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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透過個案訪談所獲得的初級資料，以及與個案公司相關的次級資料，

配合第二章相關文獻之回顧探討進行研究分析後，根據研究架構，本研究之研究

發現可歸納為四大主題。本節將依據此四大主題及其項下的細部發現，歸納出與

其對應之理論論述，針對個案公司做法之異同進行說明與討論，並彙整個案公司

之實際做法以為驗證。 

第一節 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個案驗證】 

綜合五家個案公司，將電信業者之行動音樂價值網絡彙整說明如下： 

 
圖 5-1：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如圖 5-1 所示，電信業者主要著重在行動音樂平台的開發及營運，其主要核

心能力在於平台相關技術之研發，諸如：音樂搜尋引擎、帳務系統、網路架構、

下載及版權管理機制、用戶接取與使用介面、系統端接取介面等等；針對音樂內

容部分，電信業者主要工作則是在於監控品質與導入新內容。 

手機音樂內容 

行動音樂平台 

唱片音樂內容 

音樂搜尋引擎 

音樂格式轉換 

下載及版權管理機制 

帳務系統 用戶接取與使用介面 

系統端接取介面 

版權洽談 
服務網站 

服務應用程式 

研究發現一： 

行動音樂價值網絡由唱片音樂、手機音樂、電信系統平台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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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電信業者的平台建置能力，內容服務供應商的核心能力主要在於內容

的開發與提供，諸如音樂格式轉換、版權洽談、服務網站、服務應用程式等。 

【說明與討論】 

Christensen（2000）認為，企業是內嵌於價值網絡中，其產品如同元件一樣，

一層層地內建於其他產品中，最後所有的一切都內嵌於使用系統（System of 

use）；企業在此價值網絡體系內辨識與回應客戶的需求、解決問題、取得資訊輸

入、回應競爭者與爭取獲利。訪談結果發現，各家業者的行動音樂價值網絡大致

相同，皆由唱片音樂、手機音樂、電信系統平台等元件組成，個案公司由此價值

網絡回應用戶需求，發展多樣化之行動音樂產品。至於洽談版權的部分，則沒有

個案公司是親自執行，原因根據受訪者表示，音樂版權問題的處理花費太多的時

間與人力成本，所以通常不會進行，而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 

較具差異性的是，瑞通電信在手機設備部分具有客製化的能力，能夠自訂符

合音樂規格的手機；而中華電信則是在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會事先蒐集

並分析音樂產業相關資訊，與唱片版權業者溝通、商談，發展新的產品概念，並

同時將此新產品概念對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說明。 

本研究認為，造成上述之差異的原因主要在於業者本身的資源與能力，瑞通

由於是 NTT DoCoMo 以及 Sharp 在台灣的獨家合作夥伴，因此擁有客製化獨家

手機的能力；中華電信則是具有長期在電信服務業上既有之領導優勢。 

 

【個案驗證】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不僅擁有基礎網路設施，亦負責整體網路規劃及建設、網路互連互

通、營運管理及維護、業務提供、收費及推廣，以及客戶服務。在音樂內容的部

研究發現二： 

電信業者所處之價值網絡位置會影響其所投注之相關資源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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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實際上中華電信會同時與唱片公司以及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溝通。 

喬達電信： 

喬達的核心競爭能力在於致力設計、開發、營運及提供更開放、更智慧、更

彈性、更有效能的行動加值服務共用平台（Open Platform）、致能元件（Common 

Enabler）、行動通信網路（Mobile Network）、帳務系統（Billing Systems）、客製

化用戶端設備（Customized User Devise）、用戶接取與使用介面（Access Point & 

UI），以及系統端接取介面（System Interconnection Points）。而合作夥伴的核心

競爭能力則在於致力設計、開發、營運及提供行動加值服務所需之內容

（Content）、服務應用程式（Service AP）與服務網站（Service Portal）。 

亞太行動： 

亞太主要是跟內容服務供應商合作，由其負責商談版權並將音樂內容製作成

符合手機規格的格式，亞太則主要負責音樂平台的提供，以及行銷活動的支援。 

威寶電信： 

威寶主要在於提供用戶一個友善的人性化使用介面，隨時隨地可以使用、下

載想要的內容服務，提供用戶一個方便使用的環境、平台。因此，內容服務供應

商主要負責版權洽談與製作內容，平台上主要的相關技術與機制則是由威寶負

責，例如技術介接、傳輸網路架構、付費機制等部分。 

瑞通電信： 

陳協理表示，人們常會因為周圍環境的觸發，突然想要某一首歌，而這時能

夠立刻買到音樂的管道，便是透過無線網路，此即為電信業者的獨特利基。故瑞

通電信主要在於提供用戶方便的音樂使用介面，開發音樂搜尋引擎技術，並提供

行銷資源（例如音樂台）promote 各家合作夥伴。 

【說明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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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網絡定義、限制了企業可做與不可做的範圍，而價值網絡的範圍是由特

