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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音樂產業是世上最大市場價值的產業之一，也是極富創造力的產

業。在全球的範圍中有 Apple Inc. 所推出的 iPod 和 iTunes 風靡全

球，在我國，則有一上市即打著「唯一合法」的串流音樂提供者：

KKBOX，以及在結束長年的官司訴訟後浴火重生的 ezPeer+。在經歷

過網路科技帶來的著作權、重製權等等的問題後，數位音樂產業也開

始進入了合法的時代。 

本研究將著重在幾點上： 

1. 現有台灣數位音樂業者之經營模式 

2. 外國數位音樂業者之經營模式 

3. 數位音樂使用者的行為模式 

本研究以問卷為資料收集的工具，用SPSS 及 EXCEL 進行資料分

析，使用技術主要包括次數分配、迴歸、差異性分析，在問卷設計上

將使用「現有經營模式認知」、「認知易用」、「認知有用」、「主觀規範」、

「態度」、「法律認知」、「行為意向」及「行為」等架構。而問卷之母

體將設定成對資訊科技具有相當接受力的「學生族群」，而樣本則採

取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費力的「大專院校學生」為主。希望藉此了解數

位音樂使用者的偏好及需求，進而改善或創造一個適合台灣的數位音

樂經營模式。 

關鍵詞: 數位音樂、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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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音樂產業是全球最大市場價值的產業之一，它帶給所有年齡層

及各種文化的愉悅感及成就感，就像現在新經濟的發展一樣，它也

是一個極富創意的產業，而它更是在數位科技與電子商務時代重要

的開拓先鋒。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伴隨著資訊科技進步所帶來技術的衝擊，音樂產業也有著跨時

代的進步。自從 Apple Inc.在 2001 年 11 月發表第一代的數位音樂

播放器(mp3)：iPod 之後，iTunes 也伴隨著 iPod 在網路上銷售唱

片公司合法授權的數位音樂。此種播放器搭配虛擬商店的銷售模式

也在短時間之內風靡全球。在國外，數位音樂媒體與實體唱片業者

共生的經營模式已經行之有年，Apple 的經營模式是以 iTunes 音樂

商店販售以 DRM 技術加密之音樂檔案，再搭配專屬的播放器 iPod。

而在 2007 年 4 月 9 日，Apple Inc 宣布 iPod 銷售量已經突破 1億

台，成為有史以來銷售最快的音樂播放器。 

根據資策會(圖 1.1)的調查，由於寬頻使用增加，線上音樂市

場在這幾年持續成長，而收費模式可以為單曲下載、專輯下載及月

付制。同時，由於業者推出新服務，且以更多音樂內容、便宜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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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網友使用數位音樂服務。預估未來數位音樂逐漸取代傳統唱片，

到了 2010 年，全球數位音樂市場規模達 94 億美元。 

圖1.1 全球線上音樂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PWC，資策會MIC整理，2006年6月 

 

1.2  研究目的 

在國內兩大P2P業者Kuro和 ezPeer(轉型為ezPeer+)相繼合法

化之後，台灣的數位音樂產業也正式進入了與實體唱片業者共生的

態勢。數位音樂未來如何在服務與附加價值(如：社群、影音 blog

及離線播放器)上達到消費者的要求，而獲得消費者更多的使用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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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問卷調查去分析目前大專生對數位音樂的偏好及需

求，再經由瞭解音樂產業的背景與特性，進而改善及創造一個適合

台灣目前現況的經營模式。因此本研究重點將藉由科技接受模式探

討消費者對於我國數位音樂的經營模式。 

 

1.3  研究流程 

(1) 資料收集：收集過去學者有過的研究文獻以及現有產業即有

業者經營現況。 

(2) 資料分析：分析過去研究以及產業現況分析。 

(3) 問卷設計：設計一個可以忠實呈現調查對象的問卷。 

(4) 問卷發放：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發放對象。 

(5) 問卷回收：回收發放之問卷，並過濾有用問卷。 

(6) 資料分析：分析問卷回收所得到的資訊。 

(7) 建立經營模式：透過資料分析後所得到的資訊，並結合現有  

產業分析，進而建立一個適合台灣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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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如下: 

 

 

 

 

 

 

 

 

 

 

 

 

 

 

 

 
 
 
 
 

圖 1.2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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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位音樂發展及現況 

本章節主要是說明目前數位音樂的產業概況和介紹數位音樂市

場上主要幾家廠商的經營方式、收費與服務、未來的方向。 

 

2.1 產業概況 

線上音樂發展之初，業者因版權取得問題與唱片業者多次進行協

商，唱片業者考量之因素除擔心影響實體唱片銷售外，對於數位版權管

理機制也無法完全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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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nes線上音樂商店成功獲得消

費者青睞，帶動其他廠商相繼投入線上音樂市場。 

 

2.1.1 台灣線上音樂趨勢 

由圖(圖2.1)說明了台灣數位音樂的發展趨勢，在2005年業者看中

消費者喜歡下載擁有偏好，嘗試軟硬體結合。而2006年為合法收費元

年，會員的維持及增加為主要課題，也同時開發音樂行銷活動舉辨等其

他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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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台灣線上音樂趨勢 

 

2.1.2 台灣線上音樂市場規模 

2006 年台灣數位音樂市場規模為 4.8 億元新台幣，預

估 2007 年將達 7.2 億元新台幣，年成長率高達 48.8%。成

長驅動力包括聆聽數位音樂習慣逐漸養成、使用者付費意願

提高以及合法收費模式確立。2006 年主要數位音樂業者全

數合法化，為台灣數位音樂市場的重要里程碑，此後各家將

基於月付 149 元無限聆聽的相同收費模式，再運用網路媒體

平台、音樂播放硬體等不同利基攻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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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台灣線上音樂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6年11月 

 

2.2 市場主要廠商介紹 

介紹目前數位音樂市場主要的幾家數位音樂廠商，包括 KKBOX

與 ezpeer+還有國外數位音樂知名廠商蘋果股份有限公司(Apple 

Inc.)。 

 

2.2.1 KKBOX 

(1) 願境網訊股份有限公司(Skysoft Co., Ltd)  

以研發全球第一套可以同時連線 BBS 與網際網路的軟體 KKMAN

起家，而這套 KKMAN 也是僅次於微軟 IE 的全台第二大瀏覽器軟體。

在 1999 年，Napster 問世後沒多久，願境網訊總經理林冠群就開始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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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音樂服務的可能，有幾種選擇，像以 P2P（點對點交換方式）

模式、歌曲下載方式等。 

(2).現況 

2006 年營收二億元，並首度達成年度損益兩平，在 2007 年就

增加了超過 10 萬名付費會員，營收就高達五億，2008 年還可能成

長一倍。願境網訊不僅成功的塑造了 KKBOX 在台灣線上音樂市場上

的領導形象與地位，在大中華市場，KKBOX 所創立的商業模式更成

為標竿品牌。 

KKBOX 在 2007 年 11 月也與藍鵲科技(BlueGenii)合作推出「無

線音樂盒」，標榜隨插隨用。使用者不管在臥室、客廳、浴室或廚

房，透過藍芽技術與遙控，都可利用音響或喇叭播放電腦上的音樂，

音樂盒或遙控器上的按鍵也能切換音樂串流到不同房間的音響、操

控電腦的播放清單。 

為了增加公司營收，KKBOX 積極拓展海外市場，在 2007 年上半

年增資時獲得日商的入股，2007 年計畫將 KKBOX 的串流音樂服務帶

到日本市場，可望與日本知名電信業者 NTT Docomo 合作，另外也正

在評估進軍東南亞地區，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可行性。 

 

