者透過P2P交換大量音樂檔案確屬侵權。根據調

查，多數網友如果在知道可能觸法的情況下，75％願意減少盜版的行為，

88％的網友願意試用價格介於盜版與正版之間的線上音樂服務。未來若經

授權的產品價格低於消費者的心理界線，線上音樂商店或串流聆聽服務仍

有競爭優勢。 

3.2 著作權知識 

對於網際網路興起與數位科技的進步，著作權保護使合理使用必須有

一個清楚的規範，在科技進步同時，出現在美國 Napster 案件與成大 MP3

事件。而兩案件均與網路數位音樂散佈和著作權的有關， 除非是經過授

權，否則透過網路交換音樂不屬於合理使用。 

我國現行著作權法對線上音樂之相關規範 

線上音樂在我國也引起一陣風潮，對錄音帶、CD 而言，不但可以享

受音質佳、空間小、檔案小、傳輸速度快的特性，對現代人而言真是帶來

一股豐富又精釆的風潮。利用線上音樂 Napster、Kuro、Ezpeer 的傳輸下

載，對音樂的著作侵害一一展現，音樂著作的重製，播送、散佈、傳輸、

販售等等，給了音樂著作帶來前所未有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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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國現行著作權對線上音樂所引發的諸多侵權問題，如何能夠保護

規範，作一說明之。 

網站上上傳、下載著作為「重製」行為，將著作上傳於網站上供他人

閱覽，則屬「公開傳輸」行為。「重製權」、「公開傳輸權」均屬著作財

產權人所專有，除了要合法使用之外，還要取得他人同意或授權，否則有

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3.2.1 重製權 

所謂的重製權依據著作權法規定，是指著作財產權人專有重製其著作

的權利，所謂重製，一般來說是指印刷、照相、複寫、影印、錄音、錄影

等以類似的方式再現原著作的內容，作成同一型態的重製物。 

3.2.2  公開播送權 

所謂的公開播送權，依據著作權法規定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開

播送：指基於公眾接送訊息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藉聲

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的內容。由原傳播人以外的人，以有線電、無線

電間原播送的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公開播送權約有以下

三點要件：(1)利用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具為工具；(2)藉聲音或影像

傳答；(3)向公眾傳答；(4)傳達著作權上的各種著作。 

對於合理使用規定，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有明確說明：  

著作權法 第 65 條 

重製權屬於著作財產權人專有，除有本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理使用之規

定外，應事先取得該等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網路交換軟體下

載，違法存放傳輸受著作權法保護之檔案時，行為人本身會違反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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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2 條之罪，其處罰為 3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75 萬元以下罰金(智慧財產局 2006[12])。著作權法九十一條以及著作權

九十二條內容為： 

著作權法 第 91 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金。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六月以

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金。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處六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金。 

著作僅供個人參考或合理使用者，不構成著作權侵害。 

著作權法 第 92 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

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金。 

著作人的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利，此即著作人「散

布權」之規範。「散布權」係屬著作人之專屬權，故除散布人另符合著作

權法 59 條之 1 所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

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之情況，或「合理使用」

之規定外，侵害著作人之「散布權」而經權利人追究者，就必須承擔相關

法律責任(智慧財產局 2006)。著作權法五十九條之一為： 

著作權法 第 59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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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

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 

3.2.3 散布權 

所謂的散布權是指著作財產權人以有買賣或轉讓所有權的方式，或出

租、出借、輸入等方法，將著作的重製物或錄音物向公眾公開散布的排它

性專有權利。 

3.3 理性行為理論(TRA)與計畫行為理論(TPB)之相關研究 

3.3.1 理性行為理論 

研究『是否會決定行為』的理論，當人從事某行為之前，會先考慮後

果，而決定從事與否。 

Fishbein與Ajzen (1975)提出之「理性行為理論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以下簡稱TRA)」；經常被運用於解釋個人的決策行為模

式，過去學術研究皆對TRA的解釋能力具相當程度之肯定，本研究主要在

探討影響消費者使用線上付費音樂的決策行為，亦屬於個人的行為模式之

範圍，因此適合以TRA來探討。本節將針對TRA的定義與其應用加以分析探

討。 

TRA(7)主要是透過態度與主觀規範，以預測個人之實際行為(actual 

behavior)。TRA主張個人的實際行為受其「信念(belief)」、「行為的態

度(attitude toward behavior)」、「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行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直接或間接的影響，TRA不管是在

解釋能力或理論簡潔程度上皆獲得相當程度的支持(Felton et al., 1995; 

Loch and Conger, 1996; Liker and Sindi, 1997; Karahanna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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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rero et al., 2000)。TRA架構共包括以下5類元件：「信念」、「行

為態度」、「主觀規範」、「行為意圖」、「實際行為」等 (如下頁圖3-1)。 

 

   

【資料來源：Fishbein, Ajzen 1975】 

圖3-1 理性行為理論架構圖 

據Fishbein與Ajzen (1975)的主張，個人的「行為意圖」將決定其「實

際行為」；而個人之「行為態度」與外在之「主觀規範」會共同影響「行

為意圖」；個人「行為態度」則是受到一些外部變數影響，這些外部變數

主要為個人對某一特定行為的想法或評價，亦即為「信念」。TRA的各構

面定義如下：「行為意圖」指個人對進行一種行為的意願。「行為態度」

指個人對從事某特定行為可能產生的結果所抱持之感受。「主觀規範」則

是指個人的朋友、家人的認為，此人應進行某一特定行為的預期看法。其

中，主觀規範的衡量是由「規範信念(normative belief)」和「依從動機

(motivation to comply)」的乘積和所構成。所謂「規範信念」指的是個

人知覺到重要的他人或團體認為他是否應該採取某項特定行為的壓力；

「依從動機」則是指個人在是否採取某項特定行為時，對於這些重要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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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團體對其所抱有期望的順從意願。 

TRA被應用在許多領域當中，並有效地解釋與預測人們的特定行為。

因此，本研究將以TRA為基礎，並加入TPB的『知覺行為控制』，探討在TRA

架構下各變數影響消費者的決策行為，並願意花錢購買線上音樂使用權的

情形。 

表3-1 國內學者於TRA相關之研究 

年度 學者 主題 

91.10 張紹勳 兩性採用資訊科技的路徑比較 

93.01 李國光 網站服務品質、認知風險及購買意願之網路

圖書實証研究 

94.07 廖明活 理、性兩種佛性說法的形成和演變 

95.07 鄭炳林 晚唐五代敦煌地區信仰與地方政權的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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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計畫行為理論 

 
              圖3-2  計畫行為理論模式架構圖 

  
 

