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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經第一章研究目的與問題的確認，以及第二章對於相關文獻探

討所得後，本章將針對研究架構、研究範圍、研究對象與研究限制加以討

論，並建立本研究之分析模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新興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關鍵廠商之經營管理模式，因

此首先分析本產業價值鏈，以釐清產業分工與組成廠商，由價值鏈中選出

代表性個案公司，進行深度訪談，透過本研究建立之分析模式，研究個案

公司所具備之經營管理模式與核心能力，並綜合分析此產業發展障礙與未

來發展趨勢。 

 

《圖3-1-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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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析模式 

本節將介紹本研究各分析指標之內涵。由於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為一

新興產業，國內對於價值鏈上佔重要地位的內容整合廠商及相關電信通路

商之研究還甚少，因此本研究定位為一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經由國內外文獻、相關次級資料的搜集，並選取產業中具代

表性個案公司進行深入訪談，於訪談個案中加以實證，因此本研究需建立

一分析模式，以使訪談內容具有效率與效益。 

由第二章對吳思華(2000)提出的策略構面探討得知，欲清楚勾勒出企

業的圖像，可經由營運範疇、核心資源與事業網路三大策略構面來思考，

進一步分析，三構面中包含了九大分析變項，分別為產品市場、活動組合、

地理構形、業務規模、資產、能力、體系成員、網路關係、網路位置。同

時各策略構面彼此間並不是獨立的，應該整體加以思考，考量各分析變項

間的配合與互動關係。 

此外，由於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中個案公司，均具有加值服務的特

性，因此加入第二章中鄭景熒(2000)之研究，在創意產生階段、生產製造

階段、行銷銷售階段中包含六種加值策略與六種互補性資源運用。本研究

將鄭景熒之研究結合吳思華之策略構面分析，建立出四項觀察變項做為對

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的分析模式，各研究變項內涵如下： 

一、 產品組合與目標市場 

此變項定義與策略構面營運範疇中之定義相同。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

中個案公司之目標市場依傳播媒體通路22主要可區分為「寬頻影音網站」、

「手機行動加值服務」、「數位互動電視」等三大市場，本研究將了解各個

案公司目前已積極經營之目標市場為何、在各市場所提供之數位內容產品

與加值服務項目為何。 

                                                 
22 本研究將透過不同傳播媒體、平台技術提供數位內容服務而成為使用者可接觸的通路定義為
「媒體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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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架構與核心能耐 

由於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之產業結構複雜，牽涉電信業、媒體業、資

訊業、內容提供廠商、平台整合廠商等，價值鏈中各廠商需具備不同能耐，

此部份探討的核心能耐包含營運範疇中活動組合的經營能力、核心資源構

面中的組織架構與組織能力、事業網路的整合能力以及對數位內容的加值

能力等，而這些核心能力的建造依賴公司經營團隊與技術團隊的支持，因

此核心能耐的探討也包含支持廠商建構核心能耐所需的專業人力與互補

性人才等資源。 

三、 數位內容管理機制 

提供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之廠商往往需管理數量非常龐大的

content，這些內容可能為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程式等各種不同形

式，且往往需依上下游廠商、顧客不同需求，提供適當之內容服務，因此

各成功廠商都有其一套獨特的內容管理模式，可能包含數位內容製作與保

護機制、數位內容儲存與平台管理機制、數位內容取得與授權機制等，本

變項將綜合觀察之，同時針對數位內容管理上可能遭遇之智慧財產權管理

議題加以探討。 

四、 經營模式與發展趨勢 

結合範疇、資源、網路三策略構面的互動，廠商將依循其在產業價值

鏈中所佔地位，及與相關競爭、合作廠商的互動關係，建立其獲利與維持

永續生存的獨特經營模式，本變項將加以探討之，此外也將了解各廠商在

其經營模式下所遭遇之障礙與困難，最後探討此產業可能之發展趨勢與各

廠商未來之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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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指透過寬頻網站、手機

