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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網路外部性 

一、網路外部性的基本概念  

網路外部性最早由 Rohlfs (1974)提出，其以電信網路為研究對象，認為每增

加一位消費者進入，就會增加其他使用相同網路的消費者所獲得的效用。Katz & 

Shapiro (1985)進一步定義網路外部性，並將互補品納入考量範圍。這兩位學者提

出，當消費者購買產品時，其效用會隨著相同產品或是與該產品相容之互補品的

使用者所構成的網路規模增加而上升。Economides (1996)則從經濟學的角度，將

網路外部性定義為「一個物件的單位價值會隨著預期銷售數量的增加而增加」，

消費者的需求曲線為負斜率，當預期銷售數量增加時，消費者的需求曲線會向上

移動，如下圖 2-1-1所示。 

 

 

 

 

圖 2-1-1 網路外部性之需求曲線 

資料來源：Economides（1996） 

二、 網路外部性的來源 

由於網路種類的不同，許多原因皆會造成網路外部性。以下將學者所提出之

網路外部性來源整理為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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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購買者數量所帶來的直接實體效果。意即消費者購買產品所獲得之效

用，會隨著購買相同產品的消費者人數增加而上升（Katz & Shapiro, 

1985）。 

2. 消費者的效用會隨著與購買產品相容或互補之產品的增加，或是完善的

售後服務而上升。當預期使用者將會增加時，生產互補品的廠商會願意

提供更多樣化或是更低價的產品，進而使消費者的效用提高（Katz & 

Shapiro, 1985）。 

3. 消費者購買耐久財時，亦會因為良好的產品品質、售後服務，或是顧客

服務網路，因而對產品產生正向的評價。產品之品質或售後服務，與廠

商經由過去售出的產品數量所累積的經驗或服務網路有關（Katz & 

Shapiro, 1985）。 

4. 由於產品的使用者隨著產品銷售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產品的新進入使用

者可以更容易學習此產品的使用方式。透過使用者之間知識的相互擴

散，或是吸引其他廠商開設訓練課程，使用者可以降低使用該產品的障

礙，並且增加其效用（Shurmer, 1993）。 

三、 正反饋效果(Positive Feedback) 

在網路外部性的作用之下，市場的正反饋效果相當明顯，會造成廠商之間「強

者越強，弱者越弱」的情形。在良性循環的情況下，一項產品會隨著使用人數的

增加而吸引更多人使用，形成正向循環，使得強者越強。但是在惡性循環的情況

下，則會造成相反的情形，使得弱者越弱，最後可能會被市場淘汰(Shapiro & 

Varian,1999)。 

Shapiro & Varian (1999)認為正反饋現象通常會遵循一個固定模式，如下圖

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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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出時的平坦期 

2. 正反饋現象開始啟動的陡昇期 

3. 市場飽和後的平坦期 

 

圖 2-1-2 正反饋曲線 

資料來源：Shapiro & Varian（1999） 

 

當使用人數達到關鍵多數時，在網部外部性的作用之下，會啟動正反饋循

環。當此市場同時存在兩個以上的競爭者時，通常只會有一個勝利者，此現象稱

為傾斜市場（tippy market）。最極端的正反饋效果，則是造成贏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的局面，市場上會出現幾近獨占的情形，該獨占廠商以單一技術或標

準贏得絕大部分市場佔有率。不過在使用人數未達到關鍵多數之前，廠商亦有可

能落入弱者越弱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廠商必須努力啟動正反饋循環，並且運

用網路外部性的效果，以使自己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四、 系統產品的網路效應 

1. 系統產品 

Thompson（1967）提出系統產品是一種結合核心技術與介面技術的產品，

核心技術是指「將組織所投入的資源轉換成產品所依賴的技術」，而介面技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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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當系統產品之間發生連結時，為符合廠商間所採用的共同介面規格所發展的

