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產業分析與行動內容加值平台 

本章將針對行動內容產業作一深入的分析，主要可分為兩部份探討，第一為政府

在推動該產業的相關政策及作法，而第二部分為國內行動內容產業發展情形，分

別說明如下。  

第一節 政府政策相關作法 

一、 數位內容 

由於數位內容為一新興概念，且涵蓋層面及範圍甚廣涵蓋，因此在全球尚

未有統一的定義，世界各國針對其國內數位內容發展的情形，可能引申出不同的

看法，例如日本數位內容協會將數位內容定義為：「以數位型態傳輸之資料內

容」，而已流動型態又可分為「實體數位內容商品」、「網路流通內容」、「手機內

容」及「數位撥放」四種模式。至於工研院對數位內容的定義，含括多媒體工具

軟體、嵌入式應用軟體、內容製作、數位娛樂、數位學習、有線寬頻網路內容服

務、無線通訊網路內容服務、ISP 加值服務、B2B 電子商務軟體及應用服務、ASP 

與其他網路應用服務、資訊軟體服務、其他套裝應用軟體等。 

就我國數位內容辦公室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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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要有八大區隔
1： 

1. 數位遊戲：以資訊平臺提供聲光娛樂給一般消費大眾，包括 

A. 家用遊戲機軟體 (Console Game-PS2、XBOX、GameCube)；  

B. 個人電腦遊戲軟體 (PC Game)。  
                                                 
1參見：數位內容辦公室網站http://www.digitalcontent.org.tw/pb/b01.shtm 
 



C. 掌上型遊戲軟體 (PDA、Gameboy、手機遊戲)。 

D. 大型遊戲機台遊戲 (Arcade Game)。 

2. 電腦動畫：運用電腦影像廣泛應用於娛樂與工商用途。 

A. 娛樂應用：影視、遊戲、網路傳播等，著重於娛樂效果。 

B. 工商業應用：應用於建築、工業設計等，著重於商業行為。 

3. 數位學習：以電腦等終端設備為輔助工具之學習活動，包含數位學習

內容製作、工具軟體、建置服務、課程服務等。 

4. 數位影音應用：數位化拍攝、傳送、播放之數位影音內容 

A. 傳統影音數位化：傳統音樂、電影、電視節目進行數位化。 

B. 數位影音創新應用：數位音樂、數位KTV、互動隨選影音節目等。 

5. 行動內容：運用行動通訊網路提供數據內容及服務，包含手機簡訊、

行動數據服務(如導航/地理資訊等)。 

6. 網路服務：提供網路內容、連線、儲存、傳送、播放之服務，包含各

類網路服務(如ICP、ASP、ISP、IDC、MDC等)。  

7. 內容軟體：提供數位內容應用服務所需之軟體工具及平臺，包含內容

工具/平臺軟體、內容應用軟體、內容專業服務等 

8. 數位出版典藏：包括數位出版、數位典藏、電子資料庫等。 

 



 

 

《圖4-1》：數位內容涵蓋範圍圖 

資料來源：數位內容辦公室網頁 

數位內容產業為這幾年政府大力推廣的產業之一，為扶植數位內容產業能

順利領導華文市場以落實知識經濟發展，政府已於2002年3月將數位內容產業

列為「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之一，行政院亦核定通過「加強數位內容

產業發展推動方案」，方案中希望以環境建置與法規、人才培訓與延攬、促進投

資與金融輔助、研究發展與應用、產業資訊與行銷，以及推廣策進等6個構面全

方位推動我國數位內容產業發展外，組織方面則設立「行政院數位內容產業發展

指導小組」，統籌掌理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規劃、推動與評估事宜。同時，經濟

部成立「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以做為產業推動與服務之單一窗口。 

行政院並於同年五月核定通過「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培



植具跨領域專長之數位內容人才，其中與數位內容產業相關的項目有四項，分別

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產業高值化計畫以及數位

台灣計畫。此外，在數位台灣計畫中，「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

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及「網路多媒體產業推動計畫」等，也有助於健全台灣整

體數位內容之發展環境。 

1.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國科會通過「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預計五年內投

