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論文欲討論的重點為國內行動內容產業經營情況、創新經營模式之建立，

與創新經營模式在該產業之研究等問題，因此本論文探討文獻的重點將聚焦於以

下四個重點；首先，為了對行動內容產業中內容提供者與電信業者的互動關係有

所瞭解，本論文將對行動內容國外的典範，日本 NTT DOCOMO 所發展的 i-mode服

務來作進一步說明；第二，由於本論文將以交易成本觀點討論行動內容加值平台，

因此在文獻中將對交易成本相關文獻作說明；第三，本論文將提出行動內容加值

平台之創新事業概念，因此文獻中將對一套完整之創新事業應具備哪些關鍵因素

作詳細說明，而討論創新事業之文獻眾多，本論文將以蓋瑞‧哈默爾 (Gary Hamel) 

在啟動革命一書中所提及的描述事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的架構為主要分析

文獻；最後，將藉由分析、比較國內行動內容其他相關論文，對本論文的研究作

一明確的定位；  

第一節 國外行動內容產業分析—以日本NTT DoCoMo i-mode為例 

就行動內容產業而言，不論是終端設備的普及率或是行動數據的使用率，亞

洲算是發展較為迅速之地區，其中又以日、韓兩國行動內容之發展最為成熟，根

據數據顯示，南韓於2002年前三季於行動數據服務的營業額達7.5億美元，而 

2002年日本行動內容市場規模達約16億美元，而i-mode用戶即佔了日本網路人

口的三分之二，因此本論文之文獻將針對日本行動內容產業發展的典範—NTT 



DOCOMO作為主要探討對象，分析其經營策略，作為日後為國內行動內容產業提出

策略方案之基礎及參考依據。 

一、 NTT DoCoMo 公司背景 

日本電話電信集團全名為 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Public 

Corporation，簡稱 NTT，是日本最大的電信集團，成立於1952年，目前NTT以 NTT 

控股公司為核心，旗下擁有 NTT DoCoMo、NTT 西日本、NTT 東日本、NTT 

Communication、NTT Data等五大公司。在日本政府尚未推動電信自由化之前，日

本國內電信業務完全由 NTT 所獨占。而目前在行動業務方面的廠商除了NTT 

DoCoMo之外，尚有J-Phone、IDO、Cellular等競爭者。 

NTT DoCoMo 是日本最大的行動電話公司，若以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的規模而言，NTT DoCoMo 是僅次於美國線上 (American online)，為

全球第二大的ISP 業者。其在1999年2月22日所推出的 i-mode 服務更是創下

了全球所未見的成功，只經過短短六個月的時間，用戶數便突破了百萬，遠遠超

出公司高層的預料，而當初 DoCoMo 行動電話的用戶數，耗時了13個月才達到百

萬用戶數的業績。當年十月再次突破二百萬戶，十二月已突破三百萬戶，今年二

月十二日則邁進四百萬戶，三月月十五日正式邁入五百萬用戶，而在四月十三日

則突破六百萬用戶，而根據 DoCoMo 統計截，至目前為止，全球i-mode的用戶數

已累計至4000萬。 

二、 i-mode之策略做法 

為何i-mode 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消費者使用，接下來將探討其關鍵性成功



的策略做法 。 

1. 正確的經營方向 

對於電信業者而言，成長的趨緩可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用戶數已達到飽何

量；再則是平均每用戶貢獻度（Average Revenue Per User，簡稱 ARPU）呈現成

長趨緩的現象，前者跟市場的總人口數有關，所能作的改善有一定的限制，因此

為了避免成長趨緩所帶來的通訊業者間彼此的流血削價競爭，降低業者的獲利空

間及減弱開發新服務的能力，DoCoMo 致力於開發數據通訊的新市場，藉以帶動更

進一步的成長，i-mode 服務因而誕生。 

為了配合i-mode服務的推出，DoCoMo 公關宣傳部打出了一句宣傳標語，叫

做「由說的行動電話邁向用的行動電話1」，這句宣傳標語道出了行動電話使用的新

模式，已從本來傳輸語音的載具進化為傳輸數據的裝置，除此之外，也是為了讓

行動電話的使用者擴及到各個年齡層，不在僅侷限於引領行動電話趨勢的年輕族

群，DoCoMo 更推出了各式各樣的服務內容，以滿足不同族群消費者的需求。 

2. 良性循環 

上述的服務，係由服務提供業者和 DoCoMo 共同檢討製作而成，經過 DoCoMo 

認可，稱為「官方網站」，i-Mode 推出之際只有67家合作網站，但是其後急速增

加，目前已突破800家，包括銀行、股票、氣象報告、電話黃頁、餐飲指南、娛

樂消費、購物、訂票服務、電玩遊戲等網站。除了官方網站，通過手機可以瀏覽

                                                 
1參見：i-mode贏的策略 夏野 剛著 經濟新潮社 

 