 



 9 

(3).經營模式 

KKBOX 所提供的服務涵蓋了免費與付費兩種，針對「免費註冊

會員」，可以得到最新的音樂資訊外，更可以藉由 KKBOX 所提供的

社群服務，取得與其他音樂同好的互動與交流。針對「VIP 付費會

員」，則可以藉由每個月 149 元的費用，無限制的以串流方式隨選

隨聽 KKBOX 超過一百萬首的音樂內容，或是無限制的將音樂下載至

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中，於離線的狀態下欣賞。 

「單曲帶著走」專區，這是可以存入 MP3 中聆聽的音樂檔案，

並無 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技術的使用限制，不限使

用的 MP3 裝置，是屬於特殊授權的音樂格式，有區分「會員免費單

曲」或付「費購買單曲」二種。 

 (4).未來 

在未來，KKBOX 將朝發展聯合品牌播放器的方式，生產專屬的

MP3 播放器，達到讓服務跨平台的目標。即將推出的手機數位音樂

下載機種，只要是支援 Java 的 3G 手機皆可使用，手機端取得的歌

曲數量將是 PC 端的 6 成，2007 年 PC 端已有超過 200 萬首歌，結合

中華電手機上網吃到飽的月租模式。預計 2008 年 1 月再推出內建

KKBOX 軟體的 3G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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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BOX 也打算在 2009 年採用 ToGo 模式推出自有品牌的 MP3 隨

身聽。KKBOX 總經理賴世傑在先前採訪時表示，ToGo 是數位音樂接

下要走的路，不過他也坦言「困難重重」。主要原因在於唱片公司

的接受度，如果唱片公司不願意支持音樂租用的模式，能提供的音

樂太少，消費者也不會接受。 

 

2.2.2 Ezpeer+ 

(1).達霖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擁有國際唱片公司技術認證的 P2P DRM 完整音樂服務平台，

提供高品質的數位音樂及內容服務，並擁有具優勢的 P2P DRM 專

利。 

Ezpeer+的前身是全球數碼科技所經營的 Ezpeer，在與國際唱

片業交流基金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IFPI)

纏訟 4年多後，於 2006 年底相互和解，並將員工與會員轉移給達霖

數位公司，推出新的線上音樂服務，也就是現在的「Ezpeer+」。 

 (2).現況 

2007 年 8 月份與中華電信聯手推出「Ezpeer+隨身聽」軟體，

標榜隨時隨地都能透過 3G 手機下載合法授權的音樂，無限聆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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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僅限中華電信 CHT 系列的客製化手機才能下載使用，包括

CHT9000、CHT9100、CHT9110 這幾款手機。 

2007 年下半年主軸放在音樂帶著走的 Ezpeer+，於 2007 年 11

月初，Kuro(創聯網)與 Ezpeer+ (達霖數位)正式推自有品牌的 MP4

「酷樂 K歌機(TOGO)」，讓原本只能在電腦前或手機上聆聽的線上

音樂，可下載到音樂播放器，隨身帶著走，而這也是台灣首次軟體、

硬體及唱片業者三者同時合作，聯合推出結合數位內容的播放器。

而音樂服務則是為了該硬體量身訂做，這也是台灣第 1家仿效蘋果

iPod 加上 iTunes 服務的線上音樂業者。音樂播放格式為 MP3、WMA、

KURO 等格式。其中 KURO 加密格式為創聯網(KURO)自行研發，特色

在於可在歌曲中加入唱片公司所授權的圖片，以及逐字動態歌詞服

務。 

(3).經營模式 

針對試用會員 Ezpeer+推出 30 分鐘的音樂免費試聽，同時也推

出了每個月 149 元的正式會員服務，此舉與 KKBOX 無太大差異。針

對手機音樂下載方面，僅限於使用中華電信 CHT 手機系列（包含

CHT9000、CHT9100、CHT9110），並支付每月 249 元的月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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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智慧財產權方面，Ezpeer+也採用了 DRM 技術，正式會員

所下載的音樂僅限於同時在三台不同的電腦下載，且無法重置於MP3

或燒製成 CD。 

 (4).未來 

達霖數位科技所有的 Ezpeer+經營策略是在國內付費使用線上

音樂的市場即將飽和之際，轉而將目標市場放在線上音樂結合 3G 手

機的應用。除了目前已有密切和作的中華電信外，也與國內其它三

大電信公司：威寶、台哥大、遠傳以及各大手機品牌業者洽談平台

服務及內建軟體等合作計畫。 

目前 Ezpeer+的「酷樂 K歌機(TOGO)」和 EMI、華研、環球、

種子以及海碟等五家唱片公司合作，這些唱片公司並沒有一次釋出

全部的歌曲版權，而是陸續釋出，目前能經 ToGo 模式得到的歌曲約

兩萬首。Ezpeer+也承諾會繼續和其他唱片公司洽談，希望提供使用

者更多歌曲。未來將繼續推出更多加值服務如有主動推薦歌單、樂

曲等等，不同情境方式，並將建立百萬歌庫，提供消費者更完整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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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ipod + iTunes 

(1).蘋果股份有限公司(Apple Inc.) 

蘋果股份有限公司（Apple Inc.）, 原名蘋果電腦（Apple 

Computer），2007 年 1 月 9日於舊金山的 Macworld Expo 上宣佈改

名。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庫比提諾，核心業務是電子科技產

品，目前全球電腦市場佔有率為 3.8%。蘋果的 Apple II 於 1970 年

代助長了個人電腦革命，其後的 Macintosh 接力於 1980 年代持續發

展。最知名的產品是其出品的 Apple II、Macintosh 電腦、iPod 數

位音樂播放器和 iTunes 音樂商店，它在高科技企業中以創新而聞

名。 

(2).iPod 

iPod 是一款蘋果公司設計和銷售的攜帶型數位多媒體播放器

(mp3 播放器)。iPod 系列中的產品都提供設計簡單易用的用戶界

面，由中央滾輪（又稱為 Click Wheel）操作。大多數 iPod 產品

使用內置的硬碟儲存媒介，而 iPod nano 與 iPod shuffle 則使用快

閃記憶體(flash)。就如其他大部分數位音樂播放器，iPod 可以作

為電腦的外置數據儲存設備使用。蘋果電腦按 iMac 的命名方式，當

數位音樂播放器命名為 i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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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電腦最初把 iPod 作為 Mac 用戶的獨有的產品銷售，但公司