技術」。Moore，Johnson和Kippola（1998）則將系統產品區分為啟動性技術

（enabling technology）與應用階層（application layer）。啟動性技術為產品的技

術核心與架構基礎，應用階層則是在核心技術之上可以發展的應用，直接影響使

用者參與價值，亦經常是系統擴散的關鍵動力。 

2. 網路效應 

 系統產品的網路外部性來源主要有四類，分別為技術平台的關鍵數量、互補

性資產的關鍵數量、技術相關連性的關鍵數量，以及有附加價值的使用者的關鍵

數量。盧俊成(1998)將這四種關鍵數量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造成網路外部

性整理如下圖 2-1-3。 

 

圖 2-1-3 系統產品的網路效應內涵與其關鍵數量的關係 

資料來源：盧俊成(1998), p.74 

(1) 技術平台的關鍵數量 

當系統產品所形成的技術平台達到關鍵數量時，其自我維持的作用會

逐漸產生，並且吸引互補性資產的供應商加入，使得技術平台的市場地位

更加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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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補性資產的關鍵數量 

當互補性資產達到關鍵數量時，廠商會提供更多樣與低成本的互補品。

介面的一致性或標準性可降低更多轉換成本，使得互補品的生產達到經濟規

模。 

(3) 技術相關連性的關鍵數量 

為滿足使用者更多的需求，廠商以技術相關連的升級策略，創造相容的

技術平台；同時以介面控制的策略，持續與供應互補性資產的廠商合作，以

促使技術關連的關鍵數量能更快達到。 

(4) 使用者的附加價值的關鍵數量 

技術平台、互補性資產與技術關連性的綜合影響，使得使用者的人數與

附加價值不斷上升，發揮了強大的網路效應，造成使用者的附加價值不斷地

累積，其轉換成本亦持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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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興多媒體產業結構 

一、 數位匯流 

Band、Bradley和 Collis (1998)提出，由於電腦處理速度迅速提升，處理器和

記憶體的成本快速下降，加以傳輸技術和廣播技術的進展，以及網路頻寬的提

升，使得電信產業、電視產業，以及電腦產業之間開始加速融合。另一方面，過

去由電話以及電視所傳輸的類比訊號也逐漸改換為數位訊號，和個人電腦所使用

的數位訊號變得沒有差別，聲音、影像，以及資料都可以在同樣的網路上傳送。

消費者也能夠在任何時間地點獲得想要的資訊，而非依生產者的方便性來傳送資

訊。這股數位匯流的力量就像巨大的引力，除了這三個產業本身的產業範圍開始

模糊，也會逐漸改變其它企業與產業的型態。目前娛樂和購物的型態已經改變，

而未來出版、教育、廣告也會陸續地改變型態。 

 

 

 

 

 

 

 

 

圖 2-2-1數位匯流與新興之多媒體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Band、Bradley和 Colli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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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興之多媒體產業結構 

在數位匯流的力量之下，電信產業、電視產業，以及電腦產業開始融合，在

Band、Bradley和 Collis (1998)所提出的融合模型中，這三個垂直的產業將會重新

被劃分為五層不同的價值層，分別為內容層、包裝層、傳輸層、操作層，以及終

端層，如圖 2-2-1所示。 

1. 內容層（Content） 

內容是指透過媒介傳輸的產品或服務，如新聞、動畫、電影、音樂、娛樂等

等，Disney與 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即屬於此類內容的供應商。不同形式之內

