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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公司簡介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lta Technology Co.,LTD)由現任總經理

陳怡君小姐募資一億五千萬元於2000年1月成立，目前主法人股東為台

達電子18％、普訊創投22％、聯邦銀行22％持股。 

愛爾達科技自我定位為一個專業的多媒體內容整合者(professional 

video content aggregator)，提供技術顧問、行銷知識和完整的介接服

務，他也是影音多媒體相關系統的開發暨整合商；例如總統府的平台架

構，愛爾達科技就提供了完整的解決方案，包括所有的硬體和軟體的開發

與整合。他更是寬頻影音入口網站的經營者（Broadband Portal），愛爾

達獨立經營的CH5.TV 將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新媒體，即所謂「第五台」27。 

隨著寬頻上網的時代來臨，未來的數位生活都將可能離不開寬頻，寬

頻大戰因此烽煙四起，包括和信、東森等業者，也都已經積極佈局，準備

搶攻這個所謂的「第五台」市場。然而，當前幾年和信、東森集團決定挾

雄厚財力砸下市場前，愛爾達科技其實早已經開跑了二年，客戶已多達一

百多家，特別在網路直播的實績，更穩居市場領先地位，專精寬頻影音的

愛爾達科技，已經被大眾傳播業者視為傳播業的「第五勢力」。 

                                                 
27 「第五台」就是「第四台」（有線電視）之外，任何電影、戲劇、理財、生活等影音節目，
透過電腦顯示器或電視螢幕收視，同樣供觀眾自由選擇，只是運用來傳輸的是寬頻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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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組合與目標市場 

(一) 市場定位 

愛爾達科技是一家非常professional的aggregator，定位在經營加

值內容市場，加值內容的經營又可分為「網路加值」與「行動加值」，網

路加值是寬頻用戶，像透過ADSL或Cable連上網路的用戶，Elta在寬頻

網路的市場非常focus在Video的部份；行動加值則是透過手機上網的用

戶，在行動加值服務上則 focus在 Java Video和 Java Game。陳怡君總

經理表示其實手機也可以是寬頻用戶，只是現在時機還未成熟，很像早期

的窄頻網路。 

陳怡君總經理描述：「所謂 aggregator就是因為 content provider

和 service provider之間事實上是很難直接對口的，若用 bridge或

angent都沒辦法貼切的形容我們，aggregator一方面要提供技術經驗

值，告訴 CP要如何來和電信業者介接，另一方面要和電信業者接洽，告

訴電信業者如何做好CP的版權管理，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角色。一種新行

業會產生，就是像一種“New Media Service”的公司會產生。」 

愛爾達自認為是一種“新的媒體服務公司”，因為他同時要面對兩種

思考模式完全不同的業者，在面對CP時有電影公司、唱片公司、藝人也

有 independent producer(獨立製片的導演)，此外還有新聞媒體、廣播

電台、報紙等，屬於媒體產業的思考角度，但另一方面又要面對電信業者

端，較為工程觀點的思考角度，所以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但愛爾達實

際是一間科技公司，因為要幫助CP和ISP整合起來，所以以middle ware

的software AP28(中介軟體)整合為主。 

陳怡君總經理：「就是因為一個寬頻，把電信、娛樂、媒體、科技都

串連起來，那我們該怎麼稱乎他？這是一種新的 industry，所以我才說

這一種“新的媒體的service的公司。”」 

                                                 
28 AP是 application software的縮寫，即所謂應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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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業務 

愛爾達目前的營運業務主要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Value Added 

Service(加值業務)的部份，包含在 broadband方面主要就是 VOD(Video 

on Demand)的市場，另一塊則是在wireless行動加值的市場，wireless

市場上面elta有開發一些定位系統，及提供一些java game download。

第二部份則為承接其他公司的project賺錢。愛爾達的營運業務概況如下

圖所示： 

 

《圖4-1-1》愛爾達營運業務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愛爾達在 project部份的業務又可分為“Project by Contract”和

“Project by SI(System Integration)29”兩種合作模式。by contract

的合作模式為每個月或一年固定收多少錢，內容包含從製作、整合到

maintain等工作，有時甚至還包括開記者會等活動的企劃，例如新聞局

的電視網、台北市政府的愛心網、福利網、中視的官方網站等等。而

Project by SI則是談好費用將整個project一次建置完成，像與敦陽、

                                                 
29 SI（System Integrationer）系統整合業者，若依據資策會MIC定義，即按客戶需求提供硬體、
軟體與服務之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者（Total Solution Provider）。 

愛爾達營運業務 

Value Added Service 
佔整體營收 60%~65% 

Project 
佔整體營收 35%~40% 

Broadband VOD 
佔加值營收 80% 

Wireless行動加值 
佔加值營收 20% 

Project by 
Contract 

Project by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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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道30這種SI公司合作，撰寫核心的軟體，一套可能營收一百萬到三百萬

左右，幫他們寫搭配系統整合商的軟體，但project以軟體為主不提供硬

體。 

愛爾達在 2000年由陳怡君總經理募資創業後，在創立第二年(2001)

達到就breakeven，EPS小賺0.5塊，早期愛爾達與許多ASP31業者一樣，

接下許多網站建置的案子來做，主要是靠project的營收來維持營運。隨

著愛爾達本身的轉型，開發出影音多媒體系統平台，配合寬頻上網市場的

蓬勃發展，30萬的ADSL用戶產生出經濟規模，而影音多媒體市場也順勢

而起，逐漸熱絡起來，愛爾達在 2002年開始改變其營運策略，逐漸減少

接 project而將其營運重心放在加值服務的業務上，將 core business

調整為以VOD等加值業務為主，調整後value added和project的營收約

為60%比40%，而VOD和wireless上的加值業務營收約為80%比20%。 

陳怡君總經理表示：「因為同樣養這麼多人力，接 project不是我們

的core business，因為我們好不容易卡位好，很早就開始做寬頻這一塊，

且要做領導品牌、要創造獲利，這三個步驟，我們不能因為別的事情分心

而把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position失去，所以focus在加值業務後，

我們去年(2002)雖然小賠一點，但今年至四月為止EPS已有2到4塊，已

開始賺錢。這個領域是大者恆大，就像做網路的portal，品牌要做出來。」 

(三) 寬頻影音市場 

愛爾達在國內寬頻影音是非常資深的元老公司，是個領導品牌，主要

經營項目可有影音內容網站、iShow網路直播、HiBuilding社區寬頻服務

等。業務範圍涵蓋很廣，包括多媒體網站的建置與規劃、現場網路直播、

寬頻網站的維護及運轉，此外還包括即時新聞的更新、電子報的發行、代

為申請HiNet主機代管和數據電路等整合性服務。 

                                                 
30 敦陽、衛道為國內一線系統整合商，以提出專業系統整合規劃方案服務客戶，且均具有代理
強勢硬體品牌優勢（敦陽代理 SUN伺服器、衛道代理 Compaq伺服器）。 
31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應用軟體服務供應商，提供想要在網路上進行商業、行銷
活動的企業，網路規劃、資訊中心管理等軟體服務及相關工具技術，滿足企業對於應用軟體的
廣大需求。供應商不但提供資訊軟體、硬體及相關服務，有時更可以用租賃的方式提供一切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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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音內容網站 

對一般人的生活而言，寬頻影音最大的好處和服務，莫過於是『快速』

和『實用』。愛爾達科技和中華電信 HiNet合作了幾個影音寬頻網站：

hiChannel影音寬頻入口網站、HiFun休閒娛樂網站及HiPost電子報等，

在這些網站中不難發現他的內容多是相當實用的即時資訊。而目前愛爾達

旗下主要的寬頻內容加值服務網站如下表所示： 

《表4-1-1》愛爾達營運加值網站表 

網站名稱 加值服務簡介 

www.hiChannel.com.tw 

n 提供國內最大ISP HiNet上的VOD服務。 
n 結合HiNet帳務系統提供使用者豐富的多媒體
內容。 

www.seednet.tw n 提供國內第二大ISP Seednet上的VOD服務。 

www.magix.com.sg n 提供新加坡第一大電信Singnet上的VOD服務。 

www.emome.net32 
n 透過WAP over GPRS/GSM，提供中華電信行動通

訊VAS(加值服務)。 

www.CH5.tv 
n 製作與整合多樣化的影音內容，提供網路收看
服務。 

資料來源：參考Elta簡報，本研究整理 

除了上表所列網站外，還有許多多媒體網站均由愛爾達以 by 

contract方式在維運，例如教育部網路教育中心、動物園全球資訊網站、

中華電信研究所客服網站、新光三越網路多媒體等。 

hiChannel與CH5為愛爾達最主要經營的影音網站，hiChannel為愛

爾達與中華電信合作建立，而CH5則為愛爾達獨立營運的網站。定位上，

因為hiChannel是半官方經營網站，所以常會有些政治因素介入，像三級

電影等問題中華電信就會被批評，其實可能只是一個 link不小心連到一

些成人的網站，事實上只要有合法的局註字號就可以，2002年愛爾達也

因此上了兩三次新聞。而CH5算是民間的網站，可以說是hiChannel的子

品牌或兄弟品牌，因此愛爾達可以比較靈活操作，但也是要立基在合法的

原則下，CH5是由愛爾達自己經營，但在頻寬與 billing system上是與

hiChannel相同的。 
                                                 
32 emome網站主要的功能並非寬頻影音服務，而且一個mobile portal，隨後文章將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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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路直播iShow 

專精寬頻影音的愛爾達科技，即時互動的ishow—寬頻網路直播節目

在網路直播市場穩居第一。舉凡 2000年總統大選、五二○陳水扁就職典

禮全球直播、台北市長選舉，馬英九、陳水扁辯論的網路直播、前年的世

棒、兄弟象網路直播、馬修連恩世界環保音樂會全球直播、馬英九為年貨

大街舉辦的祈福點燈live直播、滾石唱片的歌友會等活動等，已使大家

感受到第五台的視覺震撼，以及這股興起的風潮威力。而以上這些寬頻多

媒體影音系統的建置，正是出自愛爾達科技之手。 

iShow引爆的視訊革命，是將事先規劃的節目或定點活動，透過網路

直播播放，目前，HardRock餐廳所有的演唱節目、敦南誠品書局的座談

會、知性演講活動，以及華納威秀的 live秀等，網友們都已經可以直接

在網上收看，互動性與參與感都比電視更為方便。最近中華電信因為SARS

的關係推出網路直播股東會，也是由愛爾達完成的。 

3.社區寬頻服務HiBuilding 

2000年六月開始，愛爾達和中華電信合作經營HiBuilding寬頻入口

網站， HiBuilding寬頻入口網站主要針對 HiNet已簽約的五千多棟大

樓，規劃以寬頻加值內容為主，結合了近五十家CP業者和三十多家片商，

包括春暉、協和、中影、博客來、寶來證券、宅配國際、網際旅行社等，

各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提供用戶隨選視訊服務。 

(四) Wireless行動加值市場 

愛爾達科技於2001年開始經營行動加值市場，主要與中華電信行動

通訊分公司合作，共同研發各種行動加值服務，並透過中華電信的emome

提供加值服務，愛爾達目前在行動加值部份的營收比重尚小，未來將持續

增加。愛爾達提供的行動加值服務包括Java Video和Java Game兩部份33，

同時愛爾達也自行研發了一套LBS34系統。 

                                                 
33 手機上的 java game和 video檔案不能太大，現在一個大約 100Kbit左右，傳送 1K的資料約
需一秒鐘，因此 download一個 game或 vidio約需一分半鐘。 
34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一般翻譯為「空間資訊服務」或「行動定位服務」，應用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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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君總經理表示：「愛爾達進入行動加值是在兩年前因緣際會接了

emome的專案，純粹只是幫他們架網站，他是一種“行動入口網站”與一

般網路入口網站不同，我們也是因為承接了這個專案才從中學習到許多經

驗，也才會在去年開始代理多款國外的 java game，我們代理了六家的

game，我們現在手上有超過一百個game。」 

中華電信emome上的影音下載全部是由愛爾達獨家提供的，Java Game

的供應商則有很多家，但愛爾達提供的game都是download排行第一名。

愛爾達提供的Java Game均是由國外代理而來，再自行做中文化處理，即

一些簡單的後製。 

陳怡君總經理表示：「為何我要代理國外的 java game？因為若要自

己開發一個java game要花許多的人力和時間，但user download後若覺

得不好玩一下就換掉，他不像 on-line game，這樣公司如何維持營運？

所以一定要找很大的公司而且是專門出產game的公司，可能是做console 

game或 on-line game的公司，只是順便將他們的 game做到手機上，這

樣代理後我們game的來源才能源源不絕。」 

愛爾達與中華電信共同研發的emome.net的平台機制如下圖所示： 

                                                                                                                                          
協助企業整合固定網路與行動通訊網路，例如宅配與貨運服務、車隊監控管理等，以及生活資
訊的定位搜尋服務，例如提供商家位置、電子地圖資訊等，衍生商機十分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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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emome.net架構圖 
資料來源：參考Elta簡報，本研究整理 