定的產品性能所決定—各項性能屬性重要性之排序，不同的使用系統有不同的排

序（Christensen，2000）。本研究發現，電信業者處於行動音樂價值網絡之關鍵

位置，為用戶與音樂內容提供者之間的中介橋樑，其所需具備的資源與能力主要

在於音樂平台之相關技術與維運能力。一言以蔽之，電信業者必須做好供應商和

音樂內容的管理，以提供優質、多樣化的音樂內容給用戶。是故，在本研究中，

各家業者紛紛投入行銷、跨平台服務、音樂搜尋引擎技術等相關之資源與能力；

意即，電信業者所處之價值網絡位置，會影響其所投注之相關資源與能力。 

第二節 電信業者行動音樂服務策略性資源之建構 

 

【個案驗證】 

中華電信： 

研究發展是中華電信提升市場競爭力的主要支柱，與其他業者不同，中華電

信擁有專門的電信研究所，扮演技術技援的角色，每年均投入適當資源從事相關

研發工作，掌握最新的電信科技發展趨勢與關鍵技術。在行動音樂下載的版權管

理機制方面，中華電信運用自身的技術研發資源，依照 Microsoft 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系統的規格，自行開發音樂雙重下載版權管理技術，李經理

提及：「因為掌握這些技術才有辦法一直把大家帶到新的一些使用方面，所以跟

一般來講，有一種東西是委託給外面的公司來做經營的情形，或者是說進行一個

一個案子作招標的那種方式不同，因為那些都沒有辦法保證他長期的延續性。」 

喬達電信： 

喬達與泛亞電信、東信電訊品牌整合之後，提供了中南部的銷售通路與區域

性行銷 know-how，結合喬達原有的全區業者資源，跨足北中南，成為完整且深

入的行動電信業者。運用品牌之力量，喬達推出自有品牌「catch 音樂達人」，建

研究發現三： 

電信業者依其資源相關性選擇建構與本身資源較為相近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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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完整的行動音樂平台經營能力。 

瑞通電信： 

在行銷能力方面，除了完整的實體行銷通路之外，由於瑞通經營甚久，對消

費者的行為已累積了相當多的 data 可進行分析、計劃新的活動，充分運用既有

之資源進行產品或行銷活動之操作。瑞通以這項行銷創意能力為基礎，強化行動

音樂服務，建立完整的音樂平台，針對不同的音樂內容主題進行促銷活動。陳協

理表示：「瑞通音樂台是瑞通自己經營的音樂 promotion 的一個空間」，瑞通利用

音樂台綜合性的來 promote 很多不同的 partner，讓每一家合作廠商都有露出的機

會。 

 

圖 5-2：行動音樂資源建構過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說明與討論】 

Grant（1991）認為，企業內部所擁有的資產或能力，是其持續性競爭

優勢的主因。而 Wernerfelt（1984）亦指出，企業競爭優勢來源不在於外

部的環境因素，而是來自於企業內部的組織能力、資源和知識的積累。吳

思華（2000）指出，具有策略價值的核心資源內涵非常多元，諸如品牌、

通路、特殊技術、專業能力等等，皆可能成為企業的核心資源。然而，企

業所擁有的資源形式極為多種，但最重要的是，必須去瞭解並掌握哪些資

源能夠強化組織能耐、具有策略性價值，制訂一套判別標準，以建構核心

中華電信 

喬達電信 

瑞通電信 

技術研發

品牌綜效

行銷創意

雙重下載 DRM 技術 

catch 自有品牌 

音樂平台經營 

個案公司 原有資源 行動音樂策略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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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累積企業能耐。  

由訪談中發現，個案公司運用本身既有之資源強化行動音樂服務（如

圖 5-2），在此過程當中，建構出更多行動音樂服務之策略性資源，其新建

構的資源與原本所擁有之資源具有相關性，此即驗證了「企業必須瞭解並

掌握能夠強化組織能耐、具有策略性價值的資源。」  

第三節 電信業者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發展 

 

