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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電腦遊戲產業發展已久，隨著產業技術的快速變化，產業價值鏈也有了
與以往截然不同的面貌，一些國家隨著數位文創的發展，迅速竄升為遊戲開發的
產業新星，台灣卻依舊未能掌握趨勢乘勢而起，這不單只是市場大小、開發資源
與人才技術的問題，而是未能理解遊戲產業價值鏈的改變，本研究針對遊戲產業
價值鏈中的兩個新角色：數位下載平台與遊戲實況主/實況平台，進行解析，試圖
釐清這兩個角色在台灣市場的認知與接受度，以及其崛起背後的商業模式與關鍵
成功因素。
本研究使用量化研究與商業模式圖模型分析兩種方式進行，在量化研究部
分，針對台灣電腦遊戲玩家對於 Steam 平台與遊戲實況平台之使用行為、喜好與
購買行為連結等，利用線上問卷蒐集樣本，並進行統計分析；另一方面，本研究
亦針對選擇的案例套用商業模式圖模型，分析其可能的關鍵成功要素，最後再將
研究結果予以整合，提出給台灣遊戲開發者的一些建議，做為企業開發與推廣遊
戲時的決策依據。
結果顯示，台灣玩家對於像是 Steam 的數位下載平台與像是 Twitch 的遊戲實
況平台之接受度與熟悉度高，但在社群參與及互動上較為不足，Steam 的功能和
實況的體驗在某些層面上能引發玩家購買遊戲之意願，但卻較少玩家願意直接付
費支持實況主；本研究彙整結果後，建議台灣遊戲開發者可將數位下載平台與遊
戲實況視為開發決策的中心，與其共同演化、加深互動，也可以鎖定在地市場開
發文化性濃厚的產品以引發實況主興趣，並與實況主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提供適
合實況的遊戲要素，並讓玩家們能夠在開發早期就以共同創作的模式互動並給予
回饋；妥善利用產業價值鏈中的重要角色，可以協助企業以有效的方式觸及潛在
玩家，讓產業能創造更高的價值。
關鍵字：電腦遊戲、價值鏈、商業模式、Steam、遊戲實況、Twitch、購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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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decad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uter game industry in Taiwan.
Along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game developing techniques, the value chain of the
industry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Some countries, which leverage the trend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business, become new stars in game development industry,
whereas Taiwan is still struggling at the edge of this trend. This issue is not just about
the market size,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techniques. It is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chain evolution that matters. In this research, we focus on two
new roles in the game industry value chain: digital distribution platform and streamer/
streaming platform. We try to clarify the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of these two roles
in Taiwan, and the business model and key success factors behind the rise of them.
In this research, we apply online quantitative survey method to collect the data of
usage, preferences and purchasing behaviors on Steam and streaming platforms of
Taiwan PC gamers, and to run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also apply Business Model
Canvas analysis and analyze the possibl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Steam platform and
game streaming business. We then sort out some practical advices for game developers
in Taiwan, which might be used as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heir game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aiwan PC gamers have high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toward digital distribution platforms such as Steam and game streaming platforms such
as Twitch but have lower level of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interaction. The
functions on Steam and experiences of streaming do induce the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games under certain situations, but there are only few gamers willing to directly pay
for supporting the streamers. After sorting out the results, we suggest game developers
iv

in Taiwan to regard digital distribution platform and game streaming as the core of
their development decision and direction. They should co-evolve with these two new
roles in the value chain and reinfor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gamers through the platforms. Besides, they could also focus on developing games
with rich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to induce the interests from streamers. They should
establish long-term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with streamers and embed game element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streaming. Furthermore, they could also establish a co-creation
relationship with gamers at earlier development stage to collect feedbacks. Leverage
the resources from important roles in the value chain can help enterprises reach
potential customers effectively, which in turn can create higher values for the industry.

Keywords: PC game, value chain, business model, Steam, live streaming, Twitch,
buy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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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電腦遊戲發展已有數十年的歷史，除了在技術端有著不斷的演化外，隨著遊
戲產業的成熟與多樣化，遊戲的銷售端也有了不小的改變，不再是以往單純的將
實體遊戲放在店面供人購買；從遊戲開發者的角度來看，遊戲開發完成後的一連
串銷售與行銷程序，在近年也加入了更多新的價值鏈角色，開發者必須以更開放
的角度，迎接市場演化的挑戰。

電腦遊戲的價值鏈演化
一開始，電腦遊戲的銷售就像所有實體物品的銷售一樣，存入軟碟片、光碟
或其他儲存載體的遊戲內容，由開發商自己尋找合適的地點擺放陳列，大多都是
透過比較有人流的地點寄賣零售，再跟該地點的店家分成，但整體上，電腦遊戲
的開發與銷售都由開發者負責(圖 1-1)。

圖 1-1：最早期的價值鏈中，開發者將自己製作的遊戲作成實體遊戲片，在店面賣給玩家。

隨著開發者的產品數量增加、規模變大或是市場擴增，開發者本身可能沒有
足夠的資源(人力與財務)，加上想專注於遊戲開發的本業上，開始出現了代理發
行商這樣的角色，代理發行商們接手了遊戲產品開發完成後續的所有業務，包括
實體產品製造、通路尋找、行銷與廣告等(圖 1-2)，相較於開發者致力開發出好的
遊戲，發行代理商則專注於尋找市場潛力，具經驗的發行代理商甚至會提供市場
相關的建議給開發者，提供遊戲開發方向與設計上的建議，藉以讓遊戲更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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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隨著銷售市場與規模越來越大，開發者開始將銷售與行銷業務外包給發行代理商處理。

遊戲的發展相當快速，而全球每年發行遊戲的數量也急遽增加，對於玩家而
言，他們希望能夠有個匯集許多(或是大部分)遊戲的資料庫 – 一個平台，在這樣
的平台上，玩家可以快速搜尋到有趣新奇的、小眾市場的、熱門主流的眾多遊戲，
對於開發者而言，也能讓自己開發的遊戲觸及許多玩家(圖 1-3)；而這些遊戲平台
能夠發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數位下載技術的普及，隨著網路傳輸速度的
不斷提升，終於讓玩家可以透過家中的個人電腦或遊戲主機，運用網路下載完整
的遊戲內容，其中近年最成功的平台，就是電腦遊戲發行平台 Steam。
遊戲數位發行平台是遊戲產業價值鏈中的新區塊，因為數位下載技術的成熟
而建立，這些平台對於整個遊戲產業產生莫大的影響，從開發、發行、銷售、行
銷、社群經營層面都有受到影響；從開發者(尤其是小型獨立開發團隊)的角度來
看，只要付出少量的上架費並通過平台審查，就能自行將遊戲上架，這些平台等
同於取代了以往代理發行商的角色，但同時，開發者一樣能委託發行代理商協助
在這些平台上架，發行代理商等於多了一個數位通路的選擇，以觸及目標玩家。

圖 1-3：當遊戲數量越來越多，作為「媒合」角色的數位發行平台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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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玩家群一直以來都會在網路上分享自己遊玩遊戲的心得體驗，甚至是
攻略資訊，玩家與玩家之間的橫向溝通向來就是決定遊戲評價與銷售的重要區
塊，但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線上影音即時串流技術的成熟，讓每個人只要透過
簡單的平台工具(像是 Facebook、Twitch、YouTube 等)，就能將遊玩遊戲的畫面即
時分享給其他人(這個過程稱為「實況」)，甚至還可以透過視訊擷取軟體，同時
放上玩家自己的遊玩影像，藉由多元的互動方式，吸引觀眾聚集，而會收看這類
遊戲實況的觀眾，也大多是喜歡玩電玩遊戲的人，也因此是非常精準有效的傳播
管道；當直播平台的商業模式越來越多元，許多實況主(有在做實況的人)發現，
只要能夠藉由遊玩遊戲吸引足夠多的人及流量，就能開始把單純的娛樂轉變為商
業價值，舉例來說，有的直播平台只要實況主的流量夠，就會與實況主合作，實
況主可透過在頻道播送廣告而獲得分潤，或是讓觀眾贊助一定金額，實況主本身
也可分成，更有甚者，如果實況主本身知名度夠高，還能吸引贊助商贊助，也是
一種商業模式，於是，身為實況主的「玩家」也在遊戲產業價值鏈中建立了新的
區塊(圖 1-4)。

圖 1-4：從玩家角色(消費者)中躍升出的新價值鏈角色 – 實況主，是遊戲是否能有效傳播的關鍵。

台灣遊戲業是否能從中獲得助益？
台灣雖然曾是電腦遊戲開發的大國之一，但當玩家從電腦遊戲轉移到主機遊
戲或是近年火熱的手機遊戲市場時，台灣卻始終沒能在全球遊戲開發市場中找出
定位，反觀日本與美國即使面對劇變的市場，仍然保有強勢的主導地位，而像是
韓國，透過國家政策的支持，成功在網路遊戲與手機遊戲市場中躍身為強大的參
與者，甚至連荷蘭、波蘭、瑞典等以前在遊戲開發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國家，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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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創新的力量開發出像是「憤怒鳥」
、
「巫師」
、
「Minecraft」等紅極一時的大作，
直到最近，電腦遊戲市場似乎又開始回升，而像 Steam 這樣的數位下載平台的崛
起，也是幫助電腦遊戲市場獲得更多玩家注目的推力。
本研究中，我們針對「數位發行平台」與「實況主」這兩個新興價值鏈角色
對於台灣遊戲產業之影響做探討，期望從中獲得對台灣遊戲相關業者能有所助益
的關鍵成功要素。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台灣遊戲產業正面臨許多困境，除了原本就甚少在主機遊戲市場有所斬獲
外，手機遊戲在亞洲市場也由於大陸開發者的技術成熟與資金優勢，主流遊戲類
型上無法與其競爭，現存尚有競爭力的開發廠商，大多是因為過去累積出的品牌
與智慧財產權優勢，或是直接針對西方或全球市場進行開發，隨著數位發行平台
的出現，全球化變得更容易，但也代表著必須跟全球的開發者共同競爭，除了在
產品上發揮創意與區隔性外，如何找出可行的商業模式，是台灣開發者所需思考
的；在本研究中，我們的目的是透過價值鏈演化的比較，整理出近年的遊戲銷售
新興要素，並透過商業模式的拆解與分析，期望建立台灣遊戲產業可行的價值鏈
模式。

本論文具體研究項目如下：
1. 分析台灣電腦遊戲市場對於數位發行平台與遊戲實況之使用與接觸情形
2. 以 Steam 平台為例，分析遊戲數位發行平台商業模式
3. 從遊戲業者的角度分析遊戲實況(含實況主與實況平台如 Twitch)的商業模式
4. 找出台灣遊戲產業可行的價值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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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與分析，由於遊戲市場之複雜性，會影響量化分析之信度
與效度，舉例來說，玩家所喜愛的遊戲類型，有可能因為適合或不適合實況，影
響玩家觀看實況之意願，而使用 Steam 平台的玩家，也會受年齡、地區、教育程
度等因素影響其平台涉入程度，加上時間限制條件，在蒐集問卷樣本的過程中，
問卷發送之管道也可能影響整體受測族群的分布，讓特定族群的受測者人數較其
他族群多，但整體上，此研究蒐集之資料，仍可作為針對近期台灣玩家接觸數位
發行平台與遊戲實況行為之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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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現況趨勢

第一節 遊戲產業價值鏈現況
全球遊戲市場仍穩定成長，行動遊戲市場成長最為快速
2017 年全球遊戲市場產值為 1089 億美元，較 2016 年成長了 7.7%，其中行
動遊戲(包含手機與平板電腦)成長最快速，產值為 461 億美元，占了市場總值的
42%，主機與電腦遊戲則分別是 335 億美元(31%)與 294 億美元(27%)(圖 2-1)；即
使電腦遊戲市場看似在逐漸萎縮，但若從玩家行為的角度去看，核心玩家的遊玩
裝置仍然以電腦為最多，家用主機次之(圖 2-2)，因此，考量遊戲類型、玩家喜好、
操縱方式等因素，仍有許多開發者將電腦市場視為第一目標。

圖 2-1：2017 年全球遊戲市場產值比例。(Newzoo, Q2 2017 Update, Global Games Marke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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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核心玩家的遊玩裝置占比。(資料匯整自 Big Fish Games: 2017 Video Game Trends and
Statistics – Who’s Playing What and Why?)

