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實証分析與討論 

為了明確找出在行動內容交易過程中所產生之交易成本，本論文經過訪談不

同類型之價值鏈上的業者及次級資料的研究，歸納整理出內容供應商、電信業者

在平台尚未存在及平台存在下的兩種情形下，進行交易所需之交易成本，然由於

每項行動內容之應用技術複雜層次均有差異，而技術複雜層次不同也將使交易成

本差距甚大，因此為了避免產生太大的誤差，本論文在訪談的過程中，技術層次

將選定目前市場上最常見的 MMS Download 模式為主要探討對象，不過在仍此要

強調的是，此模式的技術層次不算太高，隨著未來新應用的不斷開發，技術複雜

度將越來越高，所需要的作業內容、交易成本也將遠比目前簡單形式的行動內容

來的要高。 

第一節 實証分析 

經由訪談及次級資料分析，本論文整理歸納出一個完整的行動內容交易流

程，為了往後分析方便，在此將清楚列出一最為完整的流程細項，並針對每一項

目作定義的動作，若相同的流程由於學習效果的影響使成本降低，將在最後加上 

＠ 符號作為表示。 

A. 向電信業者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A1：申請服務：申請成為電信業者之內容提供者 



A2：服務內容：提供何種服務、需要界接何種設備等。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洽談與電信業者共享利潤的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洽談帳務資訊判定標準等問題 

C. System implementation (約需耗費3 位工程師之人力;耗時2個月) 

C1：study operator’s interface：研究電信業者所使用之技術、系統

設備、界接介面等環境。 

C2：understand operator operation model：瞭解電信業者的系統的操

作方式、界接的流程、上架的流程等。 

C3：content design ：針對電信業者的系統環境對內容作設計、修改，

以適合各家電信業者不同的環境。 

C4：code：內容轉碼為行動內容、程式撰寫等。 

C5：documentation：內容文件化、歸檔。 

C6：test：內容行動化之測試、修正。 

D. Content preparation (針對一個內容需耗費1位工程師之人力;耗時1

個月) 



D1：management scheme：為了符合電信業者對於其持續發展行動內容之

要求，需作一內容的管理計畫。 

D2：preparation (conversion, adaptation)：針對不同手機格式，對

內容作格式的設計及調整。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需耗費2位工程師之人力;耗時2個禮拜

的時間)：與電信業者系統的界接、設備的調整及雙方技術人員的溝通

等工作。 

F. Deployment (需耗費1位工程師之人力)：內容上架。 

G. 後續監督：測試、系統穩定度等問題。 

H. 帳務（金流）：利潤分享。 

I. customer care：對於消費者使用行動內容的移難排解及糾紛的責任釐

清等問題。 

此交易流程為本論文經由訪談資料分析而來，然而隨著訪問對象的不同，對

於交易流程瞭解的完整性也不同，例如：內容業者及電信業者對於流程的前、後

段較為熟悉，而內容整合商則是針對中段技術層次較高的流程提出建議及看法，

透過本論文的整理才能完整的顯示出交易流程，下表7-1即表示各段交易流程與

其資訊之來源的對照表： 

 

 



《表7-1》：各段交易流程資訊來源對照表 

     資訊來源 

交易流程 

 

A、B 訊真科技、甲馬創意、滾石移動、台灣微軟郭怡君經理、願

境網訊、昱泉國際 

C、D、E、F 訊真科技、基因影音、滾石移動、願境網訊、台灣諾基亞、

昱泉國際 

G、H、I 訊真科技、中華電信、滾石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平台尚未存在之情形 

1. 內容供應商與電信業者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TC1 

在平台尚未存在的情況下，內容供應商與電信業者間的交易型態又可根據對

象及提供服務的不同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第一次與電信業者接觸，並開發新的應

用；第二種是針對同一家電信業者提供不同的行動內容服務；而第三種則是針對

不同的電信業者提供相同服務。這三種交易型態所產生的交易成本略有差異，將

在以下作條列式且詳細的介紹。 

(1) 開發一項服務與電信業者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 

本論文將此交易成本之細項分成交易前、交易中及交易後三方面分別列出： 



A. 向電信業者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A1：申請服務 

A2：服務內容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 

C. SYSTEM IMPLEMENTATION  

C1：STUDY OPERATOR’S INTERFACE 

C2：UNDERSTAND OPERATOR OPERATION MODEL 

C3：CONTENT DESIGN 

C4：CODE 

C5：DOCUMENTATION 

C6：TEST 

D. CONTENT PREPARATION  

D1：MANAGEMENT SCHEME 

D2：PREPARATION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F. DEPLOYMENT 



G. 後續監督 

H. 帳務（金流） 

I. CUSTOMER CARE。 

(2) 不同服務與同一電信業者之交易成本 

根據訪談指出，針對同一電信業者提供不同服務，由於應用之技術及界接的

設備均大不相同，因此所需要進行的交易流程幾乎與上述流程無異： 

訊真科技的JEFF提到：「針對同一個電信業者提供不同服務，上架的流程還

是要做，與電信業者系統界接的 effort 比較小但還是要做，不一樣的服務幾乎

都要重做。」 

A. 向電信業者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A1：申請服務 

A2：服務內容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 

C. SYSTEM IMPLEMENTATION                                ＠ 

C1：STUDY OPERATOR’S INTERFACE 



C2：UNDERSTAND OPERATOR OPERATION MODEL 

C3：CONTENT DESIGN 

C4：CODE 

C5：DOCUMENTATION 

C6：TEST 

D. CONTENT PREPARATION  

D1：MANAGEMENT SCHEME 

D2：PREPARATION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F. DEPLOYMENT                                            ＠ 

