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NTT DoCoMo個案說明1 

3.1 個案背景介紹 

1992年7月，NTT DoCoMo成立於NTT之下的獨立行動通訊公司，其行動

網路系統範圍涵蓋了整個日本，是為日本最大的行動電話公司商。NTT在

民營化之前，掌控了當時全國電話的長途交換機，成為當時唯一寡占的電

信業者。而在民營化以後，其仍掌握有58％以上的日本通訊市場，而在1999

年的2月22日推出了i-mode行動上網的服務，其在推行半年之後用戶數突

破100萬人之後，接續在整體的用戶成長率即呈現持續性的快速成長，不

到一年半的時間即成為用戶總數超過1000萬人以上的產品，目前在日本已

有超過四仟五百萬人使用這項便利的服務。 

 

 

圖 3-1 i-mode 用戶成長變化圖 

 

資料來源：NTT DoCoMo網站

http://www.nttdocomo.com/services/imode/history/index.html 

                                                 
1 本章所引用之網站資料登錄時間為 02/13/2006 



 

在高科技產業的營運方面，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在於如何跨越從早期使

用者到早期多數者的巨大鴻溝，畢竟早期使用者在新科技接受與要求產品

確實可靠程度遠高於早期多數者；換言之，高科技公司所推出的產品需要

先從技術導向的單點深入以博取早期使用者的歡心，接續必須逐步的將產

品概念從技術導向推展至注重產品功能完整性、顧客良好使用經驗的全方

位解決方案導向（Moore,2000）。是以在i-mode系統之發展方向則是先由

保守的都市銀行為主，使其在以「最保守的銀行業也加入i-mode的系統服

務」為號召之下，藉此吸引各行業的內容提供者加入i-mode的興趣，而之

後i-mode系統則是持續的擴充其數位服務之深度與廣度：從持續不斷強化

數位內容種類多元性的垂直強化與持續和各平台（如AOL等）與終端設備

使用系統之相容性的水平擴展之進行下，給予消費者更為全面性之服務

（夏野剛,2001）。 

 

承接以上的理論推導，接續歸納i-mode系統營運的成功要素：首先還

是歸功於NTT本身提供日本國土境內最完整的通訊網，讓i-mode系統在推

行時能夠很快的遍及日本。而且i-mode系統使用也塑造日本人民「利用手

機上網」的使用習慣，而使得用戶數快速增加；除此之外，其成功主要來

自於內容網站的經營、行動電話的合作策略以及使用的網路技術三者：從

內容網站經營來說，NTT DoCoMo在內容業者的選擇上建立全國性的內容審

核委員會，嚴選出消費者最需要的內容；最後以完善之線上收費機制保障

內容業者的收入，也是各方內容業者對i-mode趨之若鶩的主要原因。在行

動電話製作的合作策略方面，NTT DoCoMo利用現有用戶數量的優勢及內容

提供業者的聲譽，吸引日本松下通信工業、NEC 與TOSHIBA等手機製造廠

商投資生產，而NTT DoCoMo僅負責手機的規格制訂，讓手機成為完全個人

化的設備。最後在使用的網路技術方面則是採用最多數人所採用的基礎程



式，如Java與HTML，讓所有的業者能夠以最方便的方式在i-mode上提供相

關的服務（夏野剛,2001；陳鍵智,2002）。 

 

以上簡單的敘述了 i-mode 系統的成功因素，然而 i-mode 系統的推行

與持續成功有賴背後的操盤者 NTT DoCoMo 在組織結構設計、利害關係人

的經營與知識管理上的多加著墨：面臨漸趨動盪的外在環境，組織在營運

的過程中需要經常的轉換自己的定位，也就是持續變革自己以符應多變的

外在環境與利害關係人需求。而在持續變革的思考中，則應該從策略重思

考、組織轉型與變革管理三個層面來推演組織在變革中所示現的未來形

貌。所謂的策略重思考即是專注於組織在轉變時所掌握的核心概念；而組

織轉型即是組織根據核心概念而將本身組織做出相對應的結構轉變；而變

革管理即在於組織將結構轉變後，在人力運用的配合與管理或是推行變革

活動中所可能遇到的障礙排除方式。 

 

以下先針對 i-mode 系統的發軔作一簡單介紹，之後再依序討論 NTT 

DoCoMo 在行動加值服務方面（i-mode 系統與第三代數位加值服務）時在

策略重思考、組織結構轉型與變革管理中的主要做法。 

 

 

 

 

 

 

 

 

 



3.2 NTT DoCoMo 系統之策略新思維與做法 

在日本，NTT DoCoMo曾被評為在二十世紀末期成長最快速的企業之一

（Nikkei Business,2000），而在2001年的營收為73億美元的水準，且其

報酬率僅次豐田為日本企業第二。儘管NTT DoCoMo在營運績效上有這樣的

表現，但其社長大公星二認為未來電信公司的發展不應只是在目前為營收

主流的電信語音服務，而應該是以數位傳輸的數據傳輸等非語音加值服務

上。因此在1997年1月，大公星二指派榎啟一全權負責有關數位加值服務

的業務開展，榎啟一據此設立了GBD（Gateway Business Department；數

位內容事業部門）負責i-mode系統的總運籌，而i-mode系統對NTT DoCoMo

開創性的變革就此展開。 

 

