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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整理與研究發現 

本章將根據第二章探討之文獻與第三章之分析架構，由基本資料、產

品市場、核心能耐、數位內容管理機制、經營模式與發展障礙等構面，綜

合分析比較第四章研究的三個個案公司，從中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發現以及

建立第六章研究結論之基礎。 

第一節 個案基本資料 

依本研究分析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之價值鏈分工，主要可區分為最

上游的內容供應廠商、居中做平台與內容整合的內容整合廠商以及最下游

提供服務的電信系統通路廠商，本研究之個案公司基本資料與其所處價值

鏈地位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5-1-1》個案公司基本資料整理表 

公司名稱 成立時間 所屬集團 價值鏈地位 

愛爾達科技 2000年1月 

獨立公司，主要
股東為： 
台達電子、普訊
創投、聯邦銀行 

內容整合廠商 
(aggregator) 

滾石移動 2002年7月52 滾石集團 
內容整合廠商
(aggregator) 

中華電信 
數據通信 
分公司 

1996年7月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 
電信系統 
通路廠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2 滾石移動於 2002年 7月由滾石集團獨立出來，成為滾石集團旗下獨立的子公司，但事實上
1999年起，滾石集團便已成立滾石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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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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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整理本研究發現，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在國內的確是相當新

興的產業，尤其價值鏈中內容整合廠商的分工角色，更是近幾年內才逐漸

形成的，愛爾達科技在寬頻影音加值市場為龍頭廠商、滾石移動在行動加

值、行動娛樂市場為龍頭廠商，而即使是國內的龍頭內容整合廠商愛爾達

科技和滾石移動，其成立時間也才約三年左右。而價值鏈最下游的電信系

統通路廠商雖然成立較久，但真正積極投入經營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也是近

一兩年內才開始，因此該產業上各廠商之經營策略仍不斷改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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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品市場 

依本研究之分類，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目前主要可區分為三大市

場，即寬頻影音網站市場、手機行動加值市場、互動數位電視市場，個案

公司已經營與未來將跨足之市場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5-2-1》個案公司目標市場表 

產品市場 愛爾達科技 滾石移動 中華電信 

寬頻影音網站 
市場 

●  ● 

手機行動加值 
市場 

● ● ● 

互動數位電視 
市場 

○  ● 

註：●表目前已經營之市場 

○表未來將跨足之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發現個案公司均有經營行動加值市場，顯示不論是內容整合廠

商或電信系統廠商均看好行動加值市場的前景。此外個案公司的經營策略

並不相同，以滾石移動來說，其經營策略非常的專注於行動加值及行動娛

樂市場，且未來並不考慮跨足其他市場，顯見其採取的是專注於核心市場

的經營策略。相對而言，中華電信積極全面經營三大市場，愛爾達科技現

今已經營寬頻影音網站與行動加值市場，且未來仍有意跨入互動電視隨選

視訊市場，顯見中華電信與愛爾達科技均採取廣泛進入所有市場的經營策

略，一方面能產生範疇經濟之效果，另一方面因未來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三

大市場之成長情況未明，若能即早進入各市場卡位，較能擁有先進者優

勢，且能分散單一市場營收起伏的風險。 

若詳細來看，本研究個案公司在各市場之經營業務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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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個案公司產品與服務彙整表 