【個案驗證】 

普遍而言，電信業者之核心能力並不在於音樂內容的開發與取得，而是在於

通訊網路相關技術與架構，因此乃希望透過與內容供應商之分工合作，提供用戶

更多元、豐富的行動音樂服務。 

喬達俞主管認為，電信為服務業，其核心事業並非行動音樂服務，因此整體

而言，喬達並不會分配太多資源在行動音樂方面。對喬達來說，其可以運用相關

技術，讓用戶在手機頁面上操作選擇所需之音樂服務，然後再由系統從內容服務

供應商的伺服器上擷取該服務。中華電信李經理也表示，內容服務供應商除了具

有經營效率之外，也是電信業者與唱片版權業者之間良好的溝通橋樑。 

各家電信業者之委外動機彙整如表 5-1 所示： 

研究發現四： 

電信業者將行動音樂服務委外由內容服務供應商開發，主要之考量因素為「資

源有限」與「專注自身核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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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委外動機 
個案公司 委外動機 
中華電信 1. 有利產業發展：讓音樂產業可以比較容易在各個電信業

者的平台上提供音樂內容，對於整個音樂界或是消費者

而言，是較為便利的方式。 
2. 經營效率：洽談版權、轉換音樂格式。 
3. 溝通橋樑：中華電信與唱片公司雙方語言具有差異性，

因此內容服務供應商居於中間，正好可以扮演協調溝通

的角色。 
喬達 1. 專業分工：內容服務供應商的專業知識與能力便在於針

對不同的手機技術，做出符合該規格的音樂內容。 
2. 消費者需求：喬達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一個「Mall」，由很

多的內容服務供應商來上架、提供服務。 
3. 專注於電信服務業本質：與合作夥伴之間專注於各自的

核心專業能力，結合彼此的競爭優勢。 
亞太行動 1. 專業分工：內容服務提供者可以擔任代替行動業者去和

唱片公司談版權的角色。 
2. 人力成本：轉換音樂格式、下載時歌檔錯誤…，種種環

節都需要有人出面處理，而除了人力成本之外，也還有

許多的隱藏成本。 
威寶電信 內容服務供應商持續經營與上游音樂版權擁有者之間的互

動關係，具有相當良好的合作默契，長期以來，已累積許

多經營行動音樂服務的 Know-How 與經驗，並能掌握台灣

行動音樂用戶的使用習性。 
瑞通電信 每家公司都有自己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所在，而瑞通

身為電信業者，在網路、手機以及加值服務付費機制的部

分是較為專業的，因此瑞通電信選擇繼續深化、專精此一

領域；至於內容部分，便尋找各個產業的領導品牌、尋求

合作的機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說明與討論】 

在消費者喜好需求、技術與競爭情況瞬息萬變的環境下，企業必須不斷地推

陳出新，其可利用兩種方式取得新產品：（1）經由購併的方式，例如購併整個公

司、購買專利權，或生產其他人產品的特許權；（2）經由新產品發展，設立研究

發展部門，自行發展新產品（Kolter & Armstrong，1999）。本研究中之電信業者

採取類似後者之方式，差別只在於，行動音樂新產品的開發是委外由內容服務供

應商負責，電信業者提供音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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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bs（1993）認為，委外是「以合約方式將企業運作所需要的功能，但並

非關鍵核心的部份交由外面服務者來負責提供，以維持企業營運之需要」。Quinn 

& Hilmer（1994）亦指出，由於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有限，因此經營管理者會將企

業內部資源做有效、適當的配置，運用外部供應商的資源技術能力，擴展企業本

身之核心能力，尋求在最少的資源支出之下，創造最大的效益。簡而言之，學者

們皆認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為達經營效率，企業可將非核心之事業交由外

部廠商處理，以期營運產生綜效。 

經由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企業委外之動機考量因素主要可分為

三方面：（1）企業資源有限或資源缺乏：借重外界的專業知識和技術，截長補短，

共同合作；（2）降低成本，提高企業利潤與績效：委由外界經營，以減少自身投

資，並降低風險；（3）專注企業自身的核心能力：將資源集中在企業最擅長或具

有發展潛力的部份，期使內部資源報酬極大化。 

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電信業者將行動音樂內容開發委外主要有專業分工、

經營效率、人力成本等因素；意即，各家業者希望能專注在「電信服務業」之核

心能力，行動音樂產品的開發，則借重於外部內容服務供應商在音樂產業上的專

業能力與人才。 

 

【個案驗證】 

本研究之個案中，各家電信業者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並無太大差

異，以中華電信之個案為例，其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說明如下： 

1. 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 

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規劃新服務，製作提案企劃書。而中華電信本身

也會根據產業趨勢，主動規劃音樂服務型態、與唱片公司進行洽談，然後交

研究發現五： 

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前半段主要由內容服務供應商參與產品規劃及開

發，後半段則由電信業者負責平台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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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其餘細節的規劃與製作。 