3.2-1 NTT DoCoMo 策略重思考 

電信公司在提供價值服務時，主要是從自身思考：利用自身所有的電

話線，提供電話傳送、插播、電話會議等服務；換言之，所有的附加服務

都是以組織本身既有服務與優勢作為主要考量點。但是在網路技術與其介

面共通標準（如前述的 HTML、Java 與 WWW 等）的持續發展下，這樣的商

業模式可以有更進一步的發展空間：如果電信公司能利用自己本身所具備

的頻寬，透過與前述的平台共通技術標準配合與解決電信公司與內容供應

者之間適當的共享機制問題，就可以利用該平台介面與提供不同服務的內

容供應商連結，讓消費者能享有更完整的服務，而不再侷限於提供與電話

高度相關或是由自己研發所有的附加服務，創造出彼此雙贏的局面；另外

為了讓消費者更便於使用電信公司提供的加值服務，電信公司更可以進一

步將終端設備商連結，設計出讓消費者使用方便的終端設備。透過以上的

網路思維策略鋪陳，電信公司可以廣泛的蒐羅各方業者的長處，而其只要

負責居中整合的角色，就可以供給消費者更全面的服務。此種從電信公司

本身為主的「電信加值思維」到以網路連結各方業者優勢的「網路創值思



維」的轉變，即是 i-mode 系統的運作思維（夏野剛,2001）。 

 

在此「網路創值思維」的運作之下，讓 i-mode 系統的運作變得可行

必須植基在以下的三方面的策略：首先是要讓設計出讓 i-mode 系統可以

被輕易使用的手機終端設備的終端策略（terminal strategy）；另外必須

吸引眾多的內容供應商在i-mode平台上拋出設計內容的入口策略（portal 

strategy）；最後在內容與終端設備的連結載具上也必須要具有穩定性與

多元性的平台策略（platform strategy）。下圖說明 i-mode 系統在策略

重思考下所建立的商業模式與可能機會： 

 

 

 

圖 3-2 i-mode 系統透過入口、終端與平台策略概念所形成的商業模式 

 

料來源：NTT DoCoMo 網站 

ervices/imode/busines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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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商業模式可知：在內容策略方面，NTT DoCoMo 與內容提供業

 



者之

 

在 i-mode 系統本身開發的營運概念之外，接續應思考的部分即是如

何讓

間在於植基於前者代收費用，而後者提供內容網站，進而達到共同行

銷的效果；在 NTT DoCoMo 與終端設備商方面在於前者提供廣大客源，為

其達到生產規模經濟，而後者提供手機，進而達到共同行銷的效果；在 NTT

DoCoMo 與網路平台供應商方面則利用前者建議「入口網站的附加功能」方

向，而後者將其落實以提供 i-mode 系統可持續發掘的商業機會。而進一

步從價值鏈的角度來觀察，可以發覺這三方面策略所描述的業務範圍由上

游供應商橫跨到下游消費者的價值鏈，然而這裡並非要讓 NTT DoCoMo 負

責所有的價值鏈業務；相對的以網路思維出發，則 NTT DoCoMo 的營運重

點只是在於擬定這三方面策略的大方向與架構，並且讓這三方面的業務能

夠彼此支援而不發生銜接上的困難（如上圖中所提及的「相容性協調」與

「整合手機和內容網站」兩大部分）而非完全掌管所有價值鏈業務。因此

NTT DoCoMo 之任務則是充分掌握這三方面發展的重要方向，如此在整合協

調上能避免訊息誤解的問題：在內容經營方面，重要的是以對消費者客製

化為中心主旨出發，盡可能的滿足消費者多方面的需求，甚至透過業者之

間的磋商達到預測並創造消費者需求的前瞻性結果（夏野剛,2001；松永

真理,2000）；而在平台建設方面，主要需要建立一個以最低內容障礙為原

則，並在此之上加入許多附加功能的多能性服務平台，如 i-mode 與 AOL

電子郵件平台的相互交流或是與 Sony 合作開發共通遊戲平台；而在手機

終端設備來說，應以消費者最易使用與 i-mode 系統的展示最佳化為宜，

例如在手機上設下「i-mode」按鍵，讓使用者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登入 i-mode

服務。雖然這三方面的策略著眼點不同，但是這三者之間彼此必須要充分

協調並溝通；因為任一方策略的失誤都會讓 i-mode 系統無法運作。 

 

