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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了解國內「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目前的產業發展現況，研

究產業價值鏈上扮演關鍵角色的內容整合廠商及相關電信系統廠商之經

營管理模式與核心能力，並經由個案深入訪談，了解此一新興產業各廠商

在經營上遭遇之障礙與未來發展趨勢。 

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就「內容」與「數位內容」這兩個名詞加以定義；

第二節探討加值內容的價值、內容加值策略及加值服務所需互補性資源，

並輔以服務業之定義，以對加值服務業有一完整概念。藉由第一、二節之

文獻對本研究欲探討之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中之「數位內容」與「加值服

務業」有一清楚了解，然由於「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為一新興產業，相

關之產業定義與分類過去尚無文獻，本研究將於第三章研究範圍中詳細定

義之。第三節探討經營策略三構面之各構面要素，透過第三節的文獻探

討，可描繪出廠商之經營輪廓與經營策略，而本研究也將結合第二、三節

之文獻探討於第三章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第一節 數位內容 

一、 內容 

「內容」一詞在中文的解釋上，主要有三種意涵4，第一在哲學上指

事物的內部衝突和過程；第二指事物內部所包含的實質或意義，相對於形

式而言；第三指文學或藝術作品中所含的實質、意義或精神，相對於形式、

技巧而言。以數位內容而言當取其第三種意涵，內容一詞或可以「著作」、

「創作」、「作品」等較具體的名詞來理解之。 

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中定義，「著作」指屬於文學、科

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第五條指明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

語文著作、音樂著作、戲劇著作、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圖形

                                                 
4 參見：左秀靈主篇(1988)，「當代國語辭典」，第二版，台北：建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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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作、電腦程式著作等5。由此可知相

同的創作概念若依附於不同儲存媒體、以不同形式表現則可能成為一種不

同的著作品，而內容本身也是需要藉由各種儲存媒介物儲存，並透過某種

形式加以呈現其實質內涵，因此我們或可說「著作」是「內容」在法律上

被保護的實質主體。 

隨著時代的進步，各種儲存媒體與傳播科技的發明與創新，使得內容

所代表的意涵也隨之逐漸擴大，要以一句話完整定義何謂「內容」並不容

易，美國最大ISP公司AOL在其網頁上定義：「內容」包括文字、通訊、

軟體、影像、音效、數據或其他資訊6，此定義給予了「內容」結合現代

化科技的新形象，且已包含部份我們接下來所要探討之「數位內容」概念

在其中了。 

二、 數位內容 

(一) 定義 

數位內容顧名思義就是將原有內容(Content)加以數位化，藉由數位

化技術與封包技術應用，所有的內容不論是文字、聲音、圖形、影像、多

媒體等都可以「0」與「1」數位封包的形式儲存與傳播，而人們便可透過

各種網路和各式終端設備來存取所需的內容。 

數位內容涵蓋層面極廣且觀念很新，目前尚無統一定義，在參考世界

各國看法後，我國將數位內容定義為：「將圖像、字元、影像、語音等資

料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技術、產品或服務。」7經濟部工業局數位內

容產業推動辦公室副主任翁正修8，也提出官方版本定義：「影、音、文字、

圖像的內容經過數位化，整合運用成產品或是服務，而在數位化的平台上

                                                 
5 參見：馮震宇(1999)，「科技智財法全書」，台北：展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 AOL為 American On Line的縮寫，是美國維吉尼亞洲的一家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提
供用戶連接上網際網路、電子郵件、虛擬主機、電子購物等服務，為目前美國最大的一家線上
加值網路服務公司。而在台灣等亞洲地區，AOL的分支機構稱為 Asia On Line。網址為
http://www.aol.com.tw。 
7 參見：經濟部工業局，網路多媒體產業資訊網，http://www.nmipo.org.tw/。 
8 我國為推動數位內容產業發展，經濟部於2002年將原“軟體五年計畫工作室”正式改制為“網
路多媒體計畫辦公室”，簡稱“網多”，由翁正修擔任網多計畫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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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至於廠商一般的看法，則是「所有能以數位方式來儲存、傳播的