在需求增加的情況下加入了對Windows的相容。到2004年 1月，iPod

成為是全美國最受歡迎的數位音樂播放器，佔領了 50%的市場比率。

到了 2004 年 10 月，iPod 統治了美國的數位音樂播放器的銷售，擁

有超過 92%的硬碟播放器和超過 65%的所有類型播放器的市場。iPod

以極高的速率銷售，在三年時間內總共銷售了超過一千萬台。蘋果

電腦正在銷售的 iPod 產品共有四款：iPod、iPod nano、iPod shuffle

及 iPod Touch。這些型號擁有不同的容量和設計。 

(3).iTunes 

蘋果的 iTunes 音樂商店（iTunes Music Store）是為了推銷 iPod

而建立的網路音樂銷售商店，界面整合在 iTunes 播放軟體中，使得

透過網路購買有版權的音樂檔案的機制變得更便利。 

除了 iPod 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便攜音樂播放器能播放在蘋果

iTunes 音樂商店上銷售的使用 DRM 的音樂文件。蘋果電腦使用它們

專有的 FairPlay 系統加密這些 AAC 音頻文件，這種編碼只允許授權

的電腦（最多五台）可以解密並播放它們。 

蘋果電腦小心地控制使用 FairPlay 編碼的 iTMS 音樂文件的授

權，而且 iPod 不支持其他 DRM 保護格式文件（如 DRM 保護版的 WMA

音樂），所以 iPod 用戶想線上購買受 DRM 保護的音樂必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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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nes，否則就只能從其他地方下載繞開 DRM 的文件。從其他商店

購買來的受保護音樂不能在 iPod 上播放。 

(4).營運模式 

蘋果電腦的營運模式相對來說就簡單許多，iTunes 只提供線上

購買單曲，當然，使用者可以選擇僅下載自身所需的歌曲或者是選

擇整張 CD 下載。 

iTunes 目前主要市場還是在美國、歐洲等英語國家市場，尚未

有中文版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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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本章研究共分五節，探討數位音樂之相關研究，第一節理性行

為理論(TRA)，第二節計畫行為理論(TPB)，第三節科技接受模型

(TAM)，第四節是說明數位版權管理(DRM)，第五節是一些相關論文

的文獻探討。 

 

3.1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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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sone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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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理性行為理論 

資料來源：Fishbein、Ajzen (1975) 

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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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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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信念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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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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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Fishbein 與 Ajzen (1975)的主張，個人的「實際行為」將

決定其「行為意圖」; 而個人之「行為態度」與外在之「主觀規範」

會共同影響「實際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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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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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 的各

構面定義如表 3-1: 

表 3-1  TRA 的各構面定義 

構面 定 義 

行為意圖 指個人對進行一種行為的意念。 

行為態度 指個人對從事某種特定行為可能產生的結果抱持之感受。 

主觀規範 指個人的朋友、家人的認為，此人因進行某一特定行為的預期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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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個人在是否採取某項特定行為時，對於這些重要的個人或團

體對其所抱有期望的順從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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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jzen(1985)提出計劃行為理論，係針對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的限制加以延伸，期望達到更適切性的

行為預測與解釋能力。計劃行為理論適用於個人對行為控制力較弱

之情形下的行為預測，其模式架構如圖 3.2 所示(Ajzen, 1988)。理

性行為理論是假設以個人的行為動機和行為的控制能力下，對個人

的行為結果進行預測與解釋。但在實際情形下，許多因素均會影響

個人意志的控制程度(Ajzen, 1985)，例如不懂得操作電腦或得不到

線上音樂相關軟體及資訊，則其使用線上音樂的行為將很難達。 

因此，理性行為理論對於使用線上音樂的行為，因常受到許多

非意志力因素，例如：資源、機會、阻礙等等強烈影響時，就往往

無法予以合理的解釋，反之，以計劃行為理論能有效解釋非意志力

的影響因素。 

計劃行為理論在對於行為意向的預測，除了使用個人的「態

度」、「主觀規範」之外，另增加了第三個變項「行為控制知覺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 」。 從 自 我 控 制

(self-monitoring)程度，研究「態度-行為」之間關系的強弱，發

現自我控制低者(比較遵守規定、有原則的行為者)，在「態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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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以及「行為傾向-行為」均呈現高度相關，研究指出「自我控

制」是一個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Ajzen, Timko and White, 1982)。

行為控制知覺是指：個人知覺到完成某一行為容易或困難的程度，

它反映了個人對某一行為過去的經驗和所預期的阻礙。當個人認為

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機會越多，所預期的阻礙越小，則對行為的控

制知覺就越強。行為控制知覺是由「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

與「便利性知覺(perceived facilitation)」的乘積和所構成，「控

制信念」是指個人對自己擁有表現某一行為所需的資源、機會或阻

礙多寡之認知；「便利性知覺」是指這些資源、機會或阻礙對行為的

影響程度。 

 

圖 3.2 計畫行為理論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Ajzen (1985) 

 

 

對行為的態度 

行為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願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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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Davis(1989)以理性行為理論(TRA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為基礎發展出來，科技接受模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提供一個基礎，用

來探討外部因素對於使用者的內部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s)

及意向(intentions)的影響，進而影響資訊系統使用的情形(Davis 

1989)， 此模型希望能普遍地用於解釋或預測資訊科技使用的影響因

子，其模型如圖3.3。 

 

圖3.3 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Davis (1989) 

    科技接受模型承接了理性行為理論的基本精神，認為信念會影響

態度，態度再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而行

為意向對實際使用(Actual system use)有顯著且正面的影響。理性行

為理論模型常用於探討人類行為的意圖(behavior intention)(Ajz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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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bein、1975,1980)。此理論指出人類行為的表現決定於個人的行

為意圖，而行為的意圖受個人對此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behavior)與主觀的標準所影響(Davis、1989)。 

   科技接受模式認為行為意向是由個人對系統的使用態度和知覺有

用性所共同決定的(Davis et al.,1989)，也就是說，人們會因為相信

使用某資訊系統將改善工作績效，而有使用該系統的意願。科技接受

模型針對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接受度，提出兩個特別的信念，分別是

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及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此兩認知信念是人們對於表現及努力的主觀評價。 

    Davis(1989)將此兩認知信念，做為影響使用者接受行為的決定

因素之理論基礎包括：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成本利益

典範(Cost-benefit paradigm)、創新採用(Adoption of innovations)及一

些非MIS 領域的研究等(Davis, 1989)。根據科技接受模型，使用態度

是由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所共同決定的，Davis(1989)將知覺有

用性定義為「一個人相信使用一個特定系統將會提高他/她工作表現

(performance)的程度」，因此當使用者覺得系統有用時，他/她將會

對此一系統抱持正面的態度。而知覺易用性則是指「一個人相信使用

一個特定系統所不需努力(effort)的程度」，努力是一種有限的資源，

一個人必須將其分配到自己所負責的各項活動上，因此，當其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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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樣時，一個被使用者認知較易使用的系統，也就是所需努力較少

的系統，越可能被使用者所接受(Davis, 1989)，且使用者對於操作

此系統的自我效能也越高。所以科技接受模型假設，知覺易用性對使

用態度有正向的影響，並且與自我效能有關(Davis et al., 1989)。 

    此外，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影響，因為使用者因系

統容易使用而省下的努力，可以被重新分配到其他活動中，使得他/

她能以同樣的努力完成更多工作，所以，一個容易使用的系統會提昇

個體的工作表現，因此，知覺易用性將會對知覺有用性有直接的影

響，進而間接影響使用者對於使用資訊科技的態度。而知覺有用性及

知覺易用性皆會受到外部變數(External variables)的影響，這些外

部變數包括系統設計特性、使用者特性、使用的環境、任務特性、使

用者涉入、系統開發型態、認知型態、組織結構等，舉例來說，使用

選單、按鈕、滑鼠等操控方式，改善使用者界面，以及藉由訓練、使

用說明、咨詢人員支援等機制，都會提高資訊系統的易用性，因而影

響使用者的知覺易用性(Davis et al., 1989)。 

 