新創的 i-mode 系統服務與組織本身既有的電信服務搭配，也就是 GBD

與傳統部門兩者之間的角色定位應如何搭配：雖然該兩部門可以分開營



運，但是其若能在通路或銷售等共通資源上彼此支援，則可使 NTT DoCoM

整體在資源使用上發揮行銷集中的規模經濟與服務範圍增加的範疇經濟

效果，舉例來說，NTT DoCoMo 在傳統的語音電信服務與 i-mode 系統所強

調的數據傳輸服務可以發揮相互補強的功用。另外 NTT DoCoMo 既有的生

產、銷售、售後服務等部門也可以與 i-mode 系統所需的部分相互搭配，

甚至可以 NTT DoCoMo 既有的品牌優勢拉抬 i-mode 系統的聲勢，所以在新

舊事業部門之間的相互協調與合作，也是 i-mode 系統在運作過程可進一

步取得的奧援。Govindarajan 與 Trimble（2005）認為在新創事業的運行

中提到了「遺忘、借取、學習」的觀點就是說明新創事業一方面必須要和

既有部門的運作分開，以避免產生被既有部門帶著走而遭犧牲的困境；另

方面有必須要向既有部門借取資源以作為新創事業成立的初步；最後再以

這些資源為基礎學習到新創部門的獨特競爭力（Govindarajan ＆

Trimble,2005）。因此如何協調與搭配新舊部門，並使隨之而來的官

協調成本降至最低，也是 NTT DoCoMo 必須要進一步克服的問題。 

 

o

僚與

透過以上的概念陳述，NTT DoCoMo 在 GBD 與傳統部門兩者的角色定位

亦將有所區別，並進一步找出相輔相成的機制

 

負

：GBD 面對開發新電信附加

服務的不確定性環境，必須要「以限定開發時間為步調的運作策略」（time

pacing strategy）的方式，持續的找出新的創意與服務應用的方式，扮

演者持續向前的角色；而相對於 GBD 的傳統電信部門來說，一方面要承接

與管理因 GBD 部門而增加的消費者；另方面必須要照應既有的消費者，因

此傳統部門必須要「以發生事件為步調的運作策略」（event pacing 

strategy）的方式，將 i-mode 系統所提供的創新服務標準化，並持續

責維護與漸次增強的方面，例如增強 i-mode 系統的平台運作流程，使其

更有效率。 

 



由以上的觀點所說，因應著 i-mode 系統的成立，NTT DoCoMo 在組織

策略

自

 

的重新思考必須「以網路思維為根本，在入口、終端設備與平台三個

方面策略上居於從中協調的角色，適時的納入組織內外的資源與能耐，並

協調組織內部新舊事業部門的合作機制」。因此 NTT DoCoMo 為了要讓

i-mode 系統的商業模式變得可行，則必須要將其運作思維從全部服務由

身發出的「電信思維」轉變到廣納各家服務與整合多方競爭優勢的「網路

思維」，所以組織針對此在結構上也必須要有所改進以跟上整體策略的轉

變。接續將討論 NTT DoCoMo 因應在策略重新思考上進行的組織結構轉型。

 

 

 

 

 

 

 

 

 

 

 

 

 

 

 

 

 

 



3.2-2 NTT DoCoMo 結構轉型 

觀點可知，NTT DoCoMo應當先將網路思維的

跨功

真理俱樂部」的功用不僅是討論內容會議的場所，與其他企業之間業務會

議也可以在這裡舉行⋯當然它也是員工的煩惱諮詢是與各種慶祝會的不二

場所。 

在NTT DoCoMo組織本身在i-mode系統的推廣取得極大成功之後，為

將i-

由策略重思考中所提出的

能小組運作概念在組織結構中呈現出來，因此首先GBD部門本身就先

以流程別的概念成立網路伺服器、行動手機、基礎設施建立及維護、系統

與銷售、內容事業、相關應用工作小組七個工作小組。小組之間負責的工

作雖然不同，但GBD部門不定期會有跨工作小組的非正式討論會議以了解

彼此進度或是工作上的支援與協調，如松永真理（2001）提到的「真理俱

樂部」即具有此種功能： 

 

「

 

而

mode系統的成功經驗進一步移植到第三代數位加值服務，其將其公司

結構比照GBD部門的組織運作模式，建立了GBD部門與傳統部門群的跨部門

會議，其跨部門會議從高層的策略研擬與中基層的任務實踐都有，而這些

跨部門會議的主要功用也是在於各部門之間的資訊分享、溝通、共同價值

觀建立，進一步及於組織營運的新知識創造等。其組織結構如下圖所示： 

 



傳統組織 社長：大公星二 
新組織 

 

 

 

 

 

 

 

圖3-3 NTT DoCoMo傳統與GBD部門之分工與跨部門機制 

 

資料來源：Kodama, M.(2002) Transforming An Old Economy Into A New Economy 

Success：The Case Of NTT DoCoMo.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Vol.23 No.1 p 34 

 

GBD部門透過在i-mode系統的創制與運作設計不只是納入NTT DoCoMo

本身既有的服務，更兼及組織外部的異業合作以增加其服務之深廣度，也

因此進一步的奠定NTT DoCoMo在第三代數位加值服務的營運上採用此種將

新舊部門資訊與長處協調與配合的機制。因此將GBD部門所創出的連結傳

統部門與組織外部利害關係人的跨部會機制，在整個i-mode系統營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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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T DoCoMo未來的發展概念變得十分重要。而此種將整合組織內外部利害