的一般網站數目也從當時的400個增到1.9萬個以上。這種由官方網站和一般網

站凝聚而成的多元化內容，成為吸引消費者接二連三使用i-Mode 的原動力。使用

者一增加，連帶著也磁吸了更多內容業者提供服務，而更多的服務又將帶來更多

的使用人潮，這種良性循環便是促使 i-Mode 爆炸性成長的重要關鍵。 

 

《圖 2-1》： i-mode之良性循環 

資料來源：DoCoMo、Digital Street，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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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i-mode 67 家元老級內容供應商一覽表 

項目 主要服務內容 網站數 企業名稱 

行動銀行 餘額查詢、金額出入明細、匯款、

轉帳、各種資訊 

21 昭日銀行、伊予銀行、大垣

共立銀行、北日本銀行，等

21家 

行動交易 股價資訊、市況資訊、買賣下單 2 大和證券、日興證券 

信用卡 優惠資訊、帳單資訊 4 JCB、住友信用、DC卡、UC

卡 

壽險資訊 各種手續介紹、商品資訊 5 駐有生命保險、第一生命保

險等5家 

飛航資訊 空位查詢、無票預約、里程累計

查詢 

3 全日本空輸、日本AIR 

SYSTEM、日本航空 

飯店預約 空房介紹、預約 2 JTB、PLECO 

低價旅遊資訊 低價旅遊資訊檢索、預約 1 Open Door 

換車指南 換車路徑指南、餐廳介紹 2 JR日本企劃、東芝站前探險

俱樂部 

新聞、體育新聞 一般新聞、體育、娛樂新聞 5 昭日新聞社、時事通信社等

5家 

股價資訊 股價資訊 1 日本Tele Media Service

天氣預報 天氣預報 1 Weather News 

票務資訊 演唱會資訊檢索、預約 3 Ticket Saison、Pia、Lawson 



Ticket 

租屋資訊 出租物件檢索 1 Able 

行動食譜 料理名稱、食譜 2 味之素、大阪瓦斯 

卡拉OK 卡拉ok歌曲、KTV店檢索 1 第一興商 

FM電台資訊 曲名檢索、節目資訊 2 FM802、J-WAVE 

書籍銷售 書籍檢索、購買、暢銷書資訊 1 紀伊國屋書店 

辭典 英日、日英、日語辭典、歲時記、

大辭林、同義語辭典 

1 三省堂 

遊戲 線上遊戲 1 Bandai 

城鎮資訊 餐廳指南、電影院資訊 2 黃頁、Bay Area 

算命 算命 3 Animo、INDEX、Telesys

 Network 

Town Page 各地Town page 檢索  1 NTT 

其他 衝浪資訊 2 FM中央、Cybird 

資料來源：日本 DOCOMO 



除了與內容提供者的良性互動之外，i-mode的服務也可刺激更換手機的需

求，進而帶動手機新機種的銷售，手機上的服務內容的發展與手機硬體的銷售可

以說是一體的兩面，配合的相當緊密，一但開發新的服務，即需要新的機種來配

合新服務的使用，所以即使電信用戶成長已趨緩，豐富的內容仍可帶動手機成長。 

 

《圖2-2》： i-mode經營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DoCoMo；本研究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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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安全問題都使得業者必須花費許多成本來克服。 