遊戲產業價值鏈角色與交互關係
依據挪威文化產業研究機構 National Centr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於 2017 年所
提出的遊戲產業報告指出，傳統遊戲業價值鏈的主要組成角色包括：開發者
(Developer)、發行代理商(Publisher)、分銷管道(Distributor)、零售商(Retailer，大
多指實體的銷售店面)和玩家(Player)(González-Piñero & Manel, 2017)，並且逐漸發
展出複雜的局部垂直整合現象，大部分的業者已經不僅是單一角色，而是透過技
術與商業面的發展而融合(C. Kelly et al, 2014)，舉例來說，由於數位下載的盛行，
絕大多數零售商的角色已經被分銷商和發行代理商取代，或是數位發行平台就取
代了傳統發行商、分銷商和零售商的角色，讓開發者能透過發行平台直接接觸玩
家。
以下針對價值鏈角色的職責與價值創造作說明(González-Piñero & Manel,
2017; H. A. Berg, 2010)：
開發者
開發者是價值鏈中的關鍵，他們開發能夠在各種裝置上遊玩的遊戲軟體，開
發者可能隸屬於發行代理商旗下，也可能自主開發遊戲，甚至是單純接受發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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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下單而代工遊戲的製作；遊戲開發團隊通常會由程式、美術與企劃等人員組
成，主要作業流程包括設計、研究、嵌入、測試以及最後的優化。

發行代理商
發行代理商是遊戲軟體的行銷公司，他們與開發者分成利潤，以獲得遊戲之
發行權力，或是直接與開發者簽約，將遊戲製作的工作外包予開發者；接著，發
行代理商會宣傳手頭上的遊戲，尋找分銷商或直接管理分銷管道，像是零售通路、
網購通路，或是透過數位發行平台直接觸及玩家。
數位發行平台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發行代理商的工作，但數位發行平台與
發行代理商並非互斥的兩種角色，反而應視為新的合作管道與機會，數位發行平
台降低了開發者自己銷售遊戲的門檻，讓他們能夠去中介者，但仍然會有許多開
發者希望由代理發行商主導行銷與銷售的工作，這時，數位發行平台就成為發行
代理商可以輕易使用的一項有力工具。

分銷商與零售商
分銷商為發行代理商與零售商之間的中介角色，多數發行代理商會擁有他們
多年經營的特殊分銷網絡，讓他們得以將遊戲送至零售商實體店面，販售遊戲給
終端玩家，但隨著數位下載的遊戲取得管道興起，分銷商與零售商的角色重要性
已經顯著降低。

玩家
玩家是價值鏈終端的消費者，除了開發者本身，所有其他角色的目的，都是
為了讓遊戲能觸及其目標客群的玩家，在現今以數位下載為主流的趨勢下，玩家
的影響力比起實體銷售時代更加突顯，玩家與玩家之間的資訊溝通、分享，甚至
是在社群媒體中的評價，往往能大幅影響一款遊戲的銷售成績。

8

實況主是從玩家角色躍升而出的新角色，透過實況平台，實況主讓遊戲內容
能夠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擴散，更重要的是，從中建立起得以獲利的方式。

價值鏈中勢必存在著角色立場的強與弱，而這也影響了遊戲銷售利潤之分成
比例，舉例來說，由於遊戲市場中較小型的開發者需要倚靠發行商的資金投入完
成遊戲的開發，賣出遊戲的收益中，可能只會有 5~15%分給遊戲開發商做為權利
金，而且因為開發資金是由發行商事先投入，所以只有等到開發商所應獲得的權
利金超過事先投入的開發資金，開發者才能實際獲得收入，在這樣的合作關係下，
發行代理商相對強勢，但亦有可能因為是知名開發商，而跟發行商協調簽下獲得
更高分成的合約，因此開發商與發行代理商間的分成比例基本上是依個案簽訂
的；如果開發者依靠自己的資金開發遊戲，則能直接從遊戲銷售的收益中獲得分
成。
發行代理商與開發商決定的遊戲價格，如果透過分銷商與零售商，最後在實
體架上的零售價格會高出 20~30%，也因此，現今玩家大多會直接於數位下載平
台購買遊戲，不但便利且往往比較便宜；但購買實體遊戲片仍然有其好處，除了
收藏價值外，實體遊戲片可以轉賣，像是 GameStop 等零售商會以折舊價格收購
二手遊戲片，透過此方式，實際上玩家能以非常低廉的價格遊玩一款遊戲，缺點
是如果遊戲是持續更新或是有後續新增內容的話，實體遊戲片就不太適合想回頭
再玩遊戲的玩家。
最後，玩家的角色在價值鏈中也漸趨複雜，以往，玩家能做的就是期待開發
商與發行商能做出一款好遊戲，頂多就是在開放測試階段參與遊戲正式上架前的
最後測試，並且給予建議，但隨著實況主這樣的自媒體「玩家」出現，玩家的意
見不但越趨重要，甚至誕生了「共同創作(Co-creation)」這樣的開發方式，讓玩家
得以在更早期的開發階段介入，甚至也出現以實況主為主角的遊戲，像是以知名
實況主 PewDiePie 為主角的《PewDiePie: Legend of the Brofist》(圖 2-3)，另外，
玩家也能透過「群眾募資(Crowd-funding)」的方式支持遊戲開發商(圖 2-4)，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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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的資金完成遊戲，即使只看到遊戲的一些原型，核心玩家們仍然願意投入
一些金錢，不但是協助有理念的開發商，也讓自己感覺參與在開發案中，達成自
我實現之需求。

圖 2-3：在 Steam 上架的《PewDiePie: Legend of the Brofist》以知名實況主 PewDiePie 為主角。(資
料來源：http://store.steampowered.com)

圖 2-4：在 FlyingV 上發起群眾募資案的台灣自製遊戲《家有大貓》成功通過募資門檻，讓開發團
隊能將遊戲開發完成。(資料來源：https://www.flyingv.cc)

10

電腦、主機與行動遊戲價值鏈之異同
時至今日，經過了技術層面、市場層面與產業層面的更迭，電腦遊戲產業在
主機遊戲與行動遊戲的夾擊下，不會是整體遊戲市場的獨占角色，但仍然是不可
或缺的一塊，電腦上的遊戲類型與設計也逐步演化，藉以與主機和行動遊戲做出
區隔，即使遊玩遊戲使用的載具不同，電腦遊戲的產業價值鏈卻也與主機和行動
遊戲一樣遵循相同的模式演化。
在電腦、主機與行動遊戲的價值鏈中，一樣有開發者、發行代理商、分銷商、
零售商和玩家，不同的是，主機遊戲和行動遊戲已經有由硬體載具商和系統商所
建構的發行與分銷平台(如表 2-1)，舉例來說，主機遊戲市場由 SONY 的 PlayStation
平台、微軟的 Xbox 平台與任天堂的 Wii / Switch 平台為主要平台，如果要在
PlayStation 上架，就必須申請註冊為開發夥伴、取得開發套件，並將遊戲送審通
過方能上架，而行動遊戲市場也是一樣，大多由 Google 的 Google Play 和 Apple
的 App Store 所占據，如果想要在 Google Play 上架，就必須在 Android 的環境下
開發遊戲並送審；也就是說，在主機與行動遊戲市場，已經有明確的大型平台商
掌控多數遊戲的發行管道。
遊戲類型

電腦遊戲

主機遊戲

行動遊戲

主要平台

Steam

PlayStation

Google Play

(SONY)

(Google)

Xbox (微軟)

App Store (Apple)

Switch / Wii (任天
堂)
平台商原本角色

遊戲開發商

遊戲硬體商

表 2-1：各遊戲類型之主要發行平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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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作業系統商

相較之下，電腦遊戲雖然發展歷史悠久，卻直到 2003 年 Steam 平台的出現，
再花上將近十年的發展，加上數位下載技術的普及與接受度增加，才發展成極具
影響力的發行與銷售平台，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生態圈，進而讓電腦遊戲市場的演
化跟上主機與行動遊戲。

第二節

Steam – 數位下載還沒普及前的數位下載平台

Steam 平台開發商 Valve 因為在為旗下遊戲《絕對武力》更新時遇到的難題，
決定開發一個能自動更新遊戲並整合反盜版、反作弊系統的平台，這就是 Steam
的前身，到了 2003 年，Steam 用戶端的第一個版本開放公開測試，當時就吸引了
8 到 30 萬名玩家參與測試，2005 年，第一批第三方遊戲終於在 Steam 上發行，自
此平台上的遊戲數量飛快增加，甚至吸引一些大型遊戲開發與發行商在 Steam 上
發行其遊戲。(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Steam)
在 2003 年，網路速度雖然已經足夠支持數位下載的方式下載遊戲，但大多數
玩家仍不習慣用此方式購買遊戲，幸運的是，Valve 所開發的《戰慄時空 2》這款
遊戲廣受玩家喜愛，許多玩家為了能夠更順暢地遊玩這款遊戲，加入了 Steam 平
台，這批玩家便成為最早期的數位下載測試者，隨著網路速度持續加快以及更多
遊戲的上架，Steam 平台的發展也跟著演化，雖然過程中也遇到許多問題，像是
伺服器流量不堪負荷、軟體所有權爭議等，但趨勢已不可擋，Steam 已經踏上浪
頭，穩固其在電腦遊戲發行市場的龍頭地位。
據統計，2017 年 Steam 的有效會員數已超過 2.7 億名(圖 2-5)，遊戲產值也在
同步上升，自 2015 年 4 月 Steam Spy 上線後，統計出 2015 年 4 月到 12 月間遊戲
的銷售量就達到 3.1 億套，銷售額也有 29 億美元(圖 2-6)；而到了 2016 年，整年
度的遊戲銷售量甚至超過 3.6 億套，銷售額也將近 35 億美元(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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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017 年 Steam 平台上的即時數據。(2017 Steam Stats─SteamSpy)

圖 2-6：2015 年 Steam 銷售量及銷售額。
(Steam Spy)

圖 2-7：2016 年 Steam 銷售量及銷售額。
(Steam Spy)

Steam 平台除了擁有最多的上架遊戲外，也網羅了各大遊戲開發廠商以及近
乎大部分的電腦遊戲獨立開發者，呈現最多元化的平台生態，因此也吸引了許多
核心玩家，並藉此創建完整的線上社群，包括遊戲討論區、工作坊、評價機制等，
Steam 平台上提供的一站式付費、立即下載遊戲的服務，再加上定期與不定期的
促銷活動，讓開發者可以在平台上直接對玩家宣傳和銷售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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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Steam 的功能與服務
1. 遊戲發行
Steam 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看準數位下載的未來趨勢，從自有產品管理的範
疇延伸為數位發行平台，目前已經有超過 18,000 款遊戲在架上，上架地區近乎橫
跨全球，支援數十種語言，無論是大型遊戲開發與發行商或是小至一人的獨立開
發團隊，都能透過 Steam 發行遊戲，可以說是聚集了全世界絕大多數的電腦遊戲
開發者。
直至 2017 年 6 月 13 日前，Steam 官方審核遊戲是否能上架的機制稱為
「Greenlight」機制(圖 2-8)，開發者支付一筆小額的上架費後，將自己開發的遊
戲送審進入 Greenlight 投票階段，如果在一段時間內獲得約 5000~7500 人投票，
則可能通過 Steam 的審核成功上架，也就是說，Greenlight 機制中，能否上架的
主要因素來自於社群的支持；但自 2017 年 6 月 13 日後，Steam 廢除了 Greenlight
制度，改用「Steam Direct」機制，在此機制中，每個新上架遊戲，開發者必須先
支付 100 美元的上架費，但之後會由 Steam 官方進行遊戲審核，包括開發者資料、
商店資料、遊戲內容之審核總共約需耗時一個月，審核通過後需經過至少兩個星
期的「即將推出」宣告期，之後才能進入正式發行或「搶先體驗」階段，此時開
發者才能正式開始銷售遊戲，一旦遊戲銷售額超過 1,000 美元，Steam 還會將上架
費退還，此舉的目的是為了避免以往 Greenlight 制度下有許多粗製濫造遊戲浪費
Steam 審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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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Steam 上架發行流程。

在銷售抽成的部分，Steam 採取透明化且一致的抽成標準：Steam 將會獲得遊
戲銷售額的 30%作為分成，此方式對於開發者來說相當方便，不需要再像以往花
費時間與發行商針對每個遊戲談分成比例，且分到的比例也較高，即使開發者與
發行代理商合作，發行商也可以將 Steam 上架做為分銷管道之一；但由於 Steam
是全球發行的平台，跨境之銷售仍需先繳交當地政府所要求的稅收及增值稅，加
上 Steam 上遊戲數眾多，透過降價促銷是否會為開發者本身創造更多收入，開發
者本身也需要投入時間進行測試。
除了正式發行上架，Steam 還提供兩種版本：「試玩版」與「搶先體驗版」，
在遊戲通過審查後，開發者可以另外建立試玩版，試玩版通常在遊戲正式發行後
同時推出，如果遊戲性質需要玩家實際體驗才能有較佳效果，採用試玩版做為發
行宣傳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另外，在遊戲正式上架前，開發者可先讓遊戲進
入搶先體驗階段，搶先體驗版的遊戲可以開始收費，開發者可設定比正式版預計
定價還低、相同或甚至高的價格，由於搶先體驗版並沒有限制時間，因此許多開
發者會透過搶先體驗版獲得部分資金，同時收集玩家建議，用以改善遊戲，等到
開發者確認遊戲達到能夠正式上架的狀態，便可從搶先體驗版轉換為正式發行
版，而購買搶先體驗版的玩家就能透過線上更新獲得正式版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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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遊戲數位下載與自動更新機制
作為 Steam 一開始的主要功能，數位下載與線上自動更新是 Steam 能夠獲得
開發者與玩家青睞的主要原因，對於開發者來說，現今的遊戲開發模式已經轉變，
尤其是小型或獨立遊戲開發者，由於開發資金短缺，多數會採用上架後持續改版
更新的方式，將遊戲內容製作完成，因此 Steam 的自動更新功能，能讓遊戲開發
者快速地釋出改版內容，避免有玩家因為玩的是舊版本的遊戲而有較差的遊戲體
驗；對於玩家來說，不用出門找遊戲，直接透過網路下載安裝就能開始遊玩遊戲(甚
至在下載途中就可以開始遊玩)，加上不用三不五時到遊戲官網或其他社群尋找更
新檔，Steam 提供了更快速、方便的遊戲取得途徑與遊玩體驗。

3. 電子支付
在 Steam 平台上，購買遊戲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運用電子支付的潮流，Steam
支援信用卡/簽帳卡、Paypal、Visa Electron、paysafecard、iDeal、WebMoney、微
信支付、財付通、支付寶，甚至 Steam 錢包等方式支付，當然，也能於實體零售
店或零售網路商店購買 Steam 遊戲啟動序號，再於 Steam 輸入啟動序號，就可以
馬上遊玩遊戲。

4. Steam 錢包
Steam 在 2010 年推出 Steam Wallet，讓玩家可以在自己的帳號中預先儲值，
用以購買遊戲，此外，也可以購買儲值卡於 Steam 中啟用儲值。

5. 反盜版與反作弊機制
之所以會有 Steam 平台，部分原因也是因為 Valve 想要遏止盜版跟遊戲中作
弊的情況，所以透過建立一個 Steam 平台，Valve 強制玩家必須透過 Steam 啟動遊
戲，才能開始遊玩，因此想要越過 Steam 遊玩盜版遊戲的人，就必須先破解 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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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盜版機制，讓大部分的玩家只能遊玩正版遊戲，保障遊戲開發與發行商的權
利；在防遊戲中作弊方面，Steam 也推出了 Valve Anti-Cheat (VAC)系統，會自動
偵測使用者電腦上是否安裝有作弊程式，如果玩家有安裝系統認知的作弊程式，
並連上受 VAC 保護的伺服器，VAC 系統便會封鎖該名玩家，使其無法連上任何
受 VAC 保護的伺服器遊玩，雖然此套系統有時會誤判，但整體上還是有效維護了
遊戲之公平性。