入新台幣40億元進行此項跨部會計畫。計畫目標主要在社會方面，透過此項計

畫的推動使得我國成為「學習型社會」，進而成為「優質數位化社會」。在產業方

面，從「數位學習」切入，再引導其他應用領域，促使我國從資訊硬體製造大國

擴展到資訊產業應用大國。在研究方面，促使我國躋身全球「學習科技」研究領

先群，並領先亞太地區其他國家。 

2. 數位典藏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國科會成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目標是將文

建會、自然科學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國史館、國家圖書館、台灣大學、教育部、

歷史博物館及中研院等9個機構珍貴的文物典藏加以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

藏，以保存文化資產；建構公共資訊系統，促使精緻文化普及、資訊科技與人文

融合，並推動產業與經濟發展。 

3. 網路多媒體產業推動計畫： 

建構台灣成為亞太地區數位內容設計、開發與製作中樞，並帶動相關製造

業與周邊衍生性知識型服務業發展，成為建構eTaiwan之火車頭工業，藉由其蓬

勃發展所帶來對整體產業競爭規則之重大改變，除可促進傳統產業提升其知識含



量而轉型為知識型產業，亦是提升台灣整體產業競爭力之基礎平台。 

(以上三點資料來源：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數位內容之發展政策及推

動計畫) 

《表4-1》：近年政府推動數位內容產業與 Mobile Internet 相關之政策與措施 

近年政府推動數位內容產業與Mobile Internet相關之政策與措施 

 網路多媒體計畫 

 加強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

方案 

 經濟部工業局促進產業研究

發展貸款計畫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

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 

 數位內容產發展指導小組 

 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 

 中華數位內容協會 

 Mobile Internet Service研發聯

盟 

 經濟部無線通訊產業發展推

動小組 

 

資料來源:本研究搜尋整理 

二、 產業發展概況 

1. 無線行動內容為發展主力 

數位內容之範圍包羅萬象，除了傳統內容之數位化應用外，也包含線上教

學、遊戲、動畫、音樂等，傳送的媒體載具也包含了行動通訊、寬頻網路及數位

互動電視等三方面。根據APECTEL發佈的數據指出，在2005年以手機為基礎之

無線數位內容（Wireless contents）的產值將達到317億美元。而從年平均複

合成長率的角度來看，成長率更高達90.6%。 



隨著通訊科技的迅速發展，數位內容應用日趨多元。不論是動畫、遊戲、

線上學習等市場規模近乎等比級數般跳躍性成長，而無線通訊的內容應用服務

（Wireless contents）更有異軍突起的表現，根據UMTS份發佈的最新數據指出，

全球的數位內容產值，將在2010年達到1,654億美元，而屬於新興內容產業的

無線通訊部份，更以317億美元佔約19.2%的市場總體規模。 

除此之外，UMTS估計2002年全球已有9.8億的人口在使用無線通訊的應用

服務，包括簡訊服務以及相關資料的傳輸服務，2005年預計有9.4億的使用人

口會因3G所提供的多樣化服務而予以使用，而到了2010年更多達到17億的使

用人口。另外，預計到2005年，3G應用服務為全球所帶來的收益將達到246億

美金，2010年更達到320.5億美金，較2005年成長373.4%。 

至於我國的無線通訊的應用服務因行動上網逐漸為使用者所接受、行動內

容推陳出新、彩色手機推出、Java手機與應用上市等因素影響下，規模在2002

年達新台幣7千萬元，根據資策會MIC的最新台灣市場研究指出，預計2003年

光是行動娛樂市場規模將較2002年成長149%，達達新台幣1.74億元，而2005

年市場規模更可達到13億7千萬的市場產值，較2002年成長18倍之多。 

《表4-2》:2001-2005年我國行動娛樂市場規模預測   

項目 2001年 2002年 2003年(f)2004年(f)2005年(f) 

圖形 3.96 28.75 62.71 318.13  508.18  

鈴聲 7.48 31.2 69.84 361.81  577.95  

遊戲 2.75 6.01 31.9 135.56  216.54  

其他 0.51 3.79 9.06 44.54  71.15  

總計 14.7 69.75 173.51 860.04  1,373.83  

資料來源: 資策會MIC, 2003/2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 電信業者對於3G之巨額投資 