計劃行為理論(TPB)意願模式(15)，認為衡量行為意願是比態度、信

念及感覺等因素，更接近實際行為的狀態。因此，預測一個人是否會從事

某一行為，必須了解他對該行為的意願。意願行為模式認為行為的執行決

定於意願，因此，尋找影響意願的潛在因素就相當重要。  

過去有相當多學者提出意願模式，來建構行為意願與態度、信念、情

感等，個人心理因素之間的關係。這方面的理論以Ajzen(32)所提出的計

劃行為理論最廣為接受與採用，起初是應用在社會心理學領域，後來被廣

為運用在其它各個領域。  

 

 

 

 

行為主觀規範 

對行為的態度 

知覺行為控制 

行為意願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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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架構  

計劃行為理論是由多屬性態度理論及理性行為理論所發展而來的，由

於理性行為理論假設行為之發生，皆能夠由個人的意志控制；但在於實際

之情況下，個人對於行為的意志控制往往受到諸多因素之限制，而大大的

降低理性行為理論對個人行為的解釋力。因此，Ajzen便將理性行為理論

加以延伸，因而提出了計劃行為理論，期望能夠對個人行為之預測及解釋

更具有適當性。  

為了增加TRA的預測能力，Ajzen(1985,1989)以TRA為架構提出修正模

式，稱之為計劃行為理論(TPB)。除原有影響行為意願的「對行為的態度」

及「行為主觀規範」二個構面外，另外加入「知覺行為控制」一項，乃是

考量現實生活中的限制，可能會阻礙意願的行成以及行為的執行 。 

(二)模式內涵  

       1、 行為意願(Behavior Intention, BI)  

所謂行為意願，是指個人對採取某項特定行為之主觀機率判定，它反

映了個人對某一項特定行為之執行意願。此理論認為，個人是否執行特定

行為最直接之決定因素即為行為意願，並且認為所有可能影響行為之因素

都是經行為意願來間接影響行為的表現。許多的研究文獻指出，在特定的

狀況下，行為意願是預測個人行為的最好方法，且行為意願及行為之間存

在有高度的相關聯性。  

行為意願受到三項相關因素之影響，一為源自於個人本身，對於執行

某項特定行為所抱持之「對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 

AT)；二為源自於外在，影響個人執行某項特定行為之「主觀規範」(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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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 SN)，另外，還有一項「知覺行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 PBC)。  

  2、  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T)  

個人對於某一特定行為的「態度」是指個人對該項行為所抱持的正面

或負面的感覺，更明確的說，就是個人對此特定行為之評價，經過概念化

後所形成的態度，所以態度之組成成份經常被視為個人對此行為結果的顯

著信念(Salient Beliefs)之函數。且此一態度所指的並非人們對一般事

物的廣泛態度，而是對於所關切行為的「特定態度」(葉旭榮，民國86)。  

  3、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N)  

計劃行為理論中，另一項影響行為意願的因素是，「主觀規範」，乃

指個人對於是否執行某項特定行為所感受到之社會壓力；即在預測他人之

行為時，那些對個人之行為決策具有影響力的個人或團體(Salient 

Individuals or Groups)對於個人是否採取某項特定行為所發揮之影響作

用。主觀規範的衡量是由「規範信念」(Normative Belief,NB)和「依從

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MC)的乘積和構成。所謂「規範信念」指

的是個人知覺到重要的他人或團體認為是否應該採取某項特定行為之壓

力；「依從動機」，則是指個人在是否採取某項特定行為時，對於這些重

要之個人或團體對其所抱有期望之順從意願。  

4、  行為知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 ) 

知覺行為控制反映個人過去之經驗和預期的阻礙，當個人認為自己所

擁有之資源與機會愈多、所預期的阻礙將愈少，對行為的知覺行為控制就

愈強。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的影響包括下列兩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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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 覺 行 為 控 制 對 行 為 意 向 具 有 動 機 之 含 意 (Motivational 

Implications)： 

如果個人認為自己缺乏資源及機會去完成某一行為，則他就不可能形

成強烈之行為意向，即使自己對該行為抱持正向之態度，且認為重要之參

考對象對其該行為的發生也持贊成的意見亦然。此狀況下，知覺行為控制

對於行為的影響是透過「行為意向」來作媒介的。 

(2)知覺行為控制也能直接影響行為 

這種情形僅在兩個前提之下才成立：一是所要預測之行為完全不在意

志的控制之下；二是知覺行為控制反映出某種程度之實際控制

(ActualControl)，此時知覺行為控制並不需要透過行為意向，就能對行

為產生直接的影響(Ajzen & Madden,1986)知覺行為控制的衡量，由「控

制 信 念 」 (Control Beliefs, CB) 及 「 便 利 性 知 覺 」 (Perceived 

Facilitation, PF)的乘積和新構成。所謂「控制信念」，是指個人對自

己所擁有採取某項行為的資源、機會或阻礙多寡之認知；另外，「便利性

知覺」是指這些資源、機會或阻礙對行為的影響程度。 

 

表 3-2 國內學者於 TPB 相關之研究 

年度 研究學者 主題 

91.04 黃國良 金融機構授信人員之倫理行為調查應用 

91.12 許朝傑 學生升學選擇意願行為之研究 

93.04 周賢榮 金融合併政策下信合社員工態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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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8 余泰魁 現上學習系統使用意向模式建構之研究 

94.12 林益民 線上學習使用親傾向對立模式之比較實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4  線上付費音樂之相關研究 

我們主要研究的主題是關於線上付費音樂與消費者的關係，此外我們

也參考了許多研究論文，也是有關於線上付費音樂的研究，我們將論文的

資料加以整理，編排出各個研究的發現與結果，如下圖的列表： 

 

表 3-3 國內學者之線上付費音樂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結論 

許崇雯 

(2005) 

線上音樂付費會員

使用與滿足之研

究—以KKBOX 及

Kuro 為例 

 

以隱喻抽取技術、ZMET 深度訪談法以

及網路問卷調查的方法來做研究，研

究結果發現： 

一、 人口特性 

KKBOX 付費會員以19-39 歲的單身男

女為主，居住在北部、擁有全職工作，

教育程度以大專為主，個人平均月收

入為1.6 萬~5 萬元之間。Kuro 付費

會員以16-34 歲為主，尤其以學生居

多，居住在北中南地區，教育程度以

高中職、專科跟大學為主，個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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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為1.6 萬元以下。 

二、 動機被滿足之情形，即GS（尋求

滿足）與GO（獲得滿足）之情形 

(1)動機獲得相當滿足－GO＞GS 表現

傑出項目： 

兩軟體付費會員獲得相當滿足的項目

共九項，包括「方便取得音樂」、「找

到自己想要的歌」、「放鬆心情」、

「讓音樂陪伴我」、「解悶、打發時

間」、「轉換心情、轉換情境」、「下

載音樂、自由使用」、「只聽單曲而

不是購買專輯」 

及「製作喜歡的精選輯」。KKBOX 在

「使用合法音樂」、「不必下載，上 

網就可聽到」；Kuro 在「嚐試不同的

音樂類型」、「用便宜的價格取得音 

樂」、「把歌曲存在隨身聽或手機帶

著聽」及「知道現在流行什麼歌、跟

上潮流」上也表現傑出。 

(2)動機剛好滿足－GO＝GS 表現不錯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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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軟體付費會員動機剛好獲得滿足的