6. 雲端資料儲存系統
Steam 提供的雲端資料儲存系統，讓開發者在設計遊戲時，可以把玩家的遊
玩資料儲存於 Steam 伺服器，這樣的好處，除了讓資料有妥善的備份之外，玩家
如果在不同的裝置上登入 Steam，仍然可以從伺服器上讀取資料，不會有遊戲資
料中斷的困擾。

7. 遊戲自動化推薦機制
Steam 能夠成為強大的電腦遊戲平台的理由，其實跟亞馬遜(Amazon)電商平
台能夠如此成功的原因相同：它們向使用者兜售他們想要或喜歡的東西。
Steam 運用機器深度學習演算法建立了一套複雜的遊戲推薦機制，Steam 會依
據玩家過往的查詢、購買、遊玩紀錄，甚至是朋友圈，推薦玩家可能會喜歡的產
品，也因此達到十分有效的交叉銷售成果。

8. 願望清單與收藏庫
Steam 非常注重使用者體驗，因此在「收藏庫」的介面中，玩家可以看到所
有購買過的遊戲清單，並對清單中的遊戲進行管理，包括下載安裝、刪除遊戲、
搜尋遊戲、分類標記與設定等，甚至可以在清單中加入 Steam 上沒有的遊戲，玩
家可以一目瞭然地知道買過哪些遊戲、目前安裝了哪些遊戲、哪些遊戲是最喜歡
的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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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清單」則是 Steam 的另一個強大的工具，過往玩家常常會發現一款很
想買的遊戲，但當下可能沒空、沒錢、沒折扣或是其他原因，於是只好放棄，但
在 Steam 上，玩家可以先把遊戲加入願望清單，並且可以隨時回過頭來看願望清
單裡的遊戲，還可以針對遊戲喜好排序、查看加入清單的日期、查看是否有優惠
折扣等，甚至在願望清單中的遊戲有促銷優惠時，還會發送通知給玩家，有效提
高玩家的回頭率與購買率。

9. 統計與成就系統
Steam 了解玩家的遊戲心理，有許多玩家對於遊戲體驗的完成度抱持近乎執
著的態度，許多玩家會希望努力體驗到遊戲中所有的要素，像是打倒最強或隱藏
的怪物、蒐集最多的寶物、探索所有的地圖等，因此除了遊戲本身内建的成就機
制外，Steam 也讓開發者可以透過平台上的機制建立一系列的成就蒐集系統，玩
家可以看到一款遊戲在 Steam 平台上的成就項目與其描述(這些描述可能很具
體，也可能隱晦不明，挑戰玩家的探索能力)，甚至可以建立隱藏的成就項目，只
有在成就達成後才會出現，加上成就的說明還會顯示全球其他玩家的完成統計，
舉例來說，當玩家看到某項成就只有 5%的玩家達成，就會想要試看看能否達成，
是對於個人成就實踐的一種追求，也會讓玩家更沉浸於遊戲當中。

10. 節慶促銷活動
另一個消費者心理在 Steam 平台上的體現，就是一年到頭各式各樣的優惠折
扣活動，像是夏季特賣、冬季特賣、萬聖節特賣、情人節特賣等，最多甚至可能
下殺到一折；另外，Steam 也會搭配各種主題進行內容行銷，並搭配優惠活動，
舉例來說，Steam 每年會舉辦年度遊戲投票，讓數億玩家投票選出自己心目中最
應該獲得某項獎項的遊戲，除了有效創造話題、與玩家互動提高參與度，也能趁
機促銷得獎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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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群系統
A. 擷圖、影片與藝術作品分享：玩家可以自由分享遊戲中的擷圖和影片，甚
至是自己從遊戲衍生的創作。
B. 實況直播：玩家可直接在 Steam 平台實況遊戲。
C. 討論區：任何遊戲相關資訊都可以在每款遊戲的討論區分享或發問。
D. 新聞發布：開發者本身也可針對更新或改版發送新聞訊息給有購買遊戲的
玩家。
E. 評論：玩家的評論是其他玩家是否願意掏錢購買的重要關鍵，Steam 因此
非常重視評論機制的優化，持續針對評分邏輯與資訊揭露做分析與改進。
F. 指南：「指南」功能等於是 Steam 平台上內建的攻略網站，由玩家整理並
發布。
G. 工作坊：針對有提供自製模組(Mod)功能的遊戲，Steam 的「工作坊」功
能讓這些玩家可以分享製作的模組，並進行討論。
H. Steam 鑑賞家：Steam 鑑賞家(Curator)是針對群組提供的功能，群組中的
幹部經申請都可以做為鑑賞家，提供對於遊戲的推薦訊息；反過來，遊戲
開發者也可以直接透過 Steam 發送遊戲給適合的鑑賞家，邀請鑑賞家給予
評論，提升遊戲曝光度。
I. 免費序號創建：在 Steam 上，開發者可以自己創建免費序號，做為行銷資
源發送給媒體或實況主。
J. Steam 物品庫：在購買或遊玩遊戲過程中，玩家有時可獲得隨機的「卡
片」，這些卡片同樣具有蒐集要素，因此在 Steam 上的市集可以用來交換
或販售，販售所得直接儲值於 Steam 錢包中，因此可以實際上用於購買其
他遊戲。
K. Steam 排行榜：類似成就系統，在「排行榜」中，會顯示玩家某項遊戲積
分在全球與好友中的排行，藉此激勵玩家更投入於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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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team 語音：Steam 平台上也內建語音系統，可以讓開發者在開發遊戲時
嵌入功能，提高玩家溝通樂趣。

除了上述所列出的眾多功能，其實 Steam 還持續嘗試各種新功能，像是 Steam
主機和 Steam 控制器、Steam VR(與 HTC Vive 合作)、Steam School 教育計畫等，
可看出 Steam 平台持續以遊戲為原點，發展各式各樣的平台資源與優勢，甚至從
單純遊戲平台擴展為「數位內容」平台。

第四節 Steam 生態圈對電腦遊戲產業的影響
Steam 上線後經過了 14 年，除了依據時代趨勢與玩家需求不斷演化外，Steam
也逐漸成為電腦遊戲產業的巨擘，並反過來影響了遊戲產業與玩家本身的行為，
以下是 Steam 對於電腦遊戲產業的主要影響層面：
1. 降低盜版遊戲玩家數
當然，Steam 的反盜版機制限制了想使用盜版遊戲遊玩的可能性，但終究沒
有完美的反盜版機制，即使 Steam 不斷更新其反盜版系統，也仍會有更多人開發
出「反反盜版」的程式；Steam 之所以得以有效降低盜版遊戲玩家數，是因為 Steam
提供了讓全世界能夠輕鬆方便取得遊戲的管道，甚至有時還很便宜！已有研究指
出，東歐市場以往因為取得正版遊戲不易，或是價格太高，大多數玩家只能透過
非法途徑獲得遊戲，但隨著 Steam 這類發行平台的興起，有效降低了當地的盜版
遊戲玩家數(I. Harkai, 2017)。

2. 以「玩家」為中心的經營思想，並且從中賺錢！
Steam 從一開始就以玩家的角度思考平台該有什麼功能，包括早期的防作
弊、自動更新機制，到現在圍繞在玩家社群的經營強化，像是實況、遊戲資訊分
享、Mod 分享、鑑賞家等功能，因此建立的 Steam 用戶生態圈非常穩固，許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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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經習慣在 Steam 上瀏覽各種遊戲資訊、查詢遊戲評價，並且在最後購買遊戲，
一條龍式的服務讓離開 Steam 轉到其他平台的轉換成本變得非常高；此外，Steam
平台的自動化推薦機制也是其重大影響之一，除了讓玩家可以更快速地找到自己
會喜歡的遊戲之外，也讓開發商更容易將自己開發的遊戲在玩家間曝光，而做為
平台商的 Steam，透過實踐有效媒合的自動化，也能為自己帶來商業利益。

3. 逐漸進化的審核機制，防止濫竽充數
Steam 之前的 Greenlight 機制，主要聚焦在讓具有潛力(未上市就已獲得玩家
投票)的遊戲能成功上市，進而讓遊戲有較足夠的「保證銷售量」，但此機制的壞
處是造成遊戲開發者無法專注於遊戲開發上，轉而在社群上到處拉攏玩家，也造
成平台上有許多品質不佳且無法符合市場期待的遊戲，只因為投票數多就通過審
核；因此，Steam 新的審核機制 Steam Direct 將審核權收回自有，也透過讓每一款
遊戲要上架都須支付一筆上架審核費，避免大量粗製濫造的遊戲浪費審核的資
源，此舉勢必影響開發者開發遊戲的心態與方式，讓他們回歸於專注於遊戲開發
本身，至於結果是好是壞，還須待日後觀察，但可以確定的是，Steam 會持續針
對遊戲發行基準做改善，透過其主導地位影響電腦遊戲產業的演化。

第五節 玩出商業價值的遊戲實況產業現況
遊戲實況的緣起
「實況(streaming)」的現象早在 1990 年代便已逐漸普遍，但專門的遊戲實況，
因為牽涉到更大量的數據即時傳輸與影像處理，直到知名遊戲實況平台 Twitch 的
前身 – Justin.tv 於 2007 年上線之後，才開始有越來越多人玩遊戲實況，隨著用戶
越來越多，2011 年正式拆分出 Twitch，專門提供遊戲實況的線上服務，自此之後，
全球遊戲界掀起遊戲實況的熱潮，國內外專職與兼職實況主人數暴增，「實況主
(streamer)」成為熱門的網路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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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況產業的獲利模式
一開始，人們做實況往往只是為了興趣，因此大部分實況主只有在非工作時
間才能「開台」(指在平台上進行遊戲實況)，而且也只實況自己喜歡的遊戲，但
隨著觀看實況的觀眾數逐漸增長，實況主開始具有影響力，透過遊戲實況的過程，
觀眾能夠直截了當地看到遊戲遊玩的狀況，加上實況主本身的渲染力與互動性，
能夠強化觀眾的購買慾望，直播平台於是開始建立了獲利共享的機制，讓實況主
能透過實況獲得收入，以 Twitch 為例，只要實況時數和觀眾數達到一定門檻，就
能與 Twitch 簽約成為合作夥伴或是實況盟友，如果觀眾「訂閱」實況主，實況主
就可獲得訂閱費用的抽成，如果是「贊助」的話，甚至是全額由實況主獲取收益，
另外一種收入方式則是「廣告分潤」
，實況主可在實況過程中投放廣告，隨著觀眾
的數量多寡獲得來自廣告主的分潤，最後，也往往是最重要的收益，就是「商業
置入」
，像是到遊戲廠商的活動站台、實況遊玩贊助商的遊戲等，這四種商業模式
讓全職實況主得以生存，而知名有人氣的實況主甚至可以每月進帳數十萬，遊戲
價值鏈的新角色於焉誕生。

實況產業的生態與現況
實況主成為一種職業後，由於其入門門檻低，吸引了許多玩家投入，以台灣
為例，至少前前後後就有數以千計的實況主加入此產業，但大多抱持的心態都是
玩樂與嘗試，也因此在產業中的汰換率也很高，大部分的實況主不是退出，就是
觀眾群無法成長至能夠維持生活的程度，所以實際上完全以實況做為收入的實況
主非常少，在此產業中，少數適合做實況主或有特殊魅力的人能夠很快累積到大
量的觀眾群，進入職業的門檻，而其他多數人則還在數百觀眾數的範圍徘徊，可
謂是能者全吃的市場；此外，實況產業的一種特殊現象，是群眾效應引發的「爆
紅」現象，原本默默無名的實況主，可能因為一次的突發事件，在直播平台上被
大量曝光，一舉成為當紅實況主，當然，有時這種爆紅現象會很快退燒，但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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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此累積一定數量的觀眾群，讓實況主建立穩固的商業模式；目前最知名實況
主，全球來看像是「PewDiePie」，在 Youtube 上就擁有超過 6 千萬的追隨者，而
「Shroud」則是在 Twitch 上有超過 230 萬的追隨者，累積實況觀看數已將近 1 億
人次，像這些世界頂尖的實況主，每年的年收入可能高達數億台幣，而在台灣地
區，像是「亞洲統神」
、
「六嘆」等知名實況主，年收入也可能達 3、4 百萬台幣，
對比多數實況主還無法靠實況生存，可見競爭之激烈，但整體而言，實況產業仍
在快速成長中，Twitch 公布的 2017 年度報告中也提及，目前與 Twitch 有合作關
係的實況主高達 27000 名，而收入也較 2016 年增加了 223%，每天超過 1500 萬
次的不重複訪客支撐著此產業的飛速前進。

當實況主的門檻低？軟性技能才是重點！
成為實況主很簡單？！從硬體需求與技術層面來看沒錯，只需要一台配備不
錯的電腦或遊戲主機，加上耳機、麥克風，再於 Twitch 或其他直播平台上註冊帳
號、下載安裝直播軟體(例如 OBS)，輸入串流金鑰設定，如果想要同時顯示實況
主的樣子，也只要再加上視訊鏡頭並調整設定即可，幾乎人人都可以開實況，問
題在於…觀眾在哪？
相較許多職業需要硬性技能或技術，實況主比較像是節目主持人，必須讓自
己實況的「台」能夠吸引觀眾，最重要的幾點技能如下：