然而，相較於開放的網際網路，這些問題在封閉式的電信網路中都可較輕易

的求得解決之道。例如，在良性循環下夾帶著龐大的顧客數量、資訊與封閉電信

網路的特性，i-mode 服務可準確的鎖定某些特定族群，針對其需求提供相關服

務，並透過電信網路向使用者收取費用，只收取一成的手續費，其餘九成則是給

提供服務的業者，使業者有足夠的獲利空間。此種具有龐大使用者為基礎，且可

準確鎖訂使用族群及可靠的收費機制，不但使業者趨之若鶩，也為消費者提供更

多更好的服務，而另一方面也讓其他的業者具有極高的進入障礙。 

三、 小結 

台灣的行動內容市場不同於日本，NTT DOCOMO 擁有龐大的用戶數量，使其據

有面對內容供應商及行動終端設備商具有強大的談判能力，可說是掌控了行動通

訊的網路資源與手機的市場，除此之外大量的用戶數也使得經營能夠有效達到經

濟規模的效果，加上日本通訊產業的成熟，推出了 i-mode 這個嶄新概念的服務

平台，發揮了網際網路所無不能提供的特性及功能，創造了一個消費者、內容提

供者，及電信業者三贏的經營模式。台灣的通訊產業不同日本 NTT的產業背景，

而是處於一個寡佔經濟的局面，各家電信業者平均分配了台灣的行動用戶市場，

在規模、環境上國內業者不見得適合發展類似 DOCOMO 一家獨大的平台，因此在

行動內容的發展上，是否還有其他的解決之道，值得我們深思。 

除此之外，i-mode 也有其他關鍵性的策略做法，值得本論文在提出行動內容

加值平台之前一個很好的參考，例如，DoCoMo 將平台提供者與內容提供者的角色



劃分的十分清楚，也就是說，DoCoMo 本身不涉入內容的經營，因為一但平台業者

跨足內容提供，會與內容提供業者產生競爭的狀態，而進一步影響其開發的意願；

另外，DoCoMo 也不會買斷內容，因為如此一來，內容提供業者開發內容的目的就

變為只是為了滿足平台業者一時的需求，使得開發的內容將難以持續更新發展。 

第二節 交易成本相關文獻 

由於本研究接下來欲探討的重點包含有交易成本理論、仲介機構的策略思考及生

產成本的管理等問題。  

一、 交易成本理論 

1. 交易成本之定義 

Coase 於1992年提出，利用市場機制來實行經濟活動時也需要花費成本，這

些成本是由於資訊不對稱所造成之搜尋成本、買賣雙方之談判成本，或是衡量商

品或勞務的衡量成本，主要可歸納為「發現價格」的成本； Williamson (1975)