項目為「獲得音樂資訊」。KKBOX在「用

便宜的價格取得音樂」、「嚐試不同

的音樂類型」、「把歌曲存在隨身聽

或手機帶著聽」；Kuro 在「不必下載，

上網就可聽到」、「使用社群功能」

及「使用合法音樂」上也表現不錯。 

(3)動機未獲滿足－GO＜GS 待改進項

目： 

KKBOX 在「使用社群功能」部分需要

改進；Kuro 在此量表中沒有需要改進

的項目。 

許雅惠 

(2005) 

線上音樂之相關問

題分析－以P2P技術

下載MP3音樂為核心

採綜合研究法，包括歷史研究法、比

較研究法、分析研究法及整合研究法。 

研究結果： 

 目前為線上音樂時代，消費者可以

用單曲購買，對於創作者、唱片公司

及消費者而言，皆為一種產業結構及

消費模式的改變。 

 著作權問題無法避免之情形下應： 

(1)加強線上音樂之付費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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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2)進補償金制度 

周盟浩 

(2004) 

數位音樂購買意願

及願意支付價格之

研究 

以操作型定義、調查方法以及問卷設

計，並且說明研究假設以及驗證研究

假設所需用到的統計方法。 

研究結果： 

1.購買意願對於願意支付價格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關係。 

2.著作權知識方面，著作權知識與購

買意願並無顯著線性關係，但卻對於

購買意願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的關

係。 

3.欣賞指數以及願意支付價格方面，

欣賞指數的確與願意支付價格有顯著

的正關係。 

汪宜正 

(1999) 

數位音樂對唱片公

司與音樂產業影響

之探索性研究 

採個案研究法 

研究結果： 

   從消費者的角度而論，他們想要

便宜且取得方面的音樂，喜歡極具彈

性的 mp3 或其他數位音樂的格式。 

   用戶付費的觀念與行為更是讓音

樂產業繼續發展下去的必要條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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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來數位音樂的定價模式必須要比

傳統 cd更吸引消費者。 

江明珊 

(2000) 

台 灣 數 位 音 樂 科

技、法律與流行音樂

工業之角力的開戰 

流流行音樂載體趨近多元化 

流   音樂工業將朝向綜合性娛樂 

發發展應改變原以資本家利益為主的著

作權法 

音音樂公司與音樂類型的多元化 

 文流行音樂工業華重心移往大陸，

並不會取代台灣音樂市場 

 數位音樂將提高音樂對社會發展的

影響 

鄧晏如 

(1999) 

MP3 網站使用對唱片

消費行為之影響 

以研究架構假說及衡量變數設計問卷 

研究結果： 

1.mp3 網站使用行為與消費者行為間

有關連性 

2.唱片消費者不認為 mp3 網站會影響

其唱片消費行為。 

3.mp3 網站的使用並不會負面的影響

唱片的銷售，二者來說是相輔相成 

陳明海 道德強度與道德判

斷對消費者購買網

以問卷調查做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1.消費者之道德強度愈低，消費者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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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路非法數位音樂之

影響 

買非法數位音樂之道德意圖愈高 

2.消費者之道德判斷愈低，消費者購

買非法數位音樂之道德意圖愈高 

3.消費者之道德意圖在道德強度，道

德判斷與道德行為之間具有中介效應 

4.消費者之知覺風險在道德強度，道

德判斷與道德行為之間具有調節作用 

 

     綜合上述文獻，我們發現線上音樂的便利性對消費者而言是十分有

影響力的，再加上使用多元化能讓更多的消費者使用線上音樂。我們還發

現，線上音樂的發展並不會對音樂唱片市場造成威脅，兩者的關係是相輔

相成的。因為大部分的消費者的道德觀念是高的，願意付費去取得音樂，

不論是購買 CD 或使用付費音樂軟體，並不會去試用非法的音樂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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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4.1 研究對象 

現今使用線上音樂的人數漸漸增加，使用的線上音樂也有所不同，我

們將進行一項調查，以研究國人對線上音樂的使用行為，我們是嶺東科技

大學的學生，所以就以台中市市民做我們一連串的問卷調查，我們將針對

台中市市民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範圍主要以台中市較熱鬧的地區為目標，

分為台中火車站、一中街、逢甲商圈、新光三越四個區域來進行問卷調查。

研究調查期間從 3月 14 日到 4 月 9 日，藉由此調查來分析這些市民對線

上音樂的使用率、滿意度、認知、態度等等來做一份研究及探討。 

 

4.2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所述，我們更了解理性行為理論與計畫行為理論的定

義，我們發現要研究線上音樂使用者的消費行為模式運用理性行為理論及

計畫行為理論來做研究是非常恰當的。本研究以理性行為理論為主要依

據，來了解消費者使用線上付費音樂的意向、態度以及主觀規範，並加入

計畫行為理論的『知覺行為控制』，讓我們能更清楚的找出影響意向及實

際行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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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研究架構圖 

 

各構面說明 

一、對線上付費音樂的態度： 

    行為本身是有意志且自願的，該行為會受到『態度』與『主觀規範』

共同影響。在自己本身的態度方面，有些消費者認為聽線上音樂是生活必

須，或是在聆聽時會影響心情，舉例來說：某些消費者認為，聽音樂可放

鬆心情、紓解壓力⋯.等。也有些消費者是因為線上音樂比起傳統 CD更方

便、便宜，或者更多其他原因。涵括消費者本身因素、觀點及先前對線上

音樂的認知而影響使用的因素都屬於消費者對線上音樂的態度。 

二、對線上付費音樂的主觀規範： 

    一樣是影響消費者使用線上音樂的因素，但和『態度』不同的是，這

對線上付

費音 

樂的主觀

規範 

對線上付

費音樂的

態度      

對線上付費

音樂的知覺

行為控制 

對使用線上付

費音樂的行為

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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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不是來自個體本身而是來自外在的因素。舉例來說，消費者的家人

朋友們是否有在使用線上音樂，他們所給予消費者的意見也都會影響消費

者的使用行為，另外，廣告傳媒也是成為影響消費者使用的因素之一。 

三、對線上付費音樂的知覺行為控制:  

知覺行為控制反映消費者過去使用線上音樂之經驗和消費者預期的

阻礙，當消費者認為自己所擁有之資源與機會愈多、所預期的阻礙愈少，

對行為的知覺行為控制就愈強。舉例說明:例如當消費者在網路上所使用

的線上音樂，越來越多樣化，越來越多選擇性，或者線上音樂的使用限制

越來越低，以致於線上音樂的使用者更廣更普遍，即為知覺行為控制越來

越強。 

四、對線上付費音樂的行為意向:  