1. 個人風格、獨特性
雖然是遊戲實況，但觀眾其實想要的是觀賞實況主遊玩遊戲的過程，包括如
何遊玩遊戲、攻略解說、搞笑、與觀眾互動，重點不在遊戲本身，而是實況主如
何遊玩遊戲，因此，實況主必須有意或無意(天生特質)塑造自己的個人特色，舉
凡像是外表、說話方式、動作、遊玩技術或其他特殊技能(例如玩遊戲玩到一半彈
起烏克麗麗、唱歌、抽獎活動、Cosplay)等，都是必須擁有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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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意
單靠固定的遊戲實況內容，就只會有自然增加的觀眾流量，現今產業中競爭
者眾多，每個實況主都需要竭盡心思規劃各種有創意的活動，才能增加曝光度並
吸引追隨者，舉例來說，有些實況主為了吸引觀眾，會舉辦像是「訂閱者破千抽
獎贈送遊戲」
，或是「遊戲限時沒破關就換女裝實況」之類的達標活動，或是與好
友實況主共同舉辦電競遊戲比賽，甚至是實況遊戲會展活動盛況，這些活動的規
劃其實就等同於一般企業中的行銷企劃工作內容，而且甚至需要更多樣不受限的
創意，可說是創意密集產業。

3. 情緒管理
實況主也是藝人，當知名度夠高時甚至需要常常參與活動露臉代言，因此無
論在線上或線下，都必須有一定的情緒管理能力，由於網路的隱匿性，絕大多數
觀眾並不會顯示實名，也因此讓許多人以為在網路上的言論不受法律限制，常常
會在觀看實況時留下不負責任的言論，如何處理觀眾與聊天室中的言論與紛擾，
也是實況主的課題，雖然也有少數實況主以跟觀眾「互嗆」為特色，但卻可能為
此惹上官司，因此，實況主必須比一般人有更佳的情緒管理能力。

4. 用心經營
之所以實況產業流動率高，部分原因是因為有許多人單純覺得好玩而加入，
但是當將實況主做為一個職業，就不能單靠一時的興趣支撐，需要轉換心態，多
方了解並累積實況主所需具備的經驗與技能，包括要花時間管理實況頻道、美化
實況畫面、舉辦活動、與觀眾互動、涉獵遊戲相關資訊與知識，甚至了解產業趨
勢與可能機會，或是規劃廣告預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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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台灣遊戲產業對於 Steam 平台與遊戲實況之因應
台灣開發的電腦遊戲在 Steam 上的能見度低
台灣遊戲產業在電腦遊戲上本就處於低潮，即使 Steam 平台帶入許多直接的
玩家群，在 Steam 平台上發行的台灣遊戲仍屬少數，以大型開發商為例，大宇資
訊就在 Steam 重新發行了經典遊戲《新仙劍奇俠傳》與《軒轅劍》系列作，而弘
煜科技也發行了《九十九姬》
，以及維晶科技所開發的知名遊戲《聖女之歌 Zero》
，
但是整體上銷售成績不算好，銷售套數約在數千到兩萬左右，且由於都是舊有系
列作的移植重製或續作，並不代表台灣開發商在 Steam 平台上有積極的因應策
略；反觀大型開發商在 Steam 上並未投入太多心力，台灣的許多獨立團隊，由於
資源有限，有蠻多人會選擇在 Steam 上發行其作品，加上這些遊戲都別具特色與
質感，雖然不講求遊戲規模，卻仍然吸引了全球玩家的注意，最知名的像是由赤
燭遊戲所開發的《返校》和酷斯特工作室/GemaYue 開發的《Rabi-Ribi》，都擁有
在 Steam 上銷售超過十萬套的驚人成績，尤其是前者更是銷售了超過二十萬套，
堪稱是近年來最火紅的台灣開發獨立遊戲，此外，像是《眾神之鬥》、《 The
Vagrant》、《OPUS：地球計畫》和《雨港基隆》等，也有不錯的銷售成績；但整
體上來看，相較於台灣有 170 萬的 Steam 使用者(相當於台灣人口的 7%)，台灣遊
戲開發商在 Steam 平台上的能見度尚低，並未好好利用其優勢與資源。

遊戲實況產業在台灣蓬勃發展，盛況驚人
雖然在遊戲開發上的成績不佳，但依據 Newzoo 公布的 2017 年全球遊戲營收
排行榜，台灣卻能排名全球第 15 名，以 2300 萬人口的彈丸之地來看，創造的產
值與玩家消費力相當驚人，2015 年 Twitch 針對觀看流量統計的結果顯示，台灣
是全球前五大流量的市場，台北更是全球觀看時數最多的城市，到了 2016 年，每
天有將近 35 萬的瀏覽人數，全年總計達 1600 萬不重複瀏覽人次，等於三分之二
的台灣人都看過 Twitch 上的實況，每人每天平均收看時間超過 2 小時，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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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了 34%，雖然實況產業的汰換率高，實況主人氣也變化劇烈，但整體而言
仍是快速發展的產業。
目前在 Twitch 上的台灣實況主，像是「亞洲統神」就有超過 40 萬的追隨者，
電競選手退役的「丁特」以及熱愛 Minecraft 遊戲的「老皮」也有 35 萬的追隨者，
而「魯蛋」
、
「六嘆」等人也有超過 25 萬的追隨者；雖然是近乎大者恆大的市場，
靠著這些領頭實況主的光環，也為遊戲業界建立了新的商業模式，除了與直播平
台商以及遊戲廠商、廣告主的合作外，一些人氣實況主甚至在網路電視頻道上有
自己的網路節目，舉例來說，
「亞洲統神」就是「麥卡貝網路電視」節目「統神電
台」的主持人，而「六嘆」和「魯蛋」也分別是「現在宅知道」和「魯蛋當家」
的主持人，這些實況主也能透過在各種曝光通路中介紹其他實況主，或是與其他
實況主一起舉辦活動，引發討論與共同行銷效應，讓產業能持續發展成長。
近年來，電子競技(簡稱「電競」)成為熱門話題，甚至連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會也認同電競為運動的一種，未來也考慮將電競列為奧運項目之一，台灣立法院
也於 2017 年 11 月通過，將電子競技列為運動產業項目之一，享有國家隊選拔、
培訓及賽事等資源，而伴隨的賽事轉播活動也儼然成為未來明星商機之一，因此，
專業的電競主播也是實況主可以嘗試的業務，畢竟很多實況主都是從原本的電競
選手退役，在遊戲之知識與技術分析上較有優勢。

26

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Steam 生態圈的創新點與產業價值
從產品到平台的創新思維
Steam 為何能成功？除了技術趨勢的成熟外，最重要的，Steam 從原本的「產
品導向」思維躍升為「平台導向」思維。
Feng Zhu 和 Nathan Furr 於 2016 年在哈佛商業週刊上的評論分析指出，一個
企業若能夠像亞馬遜(Amazon)一樣，將產品或服務轉化成平台，能夠大幅提高其
價值，但是，過程可能極為艱難，並且將遭遇許多失敗，因此，他們提出的最佳
方式，包含了以下步驟：
1. 從一個具防衛性(較保守、穩定)的產品開始，累積至一個關鍵數量的使用者
2. 將專注於創造和分享新價值的混合性商業模式套用在這個產品上
3. 快速地轉換至新的平台
4. 辨認並抓住機會，以遏止競爭性的模仿
一開始，Steam 的開發商 Valve 只是單純的遊戲開發者，開發出了「戰慄時
空」這款熱門遊戲，也因此外部的駭客開始開發遊戲中的修改程式，這些沒經過
授權的「模組(Mod)」常會使遊戲變的不穩定，並讓玩家無法彼此連線，而 Valve
不但沒有對抗這趨勢，他們還發覺這個巨大的市場需求足以創造新價值，因此，
他們甚至還聘雇了開發這些受歡迎非法模組的駭客，鼓勵他們將此開發成另外一
套遊戲，但仍然有許多模組會對遊戲造成嚴重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Valve
決定透過一套軟體，將修正檔發送給玩家，這個軟體就稱為 Steam；隨著使用 Steam
的玩家越來越多，Valve 發現，他們所創建的這個軟體，非常有潛力發展為平台，
幫助遊戲開發商將遊戲傳播給更多玩家，創新的商業模式便從中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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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ve 發覺了新的價值來源，用平台的模式吸引獨立遊戲開發者，幫助他們
將遊戲銷售給玩家，完整描述了從單一成功產品、累積使用者、創造新價值的商
業模式，並套用到現有產品上的創新思維。

Steam 平台上的玩家特質：物以類聚的社交網絡
目前 Steam 的商業模式聚焦在加強玩家參與的凝聚力上，推出許多以往沒有
的社群功能，而研究也顯示，Steam 使用者傾向與有類似特徵(受歡迎程度、遊玩
時間、花費金錢、擁有遊戲數)的其他使用者建立友誼關係(M. O’Neill, 2016)，此
研究中，共發現了 1 億 9600 萬個的雙向友誼關係，以及 8100 萬的群組成員關係，
而分布分析結果也指出，大多數的使用者只有少數幾個好友，但有極少數的使用
者卻有較極端的行為，擁有大量的好友群，並且大多數都是非本國的使用者，顯
示極有可能是透過網路建立的友誼關係；而從群組成員的分布分析來看，只有少
數的群組，其中的成員僅玩單一遊戲，大部分的群組成員都遊玩 100 至 1000 款遊
戲。
Steam 上的社交網絡形塑了玩家遊玩行為的基本樣貌，但仍然存在十分多樣
的玩家群體，對於想要銷售遊戲的開發商或發行商來說，找到一個完美的目標玩
家，透過 Steam 上的交友與推薦機制，可能就能觸及數以百計的「同好」
，達成最
精準的行銷效益。

Steam 平台的成長策略與競爭優勢
回顧 Steam 的建立與發展，其在不同階段採用了不同的競爭策略，2017 年一
項針對 Steam 平台策略的研究結果指出了三階段的策略模型與競爭優勢(吳冠潁,
2017)：
1. 成長階段(Grow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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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模化階段(Scaling Stage)
3. 參與感階段(Engaging Stage)
表 3-1 整理了 Steam 在三個階段提供予玩家與開發商的好處：
成長階段
⚫
⚫

規模化階段

參與感階段

單一入口
遊戲管理(包括 ⚫

更廣泛的遊戲

更新與雲端儲

類型與數量

⚫

社群參與

⚫

評論與鑑賞家

玩家層面

系統
存)

⚫

銷售促銷活動
⚫

⚫

線上商店

⚫

玩家階級狀態

退款機制
資訊

⚫

社交功能

⚫

Steamworks( 開
發者自助發行 ⚫

銷售與行銷通

後台)

路

開發商層面

無新增特色
⚫

⚫

數位版權管理 ⚫

Greenlight 審核

(反盜版機制)

制度(現已汰換)

反作弊機制

表 3-1：Steam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提供給玩家與開發商的好處。(吳冠潁, 2017)

另外，研究也針對 Steam 與其競爭對手 Origin、UPlay、Battle.net 與 GOG，
分析 Steam 身為市場領導者的競爭優勢，包括先行者所建立的龐大使用者數、提
供最全面性的功能、對開發商來說最大的行銷商機、簡易的發行上架 API 等，但
總結而定，Steam 是時代中踏出第一步的挑戰者，因此能率先獲得最豐碩的果實(龐
大的玩家群)，它也妥善利用此點優勢，穩固其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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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獻的結果做為本研究針對 Steam 平台之基本參考，但本研究更著重於分
析 Steam 平台的功能、使用現況的量化分析與商業模式要素分析，補足此文獻不
足之處。

第二節 遊戲實況商業化的成功因素與產業價值
觀看遊戲實況之動機以及行為影響
關於遊戲實況的研究文獻不算少，但排除技術性研究，絕大多數都在探討一
個問題：「為什麼會有人想觀看別人玩遊戲，自己玩不是比較好嗎？」，也就是觀
看遊戲實況的動機與產生的效應，這也是遊戲實況得以商業化的關鍵基礎。
以科技接受度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的觀點進行量化分析的結果
顯示(C. T. Ho & C. H. Yang, 2015)，台灣使用者會願意使用實況平台的主要因素為
主觀心態，而感知實用性(Usefulness)會受到感知有趣性(Playfulness)、感知易用性
(Ease of use)所影響，而感知易用性又受到介面設計所影響，顯示平台上的「聊天
室」功能、也就是觀眾與觀眾間互動的關係是遊戲實況中重要的一環；而另一篇
國內研究，從「現場感」、「立即性」和「互動性」三個面向探討的結果，也顯示
這三個因素與觀眾是否會持續觀看實況有正向的影響(賴明弘、張峻維, 2016)，此
外，互動過程中的獎勵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使用理由，其中精神上的獎勵會高
於實質上的獎勵。
跳出地區性的範疇，中國大陸的研究，同樣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在「雙重認
同(Dual identification)」的理論框架下，「實況主認同」與「群體認同」都對於觀
眾持續觀看實況的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M. Hu et al, 2017)；芬蘭的一項研究，以
「使用及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方法為基礎的研究結果也指出，
「認知動機」、「情感動機」、「壓力釋放動機」與「社交動機」四個主要的因素，
會正向影響使用者觀看實況的傾向(M. Sjöblo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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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觀看遊戲實況對於觀眾的行為影響，2015 年一份國內的研究結果，從「涉
入度」、「自我效能」和「愉悅感」三個層面研究行為影響的交互關係，結果顯示
遊戲涉入度對於觀眾是否會想親身遊玩，以及是否會想繼續觀看實況的意圖有最
大的影響(蔡佶良, 2015)，而不會受到自我效能與愉悅感的影響，但自我效能與愉
悅感還是對於觀眾行為有顯著影響；國外的研究也顯示，對於較重度的玩家來說，
玩家本身產生的內容(實況內容)所造成的「感知信賴感(perceived credibility)」
，對
於觀眾的遊玩習慣有正相關性(L. B. Foster, 2016)，而感知信賴感又與「群體認同」
和「實況熟悉度」兩個因素所影響。
總結許多研究對於觀看遊戲實況的動機與行為的結果，都顯示實況中的群體
認同感(來自於實況主與觀眾以及觀眾間的互動)，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玩家只
是自己遊玩一款遊戲，即使是網路遊戲，仍然缺乏實況中所富含的參與感與互動
感，更直接的社交體驗才是遊戲實況之所以如此迷人之處。