延續Coase 理論與其他有關交易成本文獻，發展出「交易經濟學」。 

Williamson 認為，當一項商品或勞務從一個技術介面被移轉到另一個技術介

面時，交易便如此產生。而交易成本是以契約型式經營經濟體系的成本，包括事

前談判成本及協議成本，事後執行成本及管理成本以及糾紛發生時補救契約成

本。交易成本包含了搜尋成本( Searching Cost )、協議成本( Negotiating 

Cost )、簽約成本( Contracting Cost )、監督成本( Monitoring Cost )及違約



成本( Enforcement Cost )等五大項，接著將以行動內容交易為例，將交易成本

作以下說明： 

A. 搜尋成本 ( Searching Cost )：包括尋找交易對象及交易標的物的

成本。內容供應商為了將內容接觸消費者，必須尋找適合其內容發

展、上架之電信業者；另一方面，電信業者也必須尋找各式各樣的

內容提供者，來吸引用戶使用行動數據。 

B. 協議成本 ( Negotiating Cost )：交易雙方為消除歧見、達成共識，

所進行談判與協商的成本。此部分包含了內容提供者向電信業者說

明其內容，並瞭解雙方需要投入的技術、設備、人力等因素。 

C. 簽約成本 ( Contracting Cost )：當雙方達成共識而進行交易時，

簽訂契約所投入的成本。行動內容之契約簽訂包含內容提供者向電

信業者申請成為內容提供者，提供何種服務、需要界接什麼樣的設

備等程序，此部分的成本包含了時間、人力及書面成本。 

D. 監督成本 ( Monitoring Cost )：契約簽訂後，監督對方是否依約

執行的成本。內容提供者為了確保電信業者的確將其內容上架、且

服務品質，例如下載速度、內容位置等，所衍生出的測試成本。另

外也要確認交易紀錄，比對帳務資訊無誤等監督成本。 

E. 違約成本 ( Enforcement Cost )：指契約簽訂後，當交易一方違約

時，另一方為激勵契約之履行所花費的成本。以行動內容交易為例，

事先必須協商雙方對帳機制的認定，百分比誤差如何達到共識等問

題。而電信業者也為了確保內容提供者能夠依照契約履行，持續提



供內容而所作的懲罰或是激勵等動作。 

2. 交易成本產生原因 

交易成本的概念除了寇斯 (Coase) 在1937年提出，以及到了1975年，威廉

生(Williamson) 綜合相關文獻發展出「交易經濟學」之外，吳思華教授在所著的

策略九說中也為「交易」、「交易成本」做了定義：所謂交易，是指「技術上獨立

的買賣雙方，基於自利的觀點，對所意欲知產品或服務，基於雙方均可接受之條

件，建立起一定之契約關係，並完成交換的活動」。而交易成本則是指，「在交易

行為發生過程中，伴同產生的資訊搜尋、條件談判(議價)與監督交易實施(品管)

等各方面之成本」。 

在書中吳思華教授也提到，影響交易進行、產生交易成本的原因，可以從交易人、

交易情境、交易標的物與交易頻次四方面加以分析。 

(1)交易人 

交易雙方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與「投機心理」

(opportunism)，是產生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而這方面成本的高低，則與交易人

特質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2)交易情境 

在交易情境方面，以下幾項是影響交易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 

A. 環境之不確定性與複雜性： 



未來環境如果充滿著變化與不可預期，則交易雙方的理性行為必會受到許多

限制，在協商與訂定契約的過程中，常須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同時，由於環

境的變化很大，交易雙方常希望有較大的彈性來調整彼此的供需關係，但這往往

造成另一項很大的交易成本。 

B. 少數交易： 

在交易過程中，如果和交易相關之知識具有異質性，資訊便不容易完全流通，

因此，市場上的交易，往往實際上仍只是少數人參與。當參加交易的人數不多時，

交易雙方討價還價的過程將很漫長，彼此間所產生的交易成本便極為高昂。 

C. 資訊不對稱： 

在交易過程中，由於環境變化及人性的投機心理，使得交易雙方我有的資訊

完整性，在程度上往往不同。在這種情況之下，常易導致「先行動者」(first mover) 

得利，並形成前述少數交易的現象。 

D. 氛圍： 

交易雙方若是處於對立的立場，整個交易常充滿著懷疑與不信任的氣氛，交

易過程將重視形式而不重視實質，徒增交易成本。 

(3)交易標的物 

在交易標的物方面，以下幾項是影響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 



A. 交易商品的獨特程度： 

一般而言，交易商品若屬標準品，由於具有客觀的價值、價格指標，交易困

難很低。但如果交易的商品屬於獨特品，則需要投注於搜尋、議價與監督的心力

自然甚高。 

B. 買賣雙方額外投入程度： 

在某些情形中，買賣雙方在從事某一項交易時，除了交易標的物之外，還需

要配合對方的需要，投入一些額外的努力。 

C. 品質的可辨識程度： 

某些交易標的物的品質，無法以簡單的方式來辨識，買賣雙方便會產生風險

承擔，或道德危險之問題。 

(4)交易頻次                                                                  

在交易頻次方面，由於每一次交易均會產生交易成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

況下，交易頻次越多，其所累積的交易成本自然越大。 

二、 交易中介者 

1. 資源統治的策略邏輯 

吳思華（民89）提到，企業在選擇資源統治的形式時，須綜合考量創造該項

資源的生產成本，以及取得該項資源的交易成本，兩者相加總較低的一類，即是

較佳之統治方式。若以數學公式表達，大略是這個樣子： 



  最佳資源統治策略= 極小化 (資源統治成本) 

                                = 極小化 (生產成本+交易成本) 

Williamson (1979)將上述的討論簡化成交易頻次、交易商品獨特程度程度和

統治類型三者間的關係，這項關係可以下表 2-2所示。 

當交易商品為標準品時，透過市場競爭，可使生產廠商的生產成本降至最低，

同時在交易過程中，由於具有一定標準，因此所產生之交易成本亦較低，應採市

場交換統治方式。當交易商品為半標準品，且需求頻次高時，仍宜委託外人生產，

以發揮專業效果，但為降低交易成本，宜和交易對方維持長期的合作網路關係，

以提高交易雙方的理性行為，增加彼此的信任感(即採雙邊統治型)。當交易商品

為專屬品時，購買過程中所需花費的搜尋、協議與監督成本甚高，如果交易頻次

又很高，則向外界購買的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將遠高於其因專業生產而獲得的優

勢與利益，因此宜採單邊統治方式(即內部組織型)。 

 