當消費者在使用線上音樂的需求尚未滿足的情況下，如何去尋找、評

估、購買、使用與服務所表現的各種行為。例如:消費者對線上音樂服務

的態度是由以往經驗所得，而對此產品或服務的態度則會影響使用意願。

近幾年來，網路使用率成倍數成長，幾乎每個家庭都擁有能連上網際網路

的電腦，這說明了社會大眾，不論男女老幼對於網際網路的接受度明顯提

高，也說明了使用網際網路是很平易近人的。只是當時的社會接受度不

高，造成個人想從事網際網路的使用意願不高。所以線上音樂的普遍率越

高，就容易造成個人對於線上音樂的行為意向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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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究假說 

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建立以下之研究假設： 

假設 1： 

消費者對線上付費音樂的態度對行為意向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2： 

消費者對線上付費音樂的知覺行為控制對行為意向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3： 

消費者對線上付費音樂的主觀規範對行為意向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4： 

消費者在線上音樂的實際使用行為對使用付費音樂的態度、主觀規範、知

覺行為控制以及行為意向有顯著差異。 

假設 5： 

人口統計變數之不同，會對使用付費音樂的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

制以及行為意向產生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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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問卷設計 

主要是根據我們的研究主題---消費者對線上數位音樂的行為研究作探討

並設計有相關的 28 個題目，並按照我們區分的五個構面分別設計不同的

題目，以勾選的方式來詢問受訪者對問題的認同度，分為 5 個構面 

問卷的內容如下： 

構面名稱 問卷內容 

構面一 

對線上付費音樂的

態度 

線上音樂對我而言 

1. 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2. 能讓我放鬆心情，紓解壓力 

3. 可以解悶 打發時間 

 

我會使用線上音樂是因為 

4. 可以用便宜的價格取得音樂 

5. 能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歌 

6. 不用下載可以直接收聽 

7. 比購買專輯更划算、更方便 

構面二 

對線上付費音樂的

主觀規範 

8. 我認為我的父母及家人會喜歡我使用線上

付費音樂 

9. 我認為我的父母及家人會贊同我使用線上

付費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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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的父母及家人都在使用，所以我也會使

用 

11. 我的朋友都很支持我使用線上付費音樂 

12. 我的朋友中，很多人都在使用線上付費音

樂 

13. 我會因為媒體廣告的宣傳而使用線上付

費音樂 

構面三 

對線上付費音樂的

知覺行為控制 

 

14. 我認為我有足夠的能力使用線上付費音

樂 

15. 如果付款的方式方便，我就會使用線上付

費音樂 

16. 我認為我有完善的資源及機會去使用線

上付費音樂 

17. 如果符合我的預算，我就一定會使用線上

付費音樂 

構面四 

對線上付費音樂的

行為意向 

18. 我會願意花錢去購買線上付費音樂的使

用權 

19. 我會願意持續使用線上付費音樂 

20. 我會推薦線上付費音樂讓我的朋友使用 

21. 沒有任何因素會影響我使用線上付費音

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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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持續使用線上付費音樂對我來說非常困

難 

構面五 

對線上音樂的使用

行為 

23. 您目前有使用線上音樂嗎?  

24. 您目前使用哪一家線上音樂? 

25. 您曾經使用過哪一家線上音樂? 

26. 您通常使用的方式？ 

27. 您平均一週使用幾個小時？ 

28. 請問您從哪得知有關線上音樂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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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料分析 
 

5.1 敘述性統計分析 

5.1.1 樣本描述 

 本研究總共回收 300 份問卷，扣除回答不完整 11 份以及所有回答

均為極端值 46 份，計有效問卷為 243 份 。搜集受訪者基本資料包括性

別、年齡、婚姻狀況、每月薪資、最高學歷、居住地區、家庭狀況等資

料，及受訪者對線上音樂的使用行為作次數類別分析。 

受測者基本資料如下表 5-1 所示： 

 

表 5-1 個人基本資料次數分配表 

 人數 年齡 人數 婚姻狀況 人數 

男生 125 13-18 36 已婚 38 

女生 118 19-29 176 未婚 205 

  30 歲以上 31   

教育程度 人數 職業 人數 

每月平均收

入 人數 

研究所以

上 31 學生 167 1000 以下 11 

大專大學 154 公教人員 6 1000-3000 24 

高中高職 47 服務業 21 3000-10000 110 

國中以下 11 自由業 15 1-2 萬 26 

  其他 34 2-3 萬 40 

    3-4 萬 32 

居住地區 人數 家庭狀況 人數   

基隆台北 37 富裕 12   

桃竹苗 48 小康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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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投 89 清寒 16   

雲嘉南 43     

高屏宜花

東 

26     

 

    此次研究中，參與受測男性人數較多為 51%，女性則為 49%。在年

齡層結構上集中於 19-29 歲，為 74%。教育程度主要集中在大專大學，

為 63%。每月平均月收入集中在 3000~10000 之間，為 45%。 

5.1.2 消費者對線上付費音樂使用行為次數分配表 

    受測者對線上音樂的使用行為次數表統計資料結果，如下表 5-1-2

所示： 

        表 5-1-2 消費者對線上音樂使用行為次數分配表 

目前是否

有使用線

上音樂 次數 

目前使用

哪家線上

音樂 次數 

曾經使用

過哪家線

上音樂 次數 

是 188 Kuro 101 Kuro 163 

否 55 Ezpeer 4 ezpeer 11 

  Kkbox 53 Kkbox 86 

  其他 76 其他 62 

  

沒有使用

過 9 

沒有使用

過 9 

付費方式 次數 

平均一周

使用幾小

時 次數 

從何得知

有關線上

音樂的資

訊 次數 

ATM 轉帳 28 1 時以下 12 

家人、朋

友、親戚或

鄰居 86 

信用卡繳 70 1~5 小時 51 網際網路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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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自動扣款 105 5~10 小時 115 廣告媒體 76 

其他 40 

10 小時以

上 15 其他 17 

  不清楚 50   

 

    本研究中受測者有 77%的人有使用過線上音樂，使用 KURO 線上音樂

的受測者為最多，有 42%。有 47%的受測者使用的時間再 5~10 小時之間，

這說明了現在台灣人漸漸使用線上音樂，而且線上音樂的競爭也相對激

烈。 

5.2 問卷信度分析  

    在問卷信度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來進行分析，本研

究五個構面共計 24 變數，分別計算出其平均數及標準差，每一構面並

單獨計算 cronbach α，均在 0.6 以上，顯示每一構面之信度良好，每

構面的量表之構念變數的信度係數如下表 5-2-2 所示。 

 

 

 

 

 

表 5-2-1 問卷信度分析表 



 X

 

 

 

 

 

 

 

 

                     

資料來源 (16) 

 