遊戲實況產業之獲利模式
以中國大陸地區為例，直播(包括遊戲與非遊戲類型的影片串流)市場正在快
速崛起與發展，而很明顯地，即使有數百家直播平台在彼此競爭，仍能創造足夠
大的利益與穩定的商業模式，一項研究的分析指出，中國大陸的實況市場已經處
於相當成熟的勞動力分配狀態，並且可將其價值鏈大致分為內容提供者和平台營
運者兩大塊(X. Liu, 2016)，每一塊價值鏈的角色也漸趨明確與專業，內容提供者
除了專業的實況團隊與較非專業的實況主外，還出現了實況主經紀公司與聯盟等
協助性質的角色，平台營運者則是作為內容曝光的管道，以提供內容提供者更多
的曝光機會與多元功能為核心；只有成熟的獲利模式才能引發此產業的蓬勃發
展，相較於台灣的實況主有較多元的獲利途徑，中國大陸的獲利方式集中在兩種：
虛擬禮物販售與廣告，尤其以虛擬禮物販售為大宗，觀眾可以儲值兌換平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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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禮物，在實況中送給喜歡的實況主，而每個虛擬禮物的價格從數十元到數千
元不等，藉此讓實況主可以從中獲得分潤，廣告的部分則與其他地區差不多，像
是影片中的廣告曝光或是實況中品牌置入。
一項 2016 年台灣與加拿大的共同研究分析報告，則從平台營運者的角度切
入，探討直播平台的商業模式(W. Cai et al, 2016)，此研究提出的模式，將直播平
台分成三種類型：黑盒子(Blackbox)、遊戲內環境(In-game Context)與新編程準則
(New programming paradigm)三種，在第一種類型中，遊戲本身並未做修改，只是
在雲端伺服器中運行，影像與音訊則經過擷取、壓縮並提供串流，雖然這種類型
嵌入相當簡單，但卻限制了最佳化的空間，而第二種類型則將遊戲軟體與伺服器
無縫整合，讓遊戲中的環境可以被伺服器擷取，強化實況的串流效能，第三種類
型則是讓遊戲以更先進的軟體開發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為基礎進
行開發，讓開發者有更大的空間針對遊戲在實況時的表現進行最佳化，但開發者
本身卻需要有較長的學習曲線；雖然直播平台看似僅有較狹隘的發展方向，但透
過提供更佳的實況品質、更多元化的功能與更便利的獲利模式，平台營運商也能
在實況產業的價值鏈中創造區隔化的商業模式。

第三節 遊戲產業價值鏈的新商業模式發想
從圖四所呈現的遊戲產業價值鏈，我們可以看到數位發行平台以及實況主在
其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吃重，開發者或是發行代理商勢必需要因應此趨勢，調整
自己的銷售策略；在此整理出各參考文獻中提到的關鍵要素，做為本論文探討的
新商業模式之發想：
1. Steam 會持續更新、推出新的功能與曝光邏輯，因此開發者與發行代理商需要
持續追蹤 Steam 更新動態，尋求讓遊戲能持續穩定達成最大銷售潛能，等於是
與 Steam 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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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致力於社群網絡效應，尤其是行銷資源相當有限的小型開發商或發行代理商，
與其利用舊媒體的管道進行大眾曝光，不如採用成本低(甚至免費)的網路管道
進行行銷活動，例如遊戲媒體、實況主、專欄評論作家，或是直接借用大型數
位發行平台之社群功能。
3. 開發或發行更適合實況的遊戲類型，例如恐怖遊戲、派對遊戲、電競遊戲等，
以及經營與實況主的關係，獲得更多來自實況主的早期回饋。
4. 探索與直播平台直接合作之可能，例如舉辦比賽直播、定期直播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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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結構

圖 4-1：研究結構。

本研究之結構(如圖 4-1)，以了解遊戲產業價值鏈之演化以及分析 Steam 平台
和遊戲實況要素與商業模式為目標，透過進行國內玩家之認知行為調查以及套用
商業模式圖之驗證的方式，找出目前國內之價值鏈演化現況與趨勢，並以個案套
用商業模式圖模型分析出演化趨勢的關鍵要素，最後，依據這些要素提出台灣遊
戲業者可能的新型態商業模式。

第二節 研究模式
本研究中，將從兩個層面，以不同的模式進行研究，一是透過商業模式之分
析與拆解，了解價值鏈新角色的可能成功要素，另一則是透過問卷調查之量化分
析方式，從台灣玩家喜好與行為之調查結果找出潛在市場商機。
商業模式分析部份，採用 A. Osterwalder 等人於 2010 年提出的商業模式圖
(business model canvas)模式，此模式的好處是以淺白的方式拆解出商業模式中的
九大基本要素(如圖 4-2)，透過檢視這九個基本要素，研究者能夠輕易地找出現有
商業模式之優點或缺失，並且藉由要素的置換與重新組合，創造新的價值主張，
甚至找出可行的創新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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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商業模式圖模型架構。(A. Osterwalder et al, 2010)

以下便簡單說明商業模式圖分析的九大要素：
1. 目標客層(Customer Segments)
企業想要觸及與服務的不同族群或組織，不同的目標客層通常會有不同的價值
需求，目標客層的類型包含大眾市場、利基市場、區隔市場、多樣化市場或是
多邊平台等。
2.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
價值主張是企業為了替特定目標客層創造價值所需要的產品與服務組合，有些
價值主張可能是創新的，甚至帶來破壞式創新，其他則可能是與既有的價值主
張類似，但增添了額外的特色或屬性；價值主張的目標類型包括滿足新的需
求、提供更好的效果、提供客製化、完成困難的工作、設計、品牌塑造、價格、
降低成本、降低風險、提高產品可獲得性或是便利性等。
3. 通路(Channels)
通路是企業觸及目標客群並與其溝通以傳達價值主張的途徑，通路的階段包括
認知階段(Awareness)、評估階段(Evaluation)、購買階段(Purchase)、運送階段
(Delivery)與售後階段(After sales)；而通路的類型可能是自有或是夥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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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通路中又包含直接(業務接觸和線上銷售)與非直接(自有店面)的通路，夥
伴合作的通路則都是非直接形式。
4. 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
顧客關係意指企業想要與特定目標客群建立的關係類型，這些顧客關係類型包
括個人協助、專員協助、自助式、自動化服務、社群、共同創作(Co-creation)
等。
5. 收益流(Revenue Streams)
收益流代表企業從每個目標客群中獲取的現金，產生收益流(也就是收費)的方
式包括資產銷售、使用費、訂閱費、租賃費、授權費、仲介費、廣告費；而收
益流又與定價方式有關，定價方式主要有兩大類型，一是固定的定價方式，像
是陳列價格、依據產品規格而定、依據目標客群而定或是依據購買數量而定，
另一種類型則是動態的定價方式，像是議價、產量管理定價(飯店與機票)、即
時市場供需定價、拍賣等。
6. 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
關鍵資源指的是讓商業模式得以運行最重要的資產，這些資產可能是有形物
(像是設施、機器設備、配銷網絡等)、智慧財產、人力資源或是財務資源。
7. 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
關鍵活動指的是使商業模式得以運行最重要的執行活動，關鍵活動類型包括生
產、問題解決與平台及網絡。
8. 關鍵合作夥伴(Key Partners)
關鍵合作夥伴意指讓商業模式得以運行需要的供應商與夥伴網絡；需要有合作
夥伴的三個動機：最佳化與經濟規模、風險與不確定性降低、特定資源與活動
之取得。
9.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成本結構指的是運作商業模式會產生的所有成本；成本結構有兩大類別，一為
成本驅動(cost-driven)，另一為價值驅動(value-driven)，不同的商業模式會需要
建立不同的成本結構，以利價值主張的呈現；另外，成本結構也有幾種不同的
特徵，像是固定成本、變動成本、規模經濟和範疇經濟等。
在本研究中，將針對此九大要素進行分析，找出每個要素中的創新點，比較
這些創新與舊有模式差異，探討為何消費者願意擁抱這些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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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化分析部份，本研究將玩家、Steam 平台與遊戲實況三個要點串連，從
玩家本身之特質、Steam 平台之使用者參與度/喜好/購買流程影響、遊戲實況的觀
眾參與度/觀看與購買流程影響層面，結合文獻既有理論論述，設計網路問卷進行
量化調查(問卷架構如圖 4-3)。

圖 4-3：台灣玩家對於 Steam 平台與遊戲實況之喜好與行為調查問卷架構。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 問卷量化分析
A. 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透過數個網路玩家社群，包括巴哈姆特 Steam 板及個人的社群，以
蒐集量化問卷樣本，蒐集期間自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共
蒐集 502 份問卷，並透過問卷問題之回應驗證問卷有效性，最後之有效問卷數
為 349 份，其中有針對 Steam 平台進一步回應(實際上有使用 Steam 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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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卷數為 340 份，有針對遊戲實況進一步回應(實際是有觀看遊戲實況習慣
的使用者)的問卷數為 269 份。
B. 資料蒐集對象：
本研究之蒐集對象為有遊玩電腦遊戲習慣之玩家，實際蒐集到之對象中，
88%為男性、12%為女性(如圖 4-4)；年齡分布方面，8%為 12~17 歲、46%為
18~23 歲、29%為 24~29 歲、15%為 30~39 歲、2%為 40~49 歲(如圖 4-5)；就
業狀態方面，32%為上班族、14%為自由業、4%為個人工作者、50%為學生(如
圖 4-6)。

圖 4-4：台灣玩家喜好與行為量化調查中之受訪者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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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台灣玩家喜好與行為量化調查中之受訪者年齡分布。

圖 4-6：台灣玩家喜好與行為量化調查中之受訪者就業狀態分布。

2. 個案研究分析
A. 資料蒐集方式：
個案研究的資料蒐集，以網路上針對該個案之商業模式說明與分析為主，
加諸研究者本身的理解，彙整後運用商業模式圖(Business Model Canvas)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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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拆解分析。
B.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中個案研究對象之選擇，在數位下載平台部分，選擇其一最主流的
平台 – Steam 平台，而實況平台部分，則是以 Twitch 平台為主，並彙整其他
實況平台的創新區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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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商業模式圖分析
第一節 台灣玩家於數位發行平台與遊戲實況之使用行為
1. 基本電腦玩家行為調查結果
針對電腦玩家之遊玩行為調查結果顯示，電腦玩家絕大多數每天遊玩時間
都超過 1 小時，39%遊玩時間介於 1~3 小時之間，48%甚至超過 3 小時(圖 5-1)，
顯示相較於手機遊戲的玩家有許多是休閒型玩家，電腦玩家則有很高比例屬於
核心玩家，如果遊戲開發商的遊戲類型屬於適合中度或重度玩家的類型，電腦
平台會是一個具潛力的平台。

圖 5-1：電腦玩家平均每天玩電腦遊戲的時間分布。

針對遊戲資訊獲取管道的統計結果顯示，遊戲媒體、搜尋引擎(自主搜尋)
與遊戲實況主是玩家最常使用的管道(圖 5-2)，而透過遊戲下載平台和朋友介
紹的人也不在少數，反觀傳統的管道像是廣告與雜誌，則是較不常使用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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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電腦玩家獲得遊戲資訊管道之調查結果。

針對花費在遊戲上(包含購買遊戲、遊戲內購買、遊戲實況花費、遊戲周
邊商品等)的支出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玩家(59%)花費都介於 100~1000 元之
間，花費比這範圍少與多的比例則是差不多(圖 5-3)。

圖 5-3：電腦玩家平均每個月花在遊戲上消費的統計分布。

根據調查統計，在電腦遊戲上消費的目的，有 93.4%是用於購買付費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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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51.9%是用於購買遊戲內虛擬寶物、22.9%是用於購買遊戲周邊商品、5.7%
用於贊助或訂閱實況主(圖 5-4)，相較於手機遊戲，電腦遊戲大多還是採付費
下載的收費模式，所以花費於遊戲內購買的比例相較較低；值得注意的一點
是，即使是以核心玩家為主的電腦平台，只有相當少數(5.7%)的玩家願意花錢
贊助或訂閱實況主，實況主要從中獲利，可能絕大多數得倚靠其他方式。

圖 5-4：電腦玩家在遊戲上消費目的的統計結果。

針對電腦玩家行為的調查結果整理如下(表 5-1)：
表 5-1：基本電腦玩家行為調查結果整理表。

問題

統計結果

A. 平均每天玩電腦遊戲的時間？
不滿 30 分鐘
30 分鐘~不滿 1 小時
1 小時~不滿 3 小時
3 小時~不滿 5 小時

3.7%
12.6%
39.5%
29.5%

5 小時以上
B. 從哪些管道獲得遊戲相關資訊？(可複選)
自主在搜尋引擎上搜尋
朋友介紹
遊戲媒體
遊戲實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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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67.0%
54.4%
86.5%
57.3%

廣告

36.1%

遊戲下載平台
雜誌書籍
C. 平均每個月花在遊戲上的消費？
少於 100 元
100~300 元
301~1000 元
1001 元~3000 元
超過 3000 元
D. 在遊戲上消費的目的？(可複選)
購買付費遊戲

54.7%
5.4%
18.9%
24.6%
33.8%
19.2%
3.4%
93.4%

購買遊戲內虛擬寶物或額外章節內容
贊助(打賞)或訂閱實況頻道與實況主
購買遊戲周邊商品

51.9%
5.7%
22.9%

其他

0.3%

2. 數位發行平台 – Steam 平台使用行為調查結果
本研究中，針對有在使用 Steam 平台的玩家進行之行為調查結果顯示，這
些族群平均每天在平台上遊玩遊戲的時間分布，有 44%的玩家介於 1~3 小時
之間、32%少於 1 小時、24%多於 3 小時(圖 5-5)，與前項遊玩電腦遊戲的時間
比較，有相當比例的玩家是在 Steam 平台以外的平台遊玩電腦遊戲，可能原因
為亞洲地區玩家熱衷之電競遊戲像是「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等遊戲
有自有的線上平台，這些受歡迎的電競遊戲，既會使玩家投入較多的時間，也
會排擠遊玩其他遊戲的時間。