《表2-2》：交易商品、交易頻次與統治形式的關係 

交易商品獨特程度  

標準品 半標準品 專屬品 

   

交

易

偶

爾

交

 

 

三邊統治 

(存在中介團體) 



易 頻

次 

 經

常

交

易 

市場統治 

 

雙邊統治 

(合作網路) 

 

單邊統治 

(內部組織) 

資料來源：修改自 Williamson（1979） 

當交易商品非標準品或專屬品，向外購買將產生高昂的交易成本，但由於購

買(使用)的頻次不多，自行生產不符合經濟效益，這時候就會有中介團體出現，

以專業的能力協助雙方進行交易，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形成「三邊統治」的形

式，我們日常所見的房屋仲介公司、獵人頭公司均屬此類。 

2. 仲介機構的存在基礎 

根據上述之Williamson 交易成本理論，關於仲介機構的存在基礎，吳思華

（民89）提到： 

第一，當交易標的物越複雜、交易頻次越低，仲介機構出現的可能性便越高。 

第二，當交易雙方的知識、資訊越豐富，或交易雙方有足夠的時間投入交易時，

仲介機構存在的價值越低。 

第三，當交易情境不確定，彼此間存在著猜忌、不信任的氣氛時，仲介機構存在

的可能性便越高。 



因此，仲介機構存在的價值，取決於買賣雙方間的交易成本，當交易成本越高，

仲介機構的生存空間便越大；反之，則越小。因此，買賣時交易成本的高低，實

在是仲介機構存在價值的主要關鍵。 

由之前所論述的NTT DOCOMO 的例子的情形可知，日本行動產業具有一家獨大的電

信業者，且背後具有龐大的行動用戶資源支持，可謂是一個主要的行動內容買家，

也擁有一個買家所主導的平台，在交易頻次也十分頻繁，因此根據 Williamson

（1979）的理論，較為適合發展屬於雙邊統治的形式；然而國內的行動內容產業，

內容買家與賣家為多對多的狀況，每家電信業者所合作的內容業者不多，因此交

易頻次與日本相較而言並不高，根據Williamson（1979）的理論，產業中可能具

有一獨立平台存在的空間，扮演中間商的角色，使交易順暢進行。 

第三節 創新事業模式 

蓋瑞‧哈默爾 (Gary Hamel) 在啟動革命一書中設計了一個描述事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的架構，書中提到一各事業觀念包含了下列四大要素： 

一、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二、 策略性資源 (Strategy Resource) 

三、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四、 價值網路 (Value Network) 

而四大要素間有三座「橋樑」，將這要素結合起來 



(1)核心策略←活動構造→資源基礎 

(2)核心策略←顧客利益→顧客介面 

(3)資源基礎←公司界線→價值網路 

其彼此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2-3》：事業觀念結構圖 

資料來源：Hamel(民89)  

一、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是構成事業觀念的第一個要素，也是公司選擇如何競爭的根本基