表 5-2-2 敘述統計與構面信度 

構

面 

衡量變數 平均

數

標準差 信度α 

1. 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4.26 0.52 

2. 能讓我放鬆心情，紓解壓力 4.20 0.60 

3. 可以解悶 打發時間 4.16 0.73 

4. 可以用便宜的價格取得音樂 4.06 0.74 

5. 能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歌 4.07 0.77 

6. 不用下載可以直接收聽 4.12 0.65 

對 

線 

上 

音 

樂 

的 

態 

度 
7. 比購買專輯更划算、更方便 

4.02 0.93 

0.9070 

1. 我的父母及家人都在使用，所以我

也該使用 
3.92 0.83 

對 

線 

上 2. 我的朋友都很推薦我使用線上音樂 3.97 0.78 

0.8219 

信度大小 接受程度 

α<0.3 不可信 

0.3<α<=0.4 勉強可信 

0.4<α<=0.5 稍微可信 

0.5<α<=0.7 可信 

0.7<α<=0.9 很可信 

α>0.9 十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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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朋友中，很多人都在使用線上

音樂 
3.98 0.72 

音 

樂 

主 

觀 

規 

範 

4. 我會因為媒體廣告的宣傳而使用線

上音樂 
3.96 0.74 

1. 我認為我有足夠的能力使用線上音

樂 
3.58 0.62 

2. 如果付款的方式方便，我就會使用

線上音樂 
3.88 0.71 

3. 我認為我有完善的資源及機會去使

用線上音樂 
3.96 0.61 

知 

覺 

行 

為 

控 

制 4. 如果符合我的預算，我就一定會使

用線上音樂 
4.09 0.59 

0.7544 

1. 我會願意花錢去購買線上音樂的使

用權 
2.50 0.87 

2. 我會願意持續使用線上音樂 3.40 0.61 

3. 我會推薦線上音樂讓我的朋友使用 3.95 0.71 

4. 沒有任何因素會影響我使用線上音

樂 
2.58 0.79 

行 

為 

意 

向 

5. 持續使用線上音樂對我來說非常困

難 
2.05 0.93 

0.686 

1. 線上音樂軟體合法或違法都不會影

響我的使用行為 
3.18 0.69 

2. 我一定不會使用違法的線上音樂 2.71 0.76 

3. 使用不合法的線上音樂也不需要負

任何法律責任 
3.76 0.87 

相 

關 

法 

律 

問 

題 4. 我認為 p2p 的下載平台不算違法 3.89 0.86 

0.7044 

 

 

 

5.3 構面平均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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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一個構面做平均數分析，分別是線上音樂的態度(at)、線上音

樂的主觀規範(sn)、線上音樂的知覺行為控制(bc) ，從平均數分析，

可知消費者在對線上音樂的態度構面之認同度最高。  

表 5-3 各構面的平均數及標準差 

構面 平均數 標準差 

線上音樂的態度

(at) 

4.1276 0.5742 

線上音樂的主觀 

規範(sn) 

3.9575 0.6261 

線上音樂的知覺 

行為控制(bc) 

3.8775 0.4800 

行為意向(in) 2.8960 0.4478 

 

5.4 相關性分析 

在假說 H1 至 H3 部份，因樣本數不足，僅採用迴歸分析。 

H1：使用者對線上音樂的態度對購買線上音樂的行為意向，會有顯著正

向 

    影響。迴歸結果顯示，使用者的線上音樂態度對線上音樂的行為意

向 

    是顯著的，p-value=0.003，所以此假說成立。 

H2：使用者對線上音樂的主觀規範對使用線上音樂的行為意向有顯著正

向 

   影響。迴歸結果顯示，使用者對線上音樂的主觀規範對使用線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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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 

   的行為意向是非常不顯著的，p-value=0.875，此假說不成立。 

假說 H1 至 H3 部份之迴歸自變數有三個，採 Enter 方式全部納入迴

歸模式。在共線性檢定部份 Tolerance 均大於 0.1，因此不存在共線問

題。迴歸總檢定部份，p-value=0.000，非常顯著，亦十分良好。但在

個別係數檢定上，對「線上音樂的態度」、「線上音樂的知覺行為控制」

呈現顯著，對「線上音樂的主觀規範」不顯著。 

H3：使用者的線上音樂的知覺行為控制對使用線上音樂的行為意向有顯

著 

   正向影響。迴歸結果顯示，線上音樂知覺行為控制對於線上音樂的

行 

   為意向是有顯著正向影響的，p-value=0.000，此假說成立。 

整理 H1 至 H3 檢定統計摘要，詳如表 5-4 所示。 

表 5-4 迴歸檢定之統計摘要 

應變數 F 值 p-value Adj-R2 自變數 係數 t 值 
p-val

ue 
TOL 

態度 0.202 3.010 0.003 0.810

主觀規範 0.010 0.157 0.875 0.841

知覺行為

控制 
0.345 5.422 0.000 0.896行為意向 11.925 0.000 0.119 

截距 2.244 11.478 0.000  

     

將檢定之結果，以圖 5-1 表示之。其中箭頭為實線者表關係顯著，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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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數字代表迴歸係數；箭頭為虛線者表關係不顯著，不予標示係數；而

構面內之 adj-R2 為判定係數，代表自變數對應變數的解釋能力。 

 

 

 

 

 

  0.202                                            0.345 

 

 

 

 

 

 

 

 

 

 

 

 

圖 5-1 迴歸構面圖 

 

5.5 差異性分析 

   在差異性分析方面，本研究分別考量性別不同、婚姻狀況之不同、

以及目前有無使用線上付費音樂之不同，對上述消費者的態度、主觀規

範、知覺行為控制以及行為意向這四項構面是否產生差異。 

表 5-5-1 針對目前是否使用線上音樂行為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之 T 檢

定 

是(n=188) 否(n=55) 目前是

否使用

線上音

樂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相等 
T 值 P 值 

對線上付費音

樂的主觀規範
對線上付費

音樂的態度 

對線上付費音樂

的知覺行為控制

對購買線上付費

音樂使用權的行

為意向 

    

Adj-R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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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 4.1147 0.6464 3.8382 0.4480 = 5.308 0.000* 

主觀規

範 

3.9003 0.6107 3.8957 0.6178 = 0.348  0.705 

知覺行

為控制 

4.0833

 

0.4110 3.0570 0.5646 = 3.3002 0.003* 

行為意

向 

2.8365 0.4133 3.0452 0.4325 = -2.730 0.285 

說明：                                           *皆為顯著，P值<0.05 

    以目前是否使用線上付費音樂對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做差異性分

析，可知目前是否使用線上付費音樂的消費族群在態度及知覺行為控制

上面是有差異的。目前有在使用線上音樂的消費族群認為聆聽線上音樂

是必要且有益處的。又因他們認為線上付費音樂的價格符合預算且選擇

多樣化再加上付款機制方便，所以消費者會選擇使用線上付費音樂。而

不論消費者目前是否有在使用線上付費音樂，在主觀規範以及行為意向

構面上是沒有顯著差異的。 

 