台灣行動通信的普及率現已超過100%，此也使得行動通信業者不再以爭取

用戶數為主要營運重點，而轉往為增加每用戶平均貢獻額（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而努力，原本的營收大宗－「語音服務」在激烈競爭之下，已難為

業者帶來更多營收，因此吸引用戶使用無線數據服務，便是電信業者增加ARPU

的重要關鍵之一。在此前提下，各電信業者無不把3G視為是「通往手機多媒體

數據服務的金鑰匙」，5家業者更於2002年1月投入新台幣488億元以爭取3G

執照。除了基礎設施之建設外，未來3G網路之主要服務乃在於多媒體訊息

(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以下簡稱MMS)、JAVA、隨選視訊 (Video 

streaming) 以及定址服務(Locatoin base service，以下簡稱LBS)等更先進的

應用，而業者對於相關設備的投資亦是看好未來的發展。而電信業者所建立之基

本平台，最主要之目的即是提供消費者可利用此應用環境，進行多樣化之服務，

而所有之服務皆需要可應用於手機上之數位內容與應用，方能共創市場。 

國內的行動通訊產業，僅有語音服務己發展至成熟階段，以台灣的高行動

電話及網路普及率看來，數據使用比例及ARPU皆有大幅成長的空間。在政府以

各項措施與計畫支持並扶植數位內容產業、以及各行動通信公司面對語音服務飽

和後，無退路地大舉投入行動加值服務的努力、3G執照取得與建設無線電信基

礎設備下，行動加值服務項目更將藉由3G系統的建立完成，引發包括數據、影

像、視訊等多媒體應用上，從聽覺到聽、視覺並行的龐大商機。 

第二節 國內行動內容產業分析 

一、 我國行動加值市場 

根據電信總局的資料顯示，台灣行動電信的普及率已經超過100%，不過一

如全球行動電話服務市場一樣，國內行動電話每用戶平均貢獻度（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已呈現逐年下滑的現象。根據電信總局的資料顯示，