關係人能耐的跨部會機制則為策略性社群(strategic community)，以下

將針對此種機制做出更詳盡的說明。 

 

策略性社群與領導性策略社群 

策略性社群的概念來自以下兩端：「場」（Ba）與「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兩個概念：「場」的概念在於提供一個社群成員自由分享

進而創出新想法的平台，其重點在於讓各成員有能夠將彼此認知轉換成共

通方式使不同背景的社群成員易於了解；除此之外，利用「場」的機制可

以讓原先限於功能別服務的員工可以有機會進行跨部門的對話與合作

（Nonaka & Konno,1998；Nonaka & Toyama,2002；Holmqvist,2004）；

另外在「實務社群」的說法中，其認為透過實務社群的設計能夠幫助社群

內成員交互學習與培養共同價值歸屬感，進而達到創造組織營運與管理知

識的目的（Wenger,2000）。 

 

NTT DoCoMo在i-mode系統的建制上，最重要的部分有以下三個：首先，

資訊內容供應商必須持續提供有用的內容給使用支援i-mode服務的手機

之終端用戶；其次在硬體方面必須開發容易使用且支援i-mode 服務的手

機以及網路系統，例如i-mode伺服器以及其他相關硬體設備；最後在軟體

應用的網路平台方面，則必須與系統廠商共同開發一個以最低內容障礙為

原則，並在此之上加入許多附加功能的多能性服務平台內容。也就是在策

略重思考一節中所提及的入口、終端設備與平台策略，在這些策略的指引

之下，榎啟一逐步創建出各個策略性社群，將DoCoMo內部的傳統部門人員

與外部的客戶和事業伙伴予以整合：內部人員負責i-mode系統支援與推

廣，而外部人員負責系統建置與功能應用的創新。下圖為NTT DoCoMo在

i-mode系統的研發上所建制的各策略性社群，以下依序說明各策略性事業



群所負責的事務與執掌。 

 

消費者（IPs） 

 

資料來源：Kodama, M.(2002) Transforming An Old Economy Into A New Economy 

Success：The Case Of NTT DoCoMo.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Vol.23 No.1 p 29  

 

入口社群 

是整個入口策略的核心，其目的在強化NTT DoCoMo所主導的i-mode入

口網站的內容。為求讓內容供應者有誘因對其所提供內容在質與量上持續

更新與更配合消費者的需要，NTT DoCoMo與內容供應商的運作模式採以共

享利潤的方式：由NTT DoCoMo給予頻寬，而內容供應者在其平台上展示內

容，之後NTT DoCoMo僅收以部分費用，其餘全歸內容使用者所有。利用這

種「租用」的概念一方面有助於內容的改良與多元；另方面利用內容供應

者的高品質內容也間接提升i-mode系統的品牌權益。例如GBD部門與其內

容供應伙伴株式會社萬代之合作模式即是由後者提供富創新性的隨取圖

 其他公司 

終端製造者新

新力娛樂   

昇陽 

入口社群

 

 

傳統部門 

組織內社群

終端社群
GBD 

平台社群

圖 3-4 GBD 的社群分佈 



案內容給前者，再由前者將其內容統整後提供與消費者並代其收取費用

（EC研究會 ＆ The Society For A Study Of E-Publishing研究

會,2001），而如此之模式則是透過分工的方式由外部內容供應商提供創

新內容，而GBD部門本身負責使這些創新內容的後續管理高度標準與效率

化，如收費機制、進入介面設定之標準作業等，使其互動達到「創新與效

率」面向之雙面性互動。 

 

除了鼓勵內容供應商持續精進之外，該社群還需負責整個內容類別的

系統性架構：如下圖所示，i-mode系統初始針對消費者日常生活中需求頻

次高的服務進行大項歸類與細部規劃，如將其歸類成生活資訊、交易服

務、資料庫查詢與娛樂情報四大項，而其中四大項裡面還包含諸多小項目。 

 

 

 

 



 

圖3-5 i-mode初始內容分類四象限 

 

資料來源：陳鍵智（2002） 探討行動商務系統擴散的產業結構與整合機制-以

i-mode 為例  銘傳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頁 51 

 

另外在內容的選定與否也必須要建立一定的審核機制：一般來說，富

吸引力的內容必須要包含新鮮、有深度、持續性與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四大

項，而NTT DoCoMo為使內容審核標準具有跨部門性共識，因此定期召開全

國內容審核大會，一方面可以讓各分公司對內容審定的標準有一個共同的

認識，便於把內容的審定權授權地方以因地制宜；另方面藉由全國各區域

代表之間討論，能夠集思廣益，使審核內容能夠更加精確（夏野剛,2001）。 

 