表 5-5-2 不同性別對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之 T檢定 

男(n=125) 女(n=118) 性別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相等 
T 值 P 值 

態度 3.8351 0.4698 4.5149 0.6566 = -2.424 0.013* 

主觀規

範 

2.8840 0.5068 4.0809 0.7339 = -5.038 0.001* 

知覺行

為控制 

3.8580 0.5042 3.7958 0.4529 = 1.010 0.281 

行為意

向 

3.1920 0.3922 3.2814 0.4977 = -1.559 0.742 

說明：                                          *皆為顯著，P 值<0.05 

    以不同性別對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做差異性分析，男生和女生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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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及主觀規範構面上是有差異的。對女性消費者來說，聽線上音樂可放

鬆心情、紓解壓力，價格也比傳統 cd 便宜許多且使用方便；女性消費

者通常較容易受家人朋友的影響，而決定是否使用線上音樂，另外女性

消費者也較容易被廣告媒體的宣傳而影響決策行為。而不同性別的消費

者在知覺行為控制以及行為意向構面上是沒有顯著差異的。 

 

表 5-5-3 婚姻狀況對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之 T檢定 

已婚(n=38) 未婚(n=205) 婚姻狀

況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

相等 
T 值 P 值 

態度 3.6834 0.6659 4.2252 0.5013 = -5.724 0.017* 

主觀規

範 

3.4347 0.8643 3.4838 0.5604 = -1.1690 0.802 

知覺行

為控制 

3.5346 0.3924 3.7958 0.4935 = -3.830 0.030* 

行為意

向 

3.0919 0.4310 3.2814 0.4386 = -1.833 0.289 

說明：                                          *皆為顯著，P 值<0.05 

    以婚姻狀況對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做差異性分析，可知已婚與未婚

的消費族群在態度及知覺行為控制上面是有差異的。在未婚的族群中大

多以學生為主，線上音樂對他們來說是不可或缺的，且只需用便宜的價

格便可以輕易取得任何他們想聽的音樂。而已婚的族群在知覺行為控制

方面是較弱的，他們比較沒有多餘的休閒時間與金錢去使用線上音樂，

且已婚的族群上網時數較少，相對的使用線上音樂的頻率也較少。而婚

姻狀況對消費者在主觀規範以及行為意向構面上是沒有顯著差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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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ANOVA 檢定比較敘述 

有關受訪者基本屬性，本研究選定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每月薪資、

家庭狀況等五項類別變數，對四個認知行為構面進行 ANOVA 檢定。會因

為使用者個別屬性之差異，而對使用線上付費音樂的認知行為產生不同

之影響。 

表 5-6-1年齡層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的事後分

析比較 

 年齡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P 值 Post 

hoc 

13-18 3.9970 0.4582 

19-29 4.5306 0.3992 

態度 

30 歲

以上 

3.8847 0.5840 

5.391 0.000* 2> 

others 

 

13-18 2.9107 0.4009 

19-29 2.6008 0.7244 

主觀規範 

30 歲

以上 

2.6889 0.4964 

11.569 0.635  

 

13-18 3.5878 0.8018 

19-29 3.9595 0.6151 

知覺行為

控制 

30 歲

以上 

3.2321 0.3833 

7.097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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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 3.3778 0.5345 

19-29 4.5643 0.3952 

行為意向 

30 歲

以上 

2.8749 0.4653 

4.710 0.000* 2> 

others 

 

說明：                                         *皆為顯著，P值<0.05 

    由單因子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不同年齡在態度、行為意向兩

個構面上 19-29 歲認同度最高，所以 19-29 歲之間的消費者族群認為使

用線上音樂是必要的，他們認為聆聽線上音樂是一種會使心情放鬆、紓

解壓力又可解悶的休閒活動，且在 19-29 之間的年輕族群比較少會購買

CD 反而會使用價格便宜又方便的線上音樂。行為意向事後分析結果顯示

也是 19-29 歲高於全部可見在行為意象中，19-29 歲的消費族群認為在

本身態度上是吸引他們且符合預算的，所以他們會去使用且很可能會持

續使用。而年齡在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上是沒有差異顯著的。 

表 5-6-2 教育程度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的事後

分析比較 

教育程度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P 值 Post 

hoc 

研究

所以

上 

3.6867 0.2825 

大專

大學 

3.2714 0.4600 

高中

高職 

3.8340 0.4459 

態度 

國中 3.2900 0.5292 

9.544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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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研究

所以

上 

3.6167 0.6343 

大專

大學 

3.9575 0.6371 

高中

高職 

3.5691 0.5798 

主觀規範 

國中

以下 

3.8167 0.3257 

3.938 0.581  

研究

所以

上 

3.9500 0.3386 

大專

大學 

3.8390 0.4619 

高中

高職 

3.8468 0.3757 

知覺行為

控制 

國中

以下 

3.6958 0.6781 

13.806 0.981  

研究

所以

上 

3.4340 0.2825 

大專

大學 

3.7714 0.4600 

高中

高職 

3.5867 0.4459 

行為意向 

國中

以下 

3.2000 0.5292 

2.753 0.419  

                                              *皆為顯著，P值<0.05 

 

從表 5-6-2 中的分析數據顯示，教育程度不同的消費者對線上音樂的使

用行為在各個構面都沒有顯著的差異。並不會因為教育程度的高低而影

響消費者的決策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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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3 職業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的事後分析

比較 

職業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P 值 Post hoc

學生 4.5964 0.4741 

公教

人員 

3.3143 0.3024 

服務

業 

4.2526 0.2389 

自由

業 

3.8933 0.1033 

態度 

其他 3.9343 0.3895 

21.245 0.000* 1>others

學生 4.2536 0.5889 

公教

人員 

3.8786 0.3780 

服務

業 

4.0447 0.9658 

自由

業 

3.5333 0.1291 

主觀規範 

其他 3.8571 0.5086 

7.492 0.000* 1>ALL 

學生 3.9539 0.5008 

公教

人員 

3.8429 0.1336 

服務

業 

4.0237 0.3525 

自由

業 

3.3333 0.1291 

知覺行為

控制 

其他 3.7429 0.4637 

4.875 0.001* 3>others

學生 3.6964 0.4741 

公教

人員 

3.3143 0.3024 

行為意向 

服務

業 

3.4526 0.2389 

5.834 0.000* 1>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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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業 

2.7933 0.1033 

其他 3.1343 0.3895 

說明：                                         *皆為顯著，P值<0.05 

    由單因子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不同職業對態度、主觀規範、

知覺行為控制及行為意這四個構面都有顯著差異。可知學生族群認為使

用線上音樂是每天必行的，在使用電腦時也會聆聽線上音樂；同學間會

討論的話題不外乎就是網路、線上遊戲和線上音樂，而同學之間會互相

推薦互相影響。線上音樂的低廉價格以及便利的付款機制這些種種因素

都是他們決定是否要使用線上音樂的關鍵。 

 