1. Java Download的優點 

手機上因為有藍牙(Bluetooth)和紅外線傳輸的功能，且未來 email

的功能越來越強，CP廠商很怕user把下載的video又轉發出去，因此現

在的 Java Video都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把影音檔透過 java程式特珠的

coding後，將video包在java程式中，該影音檔案就已經不是一般的壓

縮格式，變成是一支Java程式在跑而非一個影音檔，沒辦法獨立觀看，

藉以保護被下載的影音內容不會被大量複製或轉發。 

java程式download後就以一個程式的形態直接被安裝在手機上，而

不是像一個靜態的檔案被放在某個目錄匣中，因此只能選擇移除但無法傳

送給別人，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所有業者都大力在推 java手機的原因，但

像鈴聲或MMS就完全不同，因為是以一個個檔案的形式存在，所以可以被

再轉送給的user而造成侵權的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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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emome的 Java Download其傳輸方式為中華電信的 OTA35 

download，以即時的方式透過電信業者傳輸資料至手機，連到中華電信的

WAP機房去下載，下載後是直接安裝在手機上不會存在別的地方，就像

windows上安裝程式一般，無法另外存取，這也是為何Java Download會

成為未來的趨勢，因為Java Game或Java Video以java push的方式傳

輸能夠被保護，對CP來講是一個很好的保護機制。 

2. Java Video 

CP提供的加值內容事實上可以在不同環境，透過不同的剪接、組合

和package包裝形成不同的附加價值，愛爾達過去在寬頻網路上已有十萬

筆以上的影片資料，只要將影片中最精彩的十秒鐘剪接出來，就可以放到

手機上去download，如此透過Java Download的功能便可以去 reuse愛

爾達原本的產品，這也是從網路加值到行動加值的一種應用。 

陳怡君總經理說：「就好比我的產品可以放在7-11、全家，甚至飛機

上的shopping mall，只是你要有不同的包裝方式。」 

隨著手機制造技術的進步，現在許多手機都附有簡單數位相機的功

能，因此愛爾引進歐洲的一項新技術並加以localize，這個Java程式安

裝在手機上之後手機便可以有特殊相片處理的功能，可以為手機照的數位

相片做些變化，像改變顏色、調整亮度、加邊框等數十種修改，且可以編

輯後立刻轉換格式、上傳到網路上，像大頭貼一樣，預計今年第三季後

NOKIA的手機就都有這個功能。 

3. Java Game 

愛爾達所有的 Java Game均是從國外代理來的，有些是以買斷的方

式，有些則是用 profit share的方式合作，且因為都取得亞洲獨家代理

權，因此有些比較 hot的 game不但要收 down payment而且還可以再與

operator做profit share。 

                                                 
35 OTA(Over-The-Air)空中無線下載技術，使用者若要更改手機上的服務內容，可由系統業者端
透過簡訊方式，傳送程式至使用者手機上的 SIM卡或智慧卡，對手機進行設定，將卡上的服務
或訊息予以新增、修改、刪除。 



數位內容整合廠商之經營管理研究 
 

- 42 - 

Java Donwload的計費方式有算封包(packet)或是算content本身價

值的，拆帳方面電信業者從15%~30%都有甚至有到50%的，operator對不

同業者收費都不同，根據operator提供的服務多寡，例如共同吸收呆帳、

協助收費、協助promote，此外還包括他的 user base以及 operator強

不強勢來看要收多少錢。 

雖然目前Java Game不能互傳，但可以像玩on-line game一樣好幾

個user互連一起玩，不過手機的java on-line game目前尚無玩家，因

為市場經濟規模還太小，電信業者還沒定費率。此外國內目前 java手機

數約為12萬支，且還要開啟GRPS、WAP上網，若預估願意玩的人佔所有

java手機使用者的一成，也才一兩萬用戶，市場規模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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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架構與核心能耐 

(一) 組織架構與運作 

愛爾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共有 38名員工，除了總經理陳怡君

外，尚有一名技術背景資深的CTO，其餘尚有管理部門4人、業務行銷部

門7人，技術工程部門25人。其中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力都在engineering

部門，也足見愛爾達擁有堅強的技術實力與研發團隊，其組織架構如下圖

所示： 

 

《圖4-1-3》愛爾達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受訪者口述，本研究整理 

 

愛爾達因在此市場已經營多年，因此專業分工已非常完整，每個人都

很熟悉自己負責的事務。其運作模式為針對每個project設立一位專門負

責的 PM，工程部就好像愛爾達的工廠，marketing部門在前端，去和 CP

溝通定價方式和呈現方式，CP只針對marketing的單一窗口。 

CP提供的內容一旦傳送進來，首先就是分類這個 content要放在那

一個網站，決定好放那個網站後要開很多的「工單」，工單包含要數位化

CEO：陳怡君 

CTO 

Administration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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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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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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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內容定價、網頁製作、如何嵌入到網頁等。每張工單都是三聯式，

上面記錄要做那些事、什麼時候要做出來、什麼時間要上架下架，因此愛

爾達研發了一套管理介面及一套很完整的上下架管理系統，每個人根據工

單處理事務，就像在做工廠排程一樣，做完再到管理系統上登錄，如此方

能管理上百家的CP以及數以萬計的影音內容。 

(二) 核心能力 

綜觀愛爾達的核心能力，最關鍵者在於其「整合能力」，愛爾達擅長

整合所有合作廠商的優勢與資源，包括電信業者、內容供應商、媒體業者，

愛爾達都能將每家合作廠商的優勢發揮出來，透過愛爾達的協調整合，創

造最大價值。 

而愛爾達的競爭優勢，陳怡君認為好的團隊是最重要的因素，有了優

秀的團隊，在對的時間點進入這個產業、在適當的時機卡位，創造領先品

牌。先切入、再投資，如今的愛爾達正朝著獲利模式前進中。細節來看，

愛爾達的核心能力可分為以下幾點： 

1. 優秀經營團隊，具備關鍵know-how 

愛爾達集合國內外頂尖行銷、媒體、技術、設計人員，組成完整的愛

爾達團隊。陳怡君總經理表示，做為數位內容的 aggregator的角色，其

實賣的就是content與know-how，愛爾達所具備最重要的三種know-how

為： 

(1) 技術know-how 

(2) 行銷know-how 

(3) 經驗know-how 

技術 know-how方面，愛爾達擁有最先進影音寬頻及後製作技術，能

為顧客提昇網上影音品質、減低硬體負載，讓網友輕鬆享用最高品質影音

內容，且提供專業的程式技術與富創意的網站設計能力，幫助廠商建置優

質、獨特的優質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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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know-how方面，愛爾達科技集合媒體界、產業界、物流界精英，

組成精實的行銷企劃部隊，以專業的眼光、精良的分工整合現在及未來網

路最迫切之各項資源，並且與台灣最頂尖的網路、媒體、唱片公司合作，

有效貢獻出彼此領域最專業的智識與資源，希望提供更優質的內容及服務

給用戶，並且開發健全的寬頻電子商務環境，讓提供者與消費者愉快互動。 

經驗 know-how方面，因為早在國內寬頻影音市場剛起步時，愛爾達

就已跨入這個市場，經歷了由窄頻走到寬頻的過渡期，愛爾達在和每一家

電信業者合作時，都會派人去了解對方的電信系統、billing system，藉

以學習技術的know-how和系統介接的經驗know-how，因此三四年來累積

了相當的寬頻影音網站建置與內容管理的經驗。 

愛爾達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將這三樣know-how整合起來，成為競爭對

手難以模仿的核心能力。 

陳怡君總經理表示：「行銷的技巧也會不斷成長，當 user base越來

越大，每一次可能都有不同的行銷打法，從卡位到已經有市場地位到要再

提升，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打法。experience也是隨著環境的改變而累

積，像政府政策的改變、數位內容政策的改變等，像這次的 SARS病毒的

來襲對網路反而是正面的效果，大家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門反而收看更多網

路影音，那我們要如何在這個時候打出更好的行銷優勢來promote我們，

這就是我們marketing和experience的know-how。」 

2. 熟悉電信業系統，研發完美整合平台 

與電信業者整合方面是愛爾達的一項核心技術，愛爾達自行研發了一

套系統，能和電信業者的billing system、認證系統介接，此外因為user

在網站上點選影音播放時，會立刻連結到愛爾達的 media server來抓資

料，因此愛爾達的程式核心在 distribution這部份需與電信業者整合，

因此這套系統還要能和電信業者的影音串流系統(Video Streaming 

System)介接。例如與中華電信合作建立的infrastructure系統平台，包

含網路上網與media server建置兩部份，由中華電信提供頻寬、上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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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 billing system，這套系統便是由愛爾達和中華電信一起從無到有

建構出來的。 

愛爾達有堅強的技術研發團隊，經過幾年不斷的研發改進，為愛爾達

建立了與電信業者介接的平台系統，每一項系統的整合都是非常複雜且技

術難度高，有此平台系統讓愛爾達能快速與任何新的電信合作廠商建立合

作，提供數位影音內容服務。 

3. 影音數位化與後製能力，提供完整行銷服務 

愛爾達本身擁有影音數位化與後製作的能力，公司內有影片剪接設

備、數位化設備以及影音後製作設備，且擁有一個小型的攝影棚，加上有

三條T1可以將數位化之後的content直接傳送到中華電信的網路上，因

此能提供合作廠商最完整的數位化、影音後製、行銷及上架服務，如此完

整服務，讓愛爾達成為CP廠商最佳的aggregator合作夥伴。其服務項目

包含： 

(1) 影音網站建置，架設。 

(2) 影片數位化轉檔製作:錄影帶、錄音帶及BetaCam等母帶轉成數位
影音檔案。 

(3) 網路CF36影片拍攝製作。 

(4) 舉辦記者會、活動LIVE直播工程。 

(5) 網路節目拍攝製作。 

因此許多合作廠商能在愛爾達直接錄製節目，從教學節目到娛樂節目

都有，許多電視台直播節目會找藝人來錄製訪談性節目。此外例如與

UDN(聯合新聞網)合作，直接在愛爾達的攝影棚內錄好影片，接著立即進

行數位化，然後直接傳送到中華電信的網路平台上，因此 UDN不必出人

力、頻寬、機器就可以完成節目製作並且立即上架網路，非常方便。 

                                                 
36 CF是 Commercial Film的縮寫，也就是電視上的商業廣告影片。CF是各種媒體廣告中，效
果最大、成本最高也是最耗費人力的廣告類型。當然也是眾多模特兒競相爭取演出的熱門工作。
很多知名的明星都是從拍 CF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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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龐大CP與媒體廠商，提供完整加值內容服務 

愛爾達合作廠商廣及電視業、廣播業、唱片業、網路業等，結合超過

120家國內外最優秀的CP業者、媒體業者，提供電影、線上戲劇、音樂、

綜藝、廣播、KTV、財經、新聞等多元、有價的影音加值內容，讓消費者

得到最想要、最全面、最渴望的網上資訊。 

經過多年努力愛爾達已建立起如此完整的合作網路，成為其最大資

源，也是其他競爭對手短時間內難以建構的。其主要合作廠商如下表所示： 

 

《表4-1-2》愛爾達營運業務圖 

結合產業 合作廠商名單 

唱片業 與上華、維京、福茂、乾坤、勇士、銳音、華納、滾石、

友善的狗、環球、豊華、EEI、常喜、宇宙、歡樂盒、

華特、魔岩、電星、飛渡、老虎、艾迥等22家唱片公

司合作提供線上音樂服務。 

電影業 與春暉、學者、迪士尼、中影、龍祥、年代、環球、福

斯、華納、米高梅、盧卡斯、東方、好萊塢等數十家電

影公司合作，提供最新電影資訊及線上電影。 

電視業 與台視、中視、華視、公共電視、三立、八大、超級太

陽台等電視媒體合作提供電視節目。 

廣播業 與台北之音、台北愛樂、全國廣播電台、Power989、飛

碟電台、亞洲電台、ICRT、中國廣播公司等合作。 

網站業 愛爾達整合各類入口網站及ICP網站，目前與愛爾達合

作之網站包括著名社群、電子報、財經、影音、娛樂、

新聞等多家網站。 

資料來源：愛爾達網站資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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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內容管理機制 

數位內容管理方面，愛爾達的核心資料庫對CP端要有content上下

架管理的功能，及上下架時程規劃的功能，管理所有影片上下架的時間

點，愛爾達管理了數萬部的影片，因此這種繁瑣的工作不可能由人工完成

必須自動化。此外此系統還有License管理的功能，License管理用以確

定每一份 content是只被授權在某些平台播放還是能在所有通路上播

放，藉以做好版權管理。 

所有的 content均在愛爾達這邊做好數位化再傳送到各個電信業者

co-location的機房中，愛爾達的content主要存放在HiNet的機房，但

公司本身會備份極重要的 content，例如點播排名前十大的content，或

其他賣得最好的content，剩下的備份則由HiNet負責，因為資料量實在

非常大，如果每天全部都要備份成本太高，例如像新聞內容這種資訊取得

容易，因此就沒必要備份。 

愛爾達的內容管理系統都已經模組化，所以其實運用上很靈活，可以

依據各廠商不同需求，只給廠商想要的部份。若和一家新的公司合作，愛

爾達可以把影音內容處理好直接傳送到對方的中央平台，讓對方自己去處

理，但若對方什麼設備都沒有，也可以由愛爾達把整套系統複製過去，因

此合作模式很彈性。 

陳怡君總經理表示：「就像我們是中央廚房，由我們去support我們

下游的餐廳，若是我們下游的餐廳沒有中央廚房，我們可以幫他建造，若

是下游廠商已有中央廚房，我們就只把內容丟給他，讓他自己的系統去處

理。」 

(一) 內容管理系統 

愛爾達自 2000年開始自行研發一套影音內容管理系統，提供技術支

援與資料庫之間的介接軟體，配合電信業者後端的骨幹網路與網路基礎，

加上各家CP的影音內容，發展影音資料中心（Media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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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達將這套系統取名為 RMMS(Rich Media Management System)，

Media就是指content，Rich Media代表許多各種不同媒體的content整

合在一起，但愛爾達並未把RMMS這套系統產品化，而是經由模組化的方

式做客製化的服務，根據不同客戶需要不同的功能而客製化修改。這套

RMMS數位內容管理系統的主要功能如下： 

(1) 提供大型網站整合性多媒體內容管理。 

(2) 使用者認證機制與使用者資料管理、使用規則管理。 

(3) 數位內容保護機制與版權授權管理。 

(4) 帳務管理與顧客使用資訊報表。 

此系統功能完整，系統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4-1-4》RMMS內容管理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愛爾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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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管理 

愛爾達找在數位內容版權方面最優秀的律師事務所，外聘法務人員以

諮詢與版權相關各種的問題，每年付一筆錢購買固定諮詢時數，若用完再

另外加買。目前以蕭雄淋律師開的北辰著作權事務所的一位嚴律師為法律

顧問，北辰本身在著作權領域很資深，因此在版權管理方面給予愛爾達非

常大的幫助。 

愛爾達表示他們對於數位內容版權管理非常重視，且管理得很好。他

們與CP有制式的contract，其中最重要有三個部份： 

(1) 版權問題：因為所有權在 CP身上，因此很重要的是合約內容中
須寫明CP將版權授權給愛爾達。 

(2) 責任歸屬問題：合約上要求版權有發生任何問題或有侵犯他人權
益的時候，責任是歸屬於CP。 

(3) 授權範圍問題：合約上需寫明內容授權範圍為何、授權的片子是
那幾部片、是否只能在台灣地區播放或是限制在某個區域。 

愛爾達經營的hiChannel和 CH5就能做到鎖 IP37，透過 internet鎖

IP的方式可以判斷user IP來源以提供不同服務以保護內容版權。 

此外幾年前工研院曾與愛爾達接洽詢問他們是否要對 RMMS系統等技

術申請專利，愛爾達後來並沒有申請，但未來在STB與數位電視方面愛爾

達可能會考慮申請專利。 

陳怡君總經理表示：「在網路世界申請專利不一定適用亞洲，而且就

算像 eBay申請了許多專利大家還不是都在做拍賣？告不完根本就沒用，

不過未來我們有些東西考慮要申請專利，就是把一些虛擬的東西做到實體

上面的部份，是未來和TV端有關的東西，不過這還是機密。」 

                                                 
37 IP(Internet Protocol)網路位址，代表某台電腦或連線在網路世界的”地址”，用以分辨不同連線
來源，「鎖 IP」即是針對不同連線來源提供特定服務或限制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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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營模式與發展趨勢 