容，如資料、影像，以及聲音，經過數位化處理之後，可透過同一網路傳輸。業

者也可以透過多種管道銷售其內容，包括以電影、錄影帶、布偶、軟體遊戲等方

式，或是透過不同的媒體平台播送。在此多媒體產業結構中，內容層的發展會非

常專業化，而且市場相當分散。其競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高品質、新型態的創

意，與合理的價格，而內容的數位化與電子商務將是未來發展的重點。 

2. 包裝層（Packaging） 

包裝是指對內容加以選擇、處理，甚至以額外的附加功能整合，America 

Online、Disney，以及 Time Warner等等即屬於包裝層的業者。包裝層的業者又

可分為兩類，系統整合者（system integrators）和通路整合者（distribution 

packagers）。系統整合者主要是協助使用者設定電腦系統以連上網路、並且瀏覽、

設立網站等等。當相關的技術或平台標準尚未標準化時，其仍有存在的空間，不

過，當這些相關技術或平台標準化之後，由於設定更容易，系統整合者會逐漸被

終端層和操作層取代。而通路整合者則是整合不同的資訊內容，將內容與軟體組

成完整的產品或服務，在行銷上可以達到範疇經濟。 

包裝層在發展初期會有許多參與者，包括現有的競爭者以及擁有新技術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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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者。這些參與者一開始僅會將現有的內容放到新的傳輸平台上，隨著時間的

演進，這些參與者會變得更複雜，也會和純粹的內容供應商區隔更清楚。未來，

市場上的競爭關係可能會演變為獨占，也有可能會更分散，這將取決於消費者重

視簡單及一次購足的程度、超大型整合者（superpackager）能否先發制人地獲得

龐大的顧客安裝基礎，以及科技發展等等。其競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是透過

創意、高品質的內容、品牌，以及先進者優勢以爭取足夠的顧客數量；其二，則

是與內容供應商以及傳輸層業者結盟合作，以確保內容來源以及了解平台技術的

發展。 

3. 傳輸層（Transmission network） 

傳輸層是用以協助傳輸資訊的實體架構，包括本地固網網路、長途固網網

路、無線網路，以及有線電視網路等等，AT&T、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DBS）

以及MediaOne皆屬於傳輸層之業者。在此多媒體產業結構中，傳輸架構仍將是

一共享的公眾網路，內容數位化之後可以透過任何網路傳送，這些網路也將能享

受內部的範疇經濟。在通訊產業的管制解除後，會有更多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使

業者進行策略聯盟，而技術標準競爭也會更加激烈。其競爭的關鍵成功因素為合

理的價格、良好的顧客服務品質以及廣泛的服務、提供涵蓋全國的覆蓋率、互用

性，以及品牌策略。 

4. 操作層（Manipulation infrastructure） 

操作層為輔助傳播網路運作及資料儲存之軟硬體，可分為資訊高速公路軟體

（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Software）、傳統終端操作軟體（ Traditional 

manipulation software），以及操作與儲存的硬體（Processing/Storage Hardware）。

AT&T、IBM、Microsoft，以及 Oracle等都是操作層的業者。由於操作層的作業

平台具有高度的網路效應，使得擁有越大安裝基礎的操作層，有大者恆大的正反

餽效應。其關鍵成功因素為具有設立標準的能力、技術能力、策略聯盟的技巧、



 17

操作及傳輸技巧、低組裝成本，以及專門的元件。 

5. 終端層（Terminals） 

終端層為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連接的終端設備，例如 Apple、Motorola、Sony

等手機、PDA、電腦業者皆屬之。在此多媒體產業結構中，終端層的專業化程度

很高，而由於必須滿足消費者不同的需求，市場相當分散。其關鍵成功因素為產

品設計和創新、建立品牌和通路，以及大量製造、組裝。 

表 2-2-1 各價值層之關鍵成功因素 

價值層 關鍵成功因素 

內容層 成本/品質、不依賴通路 

包裝層 掌握顧客（運用創意、高品質的內容、品牌、先進者優

勢）、科技敏銳度、垂直整合或是和上下游廠商合作 

傳輸層 成本/品質、涵蓋全國的覆蓋率、互用性、品牌、有提
供寬頻服務的能力 

操作層 產業內的既有業者、設定標準的能力、技術能力、策略

聯盟的技巧、操作及傳輸技巧、低組裝成本、專門的元

件 

終端層 大量製造及組裝、產品設計和創新、建立品牌和通路 

資料來源：Band、Bradley和 Colli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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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動商務 