表 5-6-4 每月平均收入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的

事後分析比較 

每月

平均

收入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P 值 Post hoc 

1000 以下 4.5500 0.4671

1000-3000 4.1055 0.6516

3000-10000 4.4840 0.4905

10000-20000 4.3457 0.4353

20000-30000 4.3929 0.7041

態度 

30000 以上 4.2429 0.3166

8.336 0.397  

1000 以下 3.2814 0.6234

1000-3000 3.8159 0.6833

3000-10000 3.5423 0.3985

10000-20000 3.9687 0.3414

20000-30000 3.9800 0.8645

主觀

規範 

30000 以上 3.7929 0.3921

11.662 0.273  



 XXII

1000 以下 3.7264 0.7103

1000-3000 3.7917 0.3269

3000-10000 3.2932 0.4818

10000-20000 3.6769 0.3658

20000-30000 3.8712 0.4244

知覺

行為

控制 

30000 以上 3.8400 0.4661

5.579 0.000* 5>others 

1000 以下 2.9455 0.6138

1000-3000 2.8127 0.4040

3000-10000 3.3745 0.4233

10000-20000 3.0155 0.3875

20000-30000 3.4750 0.4360

行為

意向 

30000 以上 3.4207 0.2380

8.611 0.000* 5>others 

 說明：                                        *皆為顯著，P值<0.05 

    由單因子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每月平均收入不同在知覺行為

控制及行為意向兩個構面有顯著差異，可知因為在收入在 2 萬到 3 萬的

族群薪水越高生活品質也越高，有多於的金錢及能力使用線上音樂，也

會使用更好的音響配備。且他們本身都在使用線上音樂，線上音樂月費

金額少，在這個族群也會持續使用的，所以使用線上音樂對他們來說並

非困難。 

 

 

表 5-6-5 家庭狀況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的事後

分析比較 

家庭

狀況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P 值 Post hoc

富裕 4.1905 0.6252 

小康 4.2528 0.5470 

態度 

清寒 4.0411 0.7688 

4.002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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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 4.0033 0.1231 

小康 3.9558 0.6259 

主觀

規範 

清寒 3.9906 0.6453 

6.144 0.316  

富裕 3.9256 0.1231 

小康 3.7266 0.4887 

知覺

行為

控制 清寒 3.2656 0.3223 

6.622 0.002* 1>others

富裕 3.2667 9.847E-02

小康 3.2223 04651 

行為

意向 

清寒 3.3875 0.3384 

1.044 0.354  

說明：                                         *皆為顯著，P值<0.05 

    由單因子變量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家庭狀況在知覺行為態度上是

有明顯差異的，因為家庭狀況富裕的族群通常生活品質比較好，且較有

機會或是完善的資源去使用線上音樂，且有多餘的金錢去使用線上音

樂，而且使用線上音樂沒有其他阻礙。 

 

 

 

 

 

5.7 目前主要線上音樂平台使用概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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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本研究資料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目前使用線上音樂人數占了 77%，目前沒有使

用佔了 23%，選擇否的包括目前沒有使用及從未使用過。主要線上付費

音樂還是以 KURO 的使用率及人數最多，占了 42%，由此可見的目前線上

付費音樂的市場不斷竄起，對其他業者也有極大的威脅，但選擇其他的

人數占了 31%，其他包括一些不需付費的線上音樂網，例如:yahoo 奇摩

音樂通、天馬音樂網、琉璃仙境等小型的線上 P2P，這表示還是有些使

用者對線上付費音樂有不了解的地方，或是不願意付費使用，而遊走法

律邊緣。目前台灣的網路合法音樂產業剛起步沒多久，許多模式都在建

立與修正當中，使用者付費觀念也正在推動。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 研究結論 

因為 MP3 容量大、輕巧的特點，造就了許多線上音樂的興起，線上音樂

對統傳產業也造成了強大的衝擊，從以前的 CD、錄音帶到現在的網路下

載、CD 及錄音包裝模式。消費者從一次要購買多首歌曲，但現今線上音

樂時代，消費者不需要在一次購買多首歌曲，也可以單曲購買、對於創

作者、唱片公司及消費者，皆為一種產業結構及消費模式的改變。 

     本研究利用理性行為理論(TRA)模式與計畫行為理論(TPB)模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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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架構之基礎，來探討消費者對於線上音樂的認知、行為、態度做

研究。 

(1)態度對於行為意向 

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的態度對於消費者的行為意向有正向影響的，P

值為 0.003，故與本研究的假說相符合，所以說消費者本身使用線上音

樂的態度，會影響消費者是否付費消費之意願。 

(2)主觀規範對於行為意向 

    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的主觀規範對於消費者的行為意向是沒有正

向影響的。P 值為 0.875，故與本研究的假說不符合，所以說消費者不

會因為家人、朋友在使用線上音樂或是廣告媒體的宣傳，近而使用線上

音樂。 

(3)知覺行為控制對於行為意向 

    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的知覺行為控制對於消費者的行為意向有正

向影響的，且 P 值為 0.000，故與本研究的假說符合，所以說消費者的

預算能力的高低，會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行為意願。 

(4)目前是否使用線上音樂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

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是否有使用線上音樂對於態度、知覺行為

控制有顯著差異，對於主觀規範、行為意向無顯著差異。從平均數分析，

有使用線上音樂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大於沒有使用線上音

樂，顯示出有使用線上音樂的本身的態度、受外在因素的影響、使用能

力的同意度皆為較高，而沒有使用線上音樂對行為意向大於有使用線上

音樂的同意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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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性別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男性及女性對於態度、主觀規範有顯著差

異，對於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無顯著差異。從平均數分析，女性在

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的平均數均大於男性，顯示

出女性本身使用線上音樂的態度使用能力、使用意願同意程度較高，女

性也較容易受到家人或朋友的響影而使用線上音樂。 

(6)婚姻狀況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未婚及已婚對於態度、知覺行為控制有顯

著差異，對於主觀規範、行為意向無顯著差異。從平均數分析，未婚在

性別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的平均數均大於已婚，

顯示出未婚本身的態度、受外在因素的影響、使用能力、使用意願的同

意度皆較高的。 

 (7)年齡層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年齡在態度、行為意向是有顯著差異，年

齡在主觀規範及知覺行為控制上是無顯著差異的。由單因子變量變異數

分析結果顯示，不同年齡在態度、行為意向兩個構面上 19-29 歲同意度

最高，所以 19-29 歲之間的消費者族群認為使用線上音樂是必要的。 

(8)教育程度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教育程度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

制、行為意向皆無顯著差異。所以不會因為教育程度的高低而影響消費

者的決策行為。 

(9)職業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不同職業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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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行為意這四個構面皆有顯著差異。顯示態度方面是學生的同意程度