 

 

 



 23 

3.4 數位版權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所謂的 DRM 乃是藉由電腦程式，以軟體或硬體方法限制數位

內容使用方式的系統通稱；舉例來說，限制某份文件不得列印、或

限制某段影片只能在英國播放等，這些都是常見的 DRM 功能。DRM 

無所不在，現代人每天使用的軟體如 Adobe Acrobat 、 Microsoft 

Office 、Windows Media Player 等，或多或少都具備了這樣的功能。  

數位化內容的好處在於容易處理、複製、傳播與保存，但也使

得盜版變得越來越容易，除了會威脅到原創者的智慧財產權，也可

能打擊到創作者的創作意願；因此，數位內容的保護與對相關權利

作特定的宣告及管理，自然成為數位生活時代不可或缺的一環。其

實 DRM 概念的前身即為反盜版技術，是一種控制數位檔案使用權的

技術，可保護數位媒體內容在網際網路上的散佈、宣傳、及銷售時

會發生的安全問題。DRM 基本的技術原理是利用加密來作保護，當

使用者取得解密金鑰時才可開啟檔案或者進行儲存、列印、複製、

轉寄等基本功能。 

    DRM 系統中極為重要的一塊管理工具，可分為合法工具(Legal 

tools)與技術工具(Technical tools)。合法工具是指由合法系統提供來

保護合法權利的一系列工具；技術工具是指執行 DRM 的工具。而

執行 DRM 時還必須考量"標準"和"安全"的問題。權利的表達必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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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標準，執行時必須有信任的第三者。因此權利表達的標準化和信

任機制的基礎建設(Trust Infrastructure)是達到內容提供者和使用者

之間無縫化(Seamless)的基礎。關於標準化，目前權利描述語言已

有一些標準，如：XrML、ODRL (Open Digital Rights Language)、

XMCL (eXtensible Media Commerce Language) 等。至於安全性的問

題，在 DRM 系統中需要有信任機制，由於權利描述語言必須連結至

信任系統(Trust System)才能完成交易的認證。尤其以付費方面的

DRM 服務如:E-learning、On line movie、MP3 download 等，都必須

搭配 PKI 機制與信任的基本架構才能完成。目前已有許多廠商投入

開發 DRM 系統，著名的公司如微軟、Apple、Real Player、Adobe 

Systems、 Glassbook、Softlock、InterTrust、ContentGuard⋯等，其

它廠商也積極搶食這塊大餅。 

  近來數位內容的相關服務日趨熱門，許多新興的數位產業因應而

生，其中最為成功的就是音樂產業，以 Apple 的 iTunes 音樂商店

為例，在合法音樂下載服務市場上建立的創新經營模式。從 iTunes 

下載的數位音樂檔案都受 Apple 的 FairPlay 防拷技術保護，不過

這項技術沒有公開給其他軟硬體廠商，因此只能在 Apple 的 iPod 

上面播放；同樣地，受其他 DRM 技術保護的付費下載歌曲無法在 

iPod 上播放，類似壟斷的手法帶來不合理的使用限制。加上積極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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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這塊市場的廠商，如 Microsoft、Yahoo 與 Sony 等，無不力推

自家的服務以期提高佔有率，希望自己的數位音樂格式或者保護機

制能成為標準或是規範，造成數位檔案格式無法互相轉換的不便。 

此外，過度的保護機制會招致使用者的反彈，日前被揭露採用

間諜軟體技術來安裝數位版權管理軟體的 Sony BMG，就是很好的佐

證。因此，內容提供業者在借重 DRM 保障自身權益的同時，也必須

要兼顧消費者的期望與需求，在自由與限制的兩端中找尋平衡點。 

 

3.5 數位音樂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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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3-2： 

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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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泰魁 

吳桂森 

李能慧 

(2005.7) 

我國技職系學生

MP3 使用行為模式

之研究 

以問卷調查做研究，研究結果為： 

(一)使用者對 mp3 歌曲的「認知有用」、「認知易

用」主要受到 mp3 歌曲提供的「資訊豐富性」 

有正向顯著影響。 

(二)使用者下載 mp3 格式歌曲的「態度」主要受

到對 mp3 軟體的「認知易用」與「認知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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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結論符合。 

(三)「態度」受到使用者「同儕」、「行為控制知

覺」、「主觀規範」等正向顯著影響。 

(四)使用者下載 mp3 格式歌曲的「行為意向」主

要受到使用者「態度」正向顯著影響。 

(五)使用者下載 mp3 格式歌曲的「行為」主要受

到使用者「行為意向」、「主觀規範」等負向顯 

著影響。 

(七)「法律認知」對「態度」直接徑路關係及對

「行為意向」、「行為」的間接徑路關係均呈現不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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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之間。KURO

付費會員以 16～34 歲為主，尤其以學生居多，

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專科跟大學為主，個人平均

收入為月收入 1.6 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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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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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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就可以聽到」；KURO 在「嘗試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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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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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便宜的價格去得音

樂」、「嘗試不同的音樂類型」、「把歌曲存在隨身

聽或手機帶著聽」；KURO 在「不必下載、上網就

可以聽到」、「使用社群功能」及「使用合法音樂」

上也表現不錯。 

（3） 動機未獲得滿足-GO<GS 待改進項目： 

KKBOX 在「使用社群功能」部份需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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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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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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海

(2004) 

道德強度與道德判

斷對消費者購買網

路非法數位音樂之

影響 

以問卷調查做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1.消費者之道德強度越低，消費購買非法數位音

樂之道德意圖越高。 

2.消費者之道德判斷越低，消費者購買非法數位

音樂之道德強度越高。 

3.消費者之道德意圖在道德強度，道德判斷與道

德行為間具有中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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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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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系參考過去學者們的研究，進而所擬定本組研究的主要

研究架構及問卷設計。 

 

4.1 研究架構 

 

  

 

 

 

 

 

圖 4.1 研究架構 

 

如圖 4.1 所示本研究將結合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以及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的理論模型架構，並且進行些許修正。 

 Davis (1989)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中使用「認知有用」及「認

知易用」兩個態度因子，以解釋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行為，而在 TAM

假設 6 假設 7 

假設 2 

假設 3 

假設 4 

假設 5 

假設 1 

認知有用 

認知易用 

態  度 

法律認知 

行為意向 行  為 

主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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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也指出「認知有用」及「認知易用」兩項因子也受到了外部

變數的影響。在 TAM 的相關研究中，「外部變數」常以系統設計的特

徵(資訊提供方式)、電腦自我效能、資訊豐富性等三類變項，透過

「認知有用」及「認知易用」兩個變項，間接影響使用者採用資訊

系統的因素(余泰魁, 2005)。本研究將採用「現有經營模式認知」

作為影響「認知有用」及「認知易用」的外部變數。 

 TAM 以及 TPB 在理論模型當中皆認為個人對於某一事物、行為喜

惡的程度會影響個人的想法以及實際作法，亦及「態度」影響「行

為」，而「行為意向」則是「態度」及「行為」的中介變數。 

本研究當中，「態度」不僅受到「認知有用」及「認知易用」的

影響，「主觀規範」及「法律認知」也會影響個人對於科技產品的使

用「態度」。 

 作為影響「態度」的變數「主觀規範」，指個人在決定是否採取

某項行為時所受到的社會壓力，因此，若「主觀規範」的意向愈正

向，則採用該科技的態度愈正向。而在本研究當中所研究的對像為

合法的數位音樂，因此，若個人的「法律認知」愈趨正面，對於其

使用該科技的「態度」也會愈正向。本研究結合 TAM 以及 TPB 兩項

理論架構，提出下列相關 9點假設： 

假設 1：對合法音樂軟體的「認知易用」愈高，將直接影響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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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軟體的「認知有用」。 