終端設備社群 

該社群之發展重點為連結屬於技術策略核心的終端設備製造商。其目



的乃在刺激終端用戶所需之終端設備的需求，並且透過週期性地增加新的

特色與服務到i-mode相容的手機之方式來鼓勵消費者更換其終端設備。對

終端設備來說，定期開發附加新功能的手機更可進一步吸引想要使用在新

的應用程式下所開發的資訊內容及欲換機之終端客戶。而在此同時，NTT 

DoCoMo更可因引進新的特色之手機所逐漸增加的通訊量而增加新的收

入。其重點在於使終端設備能夠隨著i-mode系統中服務內容的增加，而使

得更多種類的內容能夠在單一終端設備呈現出來。 

 

平台社群 

乃用以服務平台策略，以擴展i-mode服務的範圍，例如:藉由與遊戲

機、汽車導航系統、以及其他平台的合作而擴展i-mode 服務的範圍等。

除了在擴展平台的應用性之外，整體平台的內容呈現架構、平台穩定性等

部分都是該社群小組必須持續關注的焦點。例如GBD部門與其伙伴

Increment P株式會社之合作模式即是由後者提供地圖檢索服務與內容給

前者，再由前者將其統整後提供與消費者並進一步將其內容應用在汽車導

航系統、電腦等終端設備（EC研究會 ＆ The Society For A Study Of 

E-Publishing研究會,2001），而如此之模式則是透過分工的方式由外部

內容供應商提供創新內容，而GBD部門本身負責推廣這些創新內容之終端

設備多元性與後續管理高度標準與效率化，如收費機制、進入介面設定之

標準作業等，使其互動達到「創新與效率」面向之雙面性互動。 

 

儘管各社群之間的功能與發展方向不盡相同，但是各社群之間還是需

要有彼此溝通進度與整合機制以確保i-mode系統之可行性，例如入口社群

提出手機轉帳服務時，則必須要配合適當的終端設備與高穩定性網路平

台，才能讓i-mode系統服務確實可以施行。因此為求各方意見與資源能夠

在同一討論基礎點上，以避免因誤解而產生銜接上的困難，所以領導性策



略社群（Leadership-based Strategic Community）因此而生：該社群以

各策略性社群之領導者為主，目的在於讓各社群間經過思辨性的討論2

（dialectical discussion）使得各社群間對於己方或是其他社群的行動

源由更加了解，進而認清其間是否有盲點予以改正、或是藉由這種正反相

互衝突的討論過程中了解是否有折衷的解決方案，並進一步的內化到組織

的既有流程與價值體系之中，以綜合組織的能耐並達到組織內部知識的創

新（Kodama,2005）。下頁圖說明領導性策略社群的設立與應用。 

 

 

 

                                                 
2 此種思辨式討論來自於蘇格拉底問答法：其持續利用「以結果為問題」方式來

詰問對方，目的在於讓對方能全方位的思考自己的論述是否確實，並思考是否還

有其他的可能方案；另外Hegel（1927）提出的「正反合」辯證法也是屬於類似

的概念。 



 

圖3-6 領導性策略社群之運作概念圖 

資料來源：Kodama, M.(2005) Innovation Through Networked Strategic 

Communities: Case Study on NTT DoCoMo. The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24 No.2 p 181；Kodama, M.(Winter 2005)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Networked Strategic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n a 

High-Tech Company in Japan. S.A.M. Advances Management Journal Vol.70 

No.1 p 30 

 

統合以上所說，為了達到開展i-mode系統之策略重思考目標，NTT 

DoCoMo在GBD部門與整個組織本身採取了「策略性社群」的組織轉型，將

內外部的相關業者予以連結，最後以「領導性策略社群」的機制將散佈各

社群的能耐與知識重新集結，並將之建置為組織創新知識的來源。然而在

面臨組織結構轉型的過程中，組織內部會遇到的阻礙j為何以及在新的組

社群一

社群三 社群二 

社群領導者 

能力的綜合 

辯證式領導 

領導者社群                                    

以社群領導者為主的會議，其利用辯證的討論集結各社

群之知識與能力並建立各社群間之網絡連結 



織架構下將如何建構運行機制，這是接續在變革管理中所要討論的問題。 

 

 

 

 

 

 

 

 

 

 

 

 

 

 

 

 

 

 

 

 

 

 

 

 

 



3.2-3 NTT DoCoMo變革管理 

在組織轉型中，NTT DoCoMo透過在各部門間設立策略性社群與領導性

策略社群的機制將組織內外部的資源與能耐予以整合，然而如何才能夠形

成策略性社群，其具有什麼特徵，這是本小節變革管理中需要討論到的核

心部分；而新舊部門之間雖然利用策略性社群整合，但是彼此之間的互動

模式與分工應該如何；另外在數位加值服務的領域中，持續推出新產品與

服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組織必須要持續維持知識創造與累積的活力，而

策略性社群與領導性策略社群在這其中能扮演怎麼樣的功能。以上所提及

策略性社群組成機制、新舊部門合作與創新知識三個議題是本節主要討論

的部分。 

 