產品

市場 
愛爾達科技 滾石移動 中華電信 

寬頻

影音

網站

市場 

n 專注於Video部份，
主要經營項目有影音

內容網站、iShow網

路直播、HiBuilding

社區寬頻服務等。 

n 主要提供影音內容服
務的網站為與中華電

信 合 作 經 營 之

hiChannel網站及自

己 獨 立 經 營 之

Ch5(第五台)網站。 

n 不經營此市場 n 以hinet為寬頻加值
服務綜合入口網站。 

n 底下主要經營有八大
加值服務網站，包

括：影視網、音樂網、

遊戲網、理財網、社

群網、新聞網、學習

網、哈日網。 

n 其 中 以 影 視 網

(hiChannel)為主要

數位內容服務網站。 

手機

行動

加值

市場 

n 行 動 加 值 服 務 上
focus在Java Video

和 Java Game，並不

提供一般之圖鈴下載

服務。 

n 自行研發一套 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系統。 

n 定位為華文區最大
流行音樂行動娛樂
內容及平台整合商 

n 非常 focus在行動
加值的「娛樂」上，
因此內容均與藝人
相關。 

n 服務品牌包括：和信
i-mode、YOYO666及

大陸市場的*98等。 

n 服務內容包含：圖片
下載、鈴聲下載、

MMS、Java Game、Java 

Video等。 

n 提供emome行動加值
服務平台，同時以

www.emome.net為行

動入口網站。 

n 提供包括：行動資
訊、行動銀行、生活

娛樂、行動交友、行

動理財、行動貨幣等

加值服務。 

互動

數位

電視 

市場 

n 等互動數位電視與
Set-Top Box市場成

熟後，將以其在寬頻

影音市場之優勢跨足

此市場。 

n 不經營此市場 n 以中華電信的 ADSL

與 STB結合，透過

intranet的方式提

供家庭使用者高品質

的VOD及其他服務。 

n 目前已在此市場推出
MOD(Multimedia on 

Demand)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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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雖然個案公司有部份經營同一市場，但各公司在經營每

塊市場時所提供之服務內容與著重焦點卻各有不同。例如同樣經營手機行

動加值市場時，滾石移動挾其原本經營唱片業的優勢，與許多明星、藝人

有合作關係，推出偶像的圖片下載、流行歌曲鈴聲下載，甚至還有專為明

星迷設計的「明星俱樂部」、「明星起床號」等服務，顯見其加值服務均與

「明星」、「娛樂」相關。然愛爾達科技在經營行動加值市場時，卻著重在

其本身擁有大量影片content的資料庫，且熟悉影片後製作、剪接等技

術，因此推出以Java Video為主的行動加值服務，透過Java Download

可以下載經典影片、體育活動的精彩片段等，同時另一方面也代理許多歐

洲廠商的Java Game，再由愛爾達內部的工程師加以中文化，提供行動遊

戲下載的服務。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因電信系統廠商實際擁有廣大的user base，例如

中華電信擁有其手機門號用戶、數據撥接用戶、ADSL用戶、Hinet網站用

戶等原有客源，因此內容整合廠商雖然都經營自有獨立運作的網站，但另

一方面也希望與大型的電信系統廠商合作提供加值服務，藉由電信系統廠

商原有客源加上行銷優勢，才能快速推廣內容整合廠商的服務。因此以愛

爾達科技來說，一方面自己經營Ch5第五台寬頻影音網站，但另一方面也

與中華電信合作經營hiChannel影視網，行動加值部份則與中華電信合作

提供emome網站上Java Game和Java Video下載的content；而滾石移

動則一方面自己經營YOYO666手機娛樂網，一方面也與各大電信系統廠商

均合作推展其666簡碼的服務，例如與中華電信合作「666.emome.net」、

與和信電信和作「和信i-mode」、與遠傳電信合作「fet666.yoyorock.com」

等網站。 

由此可了解在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上，內容整合廠商與下游電信系

統廠商其實結合很深，aggregator需要電信系統廠商的電信通路與客戶

基礎，電信廠商則需要aggregator的content、技術和整合平台，互相

合作、資源互補才能長久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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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核心能耐 

本節探討個案公司的核心能耐，核心能耐主要包含公司的組織能力與

核心能力。組織能力方面整理個案公司之組織分工，透過內容整合廠商愛

爾達科技與滾石移動之比較，藉以了解內容整合廠商在組織分工上之異

同，而中華電信組織架構龐大，且三大市場之經營分散於各分公司之各處

中，因此列出其經營三大市場時如何分工於各電信分公司。而核心能力部

份將三個案公司綜合比較，一方面可了解內容整合廠所需具備的核心能力

為何，另一方面也可比較在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價值鏈上，不同地位的電

信系統廠商與內容整合廠商其所需之核心能力有何異同。 

個案公司之組織分工與核心能力整理如下頁《表5-3-1》所示，本研

究發現內容整合廠商在組織人才方面，均非常重視具有專業能力的工程

師，以滾石移動而言，國內與大陸分公司工程部門均佔總人力之半數，而

愛爾達科技之工程人員更高達三分之二強，顯示對於aggregator廠商而

言技術人才很重要。以愛爾達為例其技術團隊具備影音後製作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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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供專業的程式技術與富創意的網站設計能力，幫助電信系統廠

