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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行動加值服務的創新活動與價值交換為研究主軸，並提出以下主

要研究問題： 

一、 行動加值服務產業是否存在創新模式，這些創新模式有幾種類型？ 

二、 行動加值服務創新模式的創新驅動因子有哪些，這些因子彼此的驅動

形式又有哪些？ 

三、 行動加值服務創新驅動模式是否存在產業的價值網路，網路裡的價值

交換有哪些形式？如何交換？ 

四、 從創新模式與價值分析的結論中，電信業者能否找到可以協助產業創

新和產生良性循環的經營策略？ 

本章分為研究結論與研究建議，首先針對研究問題綜合本研究的研究發現

提出結論。研究建議則據此提出建議提供實務界參考，最後提出對後續研究方

向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 行動加值服務產業存在創新模式，並包含四種構面 

從研究個案發現，行動加值服務產業的服務確實存在服務創新模式，創新

模式包含了四種構面：「新服務觀念」、「新交付系統」、「新顧客介面」、

「技術選擇」。 

行動加值服務創新模式中各創新構面與構面間的關係，也獲得下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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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行動加值服務的創新構面包含了新服務觀念、新交付系統、新顧客介

面與技術選擇 

(1) 行動加值服務的新服務概念來源可能來自外部供應商、客戶端或

服務業者本身的創見。(研究發現 1-1) 

(2) 採用公開業界標準的技術選擇有助於服務創新推動。(研究發現

1-2) 

(3) 建置新服務交付系統的關鍵在於組織人力調整與教育訓練。(研究

發現 1-3) 

(4) 便利的新顧客介面設計有助於提高創新服務的使用率。(研究發現

1-4) 

2. 組織調整、通路建置與行銷活動的配合，可強化服務創新 

(1) 透過行銷活動主動接觸潛在客戶對新服務推廣甚為重要。(研究發

現 2-1) 

(2) 新的組織團隊與企業文化有助於新服務交付系統的創新。(研究發

現 2-2) 

(3) 從新服務交付系統到新顧客介面的關鍵在於完善的通路建置。(研

究發現 2-3) 

(4) 適當調整創新構面回應市場需求，可以有效提昇服務創新成果。

(研究發現 2-4) 

二、 行動加值服務創新模式的驅動因子包含了設備供應商、內容

供應商、電信服務業者與一般行動用戶與企業用戶。創新驅動

因子的角色活動不同，又分為五種創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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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加值服務創新模式中包含供應商、電信服務業者與客戶端。供應商參

與角色包含了設備供應商與內容供應商，而客戶端角色則包含一般行動用戶與

企業客戶。創新服務的驅動因子，因為其參與創新活動不同，又可將創新活動

的形式分為下列五種：「供應商支配的創新驅動」、「客戶導向的創新驅動」、「服

務業者的創新驅動」、「透過服務的創新驅動」與「典範移轉的創新驅動」五種

形式。每種創新形式反應了參與創新活動的各創新驅動因子扮演了甚麼角色，

以及創新驅動因子的活動。本研究個案的加值服務創新形式也可分為下列五種： 

 

表 6.1 本研究個案之創新形式與各驅動因子活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表 6.1 可以發現本研究個案的創新形式包含五種形式，而各驅動因子的

活動也因此有所差異。而本研究也發現行動加值服務創新驅動因子與創新形式

有下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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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行動加值服務不同創新驅動因子在創新過程中扮演的角色不同，會影

響創新發展的形式 

(1) 驅動因子的供應商參與角色包含了設備供應商與內容供應商，客

戶端角色則包含一般行動用戶與企業客戶。(研究發現 3-1) 

(2) 行動加值服務的創新包含有供應商支配、服務業者本身、客戶導

向、透過服務、典範移轉的創新形式。(研究發現 3-2) 

(3) 相同服務類型的服務創新演進，其創新形式隨主要驅動因子改變

而不同。(研究發現 3-3) 

(4) 「供應商支配的創新」服務創新形式中，電信服務業者所投入的

技術層次較低。(研究發現 3-4) 

(5) 「服務業者的創新」服務創新形式中，電信服務業者投入的技術

層次較高。(研究發現 3-5) 