愛爾達的網路內容加值服務由 2001年開始，除了中華電信以外也有

幫一些其他廠商做網站維運。此外愛爾達也與新加坡電信、大陸中國電信

合作，以整個亞洲為目標市場。 

陳怡君總經理表示：「把網路當成通路，把加值內容當產品，hiChannel

可能是最大家的連鎖商店，但像中時電子報也一種 portal，可以說在上

面闢一個專櫃給我，然後他們固定抽多少比例的通路費，那他們就不用自

己去找產品，他們原本是新聞內容，這些影音內容就是多的附加價值。」 

(一) 經營模式 

愛爾達在寬頻影音是非常資深的元老公司，與ISP以「拆分比」的方

式合作，由電信公司統一先向user收費之後再依比例與aggregator、CP

拆帳，這樣的合作方式國內是由愛爾達最先開創的，也就是現在所謂

“Profit Sharing”或“Cost Sharing”的合作模式。因此愛爾達的經營

模式為與CP合作但不買斷版權，幫CP解決在網路上上架的問題，另一方

面則透過中華電信收費同時解決頻寬的問題，而愛爾達則扮演

aggregator的角色，負責做許多的implement。 

Profit share比例在寬頻影音市場方面，CP至少要4~6成，一般CP

分 50%左右，因為網路上做數位化的廠商很多，且通路也很多，所以 CP

議價能力較強；第二為電信業者大概會分2至3成，因為電信業者要提供

頻寬、billing system，且電信業者具有user base，需第一線提供使用

者內容服務還要負責收費，所以一般分三成，而愛爾達這則分兩成，所以

就是以5:3:2的比例來拆帳。 

但在行動加值上卻不同，手機上java download愛爾達和中華電信約

是8:2拆帳，然後愛爾達再跟CP拆帳，在寬頻網路上CP拿得比較多，因

為技術較成熟很多公司都可以做，但在行動加值方面因為不能像

internet打個網址就連過去，所以一定要放在operator上面，選擇性較

少，因此愛爾達對CP有較大的議價能力，所以CP至多只能拿三至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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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模式的分工上，愛爾達負責 aggregator和 middleware這一

塊，並且以愛爾達研發的平台系統做為 Media Data Center(MDC)，CP業

者可以透過寬頻做現場直播、隨選視訊、互動節目等，而每個合作 CP的

content經由愛爾達的RMMS系統介面傳送進MDC，經愛爾達與電信業者整

合後，提供end user內容加值服務。用戶可能有PC端的ADSL用戶、Home 

User端的Set-Top Box用戶，或是透過某種gateway連線的mobile user

或PDA user。 

愛爾達的經營模式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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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RMMS內容管理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陳怡君總經理說：「愛爾達團隊深信：要作不一樣的買賣，需要用不

一樣的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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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收現況與未來發展 

愛爾達經營的CH5與hiChannel網站收費方式有兩種，一種是pay per 

view另一種是包月制，根據愛爾達內部統計分析，最受使用者喜愛的內

容前三名為娛樂、戲劇與電影，娛樂包含了一般的綜藝、寫真、MTV等，

若以 pay per view方式的來看這三項就佔整體營收的 80%，但包月制則

較無偏好上的差別。 

2002年愛爾達 VOD的 Revenue成長七倍，由一月的一百萬到十二月

底成長為七百萬，全年度營業額為4965萬，與電信業者、CP拆帳後分得

近兩千萬。現在的成本主要是員工薪資，不過一兩年投入許多的設備到現

在也還在攤提，但已快攤提完成。陳怡君總經理樂觀的表示，今年(2003)

以到目前四以份的成長情況來看，預計2003年6月就會突破單月營收六

千萬，而全年營業額預估將成長為1.5億元，如果市場大幅成長明年營業

額也許會再成長三倍。 

陳怡君總經理表示：「成長的主要原因在於市場慢慢跨足到 TV端用

戶，但經營策略要電信業者、CP和aggregator一起去打這個市場才會成

功，加值內容、加值業者和ISP一定要好好合作才有機會，事實上我們現

在許多行銷的策略也陸續在推，像過去有一波就是靠「內衣主播」把知名

度拉上來，每一波都有獨特的行銷優勢。同樣的，由PC端要走到TV端，

行銷手法由虛擬走到實體，用戶數自然會成長上來。」 

此外在大陸市場方面，因為大陸市場盜版非常泛濫，content不值

錢，所以愛爾達未來和大陸廠商主要是合作手機的Java Download，專注

在經營 Java Game和 Java Video，大陸目前非常看好這塊市場，愛爾達

原本六月就要去上海和北京設分公司，因為 SARS而延期。由於愛爾達的

大股東台達電子在大陸原本就有三十幾個分公司據點，因此未來愛爾達要

在大陸設點經營將不困難。 

愛爾達已有上市公開發行的計畫，因為今年已經開始獲利且業績持續

成長，然國內因為經濟還不景氣，先求收入平穩，最慢後年就會在台灣上

櫃完成，目前考慮先從美國IPO，因為美國申請較快，只要有外資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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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到一年內就可以IPO，而陳怡君總經理表示已經有外資在美國幫愛爾

達處理IPO事宜，不過由於這個市場變化速度很快，目前還是機密。 

(三) 經營上之挫折與困難 

1. 經營模式選擇 

愛爾達公司經營現在雖然漸入佳境，但其實過去幾年也遭遇不少挫折

與嘗試失敗才有今天的成果。在第一年剛成立時愛爾達原本想要自己製作

content，後來發現這是個錯誤的 model，因為愛爾達之所以能整合這麼

多的內容供應商，就是因為愛爾達很中立，因此如果愛爾達自己變為製片

商就會有問題。但如果是片商想拍片沒有攝影師、攝影設備，那愛爾達可

以協助他們，但愛爾達不能自己跳下去做，所以所有 content都是與 CP

合作。 

2. 要定位清楚，創新、專業和團隊缺一不可 

愛爾達認為經營過程中最大的困難也最重要的是要「定位清楚」，而

愛爾達目前的定位已經很清楚、核心經營的模式掌握到了、核心的技術也

已經開發了，目前不要犯錯即可，但陳怡君強調第一還要創新，第二是要

專業，且要不斷的提升專業知識，這個專業知識是要隨著環境不斷演練和

成長的，數位內容加值服務還是個 uncertain的 market，下個月來跟我

談、半年後來跟我談都很不一樣。第三個就是人，要有非常堅強的團隊，

這也包括公司的企業文化、公司領導者的特質、公司股東結構是否健全、

能否提供員工良好的工作環境，所以陳怡君認為在經營上一定要有

Innovation、專業和堅強的經營團隊這三樣要素，缺一不可，最後再加一

點運氣。 

3. 缺乏專業人才 

愛爾達認為目前唯一較大的問題在於，複製他們的經營模式到大陸、

新加坡等市場會人力不足，好的人才的養成需要時間，這也是愛爾達積極

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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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來產業趨勢 

1. 寬頻影音將從PC端走向TV端 

陳怡君認為台灣目前網路VOD只有做到「線上錄影帶店」而沒辦法做

到「線上電影院」的市場，主要因為使用者還是以PC端而非TV端為主，

除非未來能做到成為「cable的多一台」而非取代有線電視，或是成為一

種小型電影院或家庭劇院，在VOD的市場一定要從PC走到TV也就是從書

房走到客廳。因為在PC上看影音內容是很personal的事，但是好的影片

一定會想在大螢幕上看，她舉例就像看 Matrix Reloaded(駭客任務 II)

一定會想在大螢幕上看，所以 PC與 TV的用戶特質是很不同的，但未來

Broadband和 TV的市場是誰整合誰就很難說，看硬體廠商怎麼做以及使

用者習慣的改變。 

2. 無線化(Wireless)為家庭趨勢 

此外愛爾達認為未來影音加值服務一定會走到TV端，但未必是以STB

的型式，但「無線化」是未來的趨勢，未來一個家庭不應該接很多線而是

有wireless的家庭環境，走到那都可以看得到多媒體的資訊。 

3. 戲劇和電影將異軍突起 

從網路加值來看，content還在PC端，還沒有killer application

出來，content在 PC端大家還是覺得情色是重點，但是戲劇和電影有異

軍突起之勢，尤其是戲劇，因為戲劇是一集一集的，一集10到20元的收

費，user如果喜歡，一集沒看到就會覺得很可惜，所以這一塊市場黏度

比較強，收入都還不錯。而且有個特殊的現象就是電視越紅的戲劇，一下

片在網路上就賣得很好，一部戲劇在電視上promote的越好在網路上就越

好，有正向影響，而非像許多人認為的是電視上看得的東西誰還要再到網

路上看，事實並非如此。就像唱片一般盜版賣得越好代表正版也賣得越

好，因為會買正版的人就是固定的人，這是一個特別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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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t-Top Box市場遲未成熟 

Set-Top Box的市場在台灣為何起不來？陳怡君總經理認為做STB的

都是工廠，他們都認為要用STB來取代Cable，但“it’s impossible”。

她認為這樣的經營觀念就錯了，因為 Cable在台灣已經存在這麼多年，

user都習慣這種單向push的收看方式，就算多了一個互動的方式，想法

應該是「多了一台」，就像我們看DVD可以切換到不同的模式。 

目前STB的廠商都想說要取代cable的廠商來經營，這是不可能的，

現在的STB廠商都想要自己做戲劇、財經、卡啦OK等頻道，但根本都乎

略了其實影片授權並不容易談到，且還有許多版權上的know-how。 

另一個原因就是製造cost太高，現在一台STB少則六千，多則一兩

萬，而且還要再加上架置線路費，如此一戶的成本至少要一到兩萬，還沒

收費每一戶就要成本一萬到兩萬，這樣成本需要好幾年才能回收。 

不過時間會逐漸解決這些問題，例如技術成熟會cost down，第二就

是片商對於網路版權越來越open mind，於是在開拍或買片子時就會把這

部份的成本估進去，因此成本會越來越低。 

此外電信業者的態度也很重要，電信業者不能有獨大的心態，覺得自

己的平台不能和 Cable業者介接，Cable系統業者認為電視後面接的是

Cable，但電信業者認為電視就是接一條ADSL就好。因此電信業者和Cable

業者都要有異業跨平台整合較宏觀的心態，願意整合才能成就這個事業，

整合完了再慢慢去演練和淘汰。 

愛爾達認為要發展STB市場必須上下游產業都非常成熟才行，不論是

STB廠商還是CP廠都應先經營他們能經營的市場，再用10%~20%的資源去

開發新市場，同樣電信業者在用戶數飽和後要先擴充他們的頻寬，但他們

的建置成本高，應該要等到更breakeven後才再去擴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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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機行動加值市場 

陳怡君認為「手機規格的制定」、「頻寬環境的更成熟」以及未來「收

費機制的建立」這三塊是行動加值未來最需解決的三個問題，此外也詳細

說明以下幾個行動加值市場的趨勢： 

(1) 行動加值將走向影音多媒體 

愛爾達認為以前廠商不看重行動加值，但現今手機已經飽和了，每個

人可能都有一隻手機及一到兩個門號，沒有人可以再買手機，所以行動通

訊上的獲利要從加值內容出發，而直到出現SMS、鈴聲下載、圖片下載之

後，廠商才漸漸覺得手機上的加值服務也是一塊市場。此外不斷推出新的

服務也會促進大眾換新的手機，但因此服務的內容一定要很新。現在的行

動加值服務多是靜態的，因此廠商思考可不可以再動態一點、炫一點，所

以就朝多媒體內容發展。不過目前的手機的頻寬還不足以支援多媒體內容

的服務，而且java手機也還不夠多，但這市場是一個趨勢，像NOKIA和

Motorola接下來出產的手機都有java的功能。 

(2) 手機播放規格將統一 

行動加值有許多 know-how，手機有 128*168等多種螢幕規格，影片

在不同手機上播放都需要經過轉換，所以現在 CP要為每家廠牌、每支手

機做一次轉換，CP會很辛苦，但愛爾達相信行動加值未來一定會有統一

的規格，或許廠商和廠商間沒辦法統一，但至少同一家廠商未來手機的規

格會統一，形成NOKIA、Motorola和Eriksson三大廠商各一種規格，這

樣CP就比較容易經營。 

(3) 傳輸與編碼技術門檻高 

愛爾達認為許多國內公司還未進入行動加值市場，是因為行動加值技

術的 know-how不同，若是在網路上因為播放技術與軟體很 popular，像

Windows Media Player、Real player、Quicktime等播放軟體容易取得，

且數位化encoder的軟體、producer的軟體都非常popular，此外client

端播放的軟體都非常popular，而且幾乎都是fre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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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手機端的數位化operator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CP必須將內容變

成可以WAP push或java push的digital content，這些技術一般CP比

較陌生，而且encoder的軟體是全新的，不是media player或Real Player

這種大家原本很熟悉的軟體，大多不是很普及，而是要撰寫 java程式來

防止被盜拷，很多CP還未熟悉所以進入比較困難。 

(4) 行動加值內容易做廣告性宣傳 

相對於寬頻影音加值服務，行動加值的content比較容易做廣告，因

為行動加值需要的影片不長，可以做成一種promotional的內容，例如可

將現在的職棒大聯盟或NBA球賽，剪接成一段5~10秒的精彩畫面，做成

一種 promotion，與電視等廣告媒體結合，可是 internet就沒辦法，只

能透過banner方式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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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一、 公司簡介 

滾石移動，成立於2002年8月，前身為滾石網絡科技娛樂通信事業

部，主要業務內容為無線娛樂內容服務平台及產品的開發與經營。目前市

場版圖已正式跨足中國大陸市場。除了與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和信以

及和信 i-mode、遠傳、泛亞及東信等系統業者擁有穩固的合作關係外，

並與中國第一大行動通訊業者「中國移動」建立起長期的合作，目前也與

廣東移動、福建移動策略聯盟，在中國大陸成功建置無線娛樂服務平台，

預計 2003年底市場版圖將囊括台灣全區、中國沿海與內陸各省，正式開

啟大中華區無線娛樂服務市場的龐大商機。 

滾石移動於2002年7月由滾石集團中獨立出來，成為滾石集團旗下

獨立的公司，滾石集團是一家創始於台灣的公司，其經營理念為『帶給全

球華人最好的影音娛樂』，因為擁有這樣一個盡乎完美理想的經營理念，

滾石集團一直堅持以最先進的多媒體科技來呈現所有的影音娛樂產品，而

滾石集團概觀，以及滾石移動在集團中的相對位置與業務內涵如下頁《圖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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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滾石集團業務概觀圖 