一、 定義 

表 2-3-1整理了不同的研究機構以及學者所提出的行動商務定義。從以下的

定義中可以發現，行動商務主要具備了以下三個要素： 

1. 使用行動終端設備 

2. 透過無線通訊網路連結 

3. 有交易行為的發生，標的可為商品、服務或資訊 

表 2-3-1 行動商務的定義 

提出者 定義 

Forrester Research 

(1999) 

利用手持的行動設備，透過不斷地持續上網（Always-on）

且高速的網際網路連線，進行通訊、互動及交易等活動。

Ovum (2000) 利用終端設備及公眾行動網路存取資訊，並且進行交易

以價值的交換獲取資訊、服務或商品。 

Tarasewich、

Nickerson 

&Warkentin (2002) 

所有透過無線或行動裝置連結至通訊網路介面，並且發

生於通訊網路上之商業交易或潛在商業交易的各項活

動。 

J. Jonker (2003) 無地點限制地透過行動終端設備以無線的方式連結至所

有相關的對象以完成買賣商品、服務和資訊的交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黃佳櫻(2003)則將行動商務的特性整理為以下七點： 

1. 無所不在：行動商務的進行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制，可以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利用行動裝置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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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化：由於行動裝置屬於個人用品，隨著個人喜好的不同，可以做不

同的設定，也提供了個人化服務或行銷的機會。 

3. 具有彈性：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情況下彈性利用行動裝置進行工作，例如

在等待或是通勤時都可以利用時間進行行動商務。 

4. 傳播功能：由於具有一次傳播行動訊息給一群使用者之功能，對服務業

者而言，可以對使用者進行區隔，作更精準的行銷。 

5. 便利性：由於行動裝置輕巧易攜，加上其不受時間及地點的限制，使得

商務的進行不再局限於固定的應用系統存取管道。 

6. 地點性：由於使用者可以帶著行動裝置任意移動，服務業者能夠偵測使

用者的所在地點而提供不同的地點性商務或行銷。 

7. 協調性：使用者能夠利用行動商務指派任務或協調行動工作之進行，例

如派車載客或是巡邏車事件處理的就近指派等等。 

二、 行動商務的範圍 

根據資策會（2001）對於行動商務之區隔，行動商務市場可分為應用面以及

解決方案，其中應用面又可分為消費者面的應用以及企業面的應用，如下圖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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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行動商務市場區隔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1） 

 

在這三個市場區隔中，與本研究所探討之主題關係最為密切的是消費者面的

應用，即行動加值服務市場。根據資策會（2001）的分類，行動加值服務可分為

四大部分，分別為行動通訊服務、行動娛樂服務、行動交易服務，以及行動資訊

服務。在行動通訊服務的部分，主要包含了文字簡訊、電子郵件、圖檔訊息，以

及多媒體訊息等等；在行動娛樂服務的部分，主要包含的是遊戲下載、鈴聲下載、

音樂下載、圖片下載，以及線上賭博等等；在行動交易服務的部分，主要包含的

是行動銀行、行動付款、行動零售、行動購票，以及行動訂位等等；在行動資訊

服務的部分，主要包含的則是新聞氣象、行動地圖、定位資訊服務、金融資訊，

以及行動廣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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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商務的創新循環 

Kalakota 和 Robinson (2001)針對行動商務提出了創新循環模式（如圖

2-3-2），並點出在各個層面上正在發生的趨勢。這些趨勢對於行動商務的創新都

有很大的影響。 

 

 

 

 

 

 

 

 

 

 

 

圖 2-3-2 行動網際網路生態的創新循環 

資料來源：Ravi Kalakota & Marcia Robinson (2001) 

1. 消費者喜好的改變 

業者必須能夠預見消費者逐漸改變的喜好並且為其打下基礎，才能擁有很好

的長期表現。作者提出了三點有關消費者的趨勢： 

(1) 連成一體的社會和人口結構 

消費者不管身在何處，都希望能夠保持通訊並且取用資訊，例如青少年

市場對於簡訊和娛樂內容的需求以及行動工作者對於隨時通訊與上網的需

求都使得相關服務的需求量持續上升。 

行動商業

模式 

消費者 

喜好的改變

基礎設施的

創新 

硬體與 

設備的創新 

˙人口特性 

˙服務速度 

˙簡便程度 

˙袖珍化 

˙新管道 

˙設備整合 

˙語音式使用者介面

˙網路頻寬激增 

˙網路整合 

˙個人化的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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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速度變快 