假設 2：對合法音樂軟體的「認知易用」愈高，將直接影響其使用

合法音樂軟體的「態度」。 

假設 3：對合法音樂軟體的「認知有用」愈高，將直接影響其使用

合法音樂軟體的「態度」。 

假設 4：對「主觀規範」的意見愈正向，其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態

度」愈正向。 

假設 5：對「法律認知」的觀念高，其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態度」

愈正向。 

假設 6：當個人對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態度」愈正向，其使用合

法音樂軟體的「行為意向」愈正向。 

假設 7：當個人對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行為意向」愈正向，其使

用合法音樂軟體的「行為」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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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項構面說明 

表 4-1  研究構面與說明 

研 究 構 面 說明 

現有經營模式認知 指合法音樂軟體使用者對於現在音樂業者之

經營模式的了解以及主觀認知的優、缺點。 

認知易用 指使用者在使用合法音樂軟體時，對軟體使用

知覺的容易程度。 

認知有用 認知有用指的是使用者在使用合法音樂軟體

時，認為此軟體對本身有助益。 

主觀規範 指在使用合法音樂軟體時，受到的社會壓力或

同儕影響的知覺。 

法律認知 指使用者對於使用合法音樂軟體時，對於其相

關的法律知識。 

態  度 態度為個人對某一事物、行為喜惡的感覺，指

個人對於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喜好情形。 

行為意向 指使用者對於合法音樂軟體(不論有無使用經

驗)之未來使用可能性與傾向。 

行  為 指對於合法音樂軟體的實際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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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問卷設計 

 問卷設計將採用上述所設計之「合法音樂軟體使用模式」，來作

為問卷中各個問項的理論基礎。問卷發放的母體定為對於科技接受

程度較高的「學生族群」，且將樣本鎖定在較有消費能力的「大專院

校學生」，預計將發放一至兩百份，且將針對三所以上不同的中部大

專院校進行發放。問卷的內容如下表 4-2: 

表 4-2 問卷內容 

構面 問卷內容 

1. 請問您之前聽過任何一家已經合法化的線上音樂

播放軟體嗎? 

2. 請問您是否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包含試

用)? 

3. 請問您知道線上音樂軟體的付費機制嗎? 

4. 請問您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軟體嗎? 

5. 請問您知道線上音樂可以有限制的被下載至電腦

中聆聽嗎? 

6. 請問您知道某些廠牌手機可以使用線上音樂播放

軟體嗎? 

受訪者對於

現有業者經

營模式的認

知 

7. 請問您知道某些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推出過未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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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發行之歌曲嗎? 

1. 播放軟體在操作上非常簡單 

2. 在音樂的取得上相對的容易 

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的認

知易用 3. 所需要支付的費用讓我很容易的接觸它 

1. 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可以滿足我對音樂需求 

2. 播放軟體可以讓我在短時間內取得音樂 

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的認

知有用 3. 播放軟體可以提供我所想要聽的音樂 

1. 我有親朋好友有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的經驗 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的主

觀規範 

2. 我週遭的人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會讓我有使用

的念頭 

1. 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圖利的只有業者 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的法

律認知 

2. 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會讓唱片公司、歌

手、詞曲創作人等獲得應有的版權收入 

1. 我覺得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只是在浪費錢 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的使

用態度 

2. 我覺得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是個好選擇 

1. 未來我會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的行 2. 我會建議週遭的朋友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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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意向 3. 就算經濟能力許可，我也不會使用線上音樂播放

軟體 

1. 我曾經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對於線上音

樂播放軟體

的行為 

2. 我未曾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1. 性別 

2. 所得 

3. 學院 

基本資料 

4. 上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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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料分析 

此次研究問卷調查時間為 2008 年 3 月 23 日至 4 月 1日止，為

期兩週。問卷由學生們親自放發，分別在台中地區一所私立大學、

三所私立科技大學進行問卷調查。總計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 200

份問卷，並無無效問卷，以下分為三節進行分析。 

 

5.1 敘述性統計 

在此次問卷調查的受訪者當中男性的比例為 42.5%(85 人)，女

性則為 57.5%(115 人)，當中資訊學院的學生有 54 人(27%)，管理學

院 48 人 (24%)、人文學院 32 人(16%)、財經學院 25 人(12.5%)、設

計學院 15 人(7.5%)、理工學院 8人(4%)，其它類別的學院的則有

18 人(9%)；受訪者當中每週上網時數達 20 小時以上者有 84 人

(42%)，其次是 12~20 小時的 52人(26%)、5~12 小時的 39人(19.5%)，

在 5 小時以內的則有 25 人(12.5%)；受訪者每月的可支配所得以

10000 元以下的 64.5%占大多數(129 人)，其次是 10001~20000 元的

23 .5%(47 人)，而 20001 元以上的則占了 12%(24 人)。受訪者基本

資料詳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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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表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每月可支配所得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85 42.5% 10000 以下 129 64.5% 

女性 115 57.5% 10001~20000 47 23.5% 

   20001 以上 24 12% 

學院 人數 百分比 每週上網時間 人數 百分比 

管理學院 48 24% 20 小時以上 84 42% 

資訊學院 54 27% 12~20 小時 52 26% 

理工學院 8 4% 5~12 小時 39 19.5% 

設計學院 15 7.5% 5 小時以內 25 12.5% 

財經學院 25 12.5%    

人文學院 32 16%    

其它 18 9%    

 

 在所有受訪者當中，透過任何管道聽說過已合法化的音樂軟體

的人占了 76%(152 人)，而使用過軟體(包含試用)的比例為

53.5%(107 人)；明白其付費機制的有 77 位受訪者(38.5%)；真正付

費使用過的則只剩下 42 人(21%)。而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的功能方

面，知道可以有限制下載至電腦的 122 位受訪者(61%)；知道可以於

手機上播放的有 135 人(67.5%)；而知道業者有發行未於市面上發行

之歌曲的僅有 28 人(14%)。受訪者對於經營模式的認知詳見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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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現有經營模式之次數分配表 

問項 回答 次數 百分比

有 152 76%聽過任何一家已經合法化的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 沒有 48 24%

是 107 53.5%
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包含試用) 

否  93 46.5%

知道 77  38.5%
知道線上音樂軟體付費機制 

不知道 123 61.5%

有 42 21%
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軟體 

沒有 158 79%

知道 122 61%知道線上音樂可以有限制的被下載至電

腦中聆聽 不知道 78 39%

知道 135 67.5%知道某些廠牌手機可以使用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 不知道  65 32.5%

知道 28 14%知道某些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推出過未曾

在市面發行之歌曲 不知道  172 86%

 