三、 行動加值服務創新驅動模式存在價值網路，價值網路中各角

色彼此交換經濟價值、整合價值與無形價值 

行動加值服務產業存在價值網路，價值網路中各角色彼此主要交換產品

(Vp)、收益(V$)等經濟價值，並伴隨知識(Vk)、資訊(Vi)、技術(Vt)等整合價值

的交換。各角色之間的價值交換活動也會產生策略(Vs)、網路外部性(Vn)與品

牌(Vb)等無形價值的交換。 

研究發現整理如下： 

1. 行動加值服務產業的價值網路包含電信業者本身、競爭電信業者、使

用者、設備供應商、內容供應商、手機通路商、手機製造商等角色 

(1) 行動加值服務產業的價值網路角色依服務不同而有所差異。(研究

發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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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信服務業者直接涉入手機規格制定，有助於提昇服務創新的程

度。(研究發現 4-2) 

(3) 電信服務業者引入的內容供應商越具代表性或成效越佳，有助於

服務創新的產業良性循環。(研究發現 4-3) 

2. 行動加值服務的價值交換的形式包含經濟價值、整合價值與無形價值

交換 

(1) 內容供應商、電信服務業者與使用者的加值服務上下游關係間，

彼此都存在最基本的經濟價值交換。(研究發現 6-1) 

(2) 行動加值創新服務的價值交換普遍存在網路外部性(Vn)價值。(研

究發現 6-2) 

(3) 優質的加值服務內容不僅提高內容供應商所獲得收益價值(Vi)，

無形中也提升了內容供應商的品牌價值(Vb)。(研究發現 6-3) 

(4) 電信服務業者與手機通路商、手機製造商的策略合作，有助於提

昇服務創新的成果。(研究發現 6-4) 

四、 行動加值服務產業具有良性循環的價值網路 

1. 活躍的使用者社群活動可以創造提高加值服務使用率，並產生產業的

良性循環。(研究發現 5-1) 

2. 行動加值創新服務內容與新功能手機相互搭配，有助於推動創新服務

推廣的正向循環。(研究發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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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電信服務業者在行動加值服務產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為了創造產

業的良性循環，使得行動加值服務產業能夠不斷地持續創新，並能永續發展。

我們藉由圖 6.1 價值網路所示，藉由先前的研究發現結果，針對電信服務業者

與其他角色之間的交換關係，提出一些建議方向。 

圖 6.1 行動加值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價值網路中參與服務創新活動的角色，因為彼此之間的交換活動而創造出

價值，這些價值包含了經濟、整合與無形價值的交換。而創新又時常發生在異

質系統與不同角色之間的介面(Interface)上。價值網路中各種角色之間也存有這

樣的介面，如果能降低介面上交換活動的成本，並提高介面上交換活動所創造

的價值，就能增加介面上交換活動的意願，並且創造出正向回饋的良性價值網

路循環。就如同 NTT DoCoMo i-mode 服務帶動了電信服務業者、行動使用者、

服務供應商與手機製造商之間的良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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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電信服務業者與產業的建議 