內容都是數位內容。」 

依據日本數位內容協會的定義9：「以數位型態傳輸之資料內容是謂數

位內容。」依其流通型態可區分為「實體數位內容商品」、「網路流通內容」、

「手機內容」及「數位播放」四種類型，各類型概念如下： 

1.實體數位內容商品：是數位內容與載體結合而以實體數位商品形式

銷售，如影片DVD、音樂CD、遊戲軟體及教育、娛樂用出版品之CD-ROM

等商品。 

2.網路流通內容：是透過internet流通的數位內容，包含線上影片、

圖片、線上音樂、收費電子報及各種出版品內容資料庫等。 

3.手機內容：包括待機圖案、鈴聲、手機遊戲等透過手機接收之數位

內容，例如NTT DoCoMo提供的「i-mode」、J-Phone提供的「J-SKY」、

KDDI group提供之「EZweb」等業者提供之內容服務。 

4.數位播放內容：透過衛星以數位形式直接播放予消費者觀看之內

容，包括BS（Broadcasting Satellite；放送衛星）及CS

（Communication Satellite；通信衛星）播放。 

(二) 數位內容的特性 

內容在數位的型態下，可以任意的組合、操作、儲存、壓縮及還原，

數位化的內容具有反覆複製而不失真的特性，因此易於保存與傳送，極適

於現今需要大量複製、大量傳送內容之資訊爆炸時代，而且數位化技術能

大幅降低內容生產與傳遞的成本。以影音內容而言，轉成數位資訊後，就

能夠不限於原有傳輸方式與呈現平台，只要經過適當的調變、解調、交換

等方式，幾乎可以在所有的傳輸通路上進行資料流通，其特性為相當經濟

與便利。 

 

                                                 
9 參見：日本數位內容協會(2002)，「數位內容白書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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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2003年最新研究報告中對於數位內容的特性指出，由於數位

內容屬於著作物且數位化程度高，因此權利狀態遠較一般產品複雜，可歸

納出以下五大特性10：  

1. 數位內容理應享有法律保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
映、公開演出、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等著作財產九大權能。 

2. 利用財產權之一方必須經過受讓或授權才不致造成權利侵害。  

3. 同一內容可應用於不同種類商品，使用途多元。  

4. 數位化程度高，衍生更多如閱讀、列印、載體播放次數等新興權利。  

5. 複製、散佈成本低廉，因此易發生侵權行為。  

在探討數位內容的特性時，除了先前討論因數位化使得內容本身的特

質更複雜、更多元化外，內容數位化後相關媒體與通路更將產生一新興的

匯流(Convergence) 11現象，即所謂「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

數位匯流的概念由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創始人

Nicholas Negroponte於 1978年首創，他認為資訊數位化技術的發展將

使電腦、印刷出版與電影、電視、廣播製片等媒體產業的差距日益縮小，

也將很快地聚集重疊有如同一產業，因此在數位匯流下，媒體產業將產生

結構性的變化。而數位化技術運用的興起及未來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後新的數位網路出現，將使得數位內容具有「Anytime」、

「Anywhere」、「Any device」之「Always on」的特性。 

                                                 
10 參見：全球高科技產業研究資料庫(2003/03/01)，「內容素材流通發展現況分析」，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 
11 匯流(Convergence)一詞源自 17世紀初科學家 Johannes Kepler的光學研究，意指二種力量或
事物在一點聚集的現象，參見Webster’s New Dictionary：“bend or come together at a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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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加值服務業 