商建置優質、獨特的網站。 

綜觀個案公司，在經營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時所具備之核心能力各有不

同，除了各公司特有之能力與專長外，本研究發現其中有些核心能力卻是

各公司都需具備的： 

1. 優秀的經營團隊與技術人才。 

2. 與上下游廠商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且在平台系統上能相互整合。 

3. 擁有豐富影音內容，合作內容廠商廣泛。 

茲將個案公司之組織分工與具備之核心能力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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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1》個案公司組織分工與核心能力表 

 愛爾達科技 滾石移動 中華電信 

員工
人數 

38人 
台灣40人 
大陸40人 

50人(加值處) 

組織 
分工 

主要分為三大部門： 
n 管理部門4人 
n 業務行銷部門 
7人 
n 工程部門25人 

工程部細分為三組： 
l Artistic Designers 

and Web 
l Digital Media 

Group 
l System and 

Programming 

主要分為四大部門： 
n 事業發展部 
n 產品部 
n 技術部 
n 行銷部 

*技術部門人力在台
灣與大陸市場均佔
全體人力之半數。 

經營各內容加值市場
之組織分工： 
n Hinet寬頻影音： 
數據通信分公司 

n emome行動加值： 
行動通信分公司 

n MOD互動電視： 
北區分公司 

核心 
能力 

1.優秀經營團隊，具
備關鍵 know-how
包含： 
n 技術know-how 
n 行銷know-how 
n 經驗know-how 

2.熟悉電信業系統，
研發完美整合平
台。 

3.擁有影音數位化與
後製作能力，提供
完整行銷服務。 

4.整合電視、電影、
唱片、廣播等媒體
內容供應廠商，提
供完整加值內容
服務。 

1.員工具有相同信
仰，相信 Mobile 
Entertainment，
且擁有熱情、創意
與行銷經驗。 

2.全國唯一擁有三個
字簡碼，跨五大電
信系統合作，建立
666品牌，簡化加
值服務流程。 

3.豐富的內容，完整
的合作網絡，擁有
超過 5000首鈴聲
下載。 

4.良好的專案管理能
力。 

1.具品牌優勢，且擁
有跨電信與數據
通信之廣大客戶
資源，包含： 
n 行動740萬用戶 
n ISP 320萬用戶 
n市話1300萬用戶 

2.結合電信帳單優
勢，推出「AAA小
額付款機制」，簡
化付費方式，促進
加值服務使用者
之消費意願。 

3.擁有完整系統平台
與電信通路，且與
超過 100家 CP合
作，提供完整的影
音、娛樂等各式加
值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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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數位內容管理機制 

一、數位內容管理系統 

本節探討個案公司之數位內容管理機制，包含內容管理平台系統及各

系統所包含之功能模組。對於經營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的廠商，內容管理是

非常重要的一環，滾石移動的專案經理吳柏漢甚至表示：「內容管理系統

做得好不好關係到整個企業會不會成功。」由此可見其重要性。然而本研

究也發現，依據在產業價值鏈中所扮演角色之不同，電信系統廠商與內容

整合廠商其內容管理系統之功能很不相同，而在價值鏈中同樣扮演內容整

合廠商(aggregator)角色的愛爾達科技與滾石移動，也因主要目標市場不

同，因而其內容管理系統的功能也不相同。個案公司研發之內容管理系統

及其主要功能模組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5-4-1》數位內容管理系統整理表 

 愛爾達科技 滾石移動 中華電信 

內容管理
系統名稱 

RMMS 
(Rich Media 
Management 
System) 

MASP 
(Multiple Access 
Services 
Platform) 