最高，在主觀規範方面也是學生的同意程度最高，而知覺行為控制則是

服務業的同意程度最高，為意向也是學生的同意程度最高。 

(10)每月平均收入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每月平均收入不同在知覺行為控制及行為

意向兩個構面有顯著差異，每月平均收入不同在態度及主觀規範兩個構

面無顯著差異。每月平均收入不同在態度及主觀規範兩個構面上 2 萬到

3 萬的同意程度較高，可知因為在收入在 2 萬到 3 萬的族群薪水越高生

活品質也越高，消費能力及消費意願也越高。 

(11) 家庭狀況對態度、主觀規範、知覺行為控制、行為意向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發現，家庭狀況在知覺行為態度上是有明顯差異

的，家庭狀況在態度、主觀規範、行為意向，因為家庭狀況富裕的族群

通常收入相對比較多，所以消費能力及消費意願也較高。 

 

6.2 研究建議 

藉由本研究之探討，歸納下列二項建議： 

一、加強線上音樂之付費授權 

對線上音樂而言，網友的使用比重較高，但台灣網友多已習慣低價，甚

至是免費的線上音樂服務，使得音樂創作與發生者末得到合理報償，反

倒壓抑音樂產業之成長。未來由唱片詞曲創作人和科技業者共同協定，

是最好的方法，但非付費給 p2p 業者，便以為合法，事實上線納會員費

只是使用軟體之費用，不包括著作的授權費，會員應立即向這些 p2p 業

者，查詢是否合法授權，而不是繳了會費，即可無限下載、傳輸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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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以維護自身權利、尊重音樂創作，延續國內音樂命脈。 

二、強化使用者付費觀念 

美國線上音樂商店的蓬勃發展，除了因為 Apple iTunes 創新經營模式

帶動熱潮外，美國法院判泱當時最主要的 p2p 業者 Napster 涉及輔助侵

權與代理侵權，並下令停止音樂交換服務，為美國後繼而起的線上音樂

商店創造發展空間。反觀台灣唱片業者與 p2p 業者公訴多年，p2p 業者

合法性之爭議遲遲無法獲得解泱，使台灣線上音樂商店相對 p2p 業者處

於價格競爭劣勢，生存不易。這些問題是否可以解泱關鍵在於消費者使

用音樂檔案的心態需改變，意即使用者付費觀念應被建立，否則即使唱

片業者在對 p2p 業者的侵權訴訟中獲勝，消費者仍可透過其他途徑取得

歌曲，在網路無國界之環境下，甚至可至海外地區進行音樂檔案交換，

因此，惟有強化使用者付費觀，台灣線上音樂商店的發展環境才得以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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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研究問卷 

親愛的朋友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抽空填答這份問卷，這是一份有關『線上音樂』的學術 

研究問卷，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了解您個人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感謝您給予 

寶貴的意見! 

 

最後，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指導教授  張善斌     

                                                學生 王怡珺 許之維 陳屏卉  

                                              王芮婕 簡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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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這部分是有關您一些個人資料及對於使用線上音樂的看法，僅供作學術上統計分析

使用，不具名作答並且不對外公開，請您安心作答。 

 

 

 

一、 個人基本資料 
性別： □男  □女 

年齡： □13-18 歲  □19-29  □30-50 歲   □50 歲以上 

婚姻狀況： □已婚  □未婚 

教育程度： □研究所或以上  □大專大學  □高中高職  □國中或以下 

職業：□學生  □公教人員 □服務業 □自由業  □其他 

每月平均收入：□1000 以下 □1000~3000  □3000~10000  □10000~20000 

□ 20000~30000  □30000~40000  □40000 以上 

居住地區：□基隆台北  □桃竹苗  □中彰投  □雲嘉南  □高屏  □宜花東 

家庭狀況：□富裕  □小康  □清寒 

 

 

 

 

 

二、對線上音樂的態度                                                        
 

線上音樂對我而言‧‧‧                                             非 

                                                   非              常 

                                                   常      無  不  不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見  意  意   

1、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  □  □  □  □ 

2、 能讓我放鬆心情，紓解壓力                       □  □  □  □  □ 

3、可以解悶 打發時間                               □  □  □  □  □ 

 

我會使用線上音樂因為‧‧‧ 

4、可以用便宜的價格取得音樂                        □  □  □  □  □ 

5、能很快找到自己想要的歌                          □  □  □  □  □ 

6、不用下載可以直接收聽                            □  □  □  □  □ 

7、比購買專輯更划算、更方便                        □  □  □  □  □ 

 

 

三、 對線上音樂的主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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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的父母及家人都在使用，所以我也有在使用        □  □  □  □  □ 

9、我的朋友都會推薦我使用線上音樂                  □  □  □  □  □ 

10、我的朋友中，很多人都在使用線上音樂             □  □  □  □  □ 

11、我會因為媒體廣告的宣傳而使用線上音樂           □  □  □  □  □ 

 

四、 對線上音樂的知覺行為控制 
12、我認為我有足夠的能力使用線上音樂               □  □  □  □  □ 

13、如果付款的方式方便，我就會使用線上音樂         □  □  □  □  □ 

14、我認為我有完善的資源及機會去使用線上音樂       □  □  □  □  □ 

15、如果符合我的預算，我就一定會使用線上音樂       □  □  □  □  □          

 

 

 

五、 對線上音樂的行為意向 
18、我會願意花錢去購買線上音樂的使用權             □  □  □  □  □  

19、我會願意持續使用線上音樂                       □  □  □  □  □  

20、我會推薦線上音樂讓我的朋友使用                 □  □  □  □  □   

21、沒有任何因素會影響我使用線上音樂               □  □  □  □  □ 

22、持續使用線上音樂對我來說非常困難               □  □  □  □  □ 

 

六、 線上音樂的相關法律問題 
23、線上音樂軟體合法或違法都不會影響我的使用行為   □  □  □  □  □ 

24、我一定不會去使用違法的線上音樂                 □  □  □  □  □ 

25、使用不合法的線上音樂也不需要負任何法律責任     □  □  □  □  □ 

26、我認為 P2P 的下載平台不算違法                   □  □  □  □  □ 

 

七、 對線上音樂的使用行為 
、您目前有使用線上音樂?  □ 是  □ 否 

、您目前使用哪一家線上音樂? 

□ kuro  □ ezpeer  □ KKBOX  □ 其他(包括目前沒有使用) □ 從未使用過 

、您曾經使用過哪一家線上音樂?(可複選) 

□ kuro  □ ezpeer  □ KKBOX  □ 其他 □從未使用過 

、您通常使用的付費方式？ 

□ ATM 轉帳 □信用卡繳款 □自動扣款 □其他(包括從未使用過) 

、您平均一週使用幾個小時？ 

□ 1 小時以下 □ 1-5 小時 □ 5-10 小時 □ 10 小時以上 □不清楚 

、請問您從哪得知有關線上音樂的資訊？ 

□ 家人、朋友、親戚或鄰居 □ 網際網路 □廣告媒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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