一、 服務與服務業 

(一) 服務的定義與特性 

最早定義「服務」的經濟學家是 Hill12 (1977)：「所謂服務，係指在

某經濟個體同意下，另一經濟單位為前者之財貨或效益所進行之改變。」

此一定義係以結果（改變）來解釋服務，但諸如保全服務之目的，旨在「防

止改變」，就無法適用該定義。 

關於服務之定義較新且較為人所接受者，為 Riddle13 (1986) 及

Nicolaides14(1989)。 Riddle及Nicolaides均將服務視為一種「過程」，

認為服務是在特定期間內，藉由轉變消費者的現行狀態，以提供消費者時

間、空間及形式等效用之經濟活動。因此服務包含三要素： 

1. 生產者為消費者工作。 

2. 消費者參與部份活動。 

3. 消費者及生產者在過程中互動。 

與前述學者之定義相比較，Riddle及Nicolaides因以「過程」之觀

點來看待服務，其涵蓋範圍顯然較周延。 

Kolter15（1996）將服務定義為：一個組織提供另一群體的任何活動

或利益，服務基本上是無形的，也無法產生事物的所有權。Kotler描述

服務的四個特性為： 

 
                                                 
12 Hill, T. P., "On Goods and Servic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3, December 1977, 
pp.315-338. 
13 Riddle, Dorothy I., “Service-Led Growth: 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86. 
14 Nicolaides, Phedon, "Services in Growing Economies and Global Markets," Informal Workshops 
with Dynamic Asia Economies, 1990. 
15 參見：Kotler, Philip (2000),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10th ed, Prentice-Hall Inc.。中文版為：方世榮譯（2000），行銷管理學，台北： 
東華書局，頁 508-514。 



數位內容整合廠商之經營管理研究 
 

- 14 

1. 無形性：服務可以消費到，但是卻無法看到或擁有，也因此無法像
製造業生產出容易評量的產品。 

2. 不可分割性：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發生在同時，生產者與消費者必
須在同一時間、地點完成服務，且顧客必須在現場。 

3. 可變性：服務是由人所提供，由於並非有形產品來自於標準生產流
程的製造，所以因服務的提供者、服務的時間不同而有所不同。 

4. 易逝性：服務的產能難以儲存，對於波動無法以調整存貨的方式調
節。當需求穩定時可以預先安排服務人員，但當需求變動很大時便
會遭遇困難。 

(二) 服務業的定義與分類 

Shostac16（1997）認為大部分的製造業與服務業所提供的產品，都具

有有形與無形兩個部分。而服務業為「以服務給需要者為主要業務的事業

體」。 

根據我國最新行業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90年1月)17，以聯合國行

業標準分類為基本架構，並參考新加坡、北美及日本行業分類修訂，修訂

結果全國行業計分為十六大類，而服務業包含了其中五大類： 

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 教育服務業 

3. 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4.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5. 其他服務業 

 

根據我國國民會計的規定，不屬於農業、礦物、製造業、營建業等四

                                                 
16 參見：Lynn, Shostack (1977), “Breaking Free from Product Market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41, Apr, pp.73-80。 
17 參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90年 1月），
http://www.dgbasey.gov.tw/dgbas03/bs1/text/indu89/ind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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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產部門的產品，都屬於服務業，包括消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