44

圖 5-5：Steam 使用者平均每天在 Steam 上遊玩遊戲的時間分布。

另外，依據統計結果，63%的玩家每月在 Steam 上的花費介於 100~1000
元之間(圖 5-6)，比例與前項統計所述花費在遊戲上的費用差距不大，但花費
超過 1000 元的比例則是較低，顯示仍有一定比例的玩家願意花費額外的金錢
在非遊戲本身的商品上，像是遊戲周邊商品與實況相關花費。

圖 5-6：Steam 使用者平均每個月於 Steam 平台上的花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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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eam 使用者中，願意使用 Steam 的原因，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可直接
從網路下載安裝」(圖 5-7)，也就是提供玩家的方便性價值，與前述產業現況
分析中提到，東歐國家的玩家之所以使用盜版軟體，主要原因並非想要免費獲
得遊戲，而是因為取得遊戲不易，對於大多數玩家來說，只要能提供方便性，
是有意願為此支付適當的費用的；但是，有 66.8%的玩家也認為「Steam 上的
遊戲價格較便宜」，仍然是吸引其使用的原因之一，顯示玩家希望透過合法管
道取得遊戲，以避免掉非法遊戲造成的困擾(被封鎖、無法連線、埋藏惡意軟
體等)，同時卻也深受價格吸引；其他原因像是「支援電子支付」和「獲得遊
戲資訊」也有超過一半的玩家視為使用 Steam 的原因，由此可看出 Steam 所提
供的價值在於便利性，讓玩家們可以在平台上獲得想要的東西：合法安全的遊
戲，且想買就買、想玩就玩！

圖 5-7：Steam 使用者之所以使用 Steam 的主要原因統計結果。

本次研究特別針對 Steam 現有功能列表進行喜好調查(圖 5-8、5-9、5-10)，
一來了解台灣玩家在數位下載平台上的使用偏好要素，二來了解台灣玩家對於
Steam 平台之熟稔度；調查結果顯示「節慶促銷活動」
、
「數位下載與自動更新
機制」
、
「願望清單功能」和「雲端資料儲存系統」是最受歡迎的幾項功能，而
46

「防作弊機制」
、
「實況直播」和「Steam 語音功能」則是較不受歡迎的功能(受
訪者認為不太好或很差的比例最高)，
「Steam 語音功能」
、
「防作弊機制」與「實
況直播」則有較高比例的玩家不知道有此功能。
由於此統計結果與不受歡迎的功能重疊，分析認為「防作弊機制」會有此
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玩家較少主動去瞭解防作弊機制的原理與運作，加上
遊玩過程的主觀情緒化認定(例如因為網路不穩有延遲情形卻認為是對手開外
掛作弊，或是單純遇到較強的玩家造成心理不平衡)，造成使用者認為此功能
有問題或是不知道有此功能，當然，只要持續有玩家持續開發作弊軟體，勢必
難以百分之百阻絕此情況，玩家只要遭遇一次作弊的情形，很容易對此情況有
較深的記憶；「Steam 語音功能」和「實況直播」則是較近期才加入的功能，
因此有較高比例的玩家不知道有此功能為正常情形，再加上語音功能與實況直
播功能在 Steam 平台外早已有替代方式，例如玩家可能早有透過「RaidCall(簡
稱 RC)」軟體與朋友用語音麥克風對話，因此認為 Steam 的語音功能不方便
或是不習慣，而實況更是有 Twitch 和 YouTube 等主流平台，對於新加入的功
能來說，很難以與既有工具抗衡。
另一方面，除了「實況直播」和「Steam 語音功能」有較高比例的使用者
知道但並未使用此功能(因為有替代方式)外，「討論區」、「擷圖、影片與藝術
作品分享」、「Steam 鑑賞家」、「Steam 錢包與儲值功能」都有超過 10%的使用
者知道但未使用此功能，顯示台灣使用者在社群參與(包括討論區、擷圖影片
分享和鑑賞家都屬於此類型功能)這部分還有成長空間。
針對 Steam 平台功能的整體調查結果，會發現台灣使用者其實對於 Steam
平台已有相當的熟悉度，但以 Steam 近期推出用於強化使用者參與度的社群功
能來說，台灣使用者尚未完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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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Steam 使用者對於 Steam 平台功能之喜好與認知調查結果(A~E 項)。

圖 5-9：Steam 使用者對於 Steam 平台功能之喜好與認知調查結果(F~K 項)。

圖 5-10：Steam 使用者對於 Steam 平台功能之喜好與認知調查結果(L~Q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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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平台所推出的各項功能，最終目的不外乎讓使用者多購買些遊戲，
因此本研究也針對一些 Steam 功能在影響使用者購買選擇與欲望上的效益進
行調查(圖 5-11、5-12、5-13、5-14、5-15)，結果顯示「願望清單功能」與「玩
家評論機制」最能夠影響購買行為，分析認為「願望清單功能」的本質等同於
「再行銷(Re-marketing)」
，玩家將自己有興趣的遊戲列入觀察名單中，本身就
有較高機率在後續引發購買行為，加上 Steam 有針對願望清單產品的宣傳功
能，許多玩家即使在當下沒有購買，加入願望清單的產品也會一再出現在玩家
面前，至於「玩家評論機制」一直都是影響使用者購買行為的強力工具，只是
將以往侷限於朋友的推薦擴展至所有 Steam 上的玩家；至於「Steam 鑑賞家評
論」和「實況直播功能」則是相對不具影響力的功能，可能原因是「Steam 鑑
賞家評論」是近期新推出的功能，在熟悉度與可信度上還不成熟，而「實況直
播功能」則是本身就無法吸引使用者，也就無法影響其行為。

圖 5-11：Steam 使用者是否會受到遊戲推薦機制影響購買選擇與欲望之調查結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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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Steam 使用者是否會受到願望清單功能影響購買選擇與欲望之調查結果分布。

圖 5-13：Steam 使用者是否會受到玩家評論機制影響購買選擇與欲望之調查結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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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Steam 使用者是否會受到 Steam 鑑賞家評論影響購買選擇與欲望之調查結果分布。

圖 5-15：Steam 使用者是否會受到實況直播功能影響購買選擇與欲望之調查結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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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Steam 平台使用行為調查結果整理如下(表 5-2)：
表 5-2：Steam 平台使用行為調查結果整理表。

問題

統計結果

A. 平均每天在 Steam 上遊玩遊戲的時間？
不滿 30 分鐘

12.1%

30 分鐘~不滿 1 小時

19.5%

1 小時~不滿 3 小時

44.2%

3 小時~不滿 5 小時

16.8%

5 小時以上

7.4%

B. 平均每個月花在 Steam 平台上的消費？
少於 100 元

23.8%

100~300 元

32.6%

301~1000 元

30.0%

1001 元~3000 元

12.1%

超過 3000 元

1.5%

C. 使用 Steam 的最主要原因？(可複選)
可直接從網路下載安裝

89.7%

支援電子支付

52.1%

防作弊機制

28.2%

遊戲價格較便宜

66.8%

朋友或社群介紹

40.6%

可獲得遊戲資訊

53.5%

其他

3.5%

D. Steam 平台上功能眾多，請從這些功能中評論您
的喜好程度：
a. 數位下載與自動更新機制
很好

65.8%

好

26.8%

普通

7.4%

不太好

0.0%

很差

0.0%

b. 電子支付購買功能
很好

47.9%

好

29.4%

普通

13.2%

不太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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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差

0.0%

不知道有此功能

0.0%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7.9%

c. Steam 錢包與儲值功能
很好

41.3%

好

27.7%

普通

17.1%

不太好

2.9%

很差

0.9%

不知道有此功能

0.0%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10.0%

d. 防作弊機制
很好

29.8%

好

26.8%

普通

27.1%

不太好

7.7%

很差

1.8%

不知道有此功能

6.8%

e. 雲端資料儲存系統
很好

56.6%

好

27.1%

普通

13.0%

不太好

1.2%

很差

0.0%

不知道有此功能

2.1%

f. 遊戲推薦機制
很好

27.4%

好

42.9%

普通

26.5%

不太好

1.8%

很差

0.6%

不知道有此功能

0.0%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0.9%

g. 願望清單功能
很好

54.9%

好

32.2%

普通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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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好

0.3%

很差

0.3%

不知道有此功能

0.0%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0.9%

h. 統計與成就系統
很好

52.4%

好

27.9%

普通

17.6%

不太好

0.9%

很差

0.0%

不知道有此功能

0.3%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0.9%

i. 節慶促銷活動
很好

82.1%

好

14.7%

普通

2.9%

不太好

0.3%

很差

0.0%

j. 擷圖、影片與藝術作品分享
很好

32.9%

好

30.3%

普通

23.2%

不太好

1.5%

很差

0.0%

不知道有此功能

0.6%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11.5%

k. 實況直播
很好

13.6%

好

13.6%

普通

30.7%

不太好

7.1%

很差

3.2%

不知道有此功能

5.3%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26.5%

l. 討論區
很好

21.5%

好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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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31.9%

不太好

3.2%

很差

0.6%

不知道有此功能

1.5%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12.7%

m. 玩家評論機制
很好

34.1%

好

41.5%

普通

18.2%

不太好

3.2%

很差

0.9%

不知道有此功能

0.3%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1.8%

n. 工作坊功能
很好

56.2%

好

23.2%

普通

8.2%

不太好

0.0%

很差

0.3%

不知道有此功能

2.9%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9.1%

o. Steam 鑑賞家
很好

33.5%

好

32.6%

普通

20.3%

不太好

1.5%

很差

0.0%

不知道有此功能

1.2%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10.9%

p. Steam 物品庫
很好

49.1%

好

29.1%

普通

11.8%

不太好

0.9%

很差

0.0%

不知道有此功能

1.2%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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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team 語音功能
很好

11.8%

好

17.1%

普通

26.0%

不太好

7.1%

很差

2.9%

不知道有此功能

9.1%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26.0%

E. Steam 上的「遊戲推薦機制」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
買選擇或慾望？
會

84.9%

不會

15.1%

F. Steam 上的「願望清單功能」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
買選擇或慾望？
會

88.8%

不會

11.2%

G. Steam 上的「玩家評論機制」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
買選擇或慾望？
會

87.3%

不會

12.7%

H. Steam 上的「Steam 鑑賞家評論」會否影響您的遊
戲購買選擇或慾望？
會

71.5%

不會

28.5%

I. Steam 上的「實況直播功能」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
買選擇或慾望？
會

34.6%

不會

65.4%

3. 遊戲實況使用行為調查結果
針對台灣遊戲實況觀眾之使用行為調查結果指出，最多人觀看遊戲實況的
目的為「想看某款遊戲值不值得花錢購買」
、
「想看實況主如何遊玩有興趣的遊
戲」及「喜歡某實況主」(圖 5-16)，顯示大多數人會因為想要獲得更多遊戲
資訊，以及觀看喜歡的表演者而花時間觀看實況；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有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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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眾是想要感受熱鬧的氣氛而觀看實況，但實際願意參與實況互動(和實況
主或是其他觀眾)的比例只有 9.3%，代表實況互動的參與度仍低，與前述一些
文獻的研究結果似有出入，但此處分析認為，在實況過程中，實況主與觀眾的
互動以及觀眾間的互動確實吸引觀眾駐留觀看，但大部分(9 成)的觀眾是偏好
單方面觀看實況主與其他 1 成觀眾的互動，或是那 1 成觀眾之間的互動，以知
名實況主「魯蛋」為例，其於 Twitch 開台的平均觀眾數約為 6000~8000 人，
若是依據本研究調查的互動比例計算，亦有 560~740 人會在聊天室上互動留
言(且實況過程不會只留言一次)，對於實況氣氛之營造應有相當大的影響。

圖 5-16：實況觀眾觀看遊戲實況的目的統計結果。

此外，針對較常追蹤的實況主數量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觀眾只會追蹤
1~10 位實況主，但仍有 2%的觀眾會追蹤超過 50 位，甚至超過 50 位的實況主
(圖 5-17)，以前述文獻所提的認同理論來看，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認同感的
形成是一連串複雜的過程，實況觀眾在尋找自己喜歡的實況主的過程中，不但
得花費許多時間，更需尋求共鳴與認同，因此數量通常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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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實況觀眾常在追蹤的實況主數分布。

此研究中，針對觀看實況時間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 45%的觀眾觀看
時間不到 1 小時，但有 36%的觀看時間介於 1~2 小時，11%介於 2~3 小時，甚
至有 8%的人每天觀看實況時間超過 3 小時(圖 5-18)，呼應了前述產業現況中，
Twitch 所公布的觀看時間資料。

圖 5-18：實況觀眾平均每天觀看遊戲實況的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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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針對觀看實況與購買遊戲之連結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高達
66%的觀眾會在當下被實況內容影響購買之意圖與行為(圖 5-19)，只有相當少
數(2%)的人是單純觀看實況而不引發近一步的興趣。

圖 5-19：實況觀眾對於觀看遊戲實況會否影響購買該遊戲欲望之調查結果分布。

除了影響購買遊戲的意願外，本研究也調查了觀眾之消費行為是否會對實
況主帶來實質收益，結果顯示只有約 20%的觀眾願意以付費訂閱或小額贊助
的方式支持實況主(圖 5-20)，這樣的比例對於非頂尖的實況主來說，相當難以
支持其生活，所以有許多實況主會以工商代言的方式作為額外收入來源。

圖 5-20：實況觀眾支持喜歡的實況主願意採用的方式之調查結果。

最後，本研究調查實況平台的哪些要素會吸引觀眾持續觀看或甚至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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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遊玩的意圖，統計結果顯示，實況的影像與音訊品質對於持續觀看與親
身遊玩意願之影響最大(圖 5-21、5-22、5-23、5-24)，其次是平台的介面操作
與設計，而實況平台本身的知名度對於持續觀看與親身遊玩意願之影響相對
較小，但仍有 50%的觀眾認為會因為平台知名度受到影響，可能是因為平台
知名度容易與平台內容量豐富與否相關連造成之結果。