礎。核心策略包含了事業革命、產品及市場範圍，及差異化基礎等三個因素。 

1. 事業使命：事業使命道出策略的整體目標，也就是公司的事業模式是

要設計來完成何種目標，或提供何種產品給市場。從事業使命可以知

道公司的方向及公司衡量績效的標準 

2. 產品及市場範圍：這個因素描述公司在何處從事競爭---哪些顧客、哪

顧客介面 核心策略 策略性資源 價值網路 

顧客利益 顧客利益 顧客利益 



些地理區域及哪些產品區隔---以及不在何處從事競爭。一家公司對產

品及市場範圍的定義若與傳統競爭者有明顯的不同，便有可能成為事

業觀念創新的來源。 

3. 差異化基礎：描述一家公司競爭的方法，特別是與競爭者有差異的地

方。 

二、 策略性資源 

每個獨特的競爭優勢，都有特定的資源做後盾。如果公司大幅改變現有資源基礎，

就有可能出現是事業觀念創新。策略性資源包含核心能力、策略性資產及核心流

程。 

1. 核心能力：指一家公司擁有的知識，包含技能與獨特的能力。 

2. 策略性資產：策略性資產是公司擁有的資產，非指專業技術。策略性

資產包含品牌、專利權、基礎建設、專利標準、顧客資料，及其他稀

少、有價值的東西。用新奇的方法運用策略性資產，可孕育出事業觀

念的創新。 

3. 核心流程：核心流程指的是一家公司實際的作法，是公司將投入轉變

為產出，所用的方法與例行流程。公司運用這些流程將能力、資產與

其他投入轉變為提供顧客的價值。從根本改變核心流程，也可以創造

出事業觀念創新。 

三、 顧客介面 

事業觀念的第三個要素顧客介面，包含四個因素：履行 (fulfillment) 與支援、



資訊與洞察力、關係動態及價格結構。 

1. 履行與支援：意指一家公司用何種方法上市，如何接觸客戶：使用何

種管道、提供何種形式的顧客支援，及提供何種水準的服務。 

2. 資訊與洞察力：意指公司從顧客獲得並運用到顧客身上的資訊，也就

是顧客介面的資訊內容，以及公司從這些資訊引申出來的洞察力。 

3. 關係動態：這個事業模式的因素描述了生產者與顧客間的互動本質。 

4. 價格結構：有很多收費的方式可供選擇。 

 

四、 價值網路 

價值網路包含供應商、合夥人及結盟。價值網路的設計與管理也是事業觀念創新

的重要來源。 

1. 供應商：享有和供應商極為密切的關係或擁有某些特權，是建立新事

業模式的要素之一。 

2. 合夥人：合夥人通常供應某個可以彌補最終產品不足的互補品，或某

種解決方案。巧妙運用合夥人也可帶動產業革命。 

3. 聯盟：一家公司要有事業觀念創新，通常需要和其他有類似想法的業

者結盟。 



第四節 行動內容相關論文探討 

撰寫本節的目的在於比較與本研究具有相關性的文獻，藉以定位本研究，然而目

前針對行動產業產業所發表的論文為數眾多，且以多種不同的角度來探討，若以

廣義而言，皆和本研究有關，若全數拿來討論恐怕將失去意義；因此，為了更有

效率的定位本研究，在此僅篩選出與本研究具有較高相關性的國內已發表論文，

進行分析比較，相信能更有效率地來為本研究作一清楚、明確的定位。 

1. 行動數據服務業創新協同合作模式之研究---朱海燕，民92 

論文摘要： 

此文將以行動數據服務產業為範例，探討同業間的創新型「協同合作」模式，

討論在亦敵亦友的結盟下，業者如何異中求同、同中求異來強化核心競爭力，在

策略性的共有基礎下各自尋找差異利基，並共同創新市場，擴大商機。其將參考

政府于1984~1986 年間推動銀行財金網路支援系統所面臨的應用問題，到1987 年

正式啟用同業合作共享的財金網路後交易量暴增360 倍，銀行間自動化與交換體

系，成功的超越亞洲鄰國的範例，以及收集近年來國際公司所採取的方案及發展

狀況做全面性評估，並輔以文件收集、分析、個案訪談及明瞭政府陸續推動的一

些措施，以及實務上的觀察，期能夠提出具體的建設及未來的展望。 

此研究是以資訊服務業之行動數據服務產業為研究範圍，探討導入相關協同

合作模式可否解決其產業環境面臨的問題及運用後可否在質與量上有所改善，並



研究引用銀行財金網路成功的範例之可行性。 

與本研究之異同 

台灣3G產業正面臨起飛的階段，價值鏈發展尚未成熟，廠商仍處於摸索的狀

態，然而產業是盛是衰，全賴日後產業廠商間彼此互動的型態，以及一些關鍵的

做法；也是因為如此，上述論文與本研究的相同之處，皆是以台灣的行動內容服

務業作為主要討論對象，研究產業間，上、中、下游廠商彼此可能的合作模式，

及為該產業所帶來的效益。朱海燕在其論文中也提及了一些可能的做法，例如，

參考過去銀行跨網之合作模式，可經由第三公正單位建立收費平台，解決各家收

費模式不同所造成的內容跨網之付費，此點與本研究即將討論的「行動內容加值

平台」的概念有相似之處。另外朱海燕在結論中，也從協同合作的角度提出了幾

個行動業者間可能的合作模式及合作模式帶來的效益。 

而本研究的做法則是同樣以行動內容產業為出發點，以類似上文所提到的第

三者的平台的概念，延伸性地提出一套更為具體、詳細的平台經營模式，希望在

經由分析、驗證之後，能夠提供給業界作為一個參考。 

 