G. 後續監督 

H. 帳務（金流）                                            ＠

I. CUSTOMER CARE。 

(3) 同一服務與不同電信業者間之交易成本 

A. 向電信業者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A1：申請服務 

A2：服務內容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 

C. SYSTEM IMPLEMENTATION  

C1：STUDY OPERATOR’S INTERFACE 

C2：UNDERSTAND OPERATOR OPERATION MODEL 

C3：CONTENT DESIGN 

C4：CODE 

C5：DOCUMENTATION 

C6：TEST 

D. CONTENT PREPARATION  

D1：MANAGEMENT SCHEME 

D2：PREPARATION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F. DEPLOYMENT 

G. 後續監督 

H. 帳務（金流） 

I. CUSTOMER CARE。 



2. 電信業者與內容供應者之交易成本—TC2 

在討論了平台尚未存在的情形下，從內容提供者的觀點看待交易所產生的流

程及成本之後，接著我們將從電信業者的角度來討論，但是根據訪談得知，電信

業者對於與一般行動內容提供者的交易，已經發展出一套標準的申請程序，且已

經成立相關窗口並由專人負責，因此電信業者與內容供應者間之交易成本較為單

純。 

訊真科技的Jeff提到：「operator的話，業務上是一個人對很多家(內容提

供者)、一個人負責上下架服務，可能也負責拆帳這些事情、一個support的窗口，

業者已經有發展好一套機制供申請，所以其實業者的work可能不會那麼多。」 

A. 向電信業者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 

A1：申請服務 

A2：服務內容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F. DEPLOYMENT 

G. 後續監督 

H. 帳務（金流） 



I. CUSTOMER CARE。 

二、 平台存在之情形 

1. 內容供應商與本平台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TC3 

經由訪談整理得知，內容供應商與本平台交易之交易成本，將較在平台尚未

存在的情形下直接與電信業者交易來的少得多，以下列所示： 

A. 向本平台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A1：申請服務 

A2：服務內容 

D2：PREPARATION 

H： 帳務（金流） 

2. 電信業者與本平台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TC4 

基本上來說，電信業者與本平台之交易成本相較於其與內容提供者之交易成

本，兩者並不會有太大差距，但是在此要強調的是，對相同類型的行動內容而言，

電信業者與透過本平台的交易，將可接觸到不只一家的內容提供者，而隨著本平

台接觸的內容提供者的增加，電信業者將能有效的分擔其交易成本。若電信業者

與本平台交易之交易成本為TC ＝ FC (固定成本)＋ VC (變動成本)，而透過本平

台其接觸到 n 家內容提供者，可視為將固定交易成本平均分攤，降低至 TC’＝ 

FC / n ＋ VC，如下圖 6-3 所示。 



 

 

 

《圖7-1》：降低交易成本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電信業者與本平台之交易流程如下所示： 

A. 加值服務處部門審核本平台所申請提供之服務（工作成本與A類似）

B. 洽談拆帳模式（約1個工作人員之人力） 

B1：拆帳百分比 

B2：對帳機制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約1個工作人員之人力）：與本平台系

統的界接及雙方技術人員的溝通等工作。 

F. DEPLOYMENT：內容上架。 

G. 後續監督 

H. 帳務（金流）：利潤分享。 

交易成本 TC 交易成本 TC’ 



I. CUSTOMER CARE 

 

3. 本平台與內容供應商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TC5 

為了使內容提供者能以更為簡易的方式將其內容行動化，進而直接接觸到行

動用戶，本平台將發展應用模組之軟體介面供內容提供者使用，因此相較於上述

諸多交易流程，此部分將增加開發軟體介面之工作，而此部分之成本大小取決於

本平台軟體介面封裝的整合程度，整合程度越高，軟體介面就越友善，內容提供

者所需對其內容加值的程度就越低；反之，整合程度越低，內容提供者就需對於

其內容作一定程度的加值，例如內容數位化、程式編碼、撰寫的工作，方能透過

本平台所提供的軟體介面上架至電信業者的系統。 

此部分交易流程如下所示： 

A. 向電信業者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A1：申請服務 

A2：服務內容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 

D. CONTENT PREPARATION  



D1：MANAGEMENT SCHEME 

D2：PREPARATION  

A.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B. DEPLOYMENT 

C. 後續監督 

D. 帳務（金流） 

E. CUSTOMER CARE。 

4. 本平台與電信業者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TC6  

在前端與內容提供者進行交易完成，本平台內部做好內容之整合之後，接著

對電信業者進行系統界接、上架等動作，而此與電信業者界接之部分，除了在技

術、系統方面整合的較為深入之外，交易流程方面並不會有太大的差異性存在，

交易流程如下所示： 

A. 向電信業者申請提供服務流程 

A1：申請服務 

A2：服務內容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 

C. SYSTEM IMPLEMENTATION  

C1：STUDY OPERATOR’S INTERFACE 

C2：UNDERSTAND OPERATOR OPERATION MODEL 

C3：CONTENT DESIGN 

C4：CODE 

C5：DOCUMENTATION 

C6：TEST 

D. CONTENT PREPARATION  

D1：MANAGEMENT SCHEME 

D2：PREPARATION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F. DEPLOYMENT 

G. 後續監督 

H. 帳務（金流） 

I. CUSTOMER CARE。 

三、 小結 

上述我們瞭解到在平台尚未存在與平台存在的兩種情形下，內容業者、電信



業者及本平台彼此間的交易流程，目的是為了詳細定義在前提假設中所提到之交

易成本的內容（ TC1、TC2 ⋯⋯TC6 ），以便進一步比較，分析前提假設的結果，

因此根據本節的基礎，接下來將進行本平台之前提假設之驗證。 

《表7-2》：各交易流程 

 TC1 TC2 TC3 TC4 TC5 TC6 

 