內容管理平台 
與 

Media Server 

系統主要
功能模組 

與電信業者介接端
功能模組： 
n Billing 
n Authentication 
n Streaming 
n Distribution 
與內容供應商介接
端功能模組： 
n Acquisition 
n Transaction 
n Distribution 
n Licensing 

多重接入平台系統
其接入平台包含： 
手機平台： 
n IVR手機直撥 
666/*98 
n SMS 
n WAP 

電腦平台： 
n 透過Internet 

電話平台： 
n 透過IVR-0204 

其他功能： 
n loyalty report 

使用者端功能模組： 
n 會員管理 
n 帳務管理 
n 網頁介面 
n 保護系統 

內容供應端功能模組： 
n 進貨管理 
n 上架管理 
n 帳務管理 

內容儲存： 
n Media Server 

其他功能： 
n 管理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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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達科技因為是aggregator廠商，其內容管理系統主要可分為兩

大部份，第一部份是與電信系統業者介接端的功能模組，包含：帳務系統、

認證系統、影音串流系統及影音分布系統；第二部份則為與內容供應廠商

介接端的功能模組，包含：影片取得系統、影片交易系統、影片分布系統

及影片授權系統等功能。扮演電信系統通路廠商的中華電信其內容管理系

統主要可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部份是用來儲存各種不同content的Media 

Server；第二部份是與內容整合廠商或aggregator介接的功能模組，主

要包含：進貨系統、上架系統、帳務管理等；第三部份是與使用者接觸到

加值服務時相關的功能模組，主要包含：會員管理、網頁介面、帳務管理、

保護系統等；第四部份則為內部員工使用的管理介面。 

比較中華電信與愛爾達科技，本研究發現，不論處於產業價值鏈下游

的電信系統廠商還是中游的內容整合廠商，其內容管理系統主要就是針對

其上游與下游廠商介接而設計，只是因其價值鏈地位不同因而有不同的上

下游廠商。因此像中華電信的上游即為內容供應商或內容整合廠商，而下

游則為實際的user；愛爾達科技其上游為各式內容供應廠商，可能包含

影片商、電視台、唱片公司等，而下游則為電信系統廠商，例如中華電信、

東森寬頻等。 

而滾石移動雖是內容整合廠商，但因為他focus在行動加值的市場，

因此其內容管理系統主要是一個能達到「多重接入」(Multiple Access)

的平台系統，包含透過手機平台、電腦平台及電話系統平台等不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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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滾石移動已

將此平台與國內五大電信業者及大陸中國移動等業者結合，使用者不論使

用任何電信系統的手機，只要透過手機直撥666、或是透過電腦internet

連上YOYO666網站、或是打到滾石移動的語音系統，都可以獲得想要的行

動加值服務，因此滾石移動的內容管理系統其功能取向，主要強調在能與

各大電信業者結合，且能整合手機、電腦、電話三種不同系統來提供加值

內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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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管理 