首先是策略性社群的形成要素與運作機制：根據Kodama（2005）的觀

察，策略性社群應當包含以下的四個元素：介入程度、社群間知識傳播與

創造程度、彼此價值觀的共鳴程度、策略性社群的組成速度。介入程度是

指社群成員投入所屬策略性社群的程度，其意義不只在於社群成員一起做

專案，而是成員彼此對專案內容與相關議題確實深入溝通並相互認同，根

據一位在NTT DoCoMo的經理所提及的： 

 

在產品研發上光是只有技術部門的投入並不足以讓新產品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因此我們需要透過多方收集由領先使用者所參與實驗結果的回饋，使其

成為研發新產品與服務的考量。另外我們也必須深度投入與社群成員的知識

分享與密切合作中。 

 

第二個組成策略性社群的重要元素是社群間知識傳播與創造程度：其

定義為策略性事業群之間彼此合作與牽絆的程度，高的社群間知識傳播與

創造程度表示策略性社群間資訊與知識易於相互移轉，且彼此之間網絡連

結關係緊密。 



 

第三個元素是指彼此價值觀的共鳴程度，其意在於社群成員對於策略

性社群所提出之任務、目標等會主動思考、產生想法，甚至提出修正意見，

逐步使其觀點更趨完美的程度。這種想法與O＇Reilly III & Pfeffer

（2000）所提出的「隱藏價值」（hidden value）相類似：其意在能夠於

正式組織中創造新知識與能耐的價值觀分享機制（O＇Reilly III & 

Pfeffer,2000）。 

 

最後即是策略性社群的組成速度：其背後的思維在於讓成員彼此的意

見交流或是對專案的看法與對應方案能夠以即興創作來進行：這個方式可

以讓各成員用腦力激盪的方式快速形塑出策略性社群的未來方向以符應

漸趨動盪的外在環境（Brown & Eisenhardt,1998）；而進一步探究背後的

策略思維也反映出公司必須在混沌的環境中快速抓住機會的啟示

（Eisenhardt & Sull,2001）。 

 

根據Kodama（2005）的解讀，其認為策略性社群的組成必須要具備以

上所提出的四項特性，才能使其功能完全發揮；不過用更進一步的角度來

詮釋，可以發覺推動策略性社群的運作機制應當有一個順序關係存在，在

策略性社群應先以組成速度快速為考量：若組成速度過慢會產生成員時間

運用不確定性、社群間難以連結的缺點，這些在i-mode系統的數位加值服

務價值鏈的運作上，都會造成因小環節落後而延誤整體產品與服務的利

基，其次在社群成員合作的推演上應由被動要求社群成員從低介入程度到

使其漸次對社群任務有使命感而提高其涉入程度，再持續鼓勵成員主動積

極對社群議題與價值觀產生高共鳴程度，最後在社群內的整體運作機制漸

趨健全之後才能夠將發展社群中的資訊與知識分享與其他社群的相依程

度考量。下圖表示策略性社群從初始到茁壯間依序對四元素的概念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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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策略性社群的組成要素推展 

 

在進行策略性社群形成與其重要元素的討論後，其次論及新舊部門之

間利用策略性社群整合過程之間彼此的互動模式：在傳統部門的支援作為

上，分成內容、終端設備、業務與維修四大部分：在內容方面，傳統部門

的內容審核與取用標準採納以GBD部門同步，穩健地持續招募更多的內容

供應商；其次在終端設備上，傳統部門也會依據GBD部門所需的功能制定

終端設備的規格，且根據銷售終端設備的時程，執行終端設備製造商的指

導、協調與標準化製程的工作；而在業務與維修方面，傳統業務部門則確

認傳統與GBD部門的業務目標，支援i-mode手機之銷售業務及進行相關業

務活動；最後傳統設備及維護部門為了應付與不同的i-mode伺服器有關的

各種網路設備所增加的終端用戶，也必須即時及精密地監測由訂戶端設備

所發生的故障以及問題(Kodama,2002)。 

 

綜合對新舊部門互動與分工的模式說明，可以得知 NTT DoCoMo 在

i-mode 系統的營運中讓 GBD 部門負責該系統中的數位內容服務發掘、對應

其服務的平台系統與終端設備發展，屬於創新端的發展工作，其目的在於



透過不斷尋找新穎的產品與服務使 i-mode 系統的市場能夠增加，使市場

擴大；而傳統部門負責將 GBD 部門所做出的成果進一步標準化，並將其精

煉成更具效率的營運方式，是屬於效率端的發展工作，其目的在於透過持

續增加在基礎設施（例如網路穩定性與售後服務等）與行銷運作等兩部門

可共用部分的投資，更增加消費者對於 i-mode 系統的忠誠度。是以 GBD

部門在組織的運作上比較偏向持續尋求創新的「持續改變迴圈」，而傳統

部門則因 GBD 部門所提供資訊與行動作為因應在營運流程的標準化上，使

其效率增加的「漸進改變迴圈」。 

 