 

 

 

交易流程 

A(A1、A2) 

B（B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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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提假設之驗證與討論 

一、 前提假設1驗證 

在此要強調的是，根據訪談結果發現，由於行動內容應用的異質性使得每項交易



成本差距甚大，加上訪談之每家廠商進行交易的類型及流程皆不盡相同，很難將

交易成本做一精確的量化，因此在驗證前提假設、比較成本時，本論文將詳盡地

列出各種交易型態之交易流程，進而採取比較其交易流程，作為討論前提假設之

依據。 

本平台存在的第一個假設為，藉由本平台此一中介團體，能降低在行動內容交易

的過程中，內容供應商與電信業者間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方面的表示即為： 

TC1>TC3 以及 

TC2>TC4。 

而在有了上一節的基礎之後，吾人即可清楚的定義出交易成本所涵蓋的詳細內

容，接著便可去比較其大小關係，第一個前提假設各交易成本的內涵如下所示： 

3. TC1：為上述在平台尚未存在的情形下，內容提供者直接與電信業者交易

所產生之交易成本，在此不再將詳細流程贅述（以下皆是）。 

4. TC2：為上述在平台尚未存在的情形下，電信業者與內容提供者交易所產

生之交易成本。 

5. TC3：為平台存在的情形下，內容提供者與本平台交易產生之交易成本。 

6. TC4：為平台存在的情形下，電信業者與本平台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 

7. TC5：為平台存在的情形下，本平台與內容提供者交易之交易成本。 

8. TC4：為平台存在的情形下，本平台與電信業者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成本。 

因此根據前一節所描述之交易流程，若我們拿 TC1與 TC3兩者作比較，將發



現TC1較 TC3多了以下交易流程： 

C. SYSTEM IMPLEMENTATION  

C1：STUDY OPERATOR’S INTERFACE 

C2：UNDERSTAND OPERATOR OPERATION MODEL 

C3：CONTENT DESIGN  

C4：CODE 

C5：DOCUMENTATION 

C6：TEST 

D. CONTENT PREPARATION 

D2：PREPARATION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F. DEPLOYMENT  

G. 後續監督 

I. CUSTOMER CARE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在交易前之業務洽談部分，TC1與TC3的部分並不相

同，前者為內容業者與電信業者之接洽，後者則是內容提供者面對本平台的部分，

但是兩者差異不大，為了比較方便，本論文將其二者視為相同。 

所以上述部分乃本平台的主要功能所在，為內容提供者節省之交易成本，因



此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在平台尚未存在時內容提供者與電信業者之交易成本，遠

大於平台存在時內容提供者與本平台之交易成本，也就是：TC1 > TC3 

而在 TC2與TC4的比較方面，由於電信業者已有一專門針對內容提供者而設立之

窗口，且發展一套標準的申請流程，因此不論是與內容提供者或是和本平台交易，

在交易流程方面不會有太大差別，我們可以視為 TC2 ＝ TC4但是由於電信業者透

過本平台能夠接觸到更多的內容業者，與本平台之交易成本將可被平均分攤，此

概念在上述已描述過，因此從若電信業者透過本平台接觸到內容提供者的數目 n

來看，交易成本應該從 TC4修正為  

TC4’＝ TC4 / n，                                          ⋯⋯式(5) 

因此我們可以說：TC2 ＝ TC4 > TC4’＝ TC4 / n。             ⋯⋯式(6) 

在此稍微作一整理，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命題一： 

TC1 > TC3            and 

TC2 > TC4’(修正後之TC4)      ⋯⋯式(7)  

 

經由訪談的歸納整理，我們可以瞭解到，本論文所提的第一個前提假設確實

是具有其意義，而在驗證的過程當中，證實了本平台充分地發揮中介團體的功效，



在在能降低雙方交易成本。 

此結果對於內容提供者而言，本平台的存在更能為其降低進入行動內容產業

的技術門檻，省下許多後端技術層面上的工作，使規模不大、無力作垂直整合的

內容業者能夠較為容易進入該產業。而上述提到的交易流程僅是一次針對一家業

者而言，若今內容提供者希望其內容能夠跨網流通，則必須與其他家電信業者進

行同樣之交易，交易成本將成倍數般的增加，因此本平台對不但能降低內容業者

之交易成本，更能提高其交易價值，意即讓內容在不同的電信業者間流通，增加

營收；對於電信業者來說，針對一種行動內容應用而言，透過與本平台的一次交

易流程，將接觸到不只一家的內容提供者，亦能增加其交易價值，也分攤降低了

交易成本，如下圖 6-4 所示。 

總括來說，本平台對於交易有兩大重要貢獻： 

1. 降低交易成本：本平台具有直接降低交易成本及間接分攤交易成本兩種

功能，以間接的功能而言，若交易成本為TC，分攤後可視為 TC / N。 

2. 提高交易價值：若每一次交易能夠平均為內容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帶來大

小為 TV的價值，而透過本平台若接觸到 M 家的廠商，便可使交易價值

提高至 m‧TV 。因此本平台能夠以更低的交易成本，不論是較小的TC

或是 TC / n， 來為業者創造更高的交易價值--- m‧TV。 

   



 

《圖7-2》：本平台之功能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前提假設2驗證 

經由第一個假設之說明，得知平台的存在的確能夠發揮上述優點，但是天下

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方面替業者節省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平台必須自行