 信度分析(reliability)指的是問項的內部一致性，關於信度的

辦別，有很多學者下過定義，依 Nunnally, 1978 所提出有效信度至

少要大於 0.5 才算是有效信度，0.7 以上屬於高信度。此次的問卷

調查裡所設計的構面認知易用(0.49)、認知有用(0.85)及主觀規範

(0.68)屬於高信度，而法侓認知(0.03)、使用態度(-0.36)、行為意

向(0.03)以及行為(-4.44)屬於低信度。詳見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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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五項問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信度-1 

構 面 題 項 MEAN S.D 信 度 

1 播放軟體在操作上非常簡單 3.74 0.7845 

2 在音樂的取得上相對的容易 3.76 0.8696 
認知易用 

3所需要支付的費用讓我很容易的

接觸它 

2.725 0.987 
0.4923

1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可以滿足我對

音樂需求 

3.75 1.0309 

2播放軟體可以讓我在短時間內取

得音樂 

3.9050 0.9489 
認知有用 

3播放軟體可以提供我所想要聽的

音樂 

3.6650 1.0575 

0.8502

1我有親朋好友有使用線上音樂播

放軟體的經驗 

3.57 1.0728 

主觀規範 
2我週遭的人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

體會讓我有使用的念頭 

3.095 1.0638 
0.6883

1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圖利

的只有業者 

2.98 0.9973 

法律認知 2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會讓

唱片公司、歌手、詞曲創作人等

獲得應有的版權收入 

3.78 0.8976 0.0342

1我覺得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

體只是在浪費錢 

3.05 0.9603 

使用態度 
2我覺得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是

個好選擇 

3.34 0.8879 
-0.3672

1未來我會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

軟體 

2.8150 1.0374 

2我會建議週遭的朋友使用線上音

樂播放軟體 

2.9250 0.9019 
行為意向 

3 就算經濟能力許可，我也不會使

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3.07 1.0867 

0.0376

1我曾經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

軟體 

2.49 1.4035 

行    為 
2我未曾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

軟體 

3.755 1.3543 
-4.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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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因為信度不理想之問題而對所設定之問項進行了調整：法律

認知因為信度偏低而將整個構面刪除；使用態度的構面則是在問項

設計時誤設為兩項完全相反之問項，故刪除其反向之問項：「我覺得

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只是在浪費錢」；行為的構面亦之，則是

刪除了「我未曾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在行為意向的構面

則是將「就算經濟能力許可，我也不會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的

項目刪除，使信度提升(0.73)。更改後的平均數、標準差及信度詳

見表 5-4。根據 Nunnally 定義，信度要大於 0.5 以上才算有效信度，

而本架構之「認知易用」之信度為 0.49，但由於題目上修改之不易，

故本研究將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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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有用 

認知易用 

態 度 行為意向 行 為

主觀規範

0.261 (0.000) 

0.349 (0.000) 0.510 (0.000)

0.356(0 .000)

0.153 (0.000) 

0.125 (0.073)

表 5-4 五項問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信度-2 

構 面 題 項 MEAN S.D 信 度 

1 播放軟體在操作上非常簡單 3.7400 0.7845 

2 在音樂的取得上相對的容易 3.7600 0.8696 認知易用 

3 所需要支付的費用讓我很容易的接觸它 2.7250 0.9870 

0.4923

1 線上音樂播放軟體可以滿足我對音樂需

求 
3.7500 1.0309 

2 播放軟體可以讓我在短時間內取得音樂 3.9050 0.9489 
認知有用 

3 播放軟體可以提供我所想要聽的音樂 3.6650 1.0575 

0.8502

1 我有親朋好友有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的經驗 
3.5700 1.0728 

主觀規範 
2 我週遭的人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會讓

我有使用的念頭 
3.0950 1.0638 

0.6883

使用態度 
2 我覺得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是個好選

擇 
3.3400 0.8879  

1 未來我會付費使用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2.8150 1.0374 

行為意向 2 我會建議週遭的朋友使用線上音樂播放

軟體 
2.9250 0.9019 

0.7349

行為 1 我曾經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播放軟體 2.49 1.4035  

 

5-2 迴歸檢定 

 

 

 

 

 

 

圖 5.1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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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研究架構由上圖 5-1 顯示「認知易用」對「認知有用」有

顯著性(0.00)，「認知有用」、「主觀規範」對「態度」有顯著性(0.00)；

但「認知易用」對「態度」較無顯著性(0.73)，「態度」構面對於「行

為意向」具有顯著性(0.00)；而「行為意向」對於行為具有顯著性

(0.00)。迴歸分析詳見下表 5-5 說明。 

 
表 5-5 迴歸分析詳表 

 透過上述說明，我們將第四章「研究方法」章節裡所設立的六

點假設加以證明。透過下表 5-6 我們得知認知易用在影響認知有用

性上還是存在一定的數據，而對於態度構面的影響因子：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主觀規範上，認知易用對於態度的影響假設是不成立的，

而認知有用與主觀規範對於態度的影響假設則是成立。 

 

 

依變數 F 顯著性 
調整過

的R平方
自變數 係數 T P TOL 

認知有用 84.583 0.000 0.296 認知易用 0.547 9.197 0.000  

認知易用 0.125 1.803 0.073 0.676

認知有用 0.261 3.650 0.000 0.635態度 37.368 0.000 0.354 

主觀規範 0.356 5.498 0.000 0.772

行為意用 69.522 0.000 0.256 態度 0.510 8.338 0.000  

行為 27.465 0.000 0.117 行為意向 0.349 5.24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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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假設結果表 

假設 內   容 結果 

假設1 
對合法音樂軟體的認知易用愈高，將直接影響對合法音樂軟體的認

知有用。 
成立 

假設2 
對合法音樂軟體的認知易用愈高，將直接影響其使用合法音樂軟體

的態度。 
不成立

假設3 
對合法音樂軟體的認知有用愈高，將直接影響其使用合法音樂軟體

的態度。 
成立 

假設4 對主觀規範的意見愈正向，其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態度愈正向。 成立 

假設5 
當個人對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態度愈正向，其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

行為意向愈正向。 
成立 

假設6 
當個人對使用合法音樂軟體的行為意向愈正向，其使用合法音樂軟

體的行為愈正向。 
成立 

5-3 差異性分析 

 本節將針對基本資料中的性別、每月可支配所得、就讀學院、

每週上網時數，以及經營模式認知裡的兩項問項對於各個構面進行

差異性分析。 

 下表為不同性別對於各個構面的差異性分析表，表中的 P 值

(P-value)皆大於 0.05，若 P > 0.05 則表示無法拒絕虛無假設，所以

表示男性與女性意見是相同的。因此我們在此可以說：不同的性別

對於認知易用、認知有用、主觀規範、態度、行為意向、行為的回

答上，並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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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性別差異性分析 

性    別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主觀規範 態 度 行為意向 行 為

平均數 3.4392 3.7451 3.2235 3.3765 2.9765 2.6000
男 

標準差 0.5592 0.9324 0.9370 0.9877 0.8793 1.3904
平均數 3.3855 3.7942 3.4130 3.3130 2.7913 2.4087