而組織高層所擔負的責任則是利用高層管理團隊與行動入口服務推

廣委員會等機制整合 GBD 與傳統部門兩者間歧異，並透過七個跨部工作團

隊、全國性內容編輯會議與入口網站服務特製化的探查委員會等方式，使

兩部門之間一方面能夠對彼此工作能夠了解，並進一步透過編碼的方式使

雙方溝通處於同一介面，以減少誤解並增進合作（Holmqvist,2004；司徒

達賢,2005）；另方面在於透過此種機制的交流有助於雙方知識的傳播與累

積，有利於組織持續的創新與營運。根據 Tushman 與 O＇Reilly III（1997）

對此種運作模式的解讀，即在於讓有機型事業部門所搜尋到的外部機會經

由篩選之後，再讓機械型事業部門予以加強和標準化的程序，之後當組織

外部科技又產生非連續性變化時，再依此流程持續進行，如此週而復始

（Tushman ＆ O＇Reilly III,1997）。 

 

為求對 NTT DoCoMo 組織之新舊部門互動合作做出更精確的說明，因

此這裡對 GBD 與傳統部門的組成概念與任務做一說明：從外在環境來看，

數位內容服務發展快速，其應用層出不窮，且競爭者的技術與模仿能力都

很強，因此 GBD 部門所面臨的環境變動是非常劇烈的，因此在整個的行進

步調上必須要對各產品與服務的開發時程嚴格遵守以趕上消費者偏好與



科技的快速變遷，所以在其策略運作上將是採取有機式組織形式的策略性

社群管理；在其管理哲學上也偏向以時限為基礎的策略風格以趕上消費者

需求的變化；而其組織結構原則上是呼應有機式組織的結構，然而其彈性

亦不可違背組織的大方向，因此其結構必須鬆中有緊，其文化作風也趨於

彈性與自治；而其核心概念則是透過策略性社群的機制，一方面透過集結

各方利害關係人尋找創新來源，另方面透過在社群中凝聚共識確定發展的

大方向，以避免發展太過散亂無章。 

 

相對的，傳統部門在環境變動上面臨的劇烈環境課題由 GBD 部門負

責，因此其外在環境相對穩定，因此其策略思維上主要則是根據其對穩定

環境之評估所做出的謹慎策略為主（Deliberate Strategy），而針對 GBD

部門所找出的創新模式與服務則透過以事件為基礎與漸進式轉變策略模

式，使其產品與服務在營運流程及基礎設施服務中能夠以更有效率且穩定

供應的方式呈現至顧客端，例如前段所提及的傳統部門必須要在業務與系

統維修部分負責支援並設計出相關的標準作業流程；而在其組織結構上配

合精緊之策略取向因此在運作上將是採取科層式組織搭配嚴密控管的機

械式組織形式；其文化作風也以紀律與可靠度的持續要求為主；而其核心

概念則植基於利用漸進改革方式增進既存競爭優勢，一方面可以讓持續在

數位加值服務價值鏈的銜接更加迅速，另方面可以揉合從 GBD 部門而來的

創新服務而更增加附加價值。下圖說明以上所提及的機制與新舊部門之間

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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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來源：Kodama, M.(2002) Transforming An Old Economy Into A New Economy 

從以上說明可知 i-mode 系統的建置對 NTT DoCoMo 的員工思維為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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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持續改變與漸進改善迴圈的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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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

在描述了 NTT DoCoMo 新舊部門之間的互動模式之後，接續要說明的

是在

i-mode）的發送方式與內容決定語言都已經決定好了，接下來還沒有定案

的就是手機的細部規格設計，而最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液晶螢幕的問題：我們

希望電話螢幕上顯示的字數必須比以往多（橫向八字，縱向六行），但是工

程部因為成本太高（一般是橫向五字，縱向兩行）為由拒絕（分享階段）⋯

這時我為了讓工程部人員更清楚表達我的意思，因此發明了月曆理論：古今

中外一個禮拜都是七天，如果橫向能有八個文字的空間，就可以一目了然一

星期行程，而剩下多一個空間可以讓使用者有自由發揮的空間；另外縱向又

有六行的話，正好可以放下一個月的月曆（激發階段）⋯儘管需先面臨花費

成本的大問題，但是在工程部答應我「橫向六字，縱向四行」是最大極限後，

終於從「不可能」、「繼續檢討中」，到最後終於變成「可能」了（創造階段）⋯

針產生極大轉變：傳統部門的員工從原本的技術導向思維逐漸了解到

納入消費者聲音之重要，因此慢慢接受策略性社群之跨部會機制，使成員

之間互動更為良好（Kodama,2005）；而 GBD 部門也因為傳統部門的主管

人員逐漸了解 i-mode 系統背後所傳達概念進而與邀其與部門同仁合作，

使新舊部門之溝通更加流暢。而透過新舊部門在分工之餘持續互動的機

制，使得新舊部門之間逐漸攜手創出正向的綜效，例如 i-mode 系統之宣

傳記者會結合傳統部門中廣告公關部之通路與GBD部門之創意文宣製作與

流程安排，因此獲得巨大成功而奠定 i-mode 系統使用者快速擴張之基礎

（松永真理,2001）。 

 