 

2. 虛擬通路商之商業模式在數位內容產業應用之研究—以點對點數為基

礎架構---吳政達 民92 



論文摘要 

由於網際網路的盛行，許多產品或服務可以開始考慮由網路進行派送。特別

是一些可以用0與1位元方式進行編碼的資訊或資料尤為適合。 基於在這樣的大

環境之下， 本論文將著重於兩個部份的研究： 第一部份將設計一個新的商業模

式，可以當作數位內容的發行商或通路商；第二部份將進一步闡述該商業模式在

數位內容產業的應用模式。 

本論文研究產生了幾個重要與有趣的研究發現。首先，虛擬通路商將會在未

來數位內容的流通與發行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其次，虛擬通路商必須在”

四流”(金流、物流、資訊流與商流)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將有更大的機會可以勝

出。再者，類似像點對點這樣的資訊科技將會非常適合用來應用在數位流通的議

題之上，這些資訊科技也有助於提供虛擬通路商和其他競爭者間的差異化。最後，

版權管理機制、智慧財產權管理、代收代付服務、會員募集與清算中心等服務，

都是一個虛擬通路商可能應該關注的課題與建構成為核心能力的主要服務。 

與本研究之異同 

如同作者在此論文中提到，在國內外業者們所勾勒未來的移動通訊服務業的

遠景，也大多以數據內容服務為訴求的架構之下，原本的產業價值鍊，勢必產生

新的重組，運營商(operators)紛紛在價值鍊中多產生了一個「內容匯集者」

(Content aggregator)的角色，說明了運營商 (Operator) 無法再自兼通路的角

色，是必須要讓出來，讓中立的內容通路商運營。本研究也是基於相同的理念，

來思考在價值鏈中是否有創新經營模式的可能，甚至，廣義而言，本研究所欲探



討的加值平台，類似作者所提及的「虛擬通路」的概念。 

雖然概念類似，但是本研究所提出的經營模式的功能更加廣泛，與其說是虛

擬通路，還不如說是一個行動內容的「晶圓代工廠」來的貼切。除此之外，作者

以 P2P 的角度來探討虛擬通路也是與本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像是虛擬發行商

對智財管理、版權管理、拆帳、付款與清算機制等服務施行的先後順序為何？等

問題，也都較為不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要重點。 

3. 第三代行動通訊之服務與定價模式探討---高慧雯 民90 

論文摘要 

本研究以國內行動通訊系統業者與世界兩大行動通訊系統業者 - 日本NTT 

DoCoMo 與Vodafone 作為研究對象，採文獻探討、個案資料蒐集與訪談為研究方

法，探討行動通訊產業裡實務做法與國際化趨勢下，業者間合作模式之關連性。 

研究結果與結論包括： 

1.在搶先時機以期快速滲透市場、取得領先地位、技術與專業分工、經濟規模、

競爭力的考量下，行動通訊業者得採策略聯盟或其他合作方式，選擇國際或國內

的主要結盟夥伴。對於目前競爭態勢落後的業者，則以發展關鍵少數地位，仍可

在策略聯盟之時找到好的談判位置。內容與應用服務供應商的角色也愈形重要。 

2.網路效應朝向「網內有網」與「網外有網」的趨勢發展。「網內有網」的現象為

同地理區內相異品牌間的系統業者，以差異化定位自己網路服務的特色下，往「網



內網」的定價與新服務包裝設計的趨勢，藉此以增加網路凝聚力與網路效應效果。 

「網外有網」的現象則是不同標準的網路競爭之結果。 

3.第三代行動通訊的服務仍以語音為主，但數據服務為獲利的來源。除了數據服

務會刺激語音市場的成長，同時ARPU的增加主要來自多樣化的數據加值服務、行

動商務與Wireless Internet的新模式，以行動娛樂（Mobile Internet）的應用

服務最被看好。系統業者以大型整合者(Large Bundler)角色經營行動系統網路，

收益模式來自「客戶權」的經營，朝「系統經營權」與「加值服務的經營權」發

展。 成功的系統業者將主導各式新的行動服務的推出，刺激新需求，擴大市場。 

4.在定價模式方面，由於全球WAP推出的失利與日本NTT DoCoMo成功經驗的兩個