資料來源：滾石移動 

 

滾石移動的成立，主要催生原因在於台灣的盜版猖獗，迫使滾石集團

積極轉型38，滾石唱片在1996至1997年間，營運達到最高峰，穩佔華文

地區唱片業霸主。但1999至2000年間，盜版猖獗，台灣唱片市場半壁江

山淪陷，中國大陸盜版甚至超過 95％。滾石唱片市佔率最高，受的衝擊

最深、也最痛苦。 

                                                 
38 滾石移動現任執行長馬良駿曾在受媒體專訪時說：「一把刀子砍過來，不能不理它，一定要
去抓住它。」，說明了滾移集團轉型與跨入行動娛樂市場的必要性。 

滾

石

集
團 

滾石移動 

滾石網絡 

滾石媒體 

滾石音樂 22年以上的全球華文流行音樂領導者。 

跨媒體經營雜誌、書籍、電影、電台及
出版行銷網絡。 

經營網路音樂服務、網路數位版權管理
及電子商務等服務。 

提供手機娛樂服務、行動數位版權管理、

行動數位資產服務發展及管理、行動數位
多重接入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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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組合與目標市場 

(一) 市場定位 

從黑膠唱片、錄音帶、CD，滾石一直是華文世界中最早擁抱新媒體與

新科技的公司，但 mp3出現後，新科技與唱片界的掌握能力差距實在太

大，導致整個唱片業都反應不及，直到現在，音樂業界都還不能有效回應。

因此 1999年起，滾石集團正式成立滾石網絡，製作流行娛樂內容網站、

也開始投入語音、手機鈴聲等內容製作。一開始，滾石認為可以從手機鈴

聲做起，畢竟滾石的專長就是「創造流行內容」，想法很單純，也很模糊。 

滾石集團是華文地區最大的流行音樂發行商，而「滾石移動」定位為

華文區最大的流行音樂行動娛樂內容及平台業者，如今滾石移動已開始進

入中國市場，希望真能成為華文流行娛樂內容的共通平台。 

此外從使用族群來看，根據滾石移動做過的一些消費者行為分析，目

前目標族群是17到34歲的使用者39，這是滾石移動在這行兩年半累積的

經驗。使用者男性比女性略高，行業來講從事服務業的最多，而學生是一

個最大的customer base。專案經理吳柏漢表示，滾石移動目前主要的市

場是學生和白領階層的上班族。 

(二) 營運業務 

滾石移動所有的產品都和藝人相關，因為這些產品比較獨特，而且滾

石移動非常focus在行動加值的“娛樂”上，就如同滾石移動長久以來強

調的企業精神--“In Fun We Trust”，堅信娛樂會帶給大家不一樣的生

活40。 

滾石移動相信行動娛樂的精神，滾石移動認為他們提供的是年輕人喜

歡的、一種新的生活形態，雖然有許多人覺得行動加值會像幾年前的.com

公司一樣只是曇花一現，但他們行動加值和.com公司的經營模式完全不

同，認為行動加值服務在未來一定會很成功。此外也有很多人會把mobile

和wireless混淆在一起，以為手機上網就像wireless LAN，其實mobile

                                                 
39 專案經理吳柏漢表示：「因為 18歲以上才可辦手機，但許多 17歲以下年青人用家裡父母的
名字來辦手機，但我們無法追蹤，所以也許實際使用族群的年齡層更低些。」 
40 美國鈔票上印有”in GOD we trust”，而滾石移動取其義，表示他們相信行動加值要以”娛樂”
為出發點，才能帶給大家不一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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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著人走，wireless LAN是在固定區域內，因此兩種服務的模式完全

不同。而滾石移動未來也不會改去做網站經營，否則會loose focus。滾

石移動目前的網站像是一個菜單，在上面看使用者要點選什麼服務，但最

後仍要回歸到用手機撥號進去使用服務。 

滾石移動提供了完整的行動加值服務，手機使用者透過 WAP上網或

IVR41的方式取得各種加值服務，像是手機鈴聲下載、圖片下載、最新流行

的彩色手機MMS42服務，及透過Java Download技術的Java Video和Java 

Game下載等還有數十種行動加值服務，滾石移動目前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範圍如下圖所示： 

 

《圖4-2-2》滾石移動產品與服務範圍圖 
資料來源：滾石移動 

                                                 
41 IVR(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互動式語音回覆系統，源自美國國防部的語音辨識技術，以「聲
音」為介面，可以聰明地辨識來話者的需求，現今多為聽取語音指示後使用者透過電話按鍵輸
入選擇的服務項目，經電腦系統處理後再將結果回覆予來話者，未來若加入先進的語音辨識技
術後，更可透過電話語音完成許多複雜的自動化互動服務。 
42 MMS(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 多媒體簡訊服務，一種透過簡訊傳送多媒體訊息的新服
務，可使簡訊內容包涵文字、影像、聲音、圖片與動畫等的結合。 

塔羅、星座、 
生命靈數 

滾石移動 
 

和信i-mode YOYOROCK YOYO666 YOYO*98(大陸) YOYO168 

服
務
類
別 

服
務
品
牌 

遊戲 音樂及明星 歌迷俱樂部 圖像 星座占卜 

現有
服務 
與 
產品 

星語傳情 
哈啦DIY 

YOYORING 
i-YOYORING 

卡啦OK 
歌曲點送 

YOYOLook 
明星圖形 

專屬官方 
歌迷俱樂部 

賭城大亨 
冒險樂園 

[i-mode] [i-mode] [i-mode] 

即將推出 
服務/產品 

演唱會現場實況轉播、歌迷交友、猜謎、多媒體手機遊戲、 

多媒體訊息、娛樂相關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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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石移動目前最成功的「YOYO666 手機娛樂網」,網址為

www.yoyo666.com，是國內第一個也是唯一能透過三個數字簡碼 666，跨

五大電信系統，提供各式行動加值和行動娛樂服務，不論使用中華電信、

遠傳、台灣大哥大等任何系統的手機用戶，都能隨時透過手機直撥666，

獲得最新最完整的行動娛樂服務，yoyo666的服務方式非常簡單，手機直

撥666後再加上1到9的數字，分別代表了不同類別的加值服務，非常方

便，其產品與服務如下表所示： 

《表4-2-1》YOYO666手機娛樂網服務內容表 

手機直撥 
號碼 服務類別 服務內容 

666-1 YOYO發燒站 最新產品及促銷活動。 

666-2 YOYO鈴聲王 
最新歌曲及全產業歌曲鈴聲(國語、西
洋、東洋、古典⋯等)、單音集和弦鈴聲。 

666-3 YOYO圖形王 
偶像藝人圖形、個人化圖形、流行圖形
等。 

666-4 
YOYO流行音樂

台 
最新流行發燒歌曲首播與排行榜、30秒
個人留言。 

666-5 YOYO行動KTV 
可升降KEY調整錄音伴唱功能及30秒個
人演唱。 

666-6 
YOYO明星俱樂

部 
可米偶像特區、孫燕姿行動頻道、李威
的迷彩世界⋯等。 

666-7 YOYO心情快遞 
明星起床號、私房話、明星代言人、紀
念日等。 

666-8 
YOYO幸福開運

台 
獨家唐立淇老師之生命靈數、塔羅及星
座占卜。 

666-9 
YOYO行動大放

送 
電視、電臺、平面媒體媒及消費性領導
品牌(Pepsi、統一)合作促銷活動。 

資料來源：滾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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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架構與核心能耐 

(一) 組織架構與運作 

滾石移動目前的人力是台北、大陸各約 40人，滾石移動很多人員都

是從原本滾石集團旗下滾石網絡 rock internet corporation(RIC)中，

負責gogorock、rock cola等網站的人員調來的，因為internet泡沫化，

滾石集團覺得mobile entertainment是個新趨勢，所以從RIC Spin-off 

出來，因此現在RIC規模就變小許多，但還是做些音樂內容的服務。 

以滾石移動在台灣區的公司而言，組織主要分成事業發展部門(BD)、

產品部門、技術部門和行銷部門等四大部門。事業發展部門是負責對外的

開發，例如和外界的結合、和電信業者的結合、和唱片公司的結合，但和

一般的業務單位不同，因為其實滾石移動的客戶是較固定的幾家公司，主

要是負責和這些公司間的合作洽談；產品部門分為多個產品線，有音樂製

作、鈴聲製作、圖形製作等，還有許多的頻道，每個頻道都設有產品經理，

負責研究每個頻道的定位是什麼、頻道如何成長、頻道內容如何設計、使

用者打進來後怎麼玩，此外產品部門也要和技術部門溝通與互動；技術部

門負責將各項加值服務所需的產品或平台開發出來，解決各種技術上的困

難；行銷部門針對滾石移動所有平台的推廣及企劃來加以規劃。 

在滾石移動的40名人力中，技術部門的R&D人員就佔了整體人力的

一半，而且都是來自不同技術背景，有專門做 java技術、IVR技術、系

統開發、程式撰寫等等。在大陸公司方面因為大陸很大，滾石移動分為華

東、華南與華北三區來經營，現在已經開通九個省份，而大陸分公司也是

技術人員佔了一半人力，所以滾石移動雖說是做行動娛樂加值服務的公

司，但可見其技術實力很強。 

滾石移動不遺餘力的研發新技術，在多項技術突破、服務平台整合等

方面，受到全球知名IT雜誌《CIO》的評選肯定，於2003年1月份獲頒

「CIO最傑出獎（CIO Award）」，展現了滾石移動具有創新性、領導性並

有競爭力的企業特質43。這份IT產業界至高無上的榮譽，不只是對滾石移

                                                 
43 每年《CIO》雜誌都會遴選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 100家企業，滾石移動即獲選亞洲區《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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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鼓勵，更是肯定滾石移動經營團隊和技術團隊在業務創新、技術研

發、使用者服務上所做的深耕努力。 

(二) 核心能力 

1. 信仰、熱情與經驗 

專案經理吳柏漢強調，在這個行業中每個人都要有熱情，要相信

“Mobile Entertainment”而非“Mobile Internet”，滾石移動中的員

工就是有著相同的信仰，相信行動娛樂產業絕對是未來的明日之星，把他

們現在正在做的事當做一個信仰而非工作。 

滾石移動會接觸很多電信業者、很多新公司提出很多很棒的技術，但

滾石移動不會掉進技術的思考中，有很多很棒的技術，但市場不是在現

在，滾石的人都要有行銷的經驗去判斷市場的可行性，而且心態要很年

輕、很有創意，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要什麼。 

2. 建立666品牌和系統，簡化流程 

滾石移動的服務其實很多廠商都在做，包括鈴聲和圖形下載等，像流

星花園、0204等服務很多廠商都在做，但滾石移動能提供這麼多元化的

產品與服務，「品牌」和「系統」才是滾石核心的競爭優勢。 

吳柏漢經理說：「別人要知道我們的品牌價值以及yoyo666手機娛樂

網在做什麼，像yahoo裡面的內容在很多地方都拿得到，但為何是yahoo？

所以就是我們的branding和系統，其實我們任何的business model都是

開放的，包括我們和百事可樂、來一客、udn、star TV合作都是開放的

模式，但是我們所擁有的資源和別人是不一樣的。」 

滾石移動最大的優勢是國內在行動加值市場，唯一擁有三個數字簡碼

(666)、跨五大電信合作能力的aggregator。相較於國內其他廠商，滾石

                                                                                                                                          
雜誌 100家企業首選前五個「CIO最傑出獎」，經過專業分析師組成的評審團投票後，在這 100
家優秀企業中，再選出五個最傑出企業頒發「CIO最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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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比較特別，他們是和五大電信業者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取得一組666

的簡碼來提供加值服務，國內其他業者只有短期合作拿到幾組特殊的簡

碼，且沒有一組簡碼是可以跨全平台的，因此在行動加值的平台整合業者

中滾石移動幾乎沒有競爭對手。 

專案經理吳柏漢表示：「很多的想法是很可行的，我們的系統就是把

這些流程簡單化，這也是我們的core value，例如把java、MMS等放在

一個超級無敵的平台上並沒有這麼容易。」 

而吳經理也戲稱說這算是個奇蹟。因為滾石移動進入市場很早，若現

在有新進廠商要做並不容易，現在國內電信業者也開始自己提供五碼

(555xx)的類似服務，五大電信業者合作，希望明年或後年能推出一家通

全部通的服務，因此未來滾石移動未來更要加強本身的 branding以及

content豐富性。 

3. 最豐富的內容，完整的合作網絡 

滾石移動接觸的對象很兩極化，一方面要接洽像廣告公司、唱片業者

等創意導向的公司，但另一方面要接洽較為技術導向的電信業者，滾石移

動處在這兩者之間，要做很好的coordinator，這也是滾石移動很重要的

能力之一。國內現在一般提供鈴聲下載，能有3000首就算大型的廠商了，

而滾石移動目前提供的手機鈴聲下載更早已超過 5000首，可見其內容之

豐富性與完整性。滾石移動目前主要的服務的手機品牌是 NOKIA和

Motorola，未來也計畫陸續開發SonyEricsson、OKWap、Samsung、Siemens

等手機規格的加值服務，且已與各廠商在技術上積極合作中。 

滾石移動的合作廠商相當完整，例如音樂方面與國內五大唱片均有合

作；新聞方面與 udn(聯合新聞網)、star TV等合作，做即時新聞簡訊；

電信業者方面也與國內五大電信業者均有合作，因此滾石移動的合作廠商

不論在內容供應商方面或電信業者方面都相當完整，這也是滾石移動幾年

來努力建立的資源，其他競爭者短時間內難以建立如此完整的合作網絡。

目前滾石移動主要的合作廠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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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滾石移動主要合作廠商表 