2. 商業分析 

內容服務供應商會進行市場分析，並在企劃書中說明相關資訊；此外，

中華電信本身也會針對整個產業的現況及未來趨勢進行調查分析，以主動瞭

解並規劃未來的音樂服務模式。 

3. 篩選 

內容服務供應商必須填妥「服務提案申請書」，於每月 10 日前向中華電

信提出新服務提案，當月 25 日即能獲知審查結果。審查通過後，在正式契

約簽署之前，會簽署合作意願書，以確保雙方合作意願。之後，中華電信會

與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會議，討論規劃細節，包括服務內容以及營運模式，

以確保服務之市場性、易用性、技術之可行性等，並配合中華電信相關系統

及介面規範。 

4. 原型開發 

中華電信與內容服務供應商確認規劃相關細節後，內容服務供應商便依

據確認後之服務規劃，進行服務建置及相關功能機制之設定。此一階段，內

容服務供應商乃是依照服務規劃及提案企劃書所提之建置時程進行，同時也

必須適時主動地與中華電信確認進度。 

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中華電信可以評估內容服務供應商作業效率、

品質以及相關配合狀況等，若評估結果不適宜繼續執行，中華電信可決定終

止該提案後續處理作業，或是內容服務供應商經相關調整後，可重新依據中

華電信作業流程重新提案。 

5. 產品測試 

內容服務供應商需於服務建置完成後進行介接測試，並向中華電信提出

測試報告，確認無誤後，即可向中華電信提出要求「服務上線前測試」，由

中華電信測試確認後，即可準備上線相關作業。然而，若測試發現重大錯誤，

如同上一階段，中華電信一樣可以決定終止該服務提案後續作業，或由內容

服務供應商經過調整後，重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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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品化 

服務正式上線後，中華電信至少每個月會檢討服務營運績效，內容服務

供應商也會隨時追蹤營運狀況，並主動規劃，向中華電信提出因應策略。至

於行銷方面，內容服務供應商除了運用各自的行銷資源，中華電信亦會開放

相關的行銷資源，讓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提案申請。 

基本上，中華電信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亦遵循 emome 加值服務提案的

一般作業流程，茲將一般加值服務作業流程與本研究之架構兩者做一對照，如圖

5-3 所示： 

圖 5-3：emome 加值服務作業流程與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五家個案公司，電信業者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參與階段如表 5-2： 

CP 提案：填妥「服務提案申請書」，並依「服

務提案企劃書說明」製作「提案企劃書」。 

受理提案資料 

通知審查結果 CP 修改後再提

案或另提新案
簽署合作意願書 

確認服務規劃細節 

提供介接文件及帳號 

服務建置及介接測試 

服務上線前測試 

開放作業 

簽署契約書 

陳報費率 

通過 不通過 

服務上線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 

唱片公司 

內容服務

供應商 

內容服務供應商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 

商業分析 

篩選 

原型開發 

產品測試 

商品化 

創意探索及概

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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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新產品開發流程之參與階段（○輔助參與；●主要參與） 
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 個案公司 

創意探索 
概念發展 

商業

分析

篩選 原型

開發

產品

測試

商品化 

中華電信 ○ ○ ●  ● ● 
喬達 ○ ○ ●  ● ● 
亞太行動 ○ ○ ●  ● ● 
威寶電信 ○ ○ ●  ● ● 
瑞通電信 ○ ○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說明與討論】 

Cooper（2000）指出，在產品生命週期越來越短的環境中，企業必須開發出

差異化並且超出消費者期望價值的新產品才能確保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而新

產品開發能否成功則需要企業長期的努力，發展出一套符合公司整體目標及策略

的新產品願景、目標與策略，並制定一套有系統、高品質的新產品開發流程。針

對新產品開發流程，國內外有諸多學者進行探討與定義，其定義出來的流程大致

上不脫離規劃、產品發展以及商業化等三階段（Cupta, Raj & Wileman，1985；

Cooper，1986）。 

在本研究中，以 Kuczmarski（1992）新產品發展流程為主軸，將行動音樂服

務新產品開發區分為：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商業分析、篩選、原型開發、產品

測試以及商品化等六階段。研究發現，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在創意探索及概

念發展、商業分析、原型開發等前半階段，主要由內容服務供應商參與；後半段

則由電信業者負責上線前測試及產品上市後之平台維運（如圖 5-4）。 

圖 5-4：行動音樂產品開發流程各階段分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創意探索與

概念發展 
商業分析 篩選 原型開發 產品測試 商業化 

內容服務供應商 

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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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整個新產品開發流程並不只侷限於在自身企業內部發生，其亦能

透過外部合作的方式完成產品開發，此時企業本身所關注的焦點便著重於「如何

篩選出好的產品提案」以及「產品上市前後之品質管控」。 

 

【個案驗證】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會主動與唱片公司商談新的行動音樂產品的市場可能性。「我們很