女 
標準差 0.6675 0.8591 0.9254 0.8096 0.8481 1.4136

變異數相等 ＝ ＝ ＝ ＝ ＝ ＝ 

T   值 0.602 -0.385 -1.424 0.498 1.503 0.953

P   值 0.548 0.700 0.156 0.619 0.135 0.342

 下表 5-8 為可支配所得的差異性分析表，表中的 P 值同樣皆大

於 0 05，若 P > 0.05 則表示無法拒絕虛無假設，所以表示不論可

支配所得高低，所得到的答案並無差異。因此我們可以說不同額度

的可支配所得對於認知易用、認知有用、主觀規範、態度、行為意

向、行為的回答上，並無明顯差異。 

表 5-8 可支配所得差異性分析 

每月 

可支配所得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主觀規範 態度 

行為 

意向 
行為 

平均數 3.3747 3.7623 3.2868 3.2636 2.8295 2.372110000

以下 標準差 0.5171 0.8178 0.9244 0.8796 0.8232 1.3233

平均數 3.4610 3.7943 3.3298 3.4043 2.9149 2.553210001

至

20000 標準差 0.7471 0.9519 0.9283 0.7706 0.8554 1.5153

平均數 3.4861 3.7917 3.5833 3.6250 3.0000 3.0000
20001

至

30000

以上 
標準差 0.8568 1.1413 0.9854 1.0959 1.0935 1.5323

F 檢 定 0.541 0.28 1.023 1.853 0.474 2.111
P    值 0.583 0.972 0.361 0.159 0.623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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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 5-9 為依學院別做分類的差異性分析，表中除了認知易用

(0.009)及認知有用(0.006)外，其餘項目的 P值皆大於 0.05，若 P < 

0.05 則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在不同學院別下，對於認知易用、認知

有用的問項有明顯不同；而認知有用的 scheflee 檢定則表示第 2項 

 (資訊學院)的平均數比第 7 項(其它類別)的平均數要來的小，因此

我們可以說資訊學院的學生認為數位音樂播放軟體並無其實用性的 

情況較其它類別學院的學生來的明顯。 

表 5-9 學院別差異性分析 

學     院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主觀規範 態度 行為意向 行為 

平均數 3.4583 3.8611 3.4583 3.5000 2.9896 2.2708管理

學院 標準差 0.6510 0.8073 0.9100 0.7718 0.7543 1.3004

平均數 3.2778 3.4753 3.0741 3.1111 2.6667 2.4630資訊

學院 標準差 0.6303 1.0962 0.9781 1.0931 1.1201 1.4104

平均數 3.5000 3.7500 3.1875 3.2500 3.1250 3.1250理工

學院 標準差 0.5345 0.4272 0.3720 0.4629 0.2315 1.5526

平均數 3.1556 3.4889 3.4333 3.4667 2.8333 2.3333設計

學院 標準差 0.6025 0.7439 0.7528 0.8338 0.6726 1.3973

平均數 3.2000 3.6667 3.2000 3.0800 2.9000 2.4400財經

學院 標準差 0.4194 0.7328 0.9014 0.9539 0.7071 1.4742

平均數 3.6667 4.1979 3.3750 3.4688 2.9844 2.5938人文

學院 標準差 0.5009 0.5478 1.0160 0.6214 0.6778 1.4110
平均數 3.6667 4.0741 3.8611 3.6667 2.8333 2.8889

其它 
標準差 0.7921 1.0198 0.8712 0.8402 1.0432 1.5297

F 檢定 2.951 3.159 2.016 1.844 0.872 0.774
P 值 0.009 0.006 0.065 0.093 0.516 0.591

Post hoc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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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 5-10 為針對每週上網時間對於各個構面的差異性分析，表

中的 P值同樣皆大於 0 05，若 P > 0.05 則無法拒絕虛無假設，所

以表示不論每週上網時間的多寡，所得到的答案並無差異。因此我

們可以說對於網路的使用時間的多寡對於認知易用、認知有用、主

觀規範、態度、行為意向、行為的回答上，並無明顯差異。 

表 5-10 每週上網時數差異性分析 

每週上網時間 認知有用 認知易用
主 觀 

規 範 
態度 

行 為 

意 向 
行為 

平均值 3.4127 3.7937 3.1429 3.1786 2.6964 2.214320 小

時以上 標準差 0.5891 0.9526 0.9332 0.9589 0.9249 1.3086
平均值 3.4103 3.7821 3.4327 3.5000 3.0000 2.826912~20

小時 標準差 0.6000 0.8242 0.8577 0.8284 0.7001 1.5045
平均值 3.3504 3.6496 3.3590 3.3077 2.8462 2.28215~12

小時 標準差 0.7412 0.9611 1.0384 0.7998 0.8672 1.1909
平均值 3.4800 3.8800 3.7200 3.6000 3.2200 3.04005 小時

以下 標準差 0.6092 0.6864 0.7916 0.8165 0.8549 1.5674
F 檢 定 0.222 0.385 2.886 2.262 2.985 3.798 
P    值 0.881 0.764 0.037 0.82 0.32 0.011 

 下表 5-11是將問卷當中所設計的「知道線上音樂軟體付費機制」

之問項與構面做出之差異性分析表。表中認知易用(0.005)、認知有

用(0>022)、主觀規範(0.002)、行為(0.000)等項目的 P 值皆小於

0.05，若 P < 0.05，則拒絕虛無假設，因此我們可以說對於線上音

樂軟體的付費機制知道與否在回答認知易用、認知有用、主觀規範、

行為等問題時，有明顯的差異。而態度(0.201)與行為意向(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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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 值皆大於 0.05，若 P > 0.05 則拒絕虛無假設，因此我們可以

說對於線上音樂軟體的付費機制知道與否在回答態度與行為意向的

題目時，並無明顯的差異。 

 

表 5-11 知道線上音樂軟體付費機制之差異性分析表 

 下表 5-12 是將問卷當中所設計的「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軟體」

之問項與研究構面做出之差異性分析表。表中各項的 P值皆小於

0.05，若 P < 0.05 則拒絕虛無假設，因此我們可以說付費使用過

線上音樂軟體與否在回答認知易用、認知有用、主觀規範、態度、

行為意向、行為的問題時，有明顯差異。其中回答有付費使用過線

上音樂軟體的答案者，在平均數上皆高於回答沒有付費使用過線上

音樂軟體的平均數。 

 

知道線上音樂軟

體付費機制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主觀 

規範 
態度 

行為 

意向 
行為 

平均數 3.5628 3.9567 3.5909 3.4416 2.9351 3.0909
知道 

標準差 0.5905 0.9038 0.9167 0.9247 0.9506 1.5659
平均數 3.3117 3.6585 3.1707 3.2764 2.8293 2.1138

不知道 
標準差 0.6254 0.8636 0.9095 0.8618 0.8068 1.1467

變異數相等 ≠ ≠ ≠ ＝ ＝ ＝ 
T 檢 定 2.860 2.309 3.164 1.282 0.842 5.081 
P    值 0.005 0.022 0.002 0.201 0.4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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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付費使用過線上音樂軟體之差異性分析表 

付費使用過線上

音樂軟體 
認知易用 認知有用

主觀 

規範 
態 度 

行為 

意向 
行 為 

平均數 3.6667 4.1270 3.7024 3.6905 3.3333 4.2143
有 

標準差 0.6945 0.7360 0.9881 0.7486 0.7380 1.0250
平均數 3.3397 3.6793 3.2342 3.2468 2.7468 2.0316