策略性社群中的成員互動：首先以形塑彼此的共同願景為先：其中涉

及了將各方所知訊息彼此揭露的分享階段，接續是社群領導者或成員拋出

相關議題讓參與成員從發問與討論中思考並聆聽我方觀點的激發階段，第

三是藉由社群持續討論，讓成員在參與過程中使其接受由社群成員提出新

價值觀點的創造階段，最後是社群成員在認同新價值觀點的大前提下對其

動機、精神與想法產生自己的修正意見，逐步使其觀點更趨完美的共鳴階

段。松永真理（2001）對此有一段親身經歷： 

 

（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工程部人員在我這個不懂技術又不斷提案的人之努

力勸說下，終於嘗試傾聽並嘗試我所說明的方案了（共鳴階段），我想這樣

的轉變對一直以來只講求技術工程的公司來說應該不算小吧。 

 

其次是在社群內成員對於價值觀以充分了解並產生共鳴之後進一步

整合社群內的知識的過程：其利用彼此之間對社群議題的知識分享，到激

發各成員從已知的知識中釐清問題並以務實眼光看待願景及可付諸實行

的想法與觀念，進而從中找出具創造性的解決方案，最後將社群中所有作

為系統性紀錄，作為後續社群運作與問題解決的參考（Kodama,2001）。利

用「分享、激發、創造、累積」的步驟將各策略性社群中成員之價值觀與

知識整合將有利於增加組織本身核心能力，亦即透過使用在各策略性社群

中所得之知識有助於增加組織的核心優勢，例如 i-mode 系統透過平台（如

與 AOL 合作使雙方的電子郵件平台可共通、與汽車導航功能結合）、內容

供應者（如 Sony 的 PS 等）與終端廠商（如手機採用彩色液晶螢幕與 MIDI

音源系統）的合作，逐步達到與其他平台合作的水平進化與增加手機技術

與入口網站功能的垂直進化而更增加 i-mode 系統不可被取代的地位（夏

野剛,2001）。下圖為此種機制的流程。 

 



 

圖 3-9 組織的核心優勢透過策略性社群持續累積 

 

資料來源：Kodama, M.(2001) Customer Value Creation Business Through 

Learning Processes With Customers: Case Studies Of Venture Businesses In 

Japan. Management Service Quality Vol.11 No.3 p 169 

 

綜上所說，在 NTT DoCoMo 所面臨的變革議題先從分析策略性社群的

構成要素出發，探討其成立速度、介入程度、價值觀共鳴程度與事業群之

間知識傳播與創造程度四個特性的順序關係；接續在策略性社群中分析各

社群成員中必須扮演的定位與角色：組織內部新舊部門方面，需掌握其分

工與協調，如 GBD 部門負責 i-mode 系統的開創面而傳統部門則負責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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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面；另外在面對外部伙伴時，社群領導必須公平開放的態度，建立一個

自由交流與合作的平台，並將各成員的意見予以整合行程最佳方案，如此

才能「形塑彼此的共同願景並激發整合各方能力」（Tushman & O＇Reilly 

III,1996、1997；Kodama,2001、2002、2005）；而在各策略性社群之功能

均充分發展之後才能夠確保在高層所主持的領導性策略社群機制確實能

夠掌握各社群成員之精華，如此透過集結各策略性社群的領導者，以類似

Hegel（1927）的「正反合」方式使各社群領導的觀點再次進行全面性檢

視，進而達到一方面讓知識擴散到各社群，另方面讓知識在經過思辨後，

將之內化成組織的能耐，達到能力綜合與知識創新的目的方可成立。下圖

表示此種機制的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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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策略性社群知識創造與內化流程圖 

 

資料來源：Kodama, M.(Winter 2005)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Networked Strategic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n a High-Tech Company in 

Japan. S.A.M. Advances Management Journal Vol.70 No.1 p 29；Kodama, 

M.(2005) Innovation Through Networked Strategic Communities: Case Study 

on NTT DoCoMo. The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Vol.24 No.2 p 179 

 

透過以上對 NTT DoCoMo 對 i-mode 系統建置之策略重思考、組織結構



轉型及變革管理的介紹，可得知其策略重思考在於以網路思維為基礎，在

入口、終端設備與平台三個方面策略居中整合並協調組織內部新舊事業部

門的合作機制；而組織結構轉型在於採取「策略性社群」的轉型方式，將

內外部的相關業者予以連結，達成廣納百川的居中協調地位，而在高層運

作上輔以「領導性策略社群」的機制將集結各社群的能耐與知識，並使之

為組織創新知識的來源；最後在變革管理方面則是探討策略性社群的構成

要素，並討論組織內外部新舊部門的互動機制，而在高層所主持的領導性

策略社群機制必須以「正反合」的辯證方式對各社群觀點進行全面性檢

視，一方面讓知識擴散到各社群，另方面讓知識在經過思辨後，將之內化

成組織的能耐，達到能力綜合與知識創新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