多服務都是領先推出的」，李經理說：「我們的一些採購建置的流程會比較長，所

以我們要領先市場，眼睛要看得比人家更遠，所以像你看到推出的話，我們從一

年以前就開始規劃開始做，然後在半年以前，像這種新的 business model，都不

是台灣地區的一般唱片公司他就有辦法去訂的，所以我們會展開蠻大規模對於業

界的說明…。」2006 年年底，中華電信首推國內數位音樂新服務模式—MP3 全

曲下載「Dual Download」新功能，與 Sony、環球等國際唱片業者取得手機與電

腦的雙模數位版權管理。李經理表示：「每樣東西我們都早就先想好，我們現在

在想的是半年以後的。」 

喬達電信： 

2004 年「catch music」獨家首創推出語音辨識搜尋引擎功能，用戶可聲控說

出歌手或歌名，搜尋下載相關最流行的行動答鈴、和絃鈴聲、原音鈴聲或點播轉

送歌曲。關於行動音樂發展之策略，俞主管表示：「我們會有很多不同的嘗試。

很多都是你要試，試過才會知道。」 

亞太行動： 

亞太行動身為 3G 新進業者，從 Qma Plus 所提供的音樂服務來看，與其他

研究發現六： 

就行動音樂服務而言，經營較久、累積豐富資源的業者，較主動積極發展新

的產品概念；行動通訊新進業者則致力於開發其他更多的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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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業者並無太大差異，主要就是提供用戶多樣的音樂選擇，所以建置了來電答

鈴、圖鈴下載、串流音樂等各式平台。葉協理指出：「我們做的就是盡量在歌手

發片的時候要求這些 CP 盡早的把這歌曲上架，然後另外就是促銷的部分。內容

的部分，受限很多的不管是手機本身的技術，或是網絡的部分，其實差別都不大。」 

威寶電信： 

除了「700 來電答鈴」，威寶目前擁有 11 種音樂服務，用戶利用手機進入

「VIBO 行動網」之後，可點選「音樂」，再可依據個人需求選擇內容服務供應

商，隨時隨地下載喜愛的音樂內容。威寶行動音樂服務的策略在於吸引用戶持

續、普及使用音樂服務，強化其忠誠度。 

瑞通電信： 

瑞通會主動去做一些 marketing 的 survey，進行研究分析，而在訪談過程中

張經理曾提及：「…在音樂這個產業裡面有哪些主要的 player，我們會去研究每

一個 player 他的特性、他們彼此之間的差異，然後會挑選出來我們最想要合作的

一家公司，不見得是最大的。因為每個產業就會有每個產業不同的判斷標準，我

們會再去找出、定義出來我們最想合作的，接下來就會有我們的一些提案。」2003

年瑞通推出「音樂台」，為業界首創的偶像流行音樂專屬手機頻道，且其提供跨

合作夥伴的音樂搜尋平台，方便用戶搜尋及下載各式音樂。 

【說明與討論】 

Cooper（1985）以工業性產品公司為研究對象，從企業總體角度來看新產品

策略，而非以個別產品觀點來看策略，其架構中之新產品策略包含：新產品類別、

新產品目標市場、使用的技術、計劃的本質與投入程度。而就市場策略觀點，陳

松柏（1996）則將新產品發展之市場策略區分為「攻取性」與「防守性」，其衡

量指標包括：新產品研發目的、新產品的市場新穎性、新產品之目標市場、新產

品上市時機，以及新產品與競爭品相對競爭力。綜合兩者之觀點，在本研究中以

「新產品研發目的」、「目標市場」、「產品新穎性」以及「上市時機」做為新產品

策略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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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果發現，由於目前電信市場已趨飽和，電信業者希望增加 ARPU，提

供用戶多樣化之音樂服務，因此其行動音樂新產品之研發目的、目標市場多屬「防

守性」策略。但就「產品新穎性」與「上市時機」來看，中華電信、喬達以及瑞

通電信則採「攻取性」策略，積極發展並搶先推出行動音樂新產品。是故，此一

研究發現亦是間接說明了「策略性資源會影響企業新產品發展策略」之概念，由

個案中可知，在行動通訊產業當中，既有業者通常較具有優勢，其長期累積的品

牌商譽及客戶基礎，是行動音樂新產品發展的一大關鍵。 

若從價值網絡之觀點來看，雖然 Christensen（2000）認為，攻擊者優勢

（attacker’s advantage）主要來自於新進企業比起既有企業更容易找到並致力於

開發新興市場應用或價值網絡；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就行動音樂而言，行動通

訊新進業者似乎並不具有 Christensen 所言之「攻擊者優勢」。本研究認為，其原

因可能在於，行動數據加值服務相當多樣化，雖然行動音樂目前為各家業者數據

加值服務當中最主要的一項，但是在行動通訊技術快速發展之下，其應用也相當

多元，新進業者並不會只專就行動音樂進行創新，同時也會更加致力於開發其他

更多可能的創新應用。 

 