分配性服務業、非營利與政府服務。洪順慶18（1999）說明如下： 

1. 消費性服務業：包括旅遊、美容、銀行、餐飲、保險、娛樂等，為
與一般消費大眾的關係最密切的服務業。 

2. 生產性服務業：指服務生產者（廠商）的服務業，如會計、保險、
法律、銀行、工程與管理顧問公司等服務業。 

3. 分配性服務業：介於買方與賣方之間，為促進消費者與生產者達成
買賣交易的服務，例如零售、批發、通信、運輸、倉儲、物流等。 

4. 非營利與政府服務：指教育、衛生保健、全民健保、國防、治安、
交通、宗教、慈善機構、各種基金會等。 

由以上對服務與服務業之探討，可以了解到服務之一般特性與服務業

之一般分類，然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業為一新型態之產業，其特性或部份與

上述探討相近，但也有不相同處，例如手機之行動加值服務並非在過程發

生後即完全消失，部份內容仍可保留在使用者端。此外伴隨資訊科技方式

投供的加值服務，往往不似傳統服務業以“人”在“現場”提供服務，而

是可以透過網路、無線電訊、有線電視系統等直接在遠端提供使用者想要

的服務，因此其產業特性已與傳統服務業有很大的不同。 

二、 內容加值策略 

(一) 加值內容 

除了原創的內容之外，廠商可以根據現有的內容加以利用，將內容商

品分解成片段或部分之內容素材後，經重新組合或加值而創造出新的內容

商品，其流程如下圖所示： 

 

 

                                                 
18 參見：洪順慶（1999），行銷管理，台北：新陸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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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內容素材流通價值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3年1月 

 

現有的內容素材是加值廠商得以快速將內容商品化進而獲利的捷

徑。例如將流行歌曲改編為手機鈴聲、漫畫故事改編為連續劇劇本、將百

科全書納入教學教材、畫冊上的圖片應用於咖啡杯上的圖案等等。當內容

素材達到順暢流通的境界時，就有如可拆解再重新組合的積木，整體產業

可因「One content, multi-use」而創造更大的效益。 

正因為內容具有可應用於不同種類商品，使用途徑多元之特性，廠商

能將內容素材經由重新組合或加值而成為新內容商品，創造衍生商品利

益。此外，內容素材權利所有者亦可因素材授權方式的增加﹙如著作者原

授權小說出版，可另授權製作漫畫、動畫等，甚至授權製作其他數位方式

的出版品﹚而增加內容授權利益。 

內容商品： 
書籍、雜誌、 
漫畫、光碟 

創意 

素材 

素材授權利益 

商品利益 

衍生商品利益 

l 書籍、雜誌、漫畫、海報、光碟 
l 電影、電視、動畫 
l 遊戲、教材⋯ 

加值再利用 

分解內容 

素材授權 

l 文字素材 
l 圖片素材 
l 影音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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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加值策略19  

根據價值鏈的觀念可以將內容生產者由創意發想到產品量產的過程

分為三階段：創意的產生、生產製造以及行銷銷售，每一階段的活動都增

加了最終衍生產品的價值。三階段的內容加值策略可分為以下幾種：  

1. 創意產生階段  

(1) 內容增加或延伸策略：以原始素材為基礎，加入新點子，創

造出新的內容或產品。  

(2) 內容分解後重組策略：將內容經過分析、篩選、擷取、分類

等步驟後，重新組合成新的產品，可利用不同的組合方式將

內容素材作多元利用。  

2. 生產製造階段  

(1) 製造加值策略：透過生產製程將產品構想具體化成為商品進

入量產。  

(2) 轉換載體策略：將同樣的內容以不同的載具呈現。  

3. 行銷銷售階段  

(1) 運用行銷手法策略：經由通路、行銷宣傳等互補性資產來增

加價值。  

(2) 授權策略：將素材的使用權授與其他廠商，做更多元的利用。  

(三) 加值互補性資源20  

內容提供者對原始內容加值，進而產生新產品的過程中，除了善加利

用本身既有的資源外，還必須加入互補性資源才能達到加值的目的。各種

加值策略所需的互補性資源歸納如下： 

                                                 
19 內容加值策略參見鄭景熒(2000)，「內容提供者加值策略類型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企管
系碩士論文。 
20 加值互補性資源同註 16，由鄭景熒(2000)論文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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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意產生階段  

(1) 內容增加或延伸策略之互補性資源：企劃或編劇等創意人員。 

(2) 內容分析後重組策略之互補性資源：資料分析能力、創意整

合能力。 

2. 生產製造階段  

(1) 製造加值策略之互補性資源：生產技術、設備與人才。 

(2) 轉換載體策略之互補性資源：對材料技術的掌握。 

3. 行銷銷售階段  

(1) 運用行銷手法策略之互補性資源：行銷宣傳能力、與通路商

的關係。 

(2) 授權策略之互補性資源：找尋與挑選合適授權廠商的能力、

與授權廠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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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營策略三構面 