分類 主要合作廠商 

內容供應商 

滾石唱片、Universal、Sony Music、華納音樂、BMG、EMI、

阿爾發音樂、可米家族、Star星空傳媒、udn聯合新聞網、

PLAY BOY、錢櫃、好樂迪 

電信業者 

中國移動通信(China Mobile)、中國聯通(China Unicom)、

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中華電信、和信電訊、台灣大

哥大、遠傳 

技術合作夥伴 
SIEMENS、NOKIA、Motorola、Ericsson、CBea、Sun Micro、

BenQ、Alcatel、SAMSUNG、Panasonic、Openwav、YAMAHA 

資料來源：滾石移動，本研究整理 

 
4. 專案管理能力 

吳柏漢經理表示要做一家好的aggregator，「專案管理」的能力非常

重要，因為有這麼多的產品、這麼多的頻道要整合，之間的 coordinate

很重要。以滾石移動內部為例，技術部門和產品部門、行銷部門、事業發

展部門之間要有一個很好的 project management，那一個產品先上架、

什麼時候上架、他的projecting schedule是什麼都要做好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基本上是滾石移動的核心能力，每樣產品都要

上線技術部門很難協調，所以工作流程的安排是很重要的，就像工廠在做

上線管理一般，而這專案管理流程和本身公司文化結合很重要，吳經理表

示專案管理能力是現在很多IT公司的核心，說起來很簡單，但實際要做

得好必須協調行銷部、技術部、產品部、事業開發部等各部門才得以完成，

滾石移動的每個 PM都需同時具備技術背景和行銷經驗，能夠協調技術部

與行銷部，而滾石移動經過長期的調整與經驗，現在已有很好的專案管理

人才和專案管理流程，成為其核心能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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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內容管理機制 

(一) 內容管理系統--MASP多重接入平台技術 

滾石移動之所以能成為國內最大行動加值服務 aggregator，除了長

期建立的品牌與簡碼外，支撐這龐大加值服務的背後是滾石移動自行研發

的一個完整平台系統，滾石移動稱之為一個「多重接入的平台」

--MASP(Multiple Access Services Platform)，透過此平台能將原本不

同平台系統上的服務整合在一起，同時與手機、電腦、電話等系統介接，

提供使用者IVR、SMS、WAP等服務。而滾石移動也於2003年1月完成與

全國各大系統業者結合，透過 MASP平台成功推出全台唯一手機直撥 666

的行動加值服務。 

MASP是一個很大的server，滾石移動購買Sun Micro的系統加以修

改，並撰寫程式自行研發而成。MASP的功能對內容供應商方面，能將各

家 CP的content整合放到 database中，MASP再將各種內容編碼做資料

庫管理，content有鈴聲、歌曲、語音、音檔(midi)等，這些都是需要被

管理的，例如拿到一個鈴聲的 publishing right之後，滾石移動自己做

數位化，然後做產品編碼。滾石移動對每個 CP都會編一個他們專屬的號

碼，其概念就像一般的物流管理使用“條碼”的概念一樣，例如傳統服飾

業每件衣服barcode上面第一碼代表年份、季節、品牌、尺寸等，每一碼

都有不同的功用，而滾石移動也是針對每個 CP給予不同兩碼到三碼的編

碼。而使用者端則透過手機、PC、電話等不同的access連到MASP，因此

如何辨認各種access要求再發送出去是最重要的功能。吳經理點出，其

實mobile的生意和傳統產業是一樣的，只是傳統產業講的是通路，mobile

講的是access的問題。 

吳柏漢經理表示這種系統做得好不好關係到整個企業會不會成功，因

為此系統的功能還有許多，包括像loyalty report，所有產品都需要付

權利金給唱片公司、CP、Partner等，因此此系統要知道有多少產品在裡

面、被下載幾次都要記錄起來。因此MASP多重接入平台是滾石移動背後

能做好龐大數位內容管理的最大功臣。其架構概念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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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MASP多重接入平台架構概念圖 

資料來源：滾石移動 

(二) 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管理 

滾石移動內部有2~3位in-house的專職法務人員，同時還有其他合

作的律師事務所做 consultant，法務人員主要功用在於簽合約時的內容

諮詢，另一方面是為了“公正性”，因為滾石移動有很多partner、股東

也有許多是上市公司的重要人物，且希望以後IPO到公開市場集資，因此

從現在就需要合法的、公開的進行各項業務。 

對於數位內容的智慧財產問題方面，滾石移動認為他們的 content

不會有侵權的問題，因為滾石移動所有 content來源都有付錢，所有

content都要先得到合法的授權之後才發展產品，再置入平台、再推廣。

而為了避免可能發生侵權問題，滾石移動不會去跟任何的中間商、代理商

接洽，他們都直接與源頭 original的供應商接洽。滾石移動運用到任何

IVR手機直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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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授權的 content都事先與 CP談好，一次下載應付多少錢(profit 

sharing)，並以類似傳統產業的“季售”方式，每月結算。 

不過吳柏漢經理也表示MMS下載方面較容易發生侵權問題，因為雖然

滾石移動拿到合法授權的肖像，user也付費下載MMS，但若是user再傳

送給很多人，這個肖像權問題還沒辦法解決。滾石移動目前MMS用的都是

藝人的肖像，user下載後要再傳幾次滾石移動管不到，但電信業者還是

都在賺錢。目前想到的保護辦法都還不成熟，都有破綻，例如滾石移動當

然是可以設計一個機制去track(追蹤)，但很難，像MMS是圖片和音檔的

封包，很難track。而鈴聲下載方面就比較沒有問題，因為手機規格的問

題，目前下載後還沒辦法再轉寄給別人。因此以目前來看，鈴聲下載方面

較無智財權的問題，但MMS下載仍有侵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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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營模式與發展趨勢 

(一) 經營模式 

滾石移動短期目標希望成為mobile的portal，其經營模式是在建立

一個很健康的business model，滾石移動的business model和internet

不同，internet .com公司為何會倒？因為主要收入來源靠的是廣告，網

站和 mobile不同，因為internet 上 content是免費的，一旦廣告賺不

到錢就沒辦法支持他們的 CP，但滾石移動的經營模式是和電信業者綁在

一起，做 profit sharing，不是靠廣告或賣 content賺錢，而是和電信

業者、CP一起分享獲利。每一筆服務賺的錢雖然不多，但因為每筆營收

都可以分給滾石移動合作的CP，因此他們就可以生存下來。因此 profit 

sharing為滾石移動的經營模式，吳柏漢經理表示內容一定不會是買斷而

是用利潤分享的方式，未來五年十年也不會改變，如此整個產業價值鏈上

的公司才能存活下來。 

滾石移動的經營模式與其內部組織架構有著完美的結合，從流程上來

看如下圖所示，事業發展部向唱片公司、CP等拿到合法授權，然後產品

部門發展產品時，產品經理把要設計什麼樣的產品、什麼樣的 game、什

麼樣的服務勒畫出來，再來由技術部置入平台，可能是 WAP、web、IVR

等系統的服務，但通常滾石移動目前都是所有系統同時提供相同的服務，

一個產品什麼平台都有，最後則是交由行銷部門進行行銷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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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滾石移動經營模式內部流程圖 
資料來源：滾石移動 

(二) 營收現況與未來發展 

滾石移動目前資本額超過一億，營收部份2002年全年營收約八千萬

元，今年預計將會更好。若從加值內容來看，666的九項服務中以鈴聲和

圖片下載最為成熟，佔營收第一名的是鈴聲下載，第二名是圖片下載，這

兩個項目最多人使用。不過滾石移動也逐漸讓流行音樂台的服務成為一個

新勢力，因為滾石移動在音樂台中設有排行榜，且和T-music、台灣風雲

榜，channel V的榜中榜、MTV的風神榜等排行榜結合，使用者只要聽到

任何排行榜上喜歡的歌曲，都可以打電話進來滾石移動的流行音樂台聽。 

吳柏漢經理表示其實每項加值服務滾石移動都做得不錯，但鈴聲和圖

形下載是最穩定成長且不需要特別 promote的，其他加值服務都是

“promotional drive”，例如YOYO行動KTV之前辦過一個和張學友合作

的「手機新人王」活動，可以和張學友合唱，因此使用量馬上暴增。此外

吳經理也說，一般我們以為只有學生才喜歡使用這些行動娛樂的加值服

務，其實根據滾石移動的統計，至少有30%的使用者是來自上班族，他們

希望用獨特的手機鈴聲來代表自己的身份。 

事業發展部：整合並取得合法授權之產品內容 

產品部：發展新手機娛樂內容產品及服務 

技術部：建置並管理多重接入娛樂服務平台 

行銷部：結合電信業者及娛樂產業做聯合市場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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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滾石移動認為整個加值娛樂市場還在擴大，他們要面對的

是整個市場的變化，而滾石移動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自己，因此滾石移動目

前仍一直在擴充人力。而滾石移動在經營上也堅持一個原則：「不好玩的

不做、不娛樂的不做，辦任何活動都是以好玩為出發點，讓大家都很開心，

滾石移動所有的活動都是以創意為主。」像滾石移動最近舉辦的66696 UDN

追星調查局，每天下午 2:00就發個簡訊讓使用者提前知道夜間的頭條新

聞，讓使用者和娛樂相關資訊不脫節，而如果訂閱這個服務就有機會到

Tower音樂城，66秒不限血拼，東西隨你搬。由這樣的活動不難看出滾石

移動的創意與以“fun”為出發點的經營理念。 

(三) 經營上之挫折與困難 

1. 初跨數位內容加值服務市場，嘗盡苦頭 

2000年 2月開始，滾石網絡與台灣大哥大合推手機鈴聲下載，籌備

數月、投入無數人力製作，第一個月總收入卻只有新台幣560元，這讓滾

石深刻體會到跨進數位內容領域的艱辛。但是，正如同滾石推出的第一首

手機鈴聲：張震嶽的「一開始就沒退路」，數位內容這條路要走下去，就

沒有退路。 

滾石移動執行長馬良駿不斷研究台灣市場與日本 i-mode的不同，一

直檢視整個正在形成的價值鏈。後來，滾石決定以更大規模投入行動數位

娛樂內容業，自行開發軟體平台，也投入鉅資購買資料庫、昇陽主機系統。

2001年底，滾石集團決定，將行動娛樂部門從「滾石網絡」分割，並在

2002年8月正式成立「滾石移動」，讓行動娛樂與網路娛樂事業部門各自

對市場能有快速反應。直到滾石移動先後與台灣各家行動電話公司合作，

並在2003年正式進入中國市場，與中國最大的行動電話公司「中國移動」

合作提供行動娛樂內容，並且獲利開始逐漸增加，終於證明滾石的努力是

有成果的，也可見得要跨足數位內容行動加值服務的市場並不如想像中容

易，需要許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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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陸市場進入不易，但一定要進入 

2001年 4月為了打進中國市場，滾石移動嚐試拜訪包括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等中國各大行動電話公司，但是「滾石不像外界想的關係很好」，

在舉目無親的情形下，他們打了很多「Cold call」，一度中國移動推出「夢

網」簡訊服務，希望滾石盡快加入，但滾石考慮後婉拒。因為夢網主要是

以簡訊及行動網際網路為基礎平台，提供 SMS為主的服務平台，這與滾

石所相信的模式有相當差距。直到2001年10月，中國移動高層主管來台

灣拜訪，聽取滾石移動簡報，決定開始引進滾石的多重接入平台(主要加

入了語音接入平台及語音類產品及服務)，如圖鈴下載、歌曲點播、行動

卡拉OK、明星語音等娛樂內容服務等。福建廣東先「試點」做「*98滾石

移動娛樂」，中國移動則利用簡訊，向全國1.4億用戶宣傳。 

2002年4月滾石移動正式進入中國市場，7月時，「福建移動」推出

星*98滾石移動娛樂網，8月時，「廣東移動」跟進。滾石移動表示，很快

的，北京、山東、江蘇、上海、浙江、雲南也都將上線。目前滾石移動也

與中國移動合作發行聯名預付卡，提供用戶在付款上更多的選擇空間，提

升「滾石移動星*98」的使用率及普及度。 

滾石移動表示：「中國大陸市場一定要想清楚才能進去，不然會很慘。」

如果想要把業務及市場推廣實際在全中國「落地」就需要接觸100多個城

市，但滾石移動有深化在行動娛樂市場經營的決心，因此才能逐步跨入大

陸行動加值市場。 

(四) 未來產業趨勢 

1. 善用台灣優勢 另類思考求生 

滾石移動的理想就是用滾石移動的平台及涵蓋大中國的服務網絡，把

娛樂業與電信業的資源及科技整合在一起，提供新的娛樂服務。滾石移動

相信唯有兩個龐大行業盡速「磨合」，才能創造出更巨大的行動娛樂行業，

也才能儘速走過各自面對的寒冬。例如上次阿妹專輯首播，即是在滾石移

動平台上進行,這也是電信業與娛樂產業整合很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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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比較瞭解娛樂業，與技術公司看到的是有相當差異的。」馬良

駿執行長表示，「行動娛樂」是一個新行業。而且，「行動娛樂加值業，其

實還不算是一個產業。」他說，因為各國的電信業遊戲規則、技術規格都

不一樣，整個產業價值鏈關係其實還不甚穩固。但是台灣在華文流行娛樂

市場仍有主導地位，這是台灣的優勢。他表示，中國的流行音樂偶像，還

是認同台灣藝人。 

站在這項優勢上，滾石對於數位娛樂內容的經營仍是戰戰兢兢。「做

行動娛樂絕對不能用網際網路的思考模式。」馬良駿表示，未來12到18

個月，才是行動娛樂產業的重要關鍵。電信業的痛苦期才要開始，到 3G

普及之前，還會有許多變動，「到了2004、2005年，那時還活著的，才是

真正的贏家。」 

2. 大陸行動加值市場成熟將較台灣快速 

大陸行動加值的市場成熟會較台灣更快，因為中國移動已經在推彩色

手機、MMS，而中國大陸主要只有兩家電信公司：中國移動(佔 80%市場)

和中國聯通，因此電信業者主動推動此服務就一定會成功。但反觀台灣，

目前五大電信業者MMS服務要都能互通並不容易。 

此外大陸和台灣的計費方式不同，造成消費行為不同。在大陸簡訊比

通話費便宜，一個簡訊只要一毛RMB，但是用IVR打進去算一般通話的消

費，所以大陸人很會玩簡訊，也因此簡訊為主流，IVR為 secondary。因

此大陸這種所謂加值服務打進去反而比較貴，因為大陸廠商認為這是一個

“加值”的服務，當然要比較貴，其實很 make sense。不過滾石移動已

和大陸電信業者做好協議，大陸電信業者降價、滾石移動也降價，形成一

個很好的合作模式，讓使用者可以不用花這麼多錢就可以使用各種加值服

務。 

中國移動目前為止共與五家加值服務廠商合作，和他們的電信服務綁

在一起，叫12590“一按我就鈴”，而滾石移動則是用666簡碼，且是唯

一一家做娛樂相關的加值服務，其他都不是做娛樂的，像tom.com是香港

首富李嘉成的公司，此外也有提供news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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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柏漢經理表示：「大陸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台電視，但卻幾乎都有一