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因其產業特性，提供服務的各種加值內容經常會

牽涉許多著作權、版權等相關問題，茲將個案公司對於數位內容智慧財產

權的管理方式、遭遇的智財權問題或解決方式整理如下表： 

《表5-4-2》數位內容智慧財產權管理整理表 

 愛爾達科技 滾石移動 中華電信 

數位內容
相關 
智財管理 

n 與北辰著作權事
務所簽約，每年
付一筆錢購買固
定諮詢時數。 

n 工研院曾尋問愛
爾達是否要將其
自行研發之RMMS
系統申請專利，
愛爾達最後並未
申請。但未來在
STB與數位電視
方面的產品已考
慮申請專利加以
保護。 

n 內部有 2~3位
in-house的專職
法務人員，同時
另請事務所律師
事作顧問。 

n 所有 content來
源都有付錢，內
容都要先得到合
法的授權之後才
發展產品。 

n 不與任何中間
商、代理商接
洽，直接與源頭
供應商接洽，避
免侵權問題。 

n 和內容供應商及
aggregator簽訂
內容授權合約。 

n 合約內載明有關
版權及著作權的
問題需由內容供
應商或內容整合
商負完全責任，
Hinet提供的只
是一個代收費機
制和提供網友收
看的平台。 

遭遇智財
權問題或
解決辦法 

n 愛爾達非常重視
智財權管理，與
內容供應商簽訂
合約中需明確定
義以下問題： 
1.版權問題 
2.責任歸屬問題 
3.授權範圍問題 

n MMS下載方面較
容易發生侵權問
題， 

n 目前 MMS用的都
是藝人的肖像，
雖然拿到合法授
權，user也付費
下載，但user下
載後要再傳送幾
次給別人，滾石
移動管不到。 

n 網路的 content
算不算出版品？
可以用廣電法或
出版品的條例來
管理嗎？ 

n 網友自己拍攝或
個人工作室的作
品，收費機制與
重製、修改問題
待解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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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個案公司訪談，本研究發現個案公司均非常重視經營數位內容加

值服務時，可能產生的許多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因此各公司也都有其因

應之道，個案公司或內部自行培養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務人員，或諮詢於專

業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而整合個案公司意見，此產業中最重要之智財權問

題為內容的授權問題，因此個案公司均強調在與上游公司談合作時，都需

簽訂完整的內容授權合約，並於合約中協定好拆帳的比例及拆帳方式。 

綜合個案公司對於內容授權合約的看法，不論是電信業者與內容整合

廠商間或是內容整合廠商與內容供應廠商間簽訂的合約，主要需定義明確

的問題有三大項： 

(1) 版權授權問題：因為所有權在上游內容提供者身上，所以合約內
容很重要的是上游內容提供者要將版權授權給下游廠商。 

(2) 責任歸屬問題：合約中需要求版權若有發生任何問題或侵犯他人
權益時，責任將歸屬於上游的內容提供者。 

(3) 授權範圍問題：合約上需明定內容授權範圍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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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區域播放。 

若能於授權合約中清楚定義以上問題，則下游的內容整合廠商或直接

提供服務的電信業者便能較安心的提供內容加值服務。而中華電信的專案

經理張惠雯還談到，數位內容加值服務廠商雖然也是提供內容讓使用者付

費下載或收看，但與Napster或ezPeer很不相同，因為像中華電信、愛

爾達或滾石移動所提供的內容均有經過內容來源廠商或著作權人的授

權，且均付予一定權利金，但ezPeer的經營方式只是提供平台讓使用者

互相下載對方電腦中的內容，並無經由原著作權人授權且亦無付費給原著

作權人，當然就可能產生侵權問題。 

雖然提供內容加值服務的廠商有付權利金給著作權人或以拆帳方式

合作，但現今產業中最主要問題還是在於網路上的數位內容是否屬於出版

品、在提供使用者付費收看前是否需先經過送審、分級等管理議題；其次

是使用者若下載後再大量傳送給他人甚至加以收費等使用問題。現今解決

方法一方面需由政府加速立法對數位內容明確規範，另一方面則是廠商也

要盡力在下載或收看時加入保護機制，讓使用者無法任意加以複製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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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經營模式與發展障礙 

茲將個案公司經營模式、營收現況與營收成長目標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5-5-1》個案公司經營模式與營收現況表 

 愛爾達科技 滾石移動 中華電信 

經營
模式 

n 首創與 ISP以 Profit 
Sharing方式合作，由
電信公司先向使用者
收費，之後再依比例
與內容整合廠商、內
容供應廠商拆帳。
(ISP:CP:愛 爾 達
=5:3:2) 

n 與CP合作方面不買斷
版權，幫CP解決在網
路上架的問題，另一
方面透過電信業者收
費同時解決頻寬的問
題，而愛爾達則負責
做implement的工作。 

n 希望成為華人行動加
值的入口網站。 

n 和電信業者緊密結合
做利潤分享，不靠廣
告或賣 content獲
利，而是和電信業
者、內容供應廠商一
起分享獲利。 

n 希望在國內建立一種
非常健康的經營模
式，雖然每項加值服
務收費不多，但因為
每筆營收都可分享給
合作的 CP，因此國內
的CP業者就可以生存
下來。 

n 結合旗下各區分公
司、數據通信分公
司、行動通信分公司
資源，在各種可能的
平台上提供完整的加
值服務。 

n 整合各電信系統使用
者及 Hinet會員帳
號，並與大量內容供
應廠商及 aggregator
合作，統一透過 AAA
小額付款機制提供加
值服務，並以利潤分
享方式拆帳。 