吸收這些成本，因此緊接著第一個假設說明本平台的功能之後，本論文將驗證平

台是具有經營價值的，意即經營平台交易的利潤大於成本，修正後可以下列數學

式表示： 

（ TC1-TC3 ）- TC5 ＋ （ TC2-TC4’）-TC6 ＝ π> 0            ⋯⋯式(8)  

首先，為了方便分析的考量，我們將上述數學式分成兩部分來探討，第一是

與內容提供者交易的部分，為數學式的前半段---（ TC1-TC3 ）- TC5，而第二則

是與電信業者交易的部分，為數學式之後半段---（ TC2-TC4’）-TC6，分別將二

者求出，之後再進行比較的動作。 

1. （ TC1-TC3 ）- TC5： 

各項交易成本的定義在之前的討論中均已說明清楚，接著就是將各項成本作



一加減的比較動作，而在分析的過程中，由於無法統一量化成數值的形式，

只能針對流程來作比對，因此相加減的結果將以「正值」及「負值」來表示。 

經由分析比對之後，（ TC1-TC3 ）- TC5的最後結果如下： 

B. 洽談拆帳模式 

B1：拆帳百分比 

B2：誤差判定標準 

C. SYSTEM IMPLEMENTATION  

C1：STUDY OPERATOR’S INTERFACE 

C2：UNDERSTAND OPERATOR OPERATION MODEL 

C3：CONTENT DESIGN  

C4：CODE 

C5：DOCUMENTATION 

C6：TEST 

D. CONTENT PREPARATION  

D1：MANAGEMENT SCHEME 

E.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F. DEPLOYMENT 

H. 帳務（金流） 



 

負值 

A. 與內容提供者業務洽談 

A1：申請流程、審核內容提供者之機制 

A2：內容格式、整合程度之問題。 

 

2. （ TC2-TC4’）-TC6： 

由之前的交易流程的闡述我們可以得知，不論是內容提供者或是本平台而

言，與電信業者間進行交易所產生之交易流程幾乎是相同的，因此我們可以說：  

TC1＝TC6                       ⋯⋯式(9) 

若今天沒有考慮規模經濟的概念，也就是 TC4 尚未修正為 TC4’時，很明顯

的（ TC2-TC4） -TC6 將會等於 （– TC1），是為一負值，而TC1又較【（ TC1-TC3 ）

- TC5 】出來的結果來的大，如此一來第二個前提假設之數學運算結果將小於零，

假設將不成立。 

然而在此要強調的是，TC6 也是可以經由規模經濟的效果來降低，若本平台

經由與電信業者一次的交易，能夠將服務提供給 n 家的內容業者，同理也能將 

TC6降低至 



TC6’＝ TC6 / n，                  ⋯⋯式(10) 

而由式(6)我們得知 TC2 ＝ TC4 > TC4’＝ TC4 / n，因此可以推出下式： 

（ TC2-TC4’）-TC6’ ＝ TC2-（ TC4＋TC6 ）/ n           ⋯⋯式(11) 

所以式(11) 數值之大小，完全取決於 n 的數目是不是夠多，若n 數目很小，

將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效果，使得交易成本無法攤提，平台的經營將不符合成本；

反之，若n 的數目越大，本平台能夠壓縮成本的空間就越大，能夠將交易成本平

均分攤至越小，同時獲利空間也越大，式(8)的總和才會大於零，第二個前提假設

才有成立的可能性，本平台的經營也才具有經濟意義。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命

題： 

 

命題二：若 n 越大，前提假設二越容易成立，假設二修正如下 

（ TC1-TC3 ）- TC5 ＋ （ TC2-TC4’）-TC6’ ＝  

（ TC1-TC3 ）- TC5 ＋  TC2-（TC4 -TC6）/ n ＝π> 0 

 

 

 



第三節 其他研究發現 

經由業界訪談及本論文之研究得知，除了上述所提到兩個經由驗證前提假設

所得出的命題之外，尚有其他關鍵因素能夠使平台功能更趨完整，例如從業界實

務的觀點來看待本平台的經營方向、內容提供者的需求面、降低交易成本之作

法⋯⋯等，都是與平台息息相關的重要議題，因此接下來本論文將深入探討這些

議題，希冀勾勒出本平台在實務上經營的清楚面貌。 

一、 平台經營 

1. 經營方向及重點 

關於本平台之經營方向及重點，可按找分類交易流程的分法，分為交易前、

交易中以及交易後三方面來作討論。 

(1) 交易前： 

據本研究瞭解，由於目前國內行動內容交易中，多數為內容提供者主動去接

洽電信業者，經由電信業者評估才達成交易，因此在交易前不論是內容提供者或

是本平台，都必須能夠事先瞭解市場的需求、消費者的特性及流行趨勢等問題，

扮演著為電信業者分析市場的角色，主動提供電信業者符合市場需求的內容，且

由於行動內容更新的速度太快，因而電信業者可能無法及時搜尋到最新的內容，

台灣諾基亞 梅國卿經理如此說到： 

「今天對於mobile 的 Operator來說，因為 Mobile Content 更新的速度越



來越快，現在有很多像是 video news 的東西 對 Operator 來講他勢必沒有辦法

去搜尋最新的或是比較好玩的 Content，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台灣Content provider