圖 5-21：實況平台介面操作設計是否會影響持續觀看或親身遊玩意願之調查結果分布。

圖 5-22：實況平台影像與音訊傳輸品質是否會影響持續觀看或親身遊玩意願之調查結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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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實況平台互動功能是否會影響持續觀看或親身遊玩意願之調查結果分布。

圖 5-24：實況平台知名度是否會影響持續觀看或親身遊玩意願之調查結果分布。

針對遊戲實況使用行為調查結果如下(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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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遊戲實況使用行為調查結果整理表。

問題

統計結果

A. 看遊戲實況的目的？(可複選)
想玩某款遊戲但沒錢或沒時間

51.7%

想看某款遊戲值不值得花錢購買

66.5%

想看別人如何攻略自己在玩的遊戲

44.2%

想看實況主如何遊玩有興趣的遊戲

64.7%

喜歡某個實況主(講話方式、外表、個性等)

60.2%

想跟實況主互動

9.3%

想跟聊天室觀眾互動

9.3%

感受熱鬧的氛圍

30.1%

和朋友一起看很歡樂

14.1%

其他

2.2%

B. 比較常在追蹤的實況主有幾位？
1~3 位

53.2%

4~10 位

35.7%

11~20 位

9.3%

21~50 位

0.7%

超過 50 位

1.1%

C. 平均每天觀看遊戲實況的時間？
不到 1 小時

44.6%

1~2 小時

36.4%

2~3 小時

11.2%

3~4 小時

3.0%

4~5 小時

1.9%

超過 5 小時

3.0%

D. 觀看遊戲實況是否會提高您購買該遊戲的機率？
無論是不是自己喜歡的遊戲類型，都會提高購買欲望

7.8%

如果是自己喜歡的遊戲類型，會提高購買欲望；不是的
話就不會購買

57.6%

無論是不是自己喜歡的遊戲類型，都不會提高購買欲望

2.2%

還會再搜尋其他管道的資訊(例如媒體或平台評價)決定
要不要買

17.8%

還是會看該款遊戲的細節決定，不會被實況主左右

14.5%

E. 您願意用哪些方式支持喜歡的實況主？(可複選)
付費訂閱

22.7%

小額贊助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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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廣告(假設非強迫性)

39.0%

向朋友推薦

47.6%

分享至社群

19.3%

向遊戲廠商推薦

3.0%

用自己的時間與愛！

69.5%

F. 實況平台的「介面操作設計」會否影響您的持續觀看或
親身遊玩之意願？
會

78.4%

不會

21.6%

G. 實況平台的「影像與音訊傳輸品質」會否影響您的持續
觀看或親身遊玩之意願？
會

89.1%

不會

10.9%

H. 實況平台的「互動功能」會否影響您的持續觀看或親
身遊玩之意願？
會

63.1%

不會

36.9%

I. 實況平台的「知名度」會否影響您的持續觀看或親身遊
玩之意願？
會

50.0%

不會

50.0%

第二節 Steam 之商業模式圖模型分析
1. 遊戲實體銷售模式的商業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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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遊戲實體銷售之商業模式圖分析。

以商業模式圖模型分析舊有的實體銷售模式(圖 5-25)，其關鍵成功要素在
於建立完整的通路，而要讓通路能夠觸及廣大的玩家，遊戲開發商勢必得尋找
合作夥伴，包括發行商、分銷商、零售商以及配合的物流業者，因此開發商便
需投入時間尋找並洽談眾多合作夥伴，即使委託單一發行商，發行商仍然需要
與分銷商與零售商協調，當中介角色眾多的情況下，一來一往的溝通相當耗費
時間與人力成本；即使在遊戲上架後，遊戲相關的行銷宣傳，仍然得透過發行
商等中介角色與通路協調配合，遊戲開發商本身通常很難直接與消費者溝通，
因此很難直接獲得來自玩家們的回饋，這對開發者來說也是ㄧ項難題。

2. Steam 平台的商業模式圖

64

圖 5-26：Steam 平台之商業模式圖分析。

Steam 平台的商業模式圖分析可看出，隨著網路傳輸及數位下載的發展，
Valve 確立了遊戲數位下載的可行性，Steam 作為玩家與遊戲開發及發行商之
間的媒介，讓遊戲開發者更容易觸及玩家，而玩家也能輕易找到並下載想要的
遊戲(圖 5-26)，也就是 Steam 將以往的中介者全部排除，自己作為整合的單一
通路端，並且以自助式和自動化服務為核心(除非有線上協助中心無法解決的
問題，否則玩家與開發者通常不會直接與 Steam 員工聯繫)，讓平台運作。
Steam 平台另一個創新模式是訂定單一透明的收益分潤模式，免去以往遊
戲開發商需要針對每個價值鏈角色的分潤去協調談判的麻煩，或是在合約簽署
上有無法預期的風險。
如同前述文獻所提的，Steam 平台已進入「參與感階段」，因此目前的關
鍵活動多專注在藉由社群功能將玩家導引到更具參與感的互動方式，同時
Steam 也不斷改善其遊戲曝光與宣傳機制，希望讓所有遊戲都能被可能購買該
遊戲的玩家看到，也才能吸引遊戲開發商持續留在平台上，畢竟遊戲數位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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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在近年也不斷出現競爭者。

3. 台灣遊戲開發商針對 Steam 平台之商業模式創新思考
台灣遊戲開發商以往對於 Steam 平台的關注不算高，仍舊視其為發行的通
路之一，但 Steam 已經形成龐大的生態圈，裡面包含了數以億計的活躍電腦遊
戲玩家，以及依存其而生的分析公司(例如：Steam Spy)、部落客、媒體記者、
交易平台及其他社群，在 Steam 平台上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大幅影響遊戲的
曝光可見度、話題性、評論、推薦方式，包括遊戲的審核機制從 Greenlight
改成 Steam Direct、劣質且大量複製遊戲的下架與封鎖懲罰、資安政策影響遊
戲銷售與玩家資訊之揭露、惡意洗玩家評論的下架懲罰措施等近期新聞，可看
出 Steam 積極試圖提供玩家更好的使用體驗與更高的服務價值，並對遊戲開發
商套用更嚴格的上架與宣傳標準。
台灣遊戲開發商該如何因應 Steam 平台的可觀資源？以下是幾點建議：
A. 先讓自己成為 Steam 忠實使用者，隨時追蹤 Steam 上的任何現況分析與未
來規劃新聞，因為 Steam 關心的是玩家的使用行為與體驗，遊戲開發商可
以藉由妥善利用 Steam 上的任何新功能、新機制、新工具，為自己帶來效
益。
B. 嘗試開發能在 Steam 社群中造成話題的遊戲，例如「日本動畫」標籤的搜
尋量很高，開發商便可思考在遊戲中融入更多日本動畫要素；或是分析玩
家評論分數高的遊戲，嘗試融入那些遊戲的特色要素。
C. 妥善運用 Steam 提供給開發者的所有工具，包括發行流程宣告、宣傳曝光
回合、Steam 鑑賞家功能、產品序號發送等，並記錄和分析這些活動的成
果，作為下一次推行活動的依據。
D. Steam 的「搶先體驗」功能可以幫助開發者提早測試市場反應(Steam 上的
玩家大多都是核心玩家，會提供具可信度的建議)，並依此改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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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遊戲實況之商業模式圖模型分析
1. 傳統遊戲的商業模式圖

圖 5-27：傳統遊戲之商業模式圖分析。

傳統的遊戲銷售方式有兩大重點：由官方(遊戲開發商或發行商)自己或外
包所製作的宣傳內容，像是形象宣傳影片、代言人代言影片、遊戲實機畫面(通
常會呈現開發商想要突顯的遊戲特色)，以及講求曝光率的宣傳通路(圖 5-27)，
也因此常需要花費大筆廣告費與代言費，若開發商或發行商資金雄厚或是遊戲
主打大眾市場，此方法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由於成本高，仍然具有較高的風險，
一般的小型遊戲開發商無法以此方式進行宣傳。

2. 遊戲實況的商業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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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遊戲實況之商業模式圖分析。

遊戲實況與傳統銷售使用不同的方式運作(圖 5-28)，第一，遊戲開發商或
發行商通常不會太限制實況主在一、兩小時的實況過程中要怎麼講，頂多就是
提供實況時要提到的遊戲特色或功能，關於遊戲實際體驗與心得，會由實況主
自己掌控，而實況主偶爾會遇到的突發狀況(例如遊戲錯誤、非遊戲本身話
題)，有時反而能夠在觀眾引起話題，讓遊戲內容能以自然真實的方式擴散，
也就是講求「真實」
，而非廣告中呈現的公式化的「美好」
，這些也是觀看實況
的觀眾相較被動接收訊息的廣告受眾所更在意的。
第二，實況提供互動的要素，讓實況主在實況遊戲時可以同時與觀眾用實
況平台的聊天室聊天互動，也可以隨時回答觀眾對於遊戲的疑問，甚至與實況
觀眾在遊戲中一起遊玩，像是號召同樣有在玩遊戲的實況觀眾到指定遊戲地點
打卡拍照、一起組隊打王或是語音聊天，讓實況影片所呈現的內容更為多樣有
趣，而這些內容也更容易在玩家中引發共鳴與擴散。
第三，比起傳統遊戲銷售注重曝光率，遊戲實況更重視參與度與內容，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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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精準行銷的途徑，只要開發商或發行商選擇適合的實況主(一般來說，假設
開發商要宣傳的遊戲類型是射擊類型遊戲，就會找比較喜歡玩射擊遊戲的實況
主，因為其觀眾也較可能是喜歡玩射擊遊戲的玩家)，通常就能有效觸及真正
有可能對遊戲有興趣的玩家，減少亂槍打鳥所需支出的多餘成本。

3. 台灣遊戲開發商針對遊戲實況之商業模式創新思考
台灣遊戲開發商早已了解遊戲實況對於宣傳遊戲上的影響力，因此不論
開發或發行商規模大小，都會選擇實況作為主要宣傳管道之一，但除了前述提
到請並不適合遊玩該類型遊戲的實況主遊玩遊戲，可能導致效果不佳外，若開
發商本身並沒有將遊戲品質提高到玩家會喜歡的程度，即使請了知名的實況主
宣傳，輕則沒有效益，重則影響該遊戲的評價，畢竟遊戲實況也只是一種新興
的廣告方式，廣告只能協助觸及目標客群，回饋的好壞仍須回歸到產品本身，
開發或發行商該如何有效發揮遊戲實況的效益？以下是幾點建議：
A. 依據量化分析結果，遊戲實況對於購買行為的影響，在符合觀看者喜好類
型的情況下，能有最大效益，如果開發商能在開發初期就將實況宣傳視為
主要的途徑，就應思考開發適合實況的遊戲類型或內容，甚至在遊戲中加
入特殊的設定，舉例來說，
「返校」這款遊戲在初期提供給實況主的遊戲版
本中，一個遊戲中的道具 – 學生證，上面印的是該實況主的照片，每個
實況主拿到的都是「自己」的學生證，此一貼心有趣的舉動引發不少話題；
在開發初期，也應針對遊戲類型對應的適當實況主進行名單蒐集與互動研
究，才能讓實況宣傳的效果最大化。
B. 實況講求互動，如果開發商或發行商能在尋找實況主時規劃一些互動方
式，也是強化宣傳效果的方式，除了比較常見的發送免費遊戲序號外，在
實況主臉書粉絲專頁上留言下注，猜測實況主能否一次過關之類的互動也
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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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讓實況不只是實況：線上線下的結合，舉例來說，Shiryouko Studio(詩涼子
工作室)將原本只在線上的實況活動搬到線下，在台北西門町的鬧區租下攝
影棚，攝影棚只用透明玻璃與外面的街道隔開，實況主與節目主持人就在
攝影棚內實況遊戲，將線下活動的臨場感與參與感融合，同時舉辦實體活
動，邀請現場玩家加入互動，還可以同時吸引本來非目標客群的潛在客群
(有的時候設定的目標客群可能並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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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觀察電腦遊戲價值鏈之趨勢與新興商業模式要素，並提出
台灣電腦遊戲開發者得以依循的商業模式架構，研究過程中，一方面使用量化的
消費者問卷分析，調查台灣玩家對於新要素的因應行為與喜好，另一方面利用商
業模式圖模型，解析數位下載與遊戲實況之所以急速發展的成功要素，試圖結合
這兩方面的研究結果，找出台灣開發者能夠運用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 台灣電腦遊戲玩家相當能夠接受使用像是 Steam 等的數位下載平台
本研究之量化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使用者對於 Steam 平台的熟悉度
高，除了少數較新的功能部分玩家不了解以外，大部分玩家都已習慣平台的生
態，目前為止，台灣使用者喜好度較高的仍是 Steam 的基礎核心功能，像是數
位下載與更新、雲端存檔和願望清單功能，另外，節慶促銷仍是台灣玩家們願
意使用 Steam 平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觀目前 Steam 積極在強化的社群參與功
能，現在在台灣使用者身上尚未看出明顯成效。

2. Steam 平台上的功能能顯著影響玩家購買行為
針對 Steam 平台功能對於玩家購買行為的調查結果顯示，8 到 9 成的使用
者都認為特定功能會影響其購買欲望，雖然本研究中尚未深入研究購買行為影
響之因素與程度，但此結果已能夠做為初步的揭示，驗證 Steam 商業模式的成
功因素，並做為台灣遊戲開發商的參考依據。

3. 台灣電腦遊戲玩家雖花時間觀看實況，卻仍以單方向的資訊接受為主
台灣電腦遊戲玩家因為兩大類因素而觀看實況，一是接收遊戲真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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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實際的遊玩狀況)，一是觀看喜歡的實況主表演，甚至有些觀眾是因為特
定實況主遊玩特定遊戲才會觀看其實況，若該實況主玩的不是觀眾偏好的遊戲
或遊戲類型，有可能會讓觀看意願下降；另一方面，雖然台灣實況觀眾在單向
接受實況資訊的意願很高，但只有 1 成左右的觀眾會實際參與互動。