【個案驗證】 

中華電信： 

在行動音樂產品原型開發階段，中華電信要求內容服務供應商必須適時主動

地與他們確認進度，此外，中華電信也會評估作業效率即品質等相關狀況，如有

不妥之處，可交由內容服務供應商做相關調整後，重新提案。而在測試階段，中

華電信若發現重大錯誤，也一樣可以決定終止該服務提案後續作業，或交由內容

服務供應商做修正。 

研究發現七： 

電信業者與內容服務供應商之委外型態為「利益關係」，彼此共享利益、共同

承擔風險；因此在新產品發展過程中，電信業者會隨時將資訊反饋給內容服

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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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達電信： 

內容服務供應商會主動發想許多的產品創意，然後向喬達提出 proposal，俞

主管說道：「我們會根據他們的 proposal，我們會看到其他人在做什麼，若這個

東西其實不太 work，會告訴他們，大家互相分享，在 idea 上面會做一些交換。」 

亞太行動： 

葉協理表示，亞太的每個 PM 與內容服務供應商之間的互動其實非常頻繁，

可能相約喝個咖啡或是去哪裡聊天、彼此交流。除了非正式活動外，亞太也有舉

辦定期交流會議，葉協理說：「我們每一年會有一個 CP 大會，就是由我們來出

錢，然後找一個場地，邀請各家和我們有合作的 CP，來這邊看一下我們這一年

的成果，也跟他們講一下我們下一年的做法。」對於與內容供應商交流的頻率與

形式，葉協理也指出：「各個 CP 來講的話，並沒有一個要求說一個禮拜要開一

次會，其實這樣來講的話只是屬於形式化，因為很多事情你用電話溝通或是用

MSN 都可以達到所要的。」 

威寶電信： 

在行動音樂產品開發過程中，威寶於審查會議討論過後，會將意見回饋給內

容服務供應商，以使該服務能朝更具吸引力與市場競爭力的方向進行調整與包

裝；在原型開發階段，威寶會提供相關技術文件與手機規格給內容服務供應商；

上市後，針對服務後續的行銷管理與績效表現，威寶專案窗口會定期與內容服務

供應商交換意見提供諮商，並支援內容服務供應商相關的行銷操作與服務生命週

期管理。 

瑞通電信： 

關於內容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行動音樂內容，瑞通會制訂一些準則來把關，

例如，假使供應商所提供的音樂服務沒有一百首歌在裡面，瑞通可能就會認為其

對這個行業根本不認真，便不會投入資源去 support 此一服務上線或行銷。陳協

理說：「以百貨公司來講，有點像是說，我現在是一個 shopping mall 你要來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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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申請一個這麼大的專櫃，結果你在裡面賣的是一些我們覺得沒什麼了不起的

東西，或者是你要賣廚具商品，而跟我整個 shopping mall 的格調不合，或者是

說我們看起來你背後的經營能力有問題，你可能過不了三個月，那我們就不會把

這個寶貴的空間給你，因為還要花裝潢、還有時間，我還要幫你 set up 這些…。」

瑞通會保留修改空間給內容服務供應商，其認為行動音樂產品的發展是一個互動

的過程。 

【說明與討論】 

企業所採用的委外型態主要有：活動外約（Contracting out the activities）、服

務委外（Outsourcing the service）、內包（In-sourcing）、合包（Co-sourcing），以

及利益關係（Benefit-based relationships）等五種（引自廖宇，2004）。其中，利

益關係指的是一種長期合作關係，雙方先為此關係進行投資，再依據預先擬定的

協議分享利益；且雙方共同承擔風險，同時共享報酬。如果利益無法實現，供應

商不會因他們的努力與投入而獲得任何報酬。 

研究中發現，電信業者與內容服務供應商在行動音樂服務上的合作方式，屬

於「利益關係」的委外型態。電信業者會與內容服務供應商簽訂合約，依據用戶

下載之情況，將所得利潤依比例拆分給內容服務供應商。也由於雙方為利益關

係，因此在行動音樂產品開發過程當中，電信業者所扮演的角色如同「守門人」，

監控音樂內容與規劃細節，並將資訊反饋給內容服務供應商（如圖 5-5），令其進

行修正，以確保品質、降低風險。 

圖 5-5：電信業者之資訊反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電信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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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策略性資源、價值網絡與新產品發展之關連 

 