支手機，今年預計會達到三億兩千萬個手機用戶。我們在大陸還很初期，

大本營還在台灣，因為大陸那邊的產品和台灣一定有分別，他們要很

localize，很多台灣本土藝人大陸人沒聽過，而香港藝人也只在廣東省、

延海一帶比較紅，雖然star TV、衛視中文台都在大陸落地了，但大陸最

大的問題是沒有娛樂，一年沒有幾部電影，都在主要的大城市，而且盜版

很嚴重。」  

3. M-Commerce商機 

Mobile Commerce(簡稱M-Commerce，行動商務)，anytime、anywhere

的概念，讓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消費，因此電信業者和信用卡公司合作這

一塊市場會有很大的發展，這也是未來行動加值市場可能的趨勢之一。日

本已經開始在做，而滾石移動認為中國大陸的行動商務會比台灣更早，因

為大陸沒有信用卡，所有消費都是用現金支付，因此可以透過手機先繳一

筆保證金來消費，讓手機替代信用卡，方便大家不必帶一堆現金來消費。

中國大陸可能今年底就會開始推出這項服務。因此吳柏漢認為這是大陸的

劣勢，也是大陸的優勢，台灣因為有信用卡，透過手機消費如果出現呆帳

誰來負責？電信業者、信用卡、廠商都不願付，所以在台灣很難推動。 

吳柏漢經理說：「全世界現在有兩個產業擁有最多的帳單，一個是電

信、一個是信用，把這兩個產業結合就是“mobile commerce”。但兩大

巨頭怎麼結合？中華電信要來聽中國信託的嗎？但這是一定是會發生

的，等中國大陸成功大家就會看到這塊市場原來有這麼大，中華電信不是

在推小額付款嗎？正好可以適用，手機下載試聽，喜歡馬上透過手機購買

CD。而且其實不必擔心遺失的問題，手機掉了不就像信用卡掉了嗎？SIM

卡馬上去跟電信業者cancel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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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是一個主要的品牌名稱，而中華電信總公司之下有許多分公

司，然因中華電信本身組織架構龐大，經營業務非常多，本個案主要研究

重點為中華電信旗下各分公司中，透過寬頻網路、行動通訊、數位電視等

通路，提供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之相關部門，其經營管理策略、核心能力與

發展現況等。因此較不相關之分公司本研究將只於公司介紹部份概述之，

不多加討論。 

因此寬頻影音市場部份本個案將研究HiNet底下的hiChannel網站，

行動加值部份將研究中華電信的“emome”行動加值服務，而新興數位電

視、互動電視市場將研究中華電信之“MOD”服務。 

本個案研究相關資料來源，主要為與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加值處

主任及hiChannel專案經理訪談所得，並輔以中華電信網路知識庫中相關

資訊以其他次級資料整理而得。此外因HiNet網站上hiChannel影音加值

服務為中華電信與愛爾達科技合作建構的，因此也將引用部份愛爾達科技

所提供之資訊，以使研究內容更加完整。 

一、 公司簡介 

中華電信是台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及服務項目最完整的電信公

司，中華電信自民國八十五年七月起由原電信總局改制為國營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八十九年十月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目前中華電信約

有兩萬九千多名員工，除總公司外，另設立有台灣北區、中區、南區、行

動通信、國際、數據通信六個分公司、以及電信研究所及電信訓練所共八

個轄屬機構。此外，為因應電信事業全球化及國際化的趨勢，中華電信在

美國矽谷、泰國曼谷及香港都設有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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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北中南區各有一個區分公司，區分公司主要負責申辦各項電

信業務及服務，設有營運窗口協助各項申辦與收費事宜，並且負責派工程

師到客戶家中安裝電話機、ADSL數據機等機器設備，是與客戶有最直接

接觸之機構，所以區分公司的業務和數據分公司、行動分公司的業務其實

都是有相關的，例如區分公司協助行動業務的收費，所以區分公司從申

請、安裝到收費都是他們在負責，是實際接觸到客戶家庭的部門，但並非

本研究探討之重點。 

下表為中華電信各分公司與機構之職掌業務概況表： 

《表4-3-1》中華電信機構與職務表 

機構 職掌業務 

北、中、南區 
電信分公司 

經營有關電信業務、建設工程設計執行、電信機線
設備管理維護及電子設備研究設計等營運事項。 

行動通信分公司 
經營有關行動通信、建設工程及支援國內外投資事
業等相關事項。 

國際電信分公司 
經營國際電信第一類暨第二類業務之開發、網路建
設工程設計執行及網路之國外投資合作等相關事
項。 

數據通信分公司 
經營國內及國際數據通信、電信加值服務、視訊、
多媒體、資訊系統及電子商務等相關事項。 

電信研究所 
研究應用電信有關科技、開發設計與建設公司營運
所需系統及電信科技之品質管理等研究事項。 

電信訓練所 
辦理人才培訓、遴選專技人才、代辦技能驗定，以
及訓練教材及期刊之製作、出版、著作登記、發行
等訓練事項。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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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組合與目標市場 

(一) 寬頻影音市場 

1. 市場定位 

就寬頻影音市場而言，一般常說的“HiNet”指的是中華電信數據通

信分公司所提供各項服務的總稱，數據通信分公司提供的服務主要包括撥

接服務、ADSL上網服務等關於網際網路access的業務。近年來因數位內

容加值服務市場規模逐漸成長，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亦積極投入這塊市

場，主要由數據通信分公司中的加值處負責加值服務的相關業務。 

數據通信分公司所架設的 HiNet網站自我定位為「寬頻內容入口網

站」，HiNet網站底下又分為多個子網站，服務內容包含新聞、遊戲、音

樂、股巿理財及影音播放等，應有盡有。其中HiNet底下提供影音內容加

值服務的子網站為 www.hiChannel.HiNet.net44，為本研究之重點，

hiChannel為國內最大寬頻影音內容加值服務入口網站之一。 

以 IDC(Internet Data Center)的架構而言：hiChannel自我定位為

「華人最豐富影音多媒體資料中心」(Multimedia Data Center)。 

針對寬頻網路媒體而言：hiChannel以新媒體系統頻道業者自許(類

第五台概念)，其核心概念包括： 

(1) 匯集各式影音內容，集中行銷與宣傳。 

(2) 邀請內容供應廠商建立屬於自己的頻道。 

(3) 提供加值服務與龐大影音資源，大幅降低ICP的成本，例如

Bandwidth、Video Server、Storage、Billing System等。 

(4) 採Profit Sharing/Cost Sharing(獲利拆帳比/成本攤分比)合作

模式。 

                                                 
44 HiNet底下每個子網站都有另外的網站名稱，而 www.hiChannel.HiNet.net中文名稱為「HiNet
影視網」，因此本研究中將以”hiChannel”或”影視網”來稱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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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與服務 

hiChannel以新傳媒自居，希望結合傳統媒體，開創網路傳媒新時

代，結合全台90%的傳統媒體，針對寬頻、窄頻的用戶提供不同K數的影

音檔案，照顧各種類型的網路使用者，讓使用者可以輕鬆收看所有的節

目。若依內容類型來區分，主要包括：電台/直播、電影/戲劇、音樂、娛

樂、新聞、卡通動畫、財經/教育及綜合等八大類，提供用戶豐富、完整

的影音資源，各類內容與主要合作廠商如下表所示： 

《表4-3-2》hiChannel影音服務-依內容分類 

內容類別 主要合作廠商 

電台/直播 中視、華視、中央廣播電台、ICRT.台北愛樂、POWER989、
正聲廣播、警察廣播、台中廣播、漢聲廣播電台、教育廣播
電台、飛碟電台、中廣、台北之音、全國廣播、亞洲廣播、
HitFM、News98 

電影/戲劇 台視、中視、華視、公共電視、民視、三立、春暉、龍祥、
CH5、中央電影、基林戲劇、天王星 

音樂 CH5、MP3大內王、音樂地球村 

娛樂 台視、中視、華視、緯來、三立、CH5、電玩、iShow、八千
網、故宮、光啟社、德桃基金會、觀光局、YesGoGoGo 

新聞 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公共電視、CH5、dv8、全真相新
聞 

卡通動畫 台視、春暉、CH1、CH5、黃俊雄布袋戲、天王星 

財經/教學 台視、掄元投顧、SMARTNET、華視、公共電視、奧林匹克教
學 

綜合 華視、緯來、公共電視、台北市政府、HateTV、GOGO廣告、
美食、天之業 

資料來源：hiChannel網站，本研究整理 

之所以取名為hiChannel即表示希望以“channel(頻道)”的概念來

提供內容服務，因此雖然以加值內容類型來講可分為以上八種不同類型，

但HiChannel為了創造一種“頻道”的使用習慣，因此影視網實際是將其

提供的所有影音內容分為六個頻道，分別為：電影頻道、電視頻道、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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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綜合頻道、直播頻道及限制級頻道。每一頻道底下又再分為數十台，

與多家內容廠商合作經營，每一台甚至還擁有獨立的“台號”方便使用者

記憶，而hiChannel至今已有超過160個頻道及上萬個節目可供用戶不限

時段上網觀賞。各頻道最新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4-3-3》hiChannel頻道表-1 

電影頻道 娛樂頻道 直播頻道 

003 惠聚電影院 
062 中影電影院 
063 預告片電影院 
064 春暉電影院 
096 CH5電影院 
104 戲弄電影院 
112 帝尹電影院 
132 影久電影院 
171 台灣電影網 
196 晨曦電影台 
206 匯影電影院 
220 超級星洋片台 
234 超級星電影台 

060 中影動畫 
065 CH5卡通台  
081 三寶動畫台  
106 Hi-Ho動畫卡通台  
116 帝尹兒童台  
118 百娛動畫館  
134 影久卡通台  
194 S-Channel卡通台  
213 平方九年一貫卡通台  
005 CH5音樂台  
021 Kiss音樂台  
043 角頭音樂台  
077 偶像名人娛樂台  
125 帝尹音樂台  
155 哈客網  
167 帝尹音樂台  
219 超級星音樂台  
268 Open StudioVOD台  
015 CH5綜藝台  
100 京華城  
594 愛投稿  
899 圓滿channel 

002 iShow偶像名人直播台 
016 兄弟象直播台  
017 廣播台  
019 秀傳健康台  
054 我愛大愛台  
082 網路直播台  
178 內衣名模Live秀  
222 Open Studio直播台  
995 SARS防疫網路電視台 

資料來源：hiChannel網站，本研究整理 

 

《表4-3-4》hiChannel頻道表-2 

電視頻道 綜合頻道 限制級頻道 
022 華視教學台  
026 台視教學台  
030 三立都會台  

009 惠聚旅遊台  
011 惠聚綜合台  
024 天之業綜合台  

001 惠聚寫真台  
004 盧貝松寫真台  
013 私樂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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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華視綜合台  
035 緯來綜合台  
040 公視綜合台  
046 緯來體育台  
087 公視教學台  
103 公視兒青台  
147 群視生活台  
161 廣電基金兒童台  
162 廣電基金教育台  
163 廣電基金綜合台  
006 民視戲劇台  
020 中視戲劇台  
029 三立戲劇台  
049 緯來戲劇台  
068 華視戲劇台  
074 公視戲劇台  
083 天王星戲劇台  
084 etKing戲劇台  
092 台視戲劇台  
117 百娛影音館  
126 EMI偶像劇  
160 廣電基金戲劇台  
165 帝尹戲劇台  
169 亞洲國際戲劇台  
204 韓國偶像劇  
207 @Corner  
217 哈韓偶像劇  
218 超級星戲劇台  
221 PlayTV戲劇台  
233 Just戲劇台  
072 中視綜藝台  
090 台視綜藝台  
091 華視綜藝台  
097 民視綜藝台 
114 天王星綜藝台  
230 Just綜藝台  
008 台視新聞台  
010 中視新聞台  
012 華視新聞台  
042 民視新聞台  
053 公視新聞台  
069 單則新聞台  
073 華視財經台  
078 台視財經台 

079 掄元財經台  
085 中華電信台  
086 hiChannel教學台  
089 hiChannel綜合台  
093 電玩台  
094 驚奇台  
099 愛心福利台  
109 光啟社教學台  
137 藝術與靈性  
140 厚生健康台  
142 蒲公英美語台  
149 觀光局旅遊台  
150 新聞局紀錄片  
151 兄弟象體育台  
157 PlayTV算命台  
166 阿霹Go命理台  
172 經濟部網路市集  
175 阿霹go教育台  
176 真愛176台  
191 全中運體育台  
214 醫者心鄉里情  
225 我想生個寶寶  
229 德光文教台  
853 心靈環保台 

025 TaiBeiTV電影院  
067 S-Channel  
070 搖滾美媚寫真台  
088 HI5電影院  
121 S-Channel電影院  
122 Pretty Woman寫真台  
124 娛樂東瀛台  
130 韓域頻道  
135 台灣美眉寫真台  
138 倫理寫真台  
141 兩岸女優網  
153 movie168電影院  
156 PlayTV娛樂台  
179 娛樂寫真台  
181 新幹線電影院  
182 好色館  
183 AENT寫真台  
184 密碼頻道  
186 午夜電影台  
187 水蜜桃  
189 香港靚妹寫真特區  
190 高麗辣妹頻道  
192 台灣情慾電影院  
197 慾望森林  
201 Japan Vod  
203 Cutie Girl  
209 X-TV電影院  
210 台灣辣妹電影院  
211 金髮美女電影院  
212 港韓明星電影院  
215 漂亮寶貝電影台  
223 力精湧電影院  
231 戀腿自拍  
232 韓流寫真台  
235 超級星娛樂台  
236 Super 電影院 

資料來源：hiChannel網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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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動加值市場 