因此綜合研究發現與前述觀點，以下將針對電信服務業者提出建議。建議包含：

電信服務業者與使用者、電信服務業者與服務供應商、電信服務業者與互補廠

商、電信服務業者與其他電信服務業者、電信服務業者本身等五個面向的建議： 

電信服務業者與使用者： 

國內行動加值服務發展歷程中，電信服務業者與服務內容供應商都與發展

較為領先的日、韓業者互有合作交流。但是，前往取經與吸收經驗的過程，往

往只獲知成功服務個案的類型，甚至是直接將服務引入市場，卻忽略了服務在

日、韓當地成功背後的關鍵因素與社會環境條件。而這些產業的外在因素卻有

往往影響服務的成敗，最重要的是各地行動使用者的需求與特性並非完全相

同，因此直接引入服務並無法保證能獲得與日、韓當地同樣的效果。為了探求

市場上行動使用者的真正需求，提供電信服務業者規劃服務之參考，本研究提

出下列建議︰ 

1. 提供優質服務內容創造行動加值服務產業良性循環。 

對於任何產業而言，品質優良且滿足使用需求的產品都是基本要素。同樣

的行動加值服務最重要的本質就在於提供優質內容給行動用戶，提供使用者真

正便利且需要的服務內容，才能提高服務的價值，使行動加值供應商能夠獲取

足夠營收利益，繼續投入資源進行服務創新與發展，創造產業的良性循環。 

2. 降低使用者的行動加值服務使用成本。 

電信服務業者應該調整加值服務的使用者費用結構，提供固定通信資費或

免費的基本型行動服務，以便提升行動服務的使用率。對使用者具有附加價值

的服務，採取依次、依量或固定月費等的服務使用費設計，但應避免使用者必

須同時支付服務使用費與通信傳輸費的計費方式，降低使用者的服務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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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使用者良好的服務意見回饋管道與獎勵機制。 

使用者回饋對於服務後續改進與市場需求具有極重要的參考價值，因此必

須設立更有效率、更多元的回饋管道，讓使用者能夠反映關於服務的任何意見。

對於願意回饋意見的使用者，必須積極回應並提供適當獎勵措施。 

4. 設立行動加值服務的專職客戶服務團隊。 

行動加值服務較傳統行動語音服務更複雜多元，因此要求單一客服人員要

了解所有的服務內容實有困難。設定行動加值服務的專職客服團隊，有助於提

高行動加值服務的客服品質，並能提高服務回饋建議的收集品質。專職客服團

隊亦可與行動服務供應商的客服專線整合，以便提供更有效率的客服品質。 

5. 建立完善的顧客關係管理機制，了解使用者的深度使用行為。 

對於使用者的加值服務使用行為進行深度資料收集，利用完善顧客關係管

理系統進行研究。以便有效掌握行動加值服務的使用者需求，提供使用者最適

切的服務，提高使用者顧客生命週期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 

6. 創造使用者互動社群。 

從行動加值服務個案中發現，良好的使用者互動社群，有助於提高服務使

用率。創造一個可供使用者互動的社群，可以藉由使用者本身經驗與知識解答

其他社群成員的疑問，對於提高服務使用率與知名度亦能有所助益。社群互動

的成果也能提供服務內容供應商或電信服務業者了解市場需求與使用滿意度。

電信服務業者與服務供應商： 

電信服務業者雖擁有行動通信產業所需的人力、技術、資金等重要資源，

但光靠電信服務業者本身並無法成就整個行動加值服務產業，產業發展仍需要

上下游廠商彼此合作。服務內容供應商在此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而其生存發

展對於整個產業影響極大，因此電信服務業者應協助服務供應商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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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更彈性的利潤分享制度。 