傳統的策略研究以企業的營運範疇為核心。近年來，許多學者認為，

不敗競爭優勢的建立以及維持企業組織與周遭環境中事業夥伴的良好互

動關係，是另外兩項影響重大且應有效掌控的策略課題，吳思華21（2000）

提出透過營運範疇、核心資源、事業網路三個構面的分析，可以對於企業

的圖像有相當的瞭解，進而以構面的變化來擬定策略的決策，策略三構面

概觀如下圖所示：  

 

 

 

 

 

《圖2-3-1》策略三構面概觀圖 
資料來源：吳思華策略九說 

一、 營運範疇 

企業存在之正當性，源自營運活動能為社會創造價值，而營運活動乃

企業外顯之表徵，因此在策略構面分析中首先需分析其營運範疇。營運範

疇分為產品市場、活動組合、地理構型、業務規模四項，分述如下： 

(一) 產品市場 

產品市場指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內容，以及其目標市場，產品及

服務乃企業營運做具體的表達方式，且任一企業均應考量產品及服務與目

標市場之緊密配合，故「產品」與「市場」可形成兩構面之對應關係，因

                                                 
21 參見：吳思華（2000），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台北：臉譜出版社。 

營運範疇 

核心資源 事業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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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企業在考量產品組合與選擇目標市場的策略時，必須要完全的配合。所

以產品內容與目標市場合成一個策略構面。 

(二) 活動組合 

企業在提供產品(服務)時，必須經過一連串的生產過程，此過程中將

分為許多階段，而每一段又將有不同的活動，這些活動對於顧客而言，均

有附加價值，故稱為「價值活動」，而整個企業或產業則是一連串價值活

動組合，這一連串價值活動組合稱之為「價值鏈」。故企業在勾勒其營運

範疇時，應考量各項價值活動是否為最佳活動組合，若將之調整，是否對

企業更好。 

(三) 地理構形 

企業在安排各項價值活動時，應考量在地理上的分布狀況，如原料的

來源、銷售市場、研發中心等應置於世界版圖的位置為何，因此企業版圖

的地理分布也是一個重要的決策構面。 

(四) 業務規模 

規模成長乃企業發展過程中所追求的重要指標，一般業務規模的指標

包括資源投入與業務產出兩部分，但這些指標不外乎資本額、員工人數、

營業額、市佔率、利潤、獲利率等指標。但這些指標仍不能清楚的顯現企

業未來努力與資源分配的重點，因此在策略構面分析中，營運範疇的四個

表徵並非互相獨立而是會互相影響的，所以在做策略構面分析時，必須應

用矩陣的方式，探討四個表徵之間的關係。 

二、 核心資源 

營運範疇可帶來利潤，若以長期為考量指標，企業須具備核心資源，

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所謂「資源」，以企業經營之觀點來看，可分為「資

產」與「能力」兩大項。核心資源的性質相當內隱，資產包括有形資產，

如土地、機器設備、資金等，及無形資產，如商譽、專利、資料庫等。能

力則為有助於企業基本運作的組織能力與個人能力，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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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織能力 

1. 業務運作能力 

良好的業務運作程序，能將企業的產品與服務，以最精確的品質、最

快速的時間，接近顧客、滿足顧客需求。而業務運作程序，不僅包括「採

購—生產—倉儲—運輸」等程序，尚應包括「開發、上市及提供服務」等

項目的流程。 

2.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新產品的開發，一方面有賴於技術的創新，另外一方面有賴於商品化

的能力。近年來許多研究指出，快速的商品化能力是新產品成功推出的主

要關鍵。技術的創新通常表現在：(1)在熟悉的產品上添加新功能；(2)