1. 市場定位 

emome是中華電行動加值服務的總稱，取名 emome是來自於數位的

「e」，行動的「mobile」，和生活中的「me」之大集合，希望推廣全新的

生活形態，讓所有消費者接受豐富的行動通訊加值服務，意味中華電信

WAP行動上網可達重視生活、品味生活、享受生活之一種 e 世代新生活

型態。 

中華電信其實早在2001年8月就已宣佈推出emome品牌，中華電信

希望透過emome平台的推出，將現階段各種行動電話服務整合起來，讓民

眾感受透過行動電話也能享受許多不同的加值功能。中華電信透過該平台

整合旗下行動電話各項加值服務，包括語音、數據（WAP及GPRS）及簡訊

三大功能，同時也希望透過該平台的推出，將台灣行動電話普及率推向

100%。 

2. 產品與服務 

emome提供即時性、行動性、個人化內容服務，滿足使用者生活各層

面的需求，網羅包括：行動貨幣、行動資訊、行動銀行、生活娛樂、行動

交友、行動理財等，以及各式加值服務的內容、無線上網（WAP、GPRS）

及無線入口網站（www.emome.net）等，希望未來能達到行動越來越自由：

可以用手機和不認識的人交朋友、收到的簡訊比電子賀卡還多、問路簡單

輕鬆到達，買東西不用信用卡而改用 SIM卡等情境，讓手機可以是傳真

機、是提款機、是地圖、是銀行、是錢、是信用卡、是命相館，手機不再

只是手機。 

中華電信 emome行動加值服務事實上至今仍不斷增加合作的

aggregator或CP廠商，emome上的各種加值服務包含中華電信自行開發

或是與廠商合作提供的，全部都透過emome的平台來供user使用，例如

與滾石移動合作的「yoyo666手機娛樂網」45、與倚天資訊合作的「333行

                                                 
45 「yoyo666手機娛樂網」為中華電信與滾石移動合作建立的行動加值服務入口網站，詳細資
訊可到 http://666.emome.net網址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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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樂町」46等，每個網站上都各有數十種內容豐富的行動加值服務，也

可見中華電信希望把 emome當成一種行動加值的平台，而以

www.emome.net做為行動加值入口網站，將所有相關服務都透過這個網站

彙集起來，方便user使用。因此要說明emome現有所有的服務並不容易，

若以加值服務類型來區分，目前emome上提供的行動加值服務及其內容主

要如下表所示 ﹕ 

《表4-3-5》emome行動加值服務內容表 

項目 簡介 

News 報報 提供最新之政治國際、股市財經、體育專欄、影劇娛樂等生活文

教各類新聞，與氣象特報，所在位置氣象及旅遊地區、高爾夫等

休閒天氣指數。 

投資理財 提供即時財經資訊、大陸商情、股匯到價警示、各券商委託下單、

行動銀行等服務，隨時掌握最佳投資時機。 

占卜天地 提供時下多種流行占卜、占星術與心理測驗，為感情、事業、財

運、健康隨時加把勁。 

鮮滋鮮玩 推薦餐廳、優惠券、各種流行活動與折扣訊息、下午茶或二手店

等行動主題，提供所在地點周圍各種便利的生活資訊。 

交通旅遊 台灣各大飯店之特色簡介、火車時刻表、即時班機、捷運路線與

轉乘公車資訊及北、中、高三大都會區之停車資訊，輕輕鬆鬆全

省走透透！ 

影音fun頌 最新、最受歡迎的人氣歌曲鈴聲及圖形，多元化的手機圖鈴下

載，保證不再撞鈴。 

電玩大廳 最熱門的大富翁、釣魚、賽車、麻將、撲克牌等多種多人線上遊

戲、角色扮演網路遊戲。 

社群交友 交友聊天、個人網頁、交友配對平台及手機版的BBS等服務，提

供一虛擬互動交友空間。 

文教天地 空中書城、行動字典及電腦、語言、遊留學、國家考試情報、航

空等各項課程查詢與線上英文學習，是你個人學習規劃的最佳小

幫手！ 

生活廣場 求職及求才服務及購屋租屋等生活訊息，提供台大醫院門診進度

查詢、領藥進度查詢、線上（取消）掛號及掛號查詢服務，並有

最新的醫藥新聞、美容醫療等相關訊息。 

                                                 
46 「333行動有樂町」為中華電信與倚天資訊合作建立的行動加值服務入口網站，詳細資訊可
到 http://www.life333.com.tw網址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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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秘書 除了@emome.net信箱隨時隨地收發mail、通訊錄、行事曆、待

辦事項、書籤、罐頭訊息等個人化服務功能之外，還可顯示其他

自己設定之信箱。 

客戶服務 提供中華電信最新促銷訊息，並可利用手機直接上網查詢個人電

信費用及線上申退各項業務。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網站知識庫 

(三) MOD服務 

1. 市場定位 

中華電信推出的MOD服務與hiChannel雖然同是所謂寬頻影音隨選視

訊的加值服務，但其實內涵很不一樣，因為hiChannel為internet上的

服務，受限於頻寬與網路共享等問題，使得品質比較不穩定。但中華電信

將MOD的市場定義為“Intranet的使用者”47，例如雅痞族，即希望能得

到比一般網路寬頻影音更高品質、畫質、音質等服務的使用者，此外MOD

是定義是在客廳的上網，希望將網路由書房拉往客廳，由單人獨享的電腦

小螢幕轉換成闔家共賞的電視大螢幕，因此市場定位以及使用族群與寬頻

影音網站是不相同的。 

2. 產品與服務 

中華電信所謂的寬頻多媒體隨選視訊服務(Multimedia On Demand，

簡稱MOD)是應用寬頻擷取（例如ADSL、Ethernet-based）及寬頻IP的技

術，藉由電話線路、語音/數據分歧器（splitter）、ADSL數據機（ATU-R）、

機上盒（set-top box）、無線鍵盤及無線遙控器等設備，提供多媒體隨選

視訊服務，使客戶家中的電話就像神奇的寶盒，在看電視同時，尚可一邊

收看高品質、數位化的互動式節目、電影節目，或是一邊上網發Email，

讓客戶在資訊化世界裏，悠然享受高品值的e化生活。 

然 MOD服務礙於法規問題48，交通部在協調後提出折衷方案，於去年

                                                 
47 Intranet為有限制區域範圍的網路型式，因此相較於 internet而言，更能有效控管頻寬、使用
者數量與提供的內容大小，因此能提供更高品質的加值內容服務。 
48 交通部指出，依照現行電信法規定，中華電信是可以經營MOD業務，但因新聞局依有線電
視廣播法規定，認為中華電信MOD業務必須受到有線廣播電視法的約束，這是科技快速發展
下，「電信法」和「有線廣播電視法」的法律競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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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底讓中華電信以試辦的方式開辦這項業務，未來再進行有線廣播電

視法的修法工作，而這項建議也獲新聞局同意，因此中華電信MOD服務目

前以在台灣部份地區「試辦」的方式在推動服務，供客戶透過電視機，隨

時點選即時影音、熱門影片、線上學習、線上遊戲、金融證券、卡拉 OK

及電視上網等服務。MOD初期預計提供的服務項目，依其內容分類，約分

為以下十一項： 

《表4-3-6》MOD加值服務項目表 

分類 內容簡介 

即時影音 提供基本頻道及自選頻道。基本頻道（酌收月租費）外，客戶可

以自行挑選喜愛的頻道，看多少頻道付多少錢。 

網路電影 提供熱門電影及經典影片，包括： 

(1)院線片或剛下檔之熱門電影，每隔數分鐘從頭開始播放。 

(2)另有國、日、洋片及港、日、韓劇等 

影音欣賞 提供MTV、演唱會、演奏會及歌舞劇，在家中就可聆賞精彩好歌

及影音節目。 

卡拉OK 提供數千首時下流行歌曲及懷念老歌，無須購置點唱設備，節省

裝置空間與費用。 

網路遊戲 提供單人或多人使用的橋牌、麻將、動作、探險、作戰及賽車等

遊戲，模擬真實環境，讓您與您的孩子在家即可與同好連線征戰。 

金融證券 提供盤中資訊、個人選股、盤後解說外，並提供代客操作及個人

理財服務，如基金、期貨債券等。 

生活資訊 提供美食、旅遊、美容、保健等生活資訊，配合個人之時間及需

要隨時吸收新知。 

視訊郵件 提供含視訊檔案之電子郵件，使電子郵件不只傳送文字檔案且能

提供動態視訊內容。 

e-學習 目前提供從幼兒至高中教育內容，以及空中教學，未來將增加研

究所與證照考試、語言、電腦、英數檢定測驗等教學。 

家庭購物 提供購物網頁，客戶只要在電視網頁上點選，即可宅配到家。 

電視上網 透過機上盒，即可以用電視上網路，並有子母畫面切換，同時達

到上網路與看電視的雙重享受。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網站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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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架構與核心能耐 

(一) 組織架構與運作 

中華電信集團整體組織架構龐大，本研究僅針對中華電信與推動數位

內容加值服務相關之組織加以描述，其相關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4-3-1》中華電信內容加值服務相關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華電信 HiNet寬頻影音主要由數據通信分公司底下加值處負責規

劃，並由網際處等各處室協助實體網站機器設備建置等工作；emome行動

加值服務由行動通信分公司負責規劃與推動；MOD部份主要由北區分公司

負責推動，但數據分公司中同時也有一個team在協助規劃與技術支援。

虛線部份表示北區分公司在寬頻影音、行動加值部份仍有提供協助，如申

辦作業、裝機作業、收費等等。 

(二) 核心能力 

1. 品牌優勢、跨電信與數據通信廣大用戶資源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HiNet不但擁有中華電信令人信賴的企業品

中華電信總公司 

數據通信分公司 行動通信分公司 

HiNet寬頻影音 emome行動加值 MOD隨選視訊 

北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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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並以320萬戶ISP用戶之壓倒性優勢，成為台灣第一的網路服務業者。

2002年底為止，中華電信市內電話服務用戶數高達1300萬戶，並開發完

成行動電話客戶整合服務資訊系統，行動電話服務用戶數高達740萬戶，

擁有廣大通信與數據客戶基礎。 

此外單從寬頻影音來看，中華電信HiNet每日首頁流量超過200萬人

次以上，全站流量每日超過1,000萬人次，traffic driving效果驚人，

並且擁有415萬以上網站會員，是台灣用戶及會員資料庫最精確的網站。

因此在推動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時，中華電信能藉由各分公司及不同電信業

務上廣大的user base，進行交叉行銷，能快速推動各式加值服務。 

2. 結合電信帳單優勢，簡化付費方式 

所有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的提供廠商幾乎都會遇到一個困難，便是使用

者付費的問題，因為數位內容的服務不論透過寬頻網站或行動加值，都需

要進行每筆加值服務的收費，其款項可能數量大但每筆金額都不高，由於

線上刷卡還不普遍，若要客戶再另外申請會員與設定轉帳帳號，難免讓使

用者因此覺得麻煩而打退堂鼓。為此中華電信HiNet以優勢的品牌、良好

的信譽，發展出「AAA小額付款機制」49，提供一個安全、便利的付費管

道，客戶透過此機制使用加值服務時，可以很簡單的用HiNet的帳號密碼

來消費，把帳單結合ADSL或手機帳單送到user家中，在月底時一次把帳

單付掉，消費方式相對簡單方便許多。 

HiNet小額付費機制共分為二種，一種為「HiNet帳單」屬於後繳制，

只要是HiNet客戶，可逕至加值網站消費，費用將隨HiNet的帳單收取。

另一種為 HiNet 點數卡屬於預付制，只要在中華電信營業窗口購買實體

卡，或以信用卡，直接於易上網商店購買虛擬卡，便可立即於HiNet加值

網站消費。整體而言，中華電信的小額付款機制具有以下優勢： 

 

                                                 
49 HiNet AAA小額付款機制是整合認證（Authentication）、授權（Authorization）、和計費
（Accounting）三方面成為一個服務平台，提供消費者安全、便利的網路收費系統，並透過中
華電信帳單統一繳納點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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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即上線：透過簡易的連接介面和HiNet小額付款收費機制平台

連接，即可開始儲值點數。 

(2) 提供消費者方便的使用和付款方式：只需使用HiNet ID (用戶識

別碼) & Password (用戶密碼)做身份驗證後，小額付款收費隨

網路費用及電話費用帳單收取。 

(3) 安全責任統一：用戶的密碼統一由HiNet小額付款收費機制平台

認證，安全可靠。 

(4) 先享受後付款：HiNet小額付款機制繳費的客戶即時享用儲值點

數，即在網站消費後，費用於之後的HiNet用戶的帳單繳納。 

3. 擁有完整系統平台，合作廠商廣大 

中華電信經過技術人員多年努力，不論在寬頻影音或行動加值市場，

均已建構出提供各式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的完整平台，其平台核心包括：會

員系統、帳務管理系統(billing system)，以及content的儲存、管理、

保護機制等功能，因此中華電信能夠與 aggregator業者快速介接、協助

content業者內容快速換檔、上架。此外此平台系統藉由數十台 media 

server串接，能夠承受瞬間兩萬四千名user同時上線觀賞影片，要承受

如此之大的使用者，除了代表中華電信擁有非常足夠的頻寬，media 

server伺服器硬體設備架構也是其know-how所在。 

與中華電信合作的內容供應商與內容整合商超過100家以上，提供使

用者完整的影音、娛樂等各式加值服務，如此廣大的合作廠商與豐富的內

容，也成為中華電信在推動各式加值服務時強大的吸引力，同時也因為選

擇對象多，使得中華電信相對能有較大的議價能力，為其提升獲利能力，

此亦為中華電信在經營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上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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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內容管理機制 

就hiChannel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的管理而言，主要可以分為內容管理

平台系統與內容管理團隊兩部份，內容管理平台由技術人員負責平台系統

建構與維運，內容管理團隊主要負責內容規劃及與 CP、Aggregator接洽

合作事宜。同時本研究也將討論中華電信關於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管理議

題的看法。 

(一) 內容管理平台系統 

其平台系統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4-3-2》內容管理平台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平台系統架構圖可以了解中華電信自行研發建立的內容管理平台

主要包含幾項功能：進貨管理、上架管理、會員管理、帳務管理、管理介

面、網頁介面、保護系統等，而平台內部有一個中央的 Media Server用

以儲存所有的digit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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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管理流程從內容來源端來看，其機制為內容供應商經由進貨系統