行動通訊、固網及數位互動電視等三大電信媒體通路，提供使用者各式影

音娛樂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的相關廠商，因此相較於「數位內容產業」一詞

而言，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之定義更能切重本研究之研究目標，因為整體

數位內容產業尚包括專門提供數位典藏、影音後製作、數位學習

(E-Learning)、線上遊戲(On-Line Game)等廠商，這些廠商將不在本研究

討論範圍內，以使得本研究能更精準切中數位內容加值服務廠商之研究標

的。 

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從產業價值鏈上主要可分為三大成員廠商，分別

為最上游的內容供應廠商(Content Provider，簡稱 CP)、居間提供平台

技術、內容整合資料庫、電信系統介接等功能的內容整合廠商(Content 

Aggregator)23及最末端建置數據網路、無線通訊、固網系統且與使用者直

接接觸，提供加值服務的電信系統通路商，其產業價值鏈如下圖所示： 

 

《圖3-3-1》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價值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 aggregate為聚集、匯集之意，而 aggregator一詞目前在國內尚無統一之翻譯，有些文章稱之
為「聚集者」、「整合者」、「匯集者」、「中介者」等，而本研究依數位內容產業價值鏈之分工與
業務內涵，將 Content Aggregator稱之為「內容整合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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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在前一節定義了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價值鏈主要是由內容供應廠

商、內容整合廠商與電信系統通路廠商組成，而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此

產業價值鏈中，扮演平台建置、系統與內容整合角色的內容整合廠商

(aggregator)，因此分別選擇國內在寬頻影音市場與行動加值市場最具代

表性的兩家內容整合廠商「愛爾達科技」與「滾石移動」做為個案研究對

象，同時為求研究結果之完整性，因內容整合廠商與下游的電信系統廠商

間的分工與合作模式，亦為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經營策略之關鍵，因此本

研究也選取國內最大的電信系統廠商「中華電信」來做個案研究，藉以分

析比較內容整合廠商與電信系統廠商在此產業價值鏈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經營策略。 

至於內容供應商雖然是價值鏈中上游廠商，但其來源包含電影、電

視、唱片公司等近千家公司，範圍廣泛，且為國內產業中既存之廠商，只

是將其擁有之內容提供給內容整合商加以數位化，並不符合本研究欲探討

之新興廠商，因此本研究不加以個別探討，僅於研究中游內容整合商、下

游電信系統商與上游內容供應商之合作模式時加以探討之。因此本研究選

取之個案公司如下表所示： 

《表3-4-1》選取個案公司簡介表 

公司 主要加值服務網址 價值鏈地位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ch5.com.tw 

www.hichannel.hinet.net 
內容整合廠商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www.yoyo666.com 

www.yoyorock.com.tw 
內容整合廠商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www.hinet.net.tw 

www.emome.net 
電信系統通路廠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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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整合廠商方面本研究選取了愛爾達科技(Elta Corp.)與滾石移

動(Rockmobile Corp.)兩家公司。愛爾達科技為國內影音內容平台技術提

供最完整者，該公司擁有龐大影音數位內容管理能力，同時與中華電信等

公司合作建置內容加值服務網站。而滾石移動則為滾石集團底下子公司，

專注於手機行動加值、行動娛樂服務提供，擁有國內五大唱片業者音樂版

權，同時與國內五大電信業者介接提供手機上各式加值服務，為國內最大

行動加值內容整合廠商。因此本研究選取此二家 Content Aggregator為

個案研究對象。 

在電信系統通路廠商方面，本研究選取國內最大電信系統業者中華電

信，其提供之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涵蓋(1)寬頻網站(Hinet、HiChannel)、