開發出新奇的功能來執行一般人熟悉的功能；(3)利用全新的產品概念提

供新的功能等三種形式。 

3. 組織文化 

文化是指應用並滲入於組織中個人和團體的行為、態度、信念與價

值。組織文化難以由表面觀察。建立一個創新與互助的組織文化，可以使

組織有自我調適與改善的基本能力，使其他組織難以超越。 

4. 組織記憶與學習 

組織可以保有過去的經驗，並有效的運用於現有的決策中。同時，組

織可以減少任務交付過程中協調、溝通、與執行的交易成本。如此的組織，

必須具備良好記憶能力，使組織可以累積過去的經驗，使其成為具有良好

能力的有機體。 

(二) 個人能力 

個人能力一般包括以下幾種能力：(1)與特定產業或產品有關的創新

與專業技術能力；(2)管理能力，即統馭企業的能力；(3)人際網路能力。

人際網路隱含了承諾、了解、信用、義務四個特質，也提供了大量有關於

統合、協調、評估與溝通等各方面的功能。藉由在企業內部的溝通協調、

組織間的交易往來，人際關係有助於應付多元化、快速變遷的外在環境，

同時可以使創業家更加容易取得外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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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業網路 

策略構面分析的最後一個構面為事業網路，任一企業不可能獨立提供

營運之所有資源，他必須從開放的環境中取得必要的資源，包括原料（來

自上游供應商）、通路（下游供應商）、資金（來自銀行）、勞力（來自工

會）、技術協助（來自政府研究單位或其他公司的技術移轉）、專業促銷（如

廣告公司、行銷研究公司），除了上下游關係外，事業網路的範圍還包括

同業、社區、消費大眾、輿論與政府等。 

企業必須與相關成員形成一「事業共同體(Business Ecosystem)」。

共同體中的成員在「資源有限」的考量下，形成了不同的親疏關係。事業

網路的策略構面分成體系成員、網路關係、網路位置。分述如下： 

(一) 體系成員 

企業必須選擇適當成員，建構一完整的事業網路體系，以創造價值。

與本事業產生互動的其他事業或個人，都可以視為事業網路體系的成員。

企業要選擇適合的成員中，最重要的四種事業夥伴包含：資源供應者、同

業、異業、社會伙伴。 

資源供應者提供資源，包括原料、零組件、人力、技術、資金、通路、

行銷等等。選擇哪些資源供應者作為企業經營的伙伴，是策略思考中重要

的課題。 

同業在以往的關係大抵是維持競爭的關係，包括直接競爭、間接競

爭、交叉對抗、楚河漢界、相安無事等。近年來，企業間強調策略聯盟，

希望在研發、採購、通路、行銷各方面合作。因此同業有可能成為企業事

業網路中的重要成員。 

異業亦可以成為事業伙伴，彼此間的合作關係可能為雙方帶來好處。

由於不同行業的營運範疇不同，彼此間的衝突可能性較低，因此也可能成

為事業網路中最佳的合作伙伴。 

社會伙伴是以較寬廣的角度，將事業伙伴納入股東、政府、企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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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地區、消費大眾、輿論與企業經營有關的專業團體。這些社會伙伴都

對於企業經營的正當性有發言權，可以成為策略選民（Strategic 

Constituency）。 

(二) 網路關係 

事業體系形成後，因資源有限及運作之實務需求，企業不可能與所有

事業夥伴維持同樣緊密之關係，所以應配合策略構想，適當調整與各成員

間的網路關係。 

(三) 網路位置 

事業體系形成後，成員間因主、客觀因素，形成不同的依賴關係，現

有的成員在體系中資訊與資源的匯集處，掌握到網路的關鍵位置，在分配

網路利益時，得到較多的好處。故企業應思考其網路位置之選擇是否恰當

及未來應如何調整，以避免在網路體系中遭到不平之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