迥異結果下，全球系統業者的定價模式會朝「學習曲線定價法」，以平價模式(flat 

rate) 讓消費市場接受新服務，業者經營上以規模經濟尋求成本與客戶數的平衡。 

同時在價格調整上仍以跟隨領導品牌的價格，以逐漸下降(decline)的價格曲線配

合新服務的推出。為能達到服務網路最佳利用率，以及服務內容不同，頻寬利用

率不同的緣故，QoS 定價會是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型態的新的定價模式。本研究

也提出朝使用族群的偏好，搭售不同服務內容，再交叉配合使用者對不同服務方

案的需求彈性，以配合「網內網」的凝聚。 

5.最早採用行動通訊服務的使用者(Early adaptor)往往是對網路服務需求最膺

切、使用量大且忠誠度最高的用戶，業者需早日建構CRM機制，發展以顧客為中

心的工作流程，以留住有價顧客。 

與本研究之異同 



此篇論文與本研究相同之處在於，此論文對於在第三代行動通訊的技術特性

之下，探討了產業新服務的型態與加值服務，除此之外，作者也有著墨於行動通

訊業者與內容供應商及入口網站等，上下游關係的廠商之合作模式；而與本研究

不同之處在於，此論文另一個討論的重點是企業如何針對公司特性及資源，發展

出服務策略及定價模式，這是本研究所未強調的方向，另外像是顧客關係管理，

以及如何應用行動通訊的特點套牢客戶，雖然在本研究也有提及，但本研究著重

的是整體平台的經營及其可行性之探討，而上述提及的議題除了討論對象不同之

外，也是平台日後經營的眾多關鍵作法之一，在現階段本研究並未深入研究。 

4. 數位內容整合廠商之經營管理研究-以數位內容加值服務產業為例---

蔡志鴻 民92 

論文摘要 

本研究以內容整合廠商做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下游合作電信系統廠商之研

究加以比較。研究結果發現該產業中內容整合廠商與電信系統廠商實有密不可分

之合作關係，而在經營策略與所需具備之核心能力方面各有其獨特之處。以經營

策略而言部份廠商選擇廣泛的進入三大市場，一方面增加獲利來源，一方面也可

增加範疇經濟，有些廠商則選擇專注於某一塊市場，建立在該市場上的品牌地位

與競爭優勢。而經營數位內容加值服務所需具備之核心能力，主要有三：(1)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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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平台系統上

能相互整合；(3)擁有豐富影音內容，合作內容廠商廣泛。此外各廠商均有堅強的

技術團隊，依據價值鏈地位與經營市場不同，建立自己獨特的數位內容管理系統



及管理機制，此系統的功能通常包含內容本身的管理功能，以及與上下游廠商介

接或提供使用者加值服務的功能模組，而像滾石移動的MASP系統更是一個多重接

入的平台，能將電腦、行動通訊、電話三大系統整合於一套系統中。跨足數位內

容加值服務市場並非容易的事，要有足夠實力的技術人員開發內容管理系統，且

依價值鏈不同地位要能與各大電信系統廠商建立合作關係，或是能整合上游唱片

業、電視業、電影業、廣播業等內容來源，此外再加上擁有良好的專案管理能力，

如此才能在此產業中長久經營，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 

與本研究異同 

此論文與本研究最大的相同之處在於，探討國內數位內容加值產業的現況、

價值鏈上廠商的經營策略及所具備的核心能力，分析的環境可以說是與本論文相

當類似，但是雖然如此，此論文與本研究之間仍有非常大的差異點，第一個就是

其討論的範圍是整個數位內容產業，然而數位內容產業涵蓋的層面很廣，本研究

則是專門針對手機上的數位內容來做探討的背景，再則，如同上述的論文，雖然

有提及價值鏈上廠商的經營策略，但與本研究提出的加值平台仍是不同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