很多而且Content provider大部分規模都不大甚至有代理的，那就會需要一個

agent去幫 Operator 尋找最好的 Content。」 

「交易前最重要應該是瞭解市場需求，包括消費者的特性，現在市場流行什

麼，這是最重要的 Operator要的其實是一個眼睛，可以幫妳注意到現在流行什

麼，這我覺得是 Content provider 最重要的這也是滾石的優勢，是不容易被打

破的 Motorolla 有很多的東西也是包給滾石，因為會有一些版權的問題是要去

clear的，而且他對音樂產業很聊解能夠抓住市場的脈動。」 

(2) 交易中 

透過訪談業界本論文歸納整理出，在交易中這個階段裡成本最高，而對於一

般內容提供者而言具有較高的技術門檻的，分別為系統方面之界接以及 Content 

preparation 這兩項，其中系統界接包含了 System implementation的前端作業

以及 Inter-system integration 兩部分，前者包含了研究所欲交易之電信業者

之技術及系統架構、針對各家電信業者不同的系統設計內容格式、程式撰寫等工

作，後者包含了與電信業者系統界接，總和所需耗費的成本大約為 2 個工程師將

近兩個半月的工時，且此尚為目前難度不高之應用，若隨著應用技術的提高，所

花費的成本將更大。 

台灣諾基亞的梅國卿經理說道：「台灣每家電信業者用的網路架構都不一樣，

要能夠接到 billing 要能夠接到 MMS 即使同一家 Operator 系統也會有很大的



差別，比如說中華電信的 WAP 可能是用易立信的，遠傳電信的 WAP 可能是用

OPENWAY，其實每家提供的伺服器跟後端網路架構的維運方面會有一些大同小異的

地方。」， 

「目前 Mobile content 要作收費的動作跟機制， billing 有  billing 

server 的問題，跟 billing  mechanic 的問題 這部分不是Content provider

可以作的，billing 需要很大的投資，需要很多技術的 know-how，而且 billing

需要跟Operator作很多的接觸，因為妳帳務連到他的交換機及他後端的網路架

構，所以其實這一段形成很多的障礙 這很多不是 Content provider 可以去

handle 的。」； 

另外在 Content preparation 當中，成本最高的非 preparation 這一部份

莫屬，也就是針對市場上不同的手機格式，對行動內容作修改、最佳化的動作，

因為目前市面上手機廠牌太多，而每個廠牌的手機又有不同的型號，其所支援的

行動內容的格式又不同，例如是否支援 WAP 或是 JAVA？，且每一種手機使用者

用量是否能夠攤平開發該手機行動內容格式的成本？種種待解決的問題對內容提

供者而言無異是一大挑戰，再加上行動內容生命週期短暫，約三至四個月，內容

提供者是否有充足的時間來克服此項難題，還是一大問號，因此在訪談的過程中，

內容業者也承認，手機格式方面等問題是其最不容易克服的障礙之一。 

台灣微軟郭怡君經理的提及： 「手機這階段還沒有所謂的標準出現，但是像

這種數位的東西標準是很重要的，標準代表大家不同硬體間不同品牌間可以互相

溝通的橋樑，微軟在手機市場是非常注意的，會不會把作的東西弄到手機上，這



不是我們單獨能夠解決的事情，這跟手機能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有很大的關係。」 

昱泉國際的黃木科經理提到：「手機的規格是一個困難，要支援那麼多種手

機，也許這一台手機的銷售量很少，若市面上有 200 種規格的手機 我針對一種

手機做設計，那也才 1/200，而且這 1/200 當中又以多少人有玩遊戲，這樣去算

下來不划算。」 

基因影音的王世偉總經理也提到：「現在設計遊戲麻煩的是，各種手機規格不

一樣，你設計一個遊戲是要給 NOKIA 用的，如果要拿去給 ERICSON 用的話又要

另外改程式，蠻麻煩的，因此大多數的遊戲廠商會跟平台合作，跟平台會比較單

純 。」 

願境網訊的李明哲研發總監：「 Nokia 支援的發聲方式跟其他的是不太一樣

的，有些手機使同時可以發多種聲音，有些是同時只能發出一個聲音，有些手機

可以用全螢幕的畫面而有些不行，這些東西都會影響遊戲本身的企畫。」 

因此經由訪談的整理，本論文找出了行動內容交易過程中所不能省略、花費

成本最大，且對內容提供者而言具有較高障礙的項目，是為本平台在經營方面所

應加強的重點，透過本平台的運作，將此些技術複雜、高成本的流程統一完成，

再分享給其他內容提供者使用，使內容提供者能夠專注在內容的提供，本平台也

成降低營運成本，共創互利的關係。 

 

 



(3) 交易後 

相較於交易中，交易後的流程成本一般來說都不會太大，但是卻有一些特別

的作法能夠有助於平台的經營。對於電信業者而言，由於擁有多數的內容提供者，

無法一一去統計、篩選受消費者歡迎或是不歡迎的內容，因此本平台若能提供電

信業者市場使用回饋的資訊，對電信業者而言無疑是很大的幫助。 

諾基亞的梅國卿經理提到：「 Content Provider 在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情，交易後妳要幫 Operator 瞭解說，哪種 Content 是最受歡迎的，你 Content 

Provider 要幫去 Operator 瞭解那些服務下載最多、是最受歡迎的，這是很重要

的，不受歡迎的 Content 要讓他下架，這對 Operator 來講是對他很大的幫助，

你幫他保持最受歡迎的 Content 上架，對他來講就是增加消費者下載次數，會增

加他GPRS的流量，增加他的營收，這是你的價值存在，要幫他規範下一個階段流

行的 Content，Content Provider要主動作 Operator 會察覺 Content Provider

的不同。」 

2. 降低交易成本之作法 

除了上述瞭解了那些交易流程是耗費較多成本，且是不可避免的，將成為本

平台的經營重點之外，經由訪談的資料，本論文也歸納出一些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的作法。 