沒有 
標準差 0.5858 0.9044 0.8953 0.9007 0.8554 1.1025

變異數相等 ≠ ≠ ≠ ≠ ≠ ≠ 
T 檢 定 2.798 3.330 2.782 3.264 4.421 12.069
P    值 0.007 0.001 0.007 0.002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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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隋著科技快速的發展，現今的社會經濟環境與型態與過去已經

完全不同，在經歷網際網路的發達，網際網路的便利性、流通性及

完整性，也使人們摸索出網際網路的經營獲利之道。 

 

6.1 研究結論 

數位科技的進步，MP3 音樂、P2P 點對點共享技術的出現，不斷

衝擊傳統唱片公司的未來發展，但歐美地區數位音樂已從 P2P 演進

目前的數位音樂商店，有利整體音樂市場，而台灣唱片業者也開始

與數位音樂業者合作，讓唱片公司有生存的空間，未來數位音樂將

成為許多人購買音樂的主要管道。藉由本研究之分析歸納下列三項

結論: 

一、敘述性統計：從敘述性統計分析得知，有 76%的人都有聽過數

位音樂播放軟體，代表數位音樂在大專院校普及率很高。但從問卷

項目「知道線上音樂軟體付費機制」和「付費使用過數位音樂軟體」

中暸解，目前大專院校的對專利權與著作權法的意識並不強烈。 

二、迴歸分析：在電腦設備普及的現今，對於音樂播放軟體的使用

已經不存在困難性，故其使用態度並不會因為會不會使用而有所影

響。而如果合法的數位音樂播放軟體可以解決使用者在音樂取得上



 50 

的需求的話，將會影響使用態度，且同儕的使用習慣也會影響使用

態度。而態度影響意向、意向影響實際行為也都獲得證實，將會提

升本研究的可靠性。 

三、差異性分析：由本研究分析得知無論性別、所得水準、電腦網

路的使用習性如何，皆對使用合法的線上音樂播放軟體沒有任何的

影響。在教育程度(所學類別)可能對於接受付費使用音樂播放軟體

產生排斥，以資訊學院為例，所學範圍可以使得該院學生輕易取得

相關資源(數位音樂)，因此相較於其它學院之學生，較不容易接受

付費軟體。而外部的資訊以及自身的使用經驗會增加使用付費數位

音樂軟體的意願，意即若曾經使用(試用)過，其未來使用的機率也

會大增。 

 

6.2 研究建議 

 音樂的相關產業，在數位化發展之際，音樂產品已由實體產品

轉變為無形的產品，加上消費者自主性的增強，以往包裹式的產品

音樂銷售，造成消費者的不滿，加上經濟環境不佳，消費者不願多

付一些金錢購買不需要的東西，造成了音樂市場的蕭條，也因此產

生了線上音樂，藉由本研究之探討，歸納下列兩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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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位音樂商店必須提供更多的附加服務： 線上音樂下載服務

除了下載音樂之外，若能提供符合數位音樂特性的服務，像是提供

歌曲編輯服務，歌曲轉為手機鈴聲下載服務等，提供越多附加服務

的業者 便能吸引更多消費者的使用。 

二、加強宣導著作權法律的知識：消費者對於使用未授權數位音樂

所可能觸犯著作權法的知識尚不足夠，會誤以為使用未授權數位音

樂是不違法的，而不願意轉而使用合法的付費網站。因此廠商可以

利用辦活動的方式宣導法律知識，以加強消費者的著作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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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部份  問卷填寫 

一 .以下問項為受訪者對於現有業者經營模式的認知。 

1.請問您之前聽過任何一家已合法化的線上音樂播放軟體嗎？ 

 □有聽說過 聽過：                                  

 □沒聽過 

2.請問您是否使用過線上音樂播放軟體(包含試用)？ 

□是 使用過：                                    

□否 

3.請問您知道線上音樂軟體的付費機制嗎？ 

□我知道 費用為：                                

□我不知道 

4.請問您付費使用過線上音樂軟體嗎? 

□有 付費使用過：                                

□沒有 

5.請問您付費使用線上音樂軟體的時間長達？ 

□我付費使用過 期間為：                            

親愛的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願意抽空填寫這份問卷。此問卷目的在暸解消費者對於「付費線

上音樂播放軟體」的使用狀況。您的填答僅為學術研究之用，不需具名，對於資

料或意見絕對保密，請安心填答。由衷地希望您能客觀填答，您的寶貴意見將使

研究成果更具價值，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敬祝  平安健康 

                                    嶺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導老師：張善斌 教授 

                                        學生：謝學緯   劉宛欣 

                                              張綺悅   江育菱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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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付費 

6.請問您知道線上音樂可以有限制的被下載至電腦中聆聽嗎？ 

□知道  

□不知道 

7.請問您知道某些廠牌手機可以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嗎？ 

□知道  

□不知道 

8.請問您知道某些線上音樂播放軟體推出過未曾在市面發行之歌曲嗎？ 

□知道 發行過：                                    

□不知道 

 

二 .以下問項為受訪者對於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使用認知。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認知易用 1 2 3 4 5 

1.播放軟體在操作上非常簡單------------------------------------ □ □ □ □ □

2.在音樂的取得上相對的容易------------------------------------ □ □ □ □ □

3.所需要支付的費用讓我很容易的接觸它-------------------- □ □ □ □ □

      

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認知有用 1 2 3 4 5 

1.線上音樂播放軟體可以滿足我對音樂需求----------------- □ □ □ □ □

2.播放軟體可以讓我在短時間內取得音樂-------------------- □ □ □ □ □

3.播放軟體可以提供我所想要聽的音樂----------------------- □ □ □ □ □

      

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主觀規範 1 2 3 4 5 

1.我有親朋好友有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經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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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週遭的人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會讓我有使用的念

頭-------------------------------------------------------------------------

 

□

 

□ 

 

□ 

 

□ 

 

□

      

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法律認知 1 2 3 4 5 

1.付費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圖利的只有業者-------------- □ □ □ □ □

2 付費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會讓唱片公司、歌手、詞

曲創作人等穫得應有的版權收入-------------------------------- □ □ □ □ □

      

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使用態度 1 2 3 4 5 

1.我覺得付費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只是在浪費錢------- □ □ □ □ □

2.我覺得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是個好選擇----------------- □ □ □ □ □

      

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行為意向 1 2 3 4 5 

1.未來我會付費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 □ □ □ □ □

2.我會建議週遭的朋友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 □ □ □ □ □

3.就算經濟能力許可，我也不會使用線上音樂播放軟體--- □ □ □ □ □

      

對於線上音樂播放軟體的行為 1 2 3 4 5 

1.我曾經付費使用過線上音樂播放軟體---------------------- □ □ □ □ □

2.我未曾付費使用過線上音樂播放軟體---------------------- □ □ □ □ □

      

第二部份   基本資料  

性別： □ 男   □ 女 

每月可支配所得： □ 10000 以下   □ 10001~20000   □ 20001~30000 以上 

學院：□ 管理學院   □ 資訊學院   □ 理工學院   □ 設計學院    

□ 財經學院   □ 醫學院     □ 人文學院   □ 其他：         

每週上網時間：□20 小時以上  □12~20 小時  口 5~12 小時  □5 小時以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