營收
現況 

n 2002年全年度營業額
為4965萬，與電信業
者、CP拆帳後分得近
兩千萬。 

n 收費方式有兩種，一
種是 pay per view，
另一種是包月制。 

n 2002年全年營收約八
千萬元。 

n 佔營收第一名的是鈴
聲下載，第二名是圖
片下載，但未來流行
音樂台的服務將逐漸
成為一股新勢力。 

n Hinet加值服務 2002
年全年營業額約為五
億元。 

n 收入來源包含加值服
務與廣告收入兩種，
加值服務為主要來
源，廣告部份只佔六
千萬元左右。 

營收
成長
目標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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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營業額也許
會再成長三倍。 

n 預估營收將穩定成
長，並計畫與消費性
領導品牌公司進行
mobile marketing合
作，例如2003年暑假
將與百事可樂合作進
行交叉行銷。 

n Hinet預定每個月營
收成長率為20%，希望
全年度營收能達到倍
增，也就是達成全年
100%的成長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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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個案公司之經營模式與營收現況，本研究發現在國內數位內容加

值服務產業中，廠商偏好以Profit Sharing的合作模式來經營，訪談個

案公司均認為這是一種很健康的經營模式，滾石移動專案經理動吳柏漢甚

至強調：「internet .com公司為何會倒？因為主要收入來源靠的是廣告。」

由此不難發現在經營數位內容加值服務上，廣告收入已成為次要來源。 

此外本研究發現，在拆帳比例(業界稱之為“拆分比”) 方面，寬頻

影音市場與行動加值市場並不相同，業界目前拆帳比例約如下：  

寬頻影音市場=> 電信業者：CP：Aggregator = 3:5:2 

行動加值市場=> 電信業者：CP：Aggregator = 2:3:5 

其原因是在寬頻影音市場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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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供應商至少要4至6成，一般

CP分50%左右，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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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分到三成，所以aggregator一般分到兩

成。但在行動加值上卻不同，以愛爾達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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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加值方面

因為不能像internet打個網址就連過去，內容一定要放在電信業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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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四成。 

最後依本研究架構與訪談問題，茲將個案公司在經營上遭遇之障礙或

困難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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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2》個案公司經營障礙整理表 

愛爾達科技 滾石移動 中華電信 

1. 經營模式選擇不
易，經過多次嘗試
失敗才確立。 

2. 公司需要自我定
位清楚，此外創
新、專業和團隊三
要素缺一不可。 

3. 複製經營模式到
大陸、新加坡等市
場缺乏專業人才。 

1.要跨足數位內容
加值服務市場，需
建立良好經營模
式及了解國內產
業現況，否則會吃
盡苦頭。 

2.大 陸 市 場 很 重
要，但進入不易，
需與大陸少數電
信公司建立良好
關係。 

1. 國營事業人才缺
乏且晉用不易。 

2. 網路使用者權益
保護問題尚待解
決。 

3. 國內數位內容供
應不足且版權相
關法規規範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個案公司訪談資料認為其經營上所遭遇之困難，本研究發現在數

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中，廠商普遍認為國內數位內容相關人才不足、學校

相關科系與課程不足以及教授數位內容專門課程的人才也不多，其中尤以

數位內容行銷方面的人才最為缺乏。 

本研究也發現在此產業要成功，建立正確的經營模式和市場定位很重

要，個案公司在初創過程幾乎都嘗試過許多經營模式，在遭遇許多挫折與

失敗後才逐漸形成今日能獲利的經營模式，因此培養高素質的人才、建立

良好的經營模式、與上下游廠商建立緊密合作關係，是任何想跨入數位內

容加值服務產業的廠商所必須重視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