(1) 「後台（ Backend ）」概念的建置 

首先我們先解釋「後台（ Backend ）」的定義為何，所謂後台，是目前滾石



移動公司內部為了處理行動內容交易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繁瑣且必要的工作，因而

建立的系統架構，是由不同的機器。此後台特別的地方是，其主要是處理不同的

交易之間，所共同面對到的重複動作，像是確認用戶資料、下載資訊、帳務資訊

的記載等，將這些繁雜且重複發生的流程經由後台統一來處理，不但能節省成本

而且管理方便。 

滾石移動的張博盛經理如此說道：「我們會有所謂的一個後台，後台的概念就

是 上面處理所有使用者的通連紀錄、帳務相關、產品發送，不管內容的形式如何 

我們透過一個統一的介面，一開始類似平台的概念，他會有個 web 的介面、 wap

的介面、 IVR interactive mode response ⋯⋯等等接觸的方式有很多種 有IVR、 

WEB、 WAP 這些 access points，這個後台是由很多的機器所組成的共同服務 。」 

「後台的功能第一個就是管使用者交易的過程中發生的一切，確定交易的完

整性，能找出問題的發生點。後台會連接一個資料庫，今天有一個統一的後台 在

提供不同服務的時候，處理事務時會有一種共同的語言，USER 在 access我的時

候可以變化花俏，到後面帳務或是下載有問題，去做查詢的動作事很簡單的 如果

不同的技術都有不同的系統查詢將會變的非常麻煩後台的工作包含的格式轉換

coding等的工作。」 



 

《圖7-3》： 「後台」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圖6-5 為後台之示意圖，主要的精神在於集中處理交易所產生之具有共通