【個案驗證】 

中華電信： 

不論是原有在電信業長期發展之穩固基礎，或是行動音樂服務所建構的跨平

台服務能力，中華電信主要的核心乃是在於電信服務方面；至於音樂內容的開

發，由於每一家內容服務供應商皆有各自的人脈，中華電信進行適當的調查、初

步規劃與協調（例如與唱片公司商談）之後，會交由合作夥伴去負責處理後續的

相關細節事項，開發音樂內容，達成客戶之多樣化需求。 

喬達電信： 

俞主管提及：「我們不是一個專業的做音樂的行業，音樂是必須要刺激聆聽

的，基本上我們的人比較算是 category 專業，因為做這件事情不只是要做刺激聆

聽。」喬達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一個「Mall」，做好音樂目錄管理，委外由內容服

務供應商開發行動音樂內容，提供多樣的音樂服務，滿足消費者需求。 

亞太行動： 

由於隸屬於亞太電信集團，亞太行動擁有電信產業完整資源，但對於行動音

樂服務，則缺乏專業之資源與能力，葉協理說：「因為我們不可能去為了音樂的

服務去蓋一間錄音室，也不可能因為音樂服務去養一批歌手。」因此，亞太行動

在行動音樂服務之定位為「百貨公司」，而不是百貨公司裡的每個專櫃，亞太建

置了很多平台，規劃各個音樂服務類別與選單目錄，形成諸如來電答鈴、圖鈴下

載、串流音樂等等各個音樂平台入口。 

威寶電信： 

研究發現八： 

電信業者主要資源在於電信服務之相關技術與能力，因此就行動音樂內容而

言，電信業者扮演的是整合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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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寶電信身為行動通訊新進業者，其策略性資源在於提供行動通訊網路環

境；在行動音樂服務方面，由於內容服務供應商與上游音樂版權擁有者之間早已

建立相當良好的合作默契，累積許多經營行動音樂服務的 Know-How 與經驗，

並能掌握台灣行動音樂用戶的使用習性，因此，威寶電信選擇與內容服務供應商

分工合作，由威寶提供網路平台架構、內容供應商製作行動音樂內容，以提供用

戶更多元化、豐富的服務。 

【說明與討論】 

由研究發現三及研究發現四可知，電信業者運用本身既有之資源強化

行動音樂服務，在此過程當中，建構出更多行動音樂服務之策略性資源，

且與原本所擁有之資源具有相關性；各家業者皆是希望能專注在「電信服

務業」之核心能力上，借重外部內容服務供應商於音樂產業上的專業能力

與人才。如同 Quinn & Hilmer（1994）所言，由於本身所擁有的資源有限，

因此電信業者將其內部資源做最有效、適當的配置，運用外部內容服務供

應商的資源技術能力，擴展電信業者本身原有之核心能力，創造彼此之間

最大的效益。換言之，企業內部的策略性資源會影響委外之動機與分工方

式。  

綜上所述，經由訪談後本研究確實發現，企業的策略性資源除了影響

委外動機，亦會影響與供應商彼此之間的分工方式，由於電信業者之策略

性資源在於電信服務之相關技術與能力，因此在行動音樂內容方面，其主

要任務乃在於做好供應商與內容的管理。換言之，電信業者主要核心業務

乃是在提供「電信服務」，定位如同一家「Mall」，提供用戶多樣化的行動

音樂服務即為共通特色；主要差異則在於各家業者對行動音樂平台經營的

策略，以及在開發流程上各階段的參與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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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驗證】 