4. 遊戲實況對於玩家購買行為雖有影響，但仍有限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 6 成的實況觀眾，如果實況主遊玩的遊戲類型是其喜
歡的類型，會影響其購買該遊戲的意願，但如果不是喜歡的遊戲類型，相對影
響就會降低會消失，從遊戲開發者的角度來看，代表選擇適當的實況主實況開
發的遊戲，會有最高的效益。

5. 大部分實況主無法單純靠實況生存，工商實況之需求將持續存在
即使實況平台提供了分潤機制，讓實況主可以藉由小額贊助與訂閱獲得收
入，但依據調查結果只有約 2 成觀眾願意付費支持實況主，大部分實況主仍無
法單靠此途徑做為收入來源，勢必得尋求其他管道，因此，幫遊戲開發或發行
商實況其遊戲會是重要來源之一，此需求在將來也會存在，但如何在眾多工商
實況內容中脫穎而出，是遊戲開發與發行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方向。

6. Steam平台商業模式的關鍵成功因素：去中介者、透明分潤與社群參與
透過商業模式圖模型的拆解分析，本研究解析出Steam平台的關鍵成功因
素有三，一是去中介者，讓遊戲開發商或發行商能直接觸及玩家，並且透過自
助式與自動化的線上服務達成價值提供的最高效益；二是透明分潤，讓遊戲開
發商和發行商能免去過去繁雜且耗時的協商議定過程；三是社群參與，Steam
讓平台成為重要的意見與資訊來源，並透過推薦機制、願望清單等個人化功能
提供使用者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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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遊戲實況商業模式的關鍵成功因素：真實、互動與精準
遊戲實況商業模式的要素分析結果，顯示三個關鍵成功因素，一是實況傳
達出的真實性，讓玩家得以直接瞭解遊戲的內容與遊玩性，並且透過實況主的
實際反應得到共鳴與回饋；二是遊戲實況的雙向互動性，讓玩家有更高的參與
感，提高影響其觀看與購買行為的可能；三是從遊戲開發商的角度來看，透過
實況主的資訊傳播，能夠比傳統的宣傳途徑更能夠有效且精準地觸及潛在顧
客，總結來說，實況主本身也算是一個平台，媒合了玩家與遊戲開發者，也因
此創造出以往所沒有的價值。

第二節 實務建議
本研究之建議彙整為兩個層面，一是市場面，一是執行面。
根據市場面的量化調查結果，我們建議台灣遊戲開發商改變過去遊戲的開發
流程，將行銷部門視為開發團隊的一部份，讓市場之資訊能夠在開發專案早期就
能介入開發人員之思維當中，相較於以往網路上的零散資料，透過像是Steam平台
和實況平台的資料，可以獲得相當大量且優質的量化與質化回饋，藉由研究Steam
的新功能與新機制、實況的新趨勢、玩家消費行為等，可以協助開發商找出具市
場性的產品方向，以下列出建議的具體項目：
1. 尋求與Steam(和其他數位下載平台)共同演化的可能。
2. 將與實況主共同創作(Co-creation)視為未來方向。
3. 台灣市場也許太小，但視情況先專注台灣市場(不代表資源只投入台灣市場，而
是尋求能在台灣引發話題的遊戲內容)也是一種可能，因為台灣實況主的實況熱
潮讓遊戲紅到國外的案例也在所多有。
另一方面，從執行面的商業模式分析結果來看，Steam平台與遊戲實況也提供
了一些實用的資訊，以下列出建議的具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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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妥善利用Steam上的新功能、新機制、新工具，做為觸及玩家的多元管道。
2. 在開發過程中直接與玩家溝通，除了推出搶先體驗版之外，建立簡單的開發網
站，在Steam上的社群、討論區上分享資訊，也是一個方式。
3. 開發更適合實況的遊戲，或是具有能夠用以跟實況觀眾互動的元素，甚至規劃
未來與實況主合作的活動內容。
最後，本研究由於時間限制，在理論模型建立上無法建立太複雜的模型(例如
建立購買心理決策模型)，或是進行關聯性分析(例如有在使用Steam的玩家是否更
可能有觀看實況的習慣)；此外，量化研究的問卷蒐集來源太過單一，可能讓問卷
調查的結果趨向同質性高的結果，但其實網路社群十分多樣化，每個族群都可能
有獨特的行為喜好；最後，建議未來的研究應將遊戲開發者也列為調查分析之對
像，將開發者、數位下載平台、實況主與玩家的一連串價值鏈角色做完整的研究，
對於產生更創新的商業模式必然將有更多助益。

第三節 貢獻
本研究的結果，除了是一個台灣電腦遊戲玩家行為與喜好的最新調查外，也
是國內少數幾個針對數位下載平台和遊戲實況與台灣遊戲產業發展關聯的洞察研
究，以往的大多數研究多專注在行為心理學與社會學上的理論基礎，以及技術層
面的可行性研究，較少觸及從遊戲開發者角度出發的商業模式與策略因應之研究。
研究中探討了一些台灣遊戲產業過去未曾實際了解的領域，包括Steam平台的
功能解析與使用者喜好行為調查、Steam平台商業模式的關鍵成功因素、遊戲實況
的消費習慣與購買行為影響、遊戲實況商業模式的關鍵成功因素等，由於本研究
調查主要針對國內的玩家，研究成果更可作為台灣獨立遊戲開發團隊的決策參
考，因為這些獨立團隊受限於規模較小、資源有限，通常會先以台灣為目標市場，
並且開發遊戲的方向會較具本土文化意涵，瞭解台灣玩家的想法會是這些開發者
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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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產業價值鏈的演化也是近年企業與學術研究之熱門課題，產業價值鏈
的演化有時不易察覺，卻會大幅影響產業鏈中每個角色的獲利、行銷策略、競爭
優勢等，如果企業能夠預先洞察價值鏈的改變，預測未來的角色重要性，就能快
速轉型，掌握價值鏈中的關鍵位置，而因此獲得豐碩的成果，同時也能避開企業
經營風險，以遊戲產業價值鏈為例，零售商的式微就是最好的例證，當玩家能夠
透過數位下載平台下載遊戲，零售商的重要性就會大幅下降，想當然爾獲利也會
因競爭而下降；本研究期望透過價值鏈角色之分析，讓國內遊戲產業能夠在未來
之決策發展上有較明確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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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量化研究問卷內容
1. 基本資料
1-1. 性別

□ 男

□ 女

1-2. 年齡

□ 未滿 6 歲

□ 其他

□ 6~11 歲
□ 12~17 歲
□ 18~23 歲
□ 24~29 歲
□ 30~39 歲
□ 40~49 歲
□ 50 歲以上
1-3. 就業狀態

□ 學生
□ 自由業
□ 個人工作者
□ 上班族(固定或規律時間的受雇者)
□ 已退休

1-4. 平均每天玩電腦遊戲的

□ 不滿 30 分鐘

時間？

□ 30 分鐘~不滿 1 小時
□ 1 小時~不滿 3 小時
□ 3 小時~5 小時
□ 5 小時以上

1-5. 從哪些管道獲得遊戲相

(可複選)

關資訊？

□ 自主在搜尋引擎上搜尋
□ 朋友介紹
□ 遊戲媒體(例如：巴哈姆特、遊戲基地等)
□ 遊戲實況主
□ 廣告(電視、影音頻道與社群等)
□ 遊戲下載平台
□ 雜誌書籍

1-6. 平均每個月花在遊戲上

□ 少於 100 元

的消費？

□ 100~300 元

※ 包含遊戲本身、遊戲實況

□ 301~1000 元

與衍生周邊商品

□ 1001 元~3000 元
□ 超過 3000 元

1-7. 在遊戲上消費的目的？

(可複選)
□ 購買付費遊戲
□ 購買遊戲內虛擬寶物或額外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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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打賞)或訂閱實況頻道與實況主
□ 購買遊戲周邊商品
□ 其他：
2. 數位下載
2-1. 曾有使用數位下載的方

□ 有(繼續填寫 2-2，但跳過 2-3)

□ 沒有(請跳至 2-3)

式購買遊戲過嗎？ (不包括
網頁遊戲與社群遊戲)
2-2. 使用數位下載方式的最

□ 方便

重要原因是？

□ 便宜
□ 朋友都在用
□ 串接到平台功能

2-3. 未曾使用數位下載方式

□ 網路速度太慢

的最重要原因是？

□ 不知道有這種方式
□ 實體片較有收藏價值 / 可以分享或轉賣
□ 單純沒有想過

2-4. 有聽過 Steam 這個平台

□ 有

□ 沒有(請跳至第 3 大題)

嗎？
2-5. 平均每天在 Steam 上遊

□ 不滿 30 分鐘

玩遊戲的時間？

□ 30 分鐘~不滿 1 小時
□ 1 小時~不滿 3 小時
□ 3 小時~不滿 5 小時
□ 5 小時以上

2-6. 平均每個月花在 Steam

□ 少於 100 元

平台上的消費？

□ 100~300 元
□ 301~1000 元
□ 1001 元~3000 元
□ 超過 3000 元

2-7. 使用 Steam 的最主要原

(可複選)

因？

□ 可直接從網路下載安裝
□ 支援電子支付
□ 防作弊機制
□ 遊戲價格較便宜
□ 朋友或社群介紹
□ 可獲得遊戲資訊
□ 其他：

2-8. Steam 平台上功能眾
多，請從這些功能中評論您
的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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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數位下載與自動更新機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太好

□ 很差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太好

□ 很差

制

B. 電子支付購買功能

□ 不知道有此功能

C. Steam 錢包與儲值功能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D. 防作弊機制

□ 很好

□ 好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不太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普通

□ 不太好

□ 很差

□ 不太好

□ 很差

□ 不太好

□ 很差

□ 不知道有此功能

E. 雲端資料儲存系統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F.

遊戲推薦機制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G. 願望清單功能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H. 統計與成就系統

□ 很好

□ 好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 不太好

□ 不太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I.

節慶促銷活動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太好

□ 很差

J.

擷圖、影片與藝術作品分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太好

□ 很差

享

□ 不知道有此功能

K. 實況直播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L. 討論區

□ 很好

□ 好

□ 很好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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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

□ 不太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 不太好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M. 玩家評論機制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不太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N. 工作坊功能
(分享 Mod 模組)

O. Steam 鑑賞家
(群組中的遊戲評論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 很好

□ 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 不太好

□ 不太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者，較具公信力)

P. Steam 物品庫
(遊戲中獲得的卡片，可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 不太好

□ 很差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用於交易或交換)

Q. Steam 語音功能

□ 很好

□ 好

□ 普通

□ 不知道有此功能
2-9. Steam 上的「遊戲推薦機

□ 會

□ 不會

□ 會

□ 不會

□ 會

□ 不會

□ 會

□ 不會

□ 會

□ 不會

□ 會

□ 不會

□ 不太好

□ 知道但未曾使用此功能

制」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買
選擇與慾望？
2-10. Steam 上的「願望清單
功能」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
買選擇與慾望？
2-11. Steam 上的「玩家評論
機制」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
買選擇與慾望？
2-12. Steam 上的「Steam 鑑賞
家評論」會否影響您的遊戲
購買選擇與慾望？
2-13. Steam 上的「實況直播
功能」會否影響您的遊戲購
買選擇與慾望？
2-14 Steam 上的「精選與推薦
遊戲訊息」會否影響您的遊
戲購買選擇或慾望？
3. 遊戲實況
3-1. 平常是否有在看遊戲實

□ 有

□ 沒有(問卷結束，感謝您！)

況？
3-2. 看遊戲實況的目的？

(可複選)
□ 想玩某款遊戲但沒錢或沒時間
□ 想看某款遊戲值不值得花錢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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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

□ 想看別人如何攻略自己在玩的遊戲
□ 想看實況主如何遊玩有興趣的遊戲
□ 喜歡某個實況主(講話方式、外表、個性等)
□ 想跟實況主互動
□ 想跟聊天室觀眾互動
□ 感受熱鬧的氛圍
□ 和朋友一起看很歡樂
□ 其他：
3-3. 比較常在追蹤的實況主

□ 1~3 位

有幾位？

□ 4~10 位
□ 11~20 位
□ 21~50 位
□ 超過 50 位

3-4. 平均每天觀看遊戲實況

□ 不到 1 小時

的時間？

□ 1~2 小時
□ 2~3 小時
□ 3~4 小時
□ 4~5 小時
□ 超過 5 小時

3-5. 觀看遊戲實況是否會提

□ 無論是不是自己喜歡的遊戲類型，都會提高購買欲望

高您購買該遊戲的機率？

□ 如果是自己喜歡的遊戲類型，會提高購買欲望；不是的話就
不會購買
□ 無論是不是自己喜歡的遊戲類型，都不會提高購買欲望
□ 還會再搜尋其他管道的資訊(例如媒體或平台評價)決定要不
要買
□ 還是會看該款遊戲的細節決定，不會被實況主左右

3-6. 您願意用哪些方式支持

(可複選)

喜歡的實況主

□ 付費訂閱
□ 小額贊助
□ 點選廣告(假設非強迫性)
□ 向朋友推薦
□ 分享至社群
□ 向遊戲廠商推薦
□ 用自己的時間與愛！

3-7. 實況平台的「介面操作

□ 會

□ 不會

□ 會

□ 不會

設計」會否影響您的持續觀
看或親身遊玩之意願？
3-8. 實況平台的「影像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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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傳輸品質」會否影響您的
持續觀看或親身遊玩之意
願？
3-9. 實況平台的「互動功能」 □ 會

□ 不會

會否影響您的持續觀看或親
身遊玩之意願？
3-10. 實況平台的「知名度」 □ 會

□ 不會

會否影響您的持續觀看或親
身遊玩之意願？
3-11. 觀看遊戲實況中如果

□ 不會，我只是想享受實況過程

於介面直接顯示購買功能，

□ 不會，但會在實況結束後搜尋該遊戲其他資訊

會否提高您當下購買的機

□ 會，當下會開始評估是否該購買

率？

□ 會，只要實況主玩看起來很好玩
□ 不一定，要看是不是喜歡的遊戲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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