性的動作，藉以分攤固定成本，此後台除了具有處理會員記錄、帳務資訊等商業

邏輯之外，尚有與技術系統結合的功能，以利管理方便及未來開發新應用 

張博盛經理說道：「這個後台的好處是可以把不同的 Access points 來作一

個整合，以開發新的應用，但是問題是說業務跟 R&D 要有密切的配合，R&D 如何

在最短的時間作一個折衝的動作 把這些東西implement出來。」 

本論文認為，此一後台的概念可作為本平台經營長期經營的借鏡，因為經營

的內容一多，各方面累積的資訊量便相當可觀，管理的議題就更顯重要，願境網

訊的李明哲研發總監曾提到：「曾看過有內容業者不知道善加管理所做出來的內

容，以致於到後來弄到一團亂。」，因此藉由滾石移動的後台概念，提供了本平台



一個極具有價值的經營參考方向。 

(2) 技術的選擇 

行動內容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每個新服務隨著應用技術的不同，之後所

衍生的生產成本及交易成本都會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平台的經營上，技術的選

擇也是一個關鍵因素。由於行動內容的製作過程與手機的特質息息相關，因此選

擇適合在手機上面發展之技術，將有利於行動內容的開發與平台的經營，經由訪

談得知，從目前手機發展的狀況來看，以 JAVA 程式為技術背景所製作的行動內

容需要耗費較高的成本，因為 JAVA 需要針對手機格式所作的調整較大，甚至還

要考慮到不同手機螢幕大小的問題，可謂是牽一髮動全身。 

網訊的李明哲研發總監說道：「ＪＡＶＡ其實比較不適合在手機上發展，ＪＡ

ＶＡ遊戲的話最大的問題還是圖形的問題就是說每隻手機螢幕size 不一樣，妳要

作的漂亮的話就是每一個東西都是要用圖去貼出來，那些圖就是點陣圖，那每隻

手機螢幕大小不一樣，變成你每個圖都要重刻、程式要全部重弄變成這就比較沒

有辦法去作一個包裝。」 

「ＪＡＶＡ 遊戲太與 device 有關，很難不去針對每支手機客製化就對了， 

所以妳現在市面上常看到 ＪＡＶＡ 手機越來越多，但是妳如果買的是冷門的手

機就可能抓不到適合你的遊戲，因為沒有人那麼閒一個圖會畫個好幾張出來，另

外一個問題就是比如說 Nokia 大螢幕手機跟小螢幕手機一樣有JAVA，可是同一個

遊戲不能在同時這裡邊跑，適合大螢幕的遊戲的設計就不能在小遊戲裡面玩，小

螢幕手機上的東西要弄到大手機，遊戲企畫沒重新設計的話會覺得很陽春很難



用，很多其他的問題在ＪＡＶＡ遊戲就變的很麻煩。」 

因此在平台經營的初期，選擇具有高生產成本的技術背景的確是一項具有風

險的作法，尤其以目前手機技術、規格尚未有統一的標準，未審慎做好技術背景

的評估，只會徒增平台營運之成本。 

(3) 垂直整合的程度 

本平台營運的成本，有一大部分視為內容提供者作多少服務而定，也就是在

產業中垂直整合的程度，基因影音的王世偉總經理認為，平台應該要與內容提供

者的角色劃分清楚： 

「我覺得這個平台的工作要負責跟業者接洽，這是他的責任，他一定要跟手

機業者配合，一定要跟電信業者配合，然後至於說他要不要幫手機開發業者去調

整規格或是程式的 programming，我覺得那是額外的服務 可以提供所謂的技術支

援，但是不應該 focus 在幫這些業者去寫程式去放他們的東西，如果就一個平台

開發者我覺得這樣做就太忙了，會無法專注經營你的平台 如果是價值練的話，平

台業者如果去幫廠商作程式，角色會重複。」 

「 開發這樣一個平台就好像windows一個介面 可以讓很多 content 進來 

這個平台，提供者要思考的事，我要怎樣 improve 我的介面，讓使用者更容易玩

更多的 GAME ，或是去作社群的組織等功能，平台的主力應該放在這裡，如果還

去幫 Content provider 寫程式，我覺得會失焦。要有一套檢視內容提供者的機

制 像是評估加盟店一樣 符合要求就給一個 LICENCE  不然平台會很亂，你要幫



內容提供者寫企畫書，不是把內容赤裸裸的放到平台上 所以這樣平台的概念會像

是內容開發商的角色。」 

前中華電信的張立銘學長也提到：「以中華電信來講有 emome ， 和信有 

imode 、遠傳有 istyle ，台灣大哥大有其他東西，基本上都會有個平台，都會

用一個 brandname 的方式去行銷，告訴大家我有這個平台，但是你要在平台上面

放個 GAME ，前提是你的開發的規格要符合平台的規格，不然會放不上來 ，像日

本 NTT 就是照著這種模式，今天imode有個規格，這規格不只是電信業者的平台，

甚至手機上面也要 follow 這種模式 。」 

最後王世偉總經理還建議，平台應該建立一套規格給內容提供者來使用，凡

欲利用本平台的內容業者均需確保內容符合此規格，以減少平台經營的成本，此

建議與本平台所欲建立的「應用模組」之概念不謀而和，不失為將來類似平台經

營的一個參考作法。 

二、 小結 

1. 產業價值鏈 

(1) 內容業者的需求 

在第四章中，曾經探討過行動內容產業價值鏈的情形，本論文認為一個內容

要轉換成行動內容，需要之前在價值鏈分析中的元素，包含內容格式的轉換、平

台的經營建設、電信業者系統界接，但大致上來說可以歸納成以下三段價值能力： 

A. 內容製作能力： 



本段能力包含了原始內容的製作、內容的計畫與管理、將內容數位化等初步

的內容加值能力。 

B. 平台經營能力： 

本段能力包含了程式碼的撰寫、內容格式轉換等進一步對內容加值的能力以

及對於行動內容應用技術的瞭解、系統建置與管理維運等技術背景。 

C. 與電信業者系統連結能力： 

本段能力包含了與電信業者業務洽談、系統界接、技術上移難排解及行動內

容的推廣等範圍。 

而在價值鏈中不同位置的廠商，各擁有不同之能力範疇，透過訪談及次級資

料的分析使我們瞭解到，就一般規模不大的內容業者或是從未涉足行動內容的廠

商而言，大多只具備第一段的價值能力，即內容製作能力，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內

容廠商的核心能力無法輕易將其內容行動化，因此他們通常都會與類似本平台概

念的內容整合商 ( Content Aggregator )合作，將其內容創意透過內容整合商的

初步加值，然後上架至電信業者。 

甲馬創意的蔡元隆學長表示： 「我們公司之前有把一些漫畫、遊戲做成MMS

跟JAVA GAME，我們當然有一家技術的公司幫我們忙，我們就負責創意內容的部分，

我們公司跟其他的CP不一樣的是 我們的connection很強 強到足以讓每個佐我

每一家都有辦法直接說服用我們的東西 對我們來講 進入這個領域 其實門檻不

高。 」，上述提到的技術公司即是內容整合商的角色，然而在此要強調的是，甲



馬創意是可是說是相當有名氣的內容業者，因此會有電信業者或是內容整合商來

主動向其接洽，節省了搜尋電信業者或是整合商的交易成本，但是將內容交由整

合商的作法的缺點，在第四章中已經討論過，所以不論如何，絕大多數的內容業

者還是缺乏價值鏈後兩段的價值能力，更遑論做到本平台所提供的跨網及多媒體

整合的階段。 

基因影音的王世偉總經理： 「我們是跟美國一家公司配合，他們所做的就很