中華電信： 

李經理在訪談中表示：「因為有的部分不是 CP 去跟唱片公司講，唱片公司

就會被說服的。我們會同時跟唱片公司和 CP 來做溝通，其實是同時，我們會講

給這些 CP 聽，如果他們聽得懂也認同我們這些理念，覺得應該幫消費者爭取這

些權利的話，他們也可以去談，但是就是說，他們假如沒有那些談判的人才，或

者是他沒有那邊的 credibility，那我們就可以來出面。」因此，在行動音樂產品

發展過程當中，中華電信運用其自身的資源及能力，主動積極的與唱片公司洽

談，再將細節部分（例如版權、轉換音樂格式）交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 

亞太行動： 

訪談中葉協理指出，目前有一些唱片公司想略過內容服務供應商，直接要求

跟亞太合作，但這類版權擁有者雖然有很好的內容，卻缺乏與電信系統介接之專

業 know-how。由於亞太主要能力在於電信相關技術方面，因此葉協理表示，若

唱片公司擁有與電信系統介接的專業能力，便可直接與亞太合作；若是沒有，則

必須另外再找一家 Service Provider 與亞太進行介接。 

瑞通電信： 

人們常會受到周圍環境的觸發，突然想要某一首歌，而這時能夠立刻買到音

樂的管道，便是透過無線網路，而這正是電信業者獨特的利基。因此，行動音樂

的通路掌握在電信業者手中，其可決定行動音樂通路的營運模式。 

【說明與討論】 

Christensen（2000）指出，企業是內嵌於價值網絡中，其產品如同元

件一樣，一層層地內建於其他產品中，最後所有的一切都內嵌於使用系統

研究發現九： 

電信業者原有的策略性資源會影響其委外合作夥伴之選擇。 



第伍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130

（System of use）；企業在此價值網絡體系內辨識與回應客戶的需求、解決

問題、取得資訊輸入、回應競爭者與爭取獲利。  

由研究發現四可知，各家電信業者皆專注於「電信服務業」之核心能

力，行動音樂產品的開發，則借重外部內容服務供應商在音樂產業上的專

業能力與人才，以提供更多樣化的音樂服務給消費者。在訪談過程中發

現，電信業者為行動音樂內容來源供應者與用戶之間的中介橋樑，掌握了

行動音樂之通路，擁有許多相關的策略性資源，因此可由其選擇合作夥伴

（如圖 5-6）。  

圖 5-6：電信業者合作夥伴之選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個案驗證】 

中華電信： 

關於行動音樂服務之策略與定位，李經理提到：「我們就是領導台灣的業界，

推出各項先進好用的服務給客戶，用一個合理的價錢給大家。」因此，透過 emome

音樂台，中華電信提供一個最方便的音樂入口，用戶不但可以運用最快速的音樂

搜尋引擎找到想要的音樂歌曲，也可以發現各種不同的應用方式。 

電信業者 
(電信專業能力) 

選擇合作夥伴 

(Who?) 內容服務供應商 
用戶 

提供服務 

(How?) 

唱片版權業者 

 (音樂專業能力) 

研究發現十： 

各家電信業者皆同時與多家內容服務供應商合作，故其行動音樂平台機制之

發展與經營能力越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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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達電信： 

比起其他業者，俞主管認為，喬達在行動音樂方面多了另外一項不同的做

法，就是擁有喬達本身自營的服務，就好比屈臣氏在賣屈臣氏自己的品牌，俞主

管提及：「我們叫做『catch』的服務，這個部分其實 content 都還是 CP 在提供，

只是說這個 service 的 owner 是我們，所以說我們好像是在 SOGO 除了有植村秀

等等的品牌，我們也有自己開一家店，裡面的東西也是有粉盒、口紅還是有這些

東西。」 

瑞通電信： 

身為電信業者，瑞通持續深化、專精行動通訊網路等相關技術領域，在音樂

內容方面，則選擇尋找各專業廠商，尋求合作的機會。因此，瑞通在行動音樂方

面所提供的服務組合廣泛，能滿足各不同族群消費者之需求，使得音樂類別裡面

有許多家合作夥伴各自的網站，為了讓用戶更方便使用，瑞通推出了「音樂台」，

既方便用戶搜尋下載音樂，也讓各合作夥伴有藉由行銷主題露出的機會。就音樂

台本身的營運，陳協理說：「其實重點是在於說你要怎麼樣去定義一個音樂專屬

的搜尋引擎，index 這個技術，你要怎麼建立這個 index，你要放哪些因素進去，

消費者要進來找一首歌他會怎麼找？比如說他也許不記得寂寞邊界這個歌名，他

會不會只記得寂寞？或是他會只記得一個歌詞？或者打錯字？這個部分其實是

長期的努力。…因為他可以一直改版可以一直成長。」 

【說明與討論】 

Quinn（1994）認為，委外的考量因素除了將企業資源集中在核心業務，使

內部報酬極大化之外，主要也是希望能藉由與相關業者採取合作策略，在資源與

技術上截長補短共同合作，以減少投資、縮短發展週期，因應市場快速變化，減

少風險，產出更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就行動音樂服務而言，消費者需求相當多樣化，而各內容服務供應商皆有其

各自擅長且專業的部分，因此在希望能「提供多樣化的內容給用戶，滿足不同族

群之消費者需求」的情況之下，電信業者皆是同時與多家內容服務供應商合作，

因而使得在各式各樣音樂服務類型當中，用戶所面對的會是各家不同內容服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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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的服務網站。 

 
圖 5-7：電信業者與各內容服務供應商之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訪談結果中發現，為方便用戶使用，各家電信業者行動音樂平台機制之發

展與經營能力越顯得重要。除了兩家行動通訊新進業者（威寶、亞太）以外，中

華電信、喬達以及瑞通電信，皆各自發展跨平台服務（如圖 5-7），也不斷地在增

強其功能，例如音樂搜尋引擎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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