將其content傳送到hiChannel的media server中，或是透過aggregator

將許多CP的 content整合後再透過進貨系統傳送到 hiChannel的media 

server中，隨後再經由上架系統來調整呈現在使用者看到的網頁介面上

應有那些content，並加上相關的描述、圖片、收看限制等，同時也由上

架系統來控管content上下架時間。 

而內容管理流程從 user端來看，使用者從網頁介面上瀏覽、選取他

想要收看的內容或加值服務，接著透過平台中的會員系統登錄身份，確認

其使用權限與會員資格無誤後，便可從 media server中傳回他所點選的

內容服務。在此流程中帳務系統也會將使用者的消費記錄下來，日後與他

的電信帳單結合計費後送到 user家中，消費與帳務均非常方便。而

hiChannel的系統管理人員也可經由平台管理介面來管理與維護系統正

常運作。 

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表示hiChannel不斷改進與更換其「保護系統」

的部份，因為自從中華電信提供各種數位內容的加值服務後，每天便不斷

有許多的使用者，嘗試不透過正常管道(網頁登入介面)來存取hiChannel

平台 media server中的 content，或試圖入侵系統截取資料，且入侵的

手法與技巧不斷更新，因此中華電信的工程人員也不斷改進其保護機制，

以維護系統安全與使用者的權益。因此保護系統的存在是整個平台系統中

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內容管理平台方面由5~6位技術人員負責系

統維運，另外還幾位負責加值服務、會員系統、小額付款機制的工程人員。 

(二) 內容管理團隊 

HiNet底下每一項服務都設有一位專門負責的產品經理50，而每位產

品經理底下可能有幾位負責編輯的人員與他搭配，由於人力很少，因此

PM的負擔很重，加值處周處長更形容道：「每個 PM都要懂十八般武藝才

行。」 

                                                 
50 例如本研究訪談對象張惠雯小姐，即為 HiNet底下負責 hiChannel影視網內容服務的產品經
理(PM)，而 HiNet底下遊戲網、音樂網等各大子網站也都有負責的產品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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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是綜觀整個產品的，後面有平台支援的人，PM主要負責的工作包

括招商、與 CP、aggregator廠商談合作，還要看整個市場的最新情況。

PM必須知道整個市場的趨勢在那；必須知道 CP在那裡，要怎麼去和 CP

接洽；必須知道客戶的需求在那才知道該引進那些content，然後還要去

協調所有廠商，才能讓所有東西順利的上架，所以 load很重。而目前以

HiNet而言人力很吃緊，負責加值服務與內容管理平台共約50人。 

PM在HiNet的加值服務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此以下針對PM的工

作內涵做深入的探討： 

1. 內部流程管理與系統維運 

內容加值服務流程主要包含「廠商進貨」、「內容上架陳設」、「使用者

消費」三大部份。PM主要的工作便是負責這三部份的維運，看系統介接

有沒有什麼問題。「內容上架」部份PM需決定那些內容可以上架、在網頁

上要怎麼擺設、裝飾、check內容是否已正確上下架、更新產品規劃等。

「使用者消費」部份主要是關於帳務系統，PM需處理客戶在使用加值服

務時發生的問題，追查系統中那裡出問題，或是重新檢討整個服務流程。

「廠商進貨」部份則是關於 media server，一般進貨管理部份比較沒問

題，廠商進貨後其實是進到 media server，只要產品的設定是正確，同

時網頁上也就可以看到。 

這三大部份如果發生狀況 PM必須馬上解決，因為整個系統是互相連

結的，任何一個小地方出問題，可能就會讓許多使用者沒辦法達成他要的

需求。此外 HiNet與愛爾達的合作是在內容上下架、內容陳設網頁的美

化，以及後端廠商進貨管理系統的維運。所以HiNet在陳設和進貨方面的

系統管理是與愛爾達一起合作，但仍由HiNet決定商品怎麼上架、可不可

以上架，廠商簽約也是和HiNet簽。 

2. 規劃新內容與加值服務 

PM需因應未來的需求改變而做些新的規劃，因為頻寬一直在變大，

加值服務必須將影片壓縮成較好的品質，但同時又要兼顧流量和進出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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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就好比現在大多都是一部片壓縮成300k，提供給512k的用戶收

看，未來若壓成800k提供給1.5M的用戶收看，每一個user連線上HiNet

的loading就會增加許多，因此要如何規劃整個流程與內容來維持連線的

品質也成為PM重要的工作。hiChannel現在有一個co-brand的網站，是

和新加坡的廠商合作建立的，該網站主要是提供 1.5M的用戶收看，目前

用戶還不多，算是個引子，希望藉由這個網站來吸引更多user申請1.5M

的服務，由這一塊的成長來增加網站流量和線上影音的收入。 

3. 招商與行銷 

PM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招商，可能是參考現在比較熱門的電視或

電影來考慮新的合作廠商。招商可能包括電影公司、好萊塢的影片、影展

的影片、八大、連續劇、大陸劇或是曾經很熱門很轟動的連續劇等。然而

要請廠商加入需有相對的誘因，因此 PM要如何和廠商洽談就很重要。行

銷方面 HiNet與行銷處合作，行銷處有配合的行銷經理一起規劃行銷活

動，行銷內容是兩邊一起合作run出來的，每一季ADSL的新用戶HiNet

都會推出新的行銷活動，例如新申辦ADSL的用戶贈送HiNet加值服務點

數，或是其他電視的promote活動。 

(三) 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管理 

張惠雯表示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網路的 content算不算出版品？如

果不算還可以用廣電法或出版品的條例來管理嗎，實際上沒辦法完全適

用。除了侵權問題之外就是這些content需不需要送審？因為一般的出版

品不管是書籍、影片、音樂CD都需要送審，因為這些都是出版品，然而

現在網路上很多內容都是網友自己拍攝，或是一些個人工作室自己製作的

產品，一旦牽扯到營利的行為，就很難用法令來規範。 

例如「幹譙龍」是作者自己畫出來的動畫人物，他不是出版品，也沒

有出電影、卡通 CD等，如此送審就是一個問題。新聞送審有其一定的費

用和原本的制度，若不是一個出版品且不想發行到市面上流通，送審對他

來講只是一個負擔，那他是不是可以放到網路上供人下載收看？如果沒有

收費的話就比較沒有問題，因為著作權人可以授權任意複製或轉載，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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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網友下載後把其中幾個片段剪接做修改就說是他自己的東西，這也是另

一種形式的重製。此外如果把著作放在網路上有收費下載，像「阿貴」的

網站曾經有看一部片收一塊錢的活動，主要是希望建立網友使用者付費的

概念，然而阿貴並非送審後的出版品，他收費的法源依據在那？而HiNet

面臨到的問題也是如此。 

目前HiNet的解決方式是和CP或aggregator簽合約，在合約上做規

範，說明content的版權是由甲方授權HiNet在網路上做播放，有關版權

及著作權的問題需由甲方負完全責任，HiNet提供的只是一個代收費和提

供網友收看的平台。此外HiNet和之前引發爭議的Nepster或ezPeer經

營模式並不同，因為Nepster或ezPeer的意圖很明顯，並非純粹提供一

個播放的平台，而提供一個程式讓網友可以找到別人電腦中的資源並加以

複製，且他們都要收費，雖然HiNet也要收費，但HiNet提供的content

都是經過CP合法授權，如果網友把content抓下來再複製傳送給其他人，

這個複製的行為是發生在網友的家中而不是HiNet的平台，然而像ezPeer

的模式，網友的複製行為第一次便是透過ezPeer的平台，且未經由作者

合法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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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營模式與發展趨勢 

(一) 經營模式 

身為國內第一大電信公司與最大ISP，中華電信在數位內容加值服務

這塊市場的經營模式，是希望結合其旗下各區分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

行動通信分公司等資源，在各種可能的加值服務平台上都提供服務。因此

中華電信目前已推動的加值服務與平台通路分別為：寬頻影音平台上的

HiNet網站、行動加值上的emome整合平台與emome行動入口網站，而固

網與TV市場方面也積極推動MOD服務。 

在各個數位內容加值服務市場中，中華電信希望能整合不同的內容與

平台資源，提供最完整的加值服務，前幾個月HiNet做了一次大規模的會

員轉換工作，將HiNet底下各子網站的五萬多個會員整合為統一的帳號，

未來也許能進一步將行動通訊與固網的使用者也一起整合，同時配合中華

電信的AAA小額付款機制，將所有平台的加值服務帳單均整合為同一份帳

單，方便使用者消費與付款。 

(二) 營收現況與未來發展 

HiNet加值服務去年(2002)整體營業額約為五億多元，收入來源有加

值服務(交易)的收入與廣告收入兩種，但主要來自於交易，廣告的部份只

佔約六千萬。目前HiNet的用戶主要是從HiNet連線過來，約佔全體使用

者 50%左右，另外有 30%是從海外連過來的，主要從大陸、美國、東南亞

等地區連線過來，剩下20%是從其他ISP的用戶和從學術網路連線過來的。 

HiNet預定每個月營收成長率為 20%，整年度而言希望營收能倍增，

也就是有100%的成長，以目前2003年到4月為止的營收成長來預估，今

年的營收是有可能比2002年倍增。而HiNet目前只有寬頻上網的客戶，

未來希望將整個中華電信手機與固網的客戶都整合進來。台灣行動電話門

號普及率目前已經超過 100%，堪稱世界第一，也可預期用戶成長數將趨

緩，因此中華電信希望透過各種推陳出新的加值服務，鞏固既有客戶，甚

至吸引新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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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上之挫折與困難 

1. 人才缺乏與晉用不易 

加值服務需要的人才和一般不同，需要很有創意、很喜歡上網的人，

尤其是現在網路族群主要在15~30歲，剛好是中華電信最缺乏的，因為中

華電信原有的員工多為四十多歲，只用現有人力轉換要這些員工來熟悉數

位內容這一塊，尤其是在 domain knowledge的部份會有困難，所以中華

電信在加值服務部份面臨很大的人力不足。此外因為中華電信為國營機

構，雖然知道有很多商機，但需要許多人力的合作，而國營機構人力的晉

用困難，原本都還要報交通部核准，且預算也常都卡在這裡。 

另一方面要發展數位內容，必須培養相關的人才，但業界表示這方面

的人才很少，學校相關的科系與課程也不多，不像國外，尤其是數位內容

行銷的人才，或是教授數位內容專門課程的人才都不多，所以國內還需多

加培養。 

2. 網路使用者權益保護問題 

產品經理張惠雯指出，希望能建立完善的機制，讓使用者在網路上消

費若發生問題時，知道該如何向提供服務的公司反應，以保護消費者權

益。以現今來看很難找到管道申訴問題，例如 user使用上發生問題寫

Email給網站，反應他要求的服務並沒有達到，若是網站方沒有回應，則

好像這條線就斷了，那 user該去跟誰申訴或是該如何對他損失的權益要

求補償呢？ 

現在最常見的問題是因為網路頻寬不穩定，user沒辦法完整播放他

消費的影片，或是發生被重覆扣款、扣了款沒辦法看影片等問題，如果用

戶家附近網路比較擁擠，可能看到的影片都會像馬賽克一樣有定格的現

象，或是發生只有聽到聲音而沒有畫面等問題，張惠雯表示這樣的問題現

在常由PM來解決，未來希望能建立更完善的制度以及法令規定，以保護

日增的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使用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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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位內容不足且版權規範未明 

加值處周鏽梅組長認為要做好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源頭要先有，也就

是要先有充足的影片、音樂、動畫等內容才能加以數位化提供服務，然而

國內目前內容供應商還不夠多。她也指出另一方面是廠商心態問題，廠商

擔心數位化後可能會被盜版等問題，因此許多廠商至今仍觀望未進入此市

場。像音樂其實是很好的數位化標的，但現今 P2P51很盛行，一首新歌被

做成 mp3後很快就被到處流傳，而這已經是使用者的習慣，不可能去禁

止，只是業者的速度跟不上。 

專案經理張惠雯說：「現在數位版權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不知如何去管

理，無法可管也無前例可尋，線上content這一塊在全世界都是很新的概

念，很多人他是content的所有權人，但content版權的談法有很多種，

他可能連content網路版權、content新科技研發的版權都沒辦法釐清，

所以這一塊在著作權人上面也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因此就管理上而言會

更困難。現今很難援引那些法條來引申到數位版權的概念，例如在網路上

發表的言論被轉載或盜用要用什麼法律去告訴等問題。」 

(四) 未來產業趨勢 

1. 頻寬不斷成長，1.5Mb將帶動使用量 

專案經理張惠雯表示，未來影音數位內容播放市場最有可能大量成長

的時間點，應是在1.5Mb寬頻用戶量往上竄的時候，不過她也表示使用者

要從512k頻寬轉換到1.5Mb頻寬將有一個比較大的障礙點，就是品質的

提昇，因為在512k頻寬之下，其實許多使用者要求的上網目的已經被達

到，而對使用者來說這兩者間的差價太高，使用者實際的需求若沒有這麼

大，就不會從512k跳到1.5M頻寬去使用，那麼台灣的頻寬可能會一直維

持在 512k左右。因此一方面要由整體數位內容加值服務廠商一起努力，

創造使用者寬頻影音服務的使用需求及線上付費習慣的養成，另一方面要

由政府來補助這一段的差價，才能加速國內寬頻影音產業的發展。 

                                                 
51 P2P(peer-to-peer)點對點技術，顧名思義就是「用戶與用戶之間」的意思，目前有兩大主要應
用：P2P檔案共享，以及分散式運算。前者可讓使用者直接存取網路上其他電腦中的檔案(如國
內的 ezPeer軟體)，後者則可結合多台電腦共同解決單一問題。 



第四章  個案分析  
 

- 99 - 

 

2. 行動加值市場看好，但手機規格待統一 

未來人人手中持有兩個門號以上將會非常普遍，而除了人之外，生活

周圍的一些裝置，包括汽車、家裡各式電器，甚至是飲料販賣機，都會各

自擁有門號，能讓手機一撥號即可輕易操作，如此也會帶動行動加值服務

需求的成長。對於行動加值市場，目前各廠商手機需要不同的 content

格式，且彼此不能互通，因此需要許多重製的工作，未來若手機多媒體傳

輸、播放規格統一，應可帶動整體行動加值市場。其次是各種平台通路版

權不相同，不同科技所衍生產品所需要版權也不同，需要重新再談，由於

中華電信目前已經與許多的CP建立關係，因此在要跨到其手機平台上，

溝通和連結的成本將會結省許多。 

3. MOD市場需加速修訂相關法令以健全市場 

MOD市場中華電信已積極推展中，面對中華電信將跨足MOD市場，國

內三大多媒體系統經營者－中嘉網路公司、台灣寬頻通訊顧問公司與東森

媒體科技，均感到不小的威脅，因此攜手組成聯合陣線來因應，成立「台

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對付競爭對手，而是要積極

推動修改有線電視相關法令，解除有線電視業者經營規模限制的緊箍咒，

確定分級付費的制度，建立公平的遊戲規則和市場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