像你們這個平台，那我們作的也是準備要發展這些內容 以後可被移植到這個平台

上去，其實我們的角色是提供他們需要的內容，但是慢慢的會需要的越來越多， 平

台若能跨網的話，對內容業者是更好的，我發展一個內容，三家業者都可以用。

手機沒有規格也是帶解決的問題 內容業者得盡量發展相容多種手機的內容，像我

們就得買很多手機來測試，若此平台能夠提供一種更高層次的服務 就是指要符合

所提出的規格，都保證可以RUN，便可以節決內容業者技術上的困難。」 

另外，由於價值能力的缺乏，與電信業者洽談方面，有時也會對內容業者造

成困擾，昱泉國際的黃木科經理表示：「與電信業者洽談，快的話一兩個月就談起

來，但是因為合作的細節太多，所以有時候會談半年以上，然後談不成。」 

本論文展開價值鏈中的能力分佈，試圖瞭解各部分的所擁有的價值能力，透

過訪談也得知，的確有不少的內容業者的確是有其將內容轉換成行動內容之困

難，且在目前的產業狀況中，雖然有類似平台的存在，例如內容整合商，但是功

能不如本平台完整，也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因此本論文透過訪談資訊的進一步

確認內容業者的需求，期望本平台所提供的功能能夠對為其解決困難。 



(2) 電信業者寡佔的難題 

本論文在訪談的過程中，有業者提到本平台在經營上可能遭遇到的困難，例

如提到目前電信業者是處於寡佔經濟的一個局面，每家電信業者都想保有自身對

於內容提供者的掌控權力，因此平台的成立將會有實務上窒礙難行之虞。 

甲馬創意的蔡元隆學長表示： 「從過去到現在通訊產業的發展一直會有一個現

象，他有屬於寡佔經濟的特質 大者恆大 這個特性到最後不見得你技術比較好的

就會獲勝，這種機制當它真的建立起來的時候， Operator 的談判籌碼不見了，

寡佔經濟一個很重要的特質，裡頭的人是很獨裁的，我要自己下決策，然後運用

龐大的資源跟你玩。 

為什麼我們的東西各大電信業者都來爭取，因為他可宣稱他獨家，這件事情如果

被打破的時候，業者能不能去作這樣的遊戲，你要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會發生。 

你這樣的平台的立意是很好的，建立起來之後除非台灣 Operator 很多，多到通

訊市場已經被打破寡佔經濟，否則的話這些 Operator 還是要去掌握，不這樣玩

的話他很難去擊敗對手。」 

台灣微軟郭怡君經理提到：「我們 MSN MOBILE 的話的確是中間有一個廠商叫

MOBILEWAY ，他是一個法商，總部在法國，你可以想像因為這服務不是只有台灣

有提供，因為全世界的電信公司總不可能一個一個跟微軟合作，你可以想像這是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每個區域例如亞洲區我們就會找一家廠商負責中界。」 

的確，目前台灣的行動市場的確是處於寡佔經濟的局面，且在行動內容產業



中電信業者更是具有強大談判籌碼的一方，要從中來統合各家電信業者確實具有

高度困難，但是本平台的概念並非試圖要去統一行動內容產業，對於電信業者而

言，本平台也算是一個內容提供者，一個可以帶來更多使用流量的內容提供者，

電信業者仍然可以保有對本平台或是其他內容業者的掌控權，審核所欲提供的內

容是否符合其要求的標準。因此與本平台合作，不但不會影響到其寡佔的競爭關

係，還能近一步為電信業者省去搜尋內容提供者的成本。 

至於電信業者所注重的內容獨家代理的問題，可以由談判等手段來克服，使

用者付費，所以欲爭取獨家的電信業者就必須付出較高的費用；況且目前每家電

信業者所主打的內容應用不盡相同，因此在未來內容提供者將越來越多的情況假

設下，不一定會產生此類衝突，而其他沒有獨家爭議的內容，雙方一樣可以透過

本平台來共創利益。 

2. 平台存在價值與切入點 

(1) 避免與電信業者衝突 

中華電信的張立銘學長表示：「電信公司策略有兩種，一個是上下游都要吃， 

有些電信業者要達到經濟規模，所以他會建立一個平台，開放平台的相關應用介

面給其他CP來開發，這平台已經考慮到手機的相容性，也考慮到用戶終端的特色

功能等等；另外一種是電信業者大小通吃 他除了平台開發、提供以外，他自己也

會加值，這加值比較會採取策略聯盟的方式，就是說電信公司投資到外面一家專

門作 design house 專門作JAVA GAME 、語音下載或是專門付費，這樣的話電信

公司在價值鏈上每個部分或多或少都會有影響力，但是這種情況一般的Content 



provider 或是 Aggregator 不願意把 Content 放在這樣的平台下面，因為有競

爭關係。」 

以目前的產業現況而言，就如同上述所說提到的，每家電信業者都會有其平

台，擁有所屬的行動內容來接觸消費者，因此若本平台所開發的應用模組與電信

業者所提供的服務相抵觸，恐怕經營上會遭遇很大困難，然而國內行動內容發展

至今，幾種較為普遍的應用，例如 IVR、鈴聲、圖形下載、MMS等，在技術上都已

經發展成熟，而電信業者在這幾種應用上已經與幾家內容提供者建立良好的合作

關係，今若有其他內容業者欲提供相同服務，則必須透過這些已經與電信業者合

作之內容業者，才能將其內容上架，因此對於本平台而言，勢必需要發展新的技

術應用，才有良好的進場位置。 

 

(2) 新技術的契機 

如同上述所提到，新的技術或是新的應用的出現，對本平台而言的確是一個最好

的切入時機，訊真科技的專案經理JEFF提到： 

「困難是因為切入點太慢，舉例 MMS的互通，每家都自己去談，其實在國外也有

類似的平台的東西，國外已經有這種模式了，這跟時間點很有關係，我們現在想

的範圍都是我們現在看的到，如果未來如果又出來一些應用，且這些應用會越來

越複雜不會越來越簡單，切入點早的話平台就有可能成立，而且電信業者也不會

自己跳出來做，一定要經由 Third pary，所以以這跟時間跟TECH是很有關係。 



只要未來這邊的 market 是對很多人技術越來越複雜，平台就有可能成立，對於

台灣業者都已經投入很多，跟 Content provider 建立好關係，我(指電信業者)

為什麼要再投資你，然後利潤還要跟你分享？除非未來有多一種 TECH 出來 是我

們現在還看不到的，好好想想未來可能出現怎麼樣的 TECH ，如果只為了一個新

的TECH也做的起來。」 

前中華電信的張立銘學長也有類似的看法：「假設今天市場還不成熟的時候，

現在成熟的市場除了簡單的下載之外，其他真正成熟的東西也不多，這種模式適

合在沒有成行之前，因為電信業者還沒做大規模的資本投入，平台相關設備都沒

有，他直接用外連的方式連到你的系統來，一方面他對用戶說我有這樣的加值服

務，對你來講電信公司在這時候跟你互補性最高。」 

另外，就目前國內已經發展成熟的行動應用而言，電信業也將針對內容提供

者的介面修改得更加簡單，使得內容提供者不需具備太多的技術背景也能使用，

使其進入門檻降低，如此一來將會壓縮本平台的生存空間，因此本平台必須善加

利用行動內容的特性，不同應用將有不同的技術及界接方式，積極的尋找尚未開

發的應用、新的利基市場，作為切入行動內容產業的最佳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