由於消費者的外務變多，可支配時間越來越少，必須靠更快速的服務以

紓解時間壓力，從加油免下車、得來速，隔夜包裹快遞等服務的出現，便可

窺得一二。在這樣的情況下，行動商務上的創新服務便有了切入的空間。 

(3) 新的體驗—簡便 

消費者越來越常尋找新的體驗，為了傳達不同的體驗，以不同的角度觀

察世界便很重要。全球定位系統的應用便屬於一種新的體驗，業者可以依消

費者的所在位置將地區性服務的廣告、折價卷，以及特價訊息傳送到手機

上，還可以依所在位置提供建議與相關內容。不過，當業者在設計有趣的新

服務時，必須考慮到操作上的簡便性，否則消費者很容易會因為複雜的操作

而放棄使用服務。 

2. 硬體與設備應用的創新 

由於科技會不斷地推陳出新，業者必須了解科技創新在自身產業中的行進方

向與速度。作者在這方面則是提出了四點的趨勢： 

(1) 袖珍化 

下一代的科技設備必須具備三個最主要的設計特徵，分別為體積小、效

能高，以及耗電少。消費者希望手持設備能夠越來越精巧，不過在有限的設

備空間之下，電源供應器的大小以及耗電量會是最重要的課題。因為使用者

都希望電子設備能夠長時間的運作，而不需要一直充電。 

(2) 新管道 

與消費者互動的新管道正以智慧型設備的面貌出現，包括汽車、家電和

玩具等等。其中，汽車駕駛人每周的開車時數加總起來相當可觀，背後也隱

藏了許多的商機。當汽車電信將網路帶進汽車之後，汽車有機會逐漸成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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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交易，以及於娛樂服務的傳輸管道。 

(3) 設備整合 

設備的整合一直持續地在發生，不過整合的方向不僅複雜多變，而且充

滿挑戰，業者在設計整合式的設備前，必須先深入了解行動使用者的需求與

行為模式，才能設計出好用的整合式設備。  

(4) 語音式使用者介面 

由於新的語音識別技術不斷發展，聲控使用者介面已非遙不可及，市面

上已經有聲控式的汽車電話和導航系統，而玩具、遊戲、各行各業與家庭用

戶的聲控自動化也正在醞釀中。不過，語音識別技術的應用雖然已可做到簡

單的資訊要求，但仍有例如不善指示，以及調整彈性不夠大等問題，整個語

音商務尚處於起步的階段。 

3. 基礎設施的創新 

為了因應無線數據流量的潮流，基礎設施的各部分都必須先升級。作者在這

方面點出了三個主要的趨勢： 

(1) 頻寬激增 

行動通訊網路會逐漸轉換為第 3代系統，以支援更高的頻寬與更強的功

能。第 3代系統並以無線封包交換取代電路交換，還具有全天候連線，以及

視需求調整頻寬等特性，可以讓頻寬的運用比過去更有效率。 

(2) 個人化的頻寬：藍芽 

由於消費者的隨身設備越來越多，為了將這些週邊設備連上個人電腦，

必須使用的電線也越來越多。藍芽技術的開發正好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它

為不同的設備建立了標準化的無線通訊，並形成了短程的無線個人區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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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3) 網路整合：無線家庭網路 

在無線家庭網路概念之下，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基礎設施必須要能

讓智慧家電、個人電腦、網路遊戲主機、數位相機，以及行動設備互相連結。

目前家庭網路的應用尚處於發展三階段中的第一階段，現階段的重點是將家

中多台個人電腦連為一體，在第二階段則是以室內無線為重點，第三階段則

是透過家中的無線網路傳遞多媒體的數位內容與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