服務內容供應商需要獲得適當的營收才能持續提供優質的服務，因此在行

動加值服務產業市場規模較小、服務推出初期，電信業者與服務供應商可以採

取更彈性的利潤分享制度，例如採用累進分享利潤制度，讓內容供應商在服務

開創初期可以獲得合適報酬，以便持續進行服務創新與改善。 

2. 訂定標準應用程式服務開發介面，協助廠商快速開發服務。 

電信服務業者提供既有行動系統的標準應用程式服務開發介面，可以讓服

務供應商更快速完成基本通信服務整合（如會員認證、簡訊服務、語音自動應

答系統等），降低服務供應商服務開發成本，並有效縮短服務開發時程，滿足快

速變動的行動加值服務市場需求。 

3. 設立專案型資金協助新創供應商進入行動加值服務產業。 

新創供應商初入行動加值產業初期，往往無法靠服務營收支撐企業的運

作，因此適時取得資金對於新創供應商的經營有極大幫助。電信服務業者如能

扮演適時的資金提供者角色，以專案型資金協助新創供應商渡過營運初期，除

了能提供市場更多元的加值服務，也能擴大市場規模並創造產業良性循環。 

4. 提供產業知識與技術支援，協助廠商創新服務。 

電信服務業者如能貢獻在產業經營多年的豐富產業知識與經驗，並提供技

術支援。對於供應商進行服務開發或掌握市場需求都能有所助益。行動加值產

業的經驗與技術，對於尚未參與產業的其他廠商而言，也能發揮水平整合的效

果，讓原本未能提供行動加值服務的產業也能進入市場，提供新的服務應用。 

5. 分享市場回饋與即時服務使用狀況，提供廠商進行服務內容調整與改進。 

電信服務業者從客服過程與使用者回饋中獲得許多寶貴的市場情報，從加

值服務使用的即時狀態與報表也能掌握服務的最新動態，如能透過系統化的方

式和服務供應商分享資訊與情報，將有助於服務供應商進行服務改善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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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展策略合作夥伴關係，扶植優質服務供應商。 

透過策略聯盟或策略投資等合作關係，能夠協助電信服務業者增進與行動

服務廠商的合作深度，並扶植優質服務供應商，以提供使用者優質服務內容，

有助於行動加值服務市場規模與產業良性循環。 

電信服務業者與互補廠商： 

日本 i-mode 服務成功關鍵要素之一在於新功能手機與新服務的軟硬體完

美搭配提供行動使用者完整的服務新體驗。我國手機銷售市場偏好以 Nokia、

Moto、Sony Ericsson 等國際品牌為主，在行動市場規模受限的情況下，國際大

廠往往沒有太大的意願與電信服務業者進行較深度的客製化或手機開發，因此

電信服務業者只好改與國內手機製造商或國外二線手機製造商合作，嚴格來說

目前仍偏向於應用軟體客製化與共同品牌的合作模式為主，與行動加值服務較

深度的合作與搭配仍屬少數。以中華電信與多普達（Dopod, HTC）合作推出整

合 mPro 行動商務服務的 CHT9000 與 CHT9100 手機為例，對於客戶平均貢獻

度(ARPU)與行動加值服務營收都有實質提升，足見電信服務業者與手機製造商

的合作有助於提升行動加值服務的使用率。因此提出下列建議： 

1. 整合加值服務業者共同參與手機製造商的手機設計。 

參與手機製造商的手機設計，除了能更有效掌握手機未來發展，也能配合

新服務推出，提供消費者適合的新功能手機，藉由軟硬體的相互搭配，有效提

升行動加值服務的使用率與接受度。 

2. 整合行銷資源與手機通路合作手機促銷。 

以國內的行動市場而言，手機通路商對於消費者選購手機的消費決策有極

大的影響力，而手機功能規格與服務使用率又息息相關。因此善用電信服務業

者本身的行銷資源，有效整合通路商的手機促銷活動與加值服務搭配推廣，對

於提高服務使用率將有極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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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服務業者與其他電信服務業者： 

電信服務業者彼此雖互為競爭，但行動加值服務產業中存在許多的網路外

部性效應，也使得電信服務業者間存在另外一種合作關係。行動加值服務的使

用者雖然可能分屬於不同電信服務業者，但某些加值服務卻可彼此互通，舉例

來說行動使用者採用簡訊、多媒體訊息等加值服務，即會形成上述的網路外部

性效應。也因此電信服務業者間存在一種微妙的競合關係。下列就針對電信服

服業者彼此間提出建議： 

1. 共同舉辦研討會及參與展覽會，推廣行動加值服務應用。 

電信服務業者之間存在市場競爭與擴大市場規模的競合關係，利用業者間

共同舉辦相關研討會或展覽會，能夠吸引更多行動用戶或潛在合作產業的注

意，對於加值服務的推廣應用能產生正向的影響。 

2. 制訂行動加值服務資料交換標準介面，提高各業者服務互通。 

服務供應商通常同時與各家電信服務業者合作推出服務。電信服務業者之

間如能制定行動加值服務資料交換標準介面，提供服務供應商遵循應用，一方

面可以降低供應商的服務開發成本，也能讓各家電信業者的使用者彼此互通，

擴大整體市場的服務使用率與市場規模。 

電信服務業者本身： 

電信服務業者希望透過提高行動數據通信使用率並提昇整體營收，以因應

面臨市場飽和與成長停滯的行動語音市場。整個行動加值服務產業中，電信服

務業者不僅扮演火車頭的產業推動角色，也扮演了產業中各角色之間的重要接

合劑角色。為了創造行動加值服務業產的良性發展，電信服務業者應當協助各

產業上下游廠商進行整合，並且應該積極推展行動用戶對服務應用的認識，並

應投入資源進行產業外部因素研究，以便探求市場的真實需求與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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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整合行銷資源，提高行動用戶對行動加值服務的認識。 