我國行動電話ARPU值由一九九八年的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元，下滑至二千年的

八千四佰九十二元，預估二○○一年還將持續下降，可能會落在八仟零四十六元

的水準。在這種情形之下，此也使得行動通信業者不再以爭取用戶數為主要營運

重點，而轉往為增加每用戶平均貢獻額（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而

努力，原本的營收大宗－「語音服務」在業者相互削價競爭下，獲利空間非常有

限，因此吸引用戶使用無線數據服務，便是國內電信業者增加ARPU的重要課題

之一。 

1. 新的殺手級應用 

MMS多媒體訊息並已被認為是2.5G乃至於3G成長最快的服務之一，其豐富

之圖、文甚至加上音樂之內容，可以應用在需要豐富與即時訊息之應用。根據

Ovum 預估，2002 年及 2003 年 MMS 將溫和成長，SMS 仍將是未來 2 至 3 年用於

person-to-person (P2P)訊息的主要技術，但MMS的使用預估在2004年至2005

年開始出現強勁成長。2007年，全球來自MMS服務的消費者營收（如P2P訊息、

machine-to-person (M2P)訊息為基礎的資訊與娛樂服務），包括來自相關付費內

容等將達約 700 億美元；其中 390 億美元來自娛樂及資訊等內容為主之服務。

而 ITU-T 的 3G 調查亦顯示，MMS 的用戶數在 2005 年預期為 7,000 萬戶，預

估 2010 年時將達 3.2 億人。美林證券於去年 9 月的分析則指出，全球行動訊

息的傳輸量將由目前的每位用戶平均每月 39 封，提升到 2005 年的 249 封，

屆時 MMS 的傳輸量將大幅超越文字簡訊，其中音樂、鈴聲下載、遊戲、多媒體

的服務都將是重點的項目。 

而國內各主要行動電話業目前均已引進 MMS 的服務，包括中華電、台灣

大、遠傳等業者，都認為 MMS 可望是繼簡訊之後的明日之星的加值服務，且依

據易利信的消費者行為研究指出，台灣目前約有四成的消費者有興趣使用手機上



之MMS服務，在MMS相關應用上台灣也可望成為全球的先驅者之一。 

2. JAVA打開手機多媒體應用大門 

J2ME為昇陽電腦為手持式裝置所制定之JAVA語言，其跨平台與豐富之操作

表現，使得未來手機將具備一般電腦所擁有之多媒體與應用程式處理之能力，加

上 3G 服務寬頻連網之特性，因此其應用潛力最被看好，而目前市面新推出之手

機幾乎已將 Java 與 MMS 列為基本配備。未來透過內建 Java 解析器，將使得未

來的手機應用將更多變與豐富。以切入市場較早的韓國為例，其利用 J2ME 技術

的應用與相關內容服務的開發及ICP業者，均以進入獲利的階段；其中J2ME相

關內容服務被大量下載是其中的關鍵因素。據估計，未來在透過 Java 執行手機

加值服務的比例將超過50%以上。而各種可能之應用則等待我們去挖掘。 

3. 3G用戶是行動多媒體發展之基石 

我國可望繼日、韓之後成為全球另一個成功導入3G服務之國家，而由於台

灣之經營環境與日、韓相似，多數之用戶皆已將手機視為個人之隨身工具，並已

慣用各種基本加值服務。根據資策會MIC的估計，台灣3G用戶數之成長，將在

2004年時達到100萬、2005年可突破200萬，到2007年時，3G用戶數將超過

整體市場之50%並達到一千萬用戶。 



 

 

《圖4-2》：我國3G市場規模預估 

資料來源: 資策會MIC, 2002 

二、 產業構成與價值鏈 

相較於日本 iMode 一家獨大的態勢，台灣的電信產業有高達多家業者。內

容及創意提供者先必須依照手機現行技術與電信業者規格作格式轉換圖形文

字、編輯、以及編寫程式碼，再與每家電信業者進行網路系統界接、並對帳務、

業務流程與電信業者合約訂定，最後才能將其內容服務提供給手機用戶，其過程

複雜、牽涉過多的技術(行動化與電信技術)，一般內容服務提供者無法輕易跨入。 

行動加值服務產業正值初創時期，產業之價值鏈雖有模糊的雛型，但其不確定性

極高，故此將以功能別之方式呈現內容 (content) 與服務從最上游演變至最下

游消費者接觸推廣的過程，並舉出四種內容商品化之管道，以清楚地畫出此行動

加值服務的價值鏈。 

本論文認為，內容欲成為手機數位內容、進而接觸到用戶須具備下列功能：

將內容加值為行動內容、Platform 經營、Platform 建置研究、與電信業者建接



上架技術、行動內容（M-content）經營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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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國內行動內容市場價值鍊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若以較為大略的分法，上述之廠家例如滾石移動、願境網訊等可視為是「內

容整合商」，因此整個價值鏈主要可由三種角色所組成，分別是內容提供者、內

容整合商以及電信業者，雖然如此，但是每家業者垂直整合的程度不同，因此也

發展出了不同的商業模式。 

行動加值服務市場的商業模式可分為四種(見下表4-1與表4-2，現有行動

內容產業營運模式,行動內容服務市場各公司比較)。 

 

 

 

 