(2)手機行動加值服務(emome24)、(3)互動數位電視(MOD服務25)，完整包

涵了本研究中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之三大市場，且與愛爾達科技、滾石移動

均有合作關係，因此為最佳研究個案對象。 

此外為增加本研究內容之完整性與客觀性，本研究亦額外訪談了一家

電信媒體通路商及一家內容供應商，這兩家廠商雖不列入本研究之個案，

但藉與由他們訪談時提供的資訊，能使得本研究之內容與結論更加完整與

客觀。因此本研究除了三家個案公司外，另外電話訪談了東森寬頻電信集

團旗下亞太線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的林麗君協理，以及當面訪談了內容供

應廠商惠聚多媒體的董事長張惠美小姐，她們亦對本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

的資訊與建議，在此也對這兩家參考廠商做一簡單的介紹。 

東森媒體集團為國內首家民營電信固網業者，旗下經營範圍包含

Cable固網、媒體頻道、數據服務等，其數據服務部份是購併原亞太線上

服務股份有公司(APOL Corp.)來經營，因此東森媒體集團業務範圍也廣及

本研究所要探討之多項數位內容加值服務通路。而國內大小內容供應商近

千家，提供各媒體平台上數位內容，然惠聚多媒體至今已有超過十六年數

位內容製作及行銷經驗，成立數位內容製作中心，並整合國內外之電視、

                                                 
24 “emome”為中華電信行動加值服務之名稱，詳細內容請參見 http://www.emoeme.net。 
25 MOD為Movie On Demand之縮寫，為中華電信推動之一項計畫，目標是透過數位互動電視
與 Set-Top box機上盒，提供電視固網用戶隨選視訊等各種加值服務，MOD之詳細內涵之後章
節將詳細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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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導演及製作人才，拍攝數位偶像劇等影音產品，擁有國內最大超過

3000部的數位化版權資料庫，為國內經驗最豐富且數位內容最完整之內

容供應商。因此本研究亦將亞太線上及惠聚多媒體之訪談資料做為研究輔

助與補充之用。 

本研究在選定個案公司與參考訪談公司後，透過本研究之分析模式設

計訪談問題26，與各公司相關部門主管或公司負責人進行深度訪談，訪談

時間約為1.5小時至2小時，本研究之個案公司與參考公司訪談資訊分別

如下二表所示： 

《表3-4-2》個案公司訪談資訊表 

訪談對象 受訪者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陳怡君小姐 2003.5.16 該公司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吳柏漢先生 2003.5.9 該公司 

科長 周鏽梅小姐 2003.5.20 該公司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加值系統處 

專案經理 張惠雯小姐 2003.5.22 該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4-3》參考公司訪談資訊表 

訪談對象 受訪者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東森寬頻電信/亞太線上 
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林麗君小姐 2003.5.9 電話訪談 

惠聚多媒體 菙事長 張惠美小姐 2003.5.19 該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6 訪談問題大綱請參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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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一新興產業，產業價值鏈尚未有明確定義，本

研究就國內外次級資料搜集及與國內相關產業經理人訪談後，試圖

建立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產業價值鏈，以供後續研究之參考，然產

業價值鏈之定義難免有不完整之處。 

二、 就三大電信通路市場而言，寬頻網站雖然出現歷史較早，但寬頻技

術的提升與ADSL的普及也是近一兩年的事；手機行動加值服務仰

賴手機Java Download技術的普及與3G電信技術的成熟才得以發

展；而數位互動電視市場方面，國內因電信法規修改及使用者習慣

等問題逐一解決，未來將成為一利益龐大的新市場。而本研究於此

時間點研究這些新興市場上提供加值服務的廠商，其市場變化非常

快速，雖盡力搜集半年內最新資訊，但一年後市場仍可能產生許多

新變化。 

三、 本研究訪談之個案對象均選取國內該產業價值鏈上極具代表性廠

商，然因此市場正快速成長，許多問題極具敏感性或影響公司在產

業中競爭情勢，因此訪談公司對於部份問題之回答可能有所保留，

本研究只能盡力訪談並以相關次級資料補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