電信業者要擴大市場規模之前必須先提高行動用戶對服務的使用率，而加

強消費者對行動加值服務的認識是首要之務，讓行動用戶能對服務的應用層面

能有更多的認知，並瞭解加值服務所能為消費者創造的價值。目前我國雖號稱

有 914.7 萬行動加值服務使用者，許多已預先開通服務功能的使用者仍對加值

服務一知半解，顯見行動用戶對行動加值服務的認識仍有待強化。 

2. 設計能夠「分享」的加值服務，讓使用者自己也能扮演內容供應角色。 

行動加值服務如能創造一個分享的平台，讓使用者彼此分享自己的創作，

就能提高服務使用率並降低服務供應商的創作成本。i-mode 服務與 Web 2.0 突

顯社群分享與自我創作所帶來的服務概念，可以作為行動加值服務的設計參考。 

3. 進行創新加值服務研究，擴大加值服務應用範圍。 

服務的創新有時候來自於不同服務概念的結合，或是不同產業知識的融

合。電信服務業者必須進行加值服務的創新研究，探索更多行動加值服務的應

用領域與產業，並將研究成果與服務供應商或其他產業進行分享，共同創造出

未來更多應用的可能性，也能有效開創行動加值服務的市場規模。 

4. 行動加值服務的引進規劃，應考量在地的需求差異。 

電信服務業者所推出的行動加值服務，有些來自於導入設備供應商所主導

的服務設備，有些則來自於服務內容供應商自國外引進的服務產品。但在缺乏

社會型態、風俗習慣、人口結構、政府政策等產業外部因素考量下，許多原本

在國外頗為成功的行動加值服務，卻無法在國內獲得相當的成果。因此，電信

業者應對本地市場需求與外部影響因素加以深入研究，以推出真正能夠滿足在

地需求的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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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續研究建議 

1. 服務創新形式主要以供應商、服務業者與客戶為驅動因子進行討論。本研

究在進行創新服務的價值網路分析時發現，來自於互補廠商與競爭廠商的

創新可能性並不在服務創新形式的研究範圍內。舉例而言，行動加值服務

產業中許多新創概念來自於手機製造商等互補廠商，如手機附加高畫素相

機功能、MP3 功能等，都足以影響行動加值服務的創新發展，以現有創新

模型與創新形式進行研究時有其侷限性。值得後續研究者加以改良修正。 

2. 本研究個案訪談部分內容，因為涉及商業機密或營業秘密，有其取材與訪

談的困難，因此無法取得市場佔有率、營收與服務使用者數量等資料進行

服務創新成效的相關研究，因此無法將服務創新程度與成效進行另一層面

的分析與探討。對該議題或許可作為有興趣研究的產業專家或電信服務業

者進行更深層研究的建議方向。 

3. 行動加值服務產業的服務數量極為豐富，且服務類型種類亦持續創新，本

研究在有限時間與資源限制下無法進行全面性研究與討論，因此可能存在

有以管窺豹的研究盲點。對於有興趣進行行動加值服務創新研究的學者專

家，建議可以擴大個案數量與取材廣度，並加入時間等動態研究變數，以

獲得更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成果。 

4. 影響創新服務的關鍵因素除了創新模型中各創新因子的創新活動之外，產

業外部因素也是個別服務成功因素，例如:社會型態、風俗習慣、人口結構

與政府政策等皆屬於這類外部因素。舉例來說台灣的通勤比例以自用機動

車輛為主，與日本、韓國以腳踏車、大眾交通工具為主的通勤型態極為不

同，因此在日韓常見於大眾交通工具上的行動加值服務使用習慣，就與台

灣的使用者習慣有所差異。建議未來進行創新服務研究者能將類似的外部

影響因素納入考量，以獲得更符合實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