《表4-3》：現有行動內容產業營運模式  

類型 代表公司 經營模式說明 實例解說 

帶技術

之上下

游垂直

整合 

滾石YOYO 公司自行設置平台。內容供

應商將最原始的CONTENT

及M-content經營權授權

給此類型公司，此類型公司

將會自行把其內容依照其

想法、創意加以行動化，放

於公司自建的平台經營，並

將M-content上架於電信

公司後端，再對手機用戶推

廣加值後的行動內容。 

華納音樂將自己公司的音

樂創作授權給滾石YoYo，滾

石YoYo將這些音樂轉化成

手機鈴聲，放在滾石YOYO

的平台上，橋接於電信公司

後端，並對手機用戶作推

廣、行銷。 

無技術

之上下

游垂直

整合 

美麗鈴 此公司型態與前述類型公

司相似，唯一不同處在於他

們並無平台建設與上架的

技術能力，他們選擇委託其

他公司為他們建設平台、及

幫內容及服務上架。以美麗

鈴為例，他們委託口袋王建

立其平台。 

華納將其公司明星的肖像

授權於他們，美麗鈴將其圖

形轉化成手機圖形，放到自

己的平台上經營並對手機

用戶作推廣、宣傳。而口袋

王則將美麗鈴的手機圖形

上架於電信公司設備上。 

後端整

合 

WalkGame 此類型公司無自有平台及

內容，依附於電信業者的平

台之下，由電信業者進行平

台經營，但具有與電信業者

上架的技術。他們專注於代

理已 “行動化”的內容及

服務，取得經營權，並加以

推廣。 

WalkGame即代理韓國行動

遊戲，上架至電信業者處，

並對手機用戶推廣、行銷。

前後端

整合 

願景網訊 同樣依附於電信業者平台

之下，但與第三類型之公司

的差異為他們亦具有前端

整合功能。他們本身即擁有

初始內容，自行將內容行動

化，然後將M-content放於

電信業者平台，由電信業者

經營。  

自拍美人日記與阿貴的

Kland即透過願景網訊創造

內容服務，包括內容規劃、

開發與營運。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表4-4》：行動內容服務市場各公司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歸納整理

 成立時間 Business Model 技術源頭 平台建置 目標客戶 技術基礎 主要技術模組 研發網路 主要策略 

滾石

YOYO 
2002/8 

提供自有內容

高度垂直整合
自行研發 YES 

行動終端 
用戶 

資訊 IVR 接取為主 台灣  水平擴張 

美麗玲 2002/10
提供自有內容

但技術外包 
技術外包 -- 

行動終端 
用戶 

資訊 
鈴聲為主，以

WAP、SMS接取
台灣 

鈴聲種類，產品

組合多元化 

願境網訊 
 

2001/5 
部份自有內容

以代理內容為主
自行研發 -- 

行動終端 
用戶 

資訊 手機遊戲開發 台灣 
自 PHS轉換至

GPRS 

隨身遊戲 2002/6 代理內容為主 自行研發 -- 
行動終端 
用戶 

資訊 & Java 手機遊戲開發 台灣 
遊戲種類，產品

組合多元化 

 
Yesmobile 

1999/11 系統開發服務 自行研發 YES 
企業用戶 or  大
型內容業者 

資訊 & WAP WAP 以及 SMS 台灣 
自WAP轉型
並開發客戶 



三、 產業特性 

由上述之產業經營分析以及本論文深入研究後，可發現行動加值產業具有以

下特性及相關廠商運行上所遭遇之困難: 

(1)電信業者為行動加值服務產業的領導者，其系統特性為半封閉並掌握行動

手機用戶者的資訊，對於內容供應商具有談判上之優勢，且各電信業者的

電信系統標準都有差異化，彼此並不相容。 

(2)由於將內容行動化具有一定程度的門檻，需經過程式編輯、格式轉換、與

電信業者系統界接等複雜程序，且經由訪談及次級資料得知，多數的內容

供應商並無將內容轉移為行動內容、將內容加值的技術，大多為有創意卻

不得其門而入。 

(3)目前內容及創意提供者欲將其內容與創意商品化成為行動數位內容經由

兩種方式:自行將內容行動化，或者授權給內容代理商，且只有少數的內

容供應商掌握行動內容經營權，對手機用戶推廣其行動加值內容及服務。 

(4) 目前國內行動內容仍處於發展的階段，應用的技術、型式還相當簡單，

因此內容整合商所提供的功能也有限，尚缺乏跨電信網路的服務及多媒體

整合的技術，因此若想發展較為複雜之行動應用，內容業者無法得其門而

入。 

(5) 內容整合商在對內容及服務做推廣時，由於會同時擁有類型相似的內容服

務，可能依其利益考量，對自身利益較大的內容及服務進行較多的推廣，

此種狀況對內容擁有者而言無疑是一項弱勢，但是他們由於沒有行動化及

與電信業者建接技術，現在只能承受不公平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