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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系統產品與網路外部性  
2.2.1 系統產品  

    許多產品在本身獨立存在時，並無法提供任何價值，而必須與

另一個產品搭配才能提供共同的價值，此即所謂系統產品。Katz 與

Shapiro 提出，消費者期望 (expectation)、協調性 (coordination)、相

容性 (compatibility)都會影響系統產品的競爭狀況 (Katz and Shapiro, 

1994)。  

    從消費者期望觀點來看，一個系統架構產品的採用過程，通常

需要一段時間。而消費者在這段時間會形成對產品的可獲得性、品

質、價格有不同的期望。當消費者認為這個系統架構會被廣泛的採

用，就會有信心採用這個系統架構，進而帶動這個系統架構的被採

用程度。  

    從協調性觀點來看，系統產品市場對產品製造廠商之間的協調

性或者是消費者之間的協調性來說，都是一種挑戰。廠商必須考慮

是否要加入既有的系統架構推出產品，或者是配合其他互補廠商推

出新的系統架構，而這個新的系統架構是否允許其他廠商加入。對

於消費者來說，其本身相互之間的協調性會影響本身所能獲得的效

用。第一種狀況是在通訊網路中，每一個新加入的消費者都會對原

有的消費者產生價值。而這種現象會使整個系統的價值越來越高。

第二種狀況則是當系統架構中的產品為有耐久性的硬體時，當消費

者選擇硬體時，會以互補軟體的可獲得性來造成預期。當互補軟體

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特性時，其他消費者對此互補軟體的預期，就

會真正影響此軟體的可獲得性，進一步影響硬體的被採用。這種現

象又稱為「硬體 /軟體典範」 (hardware/software paradigm)。對製造

商來說，相配合的硬體 /軟體越多、功能搭配的越好，潛在的獲利性

就越好，也就越有意願推出與之相配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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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容性方面，若為一個系統架構設計的產品可用於另一個系

統架構，則這兩種系統架構具有相容性。系統架構產品是由兩個以

上的產品以共同的介面標準組合而成。不同系統架構之間的相容性

通常可以提高使用者的期望與協調性。不過有時候為了相容性，通

常會犧牲新產品的效能表現。因此，如何決定一項新產品的相容

性，以利用既有的安裝基礎 (installed base)並維持優越的效能表現，

是一項新產品推出時重要的決策。  

 

2.2.2 網路外部性  

    網路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ies)一詞最早來自於Rohlfs的一

篇文章，主要是探討通訊服務業中的互依性 (interdependent)需求。

Rohlfs在其中說明，通訊服務業的每一個用戶從此通訊服務所得到

的效用，將會因為其他用戶的加入而增加 (Rohlfs, 1974)。Rohlfs也

針對這個特性探討價格與用戶數量的關係。並以不同的用戶特性假

設，建立不同的模型來探討定價的策略。Katz與Shapiro之後提出，

除了通訊服務業之外，許多的產業也有同樣的狀況，並探討產業內

標準被遵循的程度如何影響市場的分配，公司又應該如何決定是否

要遵循既有標準，或建立自己本身的標準 (Katz and Shapiro, 1985)。

使用者從消費某項產品或服務所得到的價值或效用會隨消費同樣

產品或服務的人數之增多，而帶給消費者更多的價值。這些消費同

樣產品和服務的使用者便構成一個特別的「網路」，而這種價值或

效用隨著使用者或銷售量的增加而增加，便稱為網路外部性。  

    網路外部性的來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可稱之為直接外部性。

這種外部性來自於產品或服務實際的被消費數量。最簡單的例子便

是電話網路，越多人加入電話網路，則在其中的消費者因為使用電

話所獲得的價值或效用也越高。傳真機也是類似的實例，越多人使

用傳真機，每一部傳真機的價值或效用就越高。第二種則是間接外

部性。這種外部性描述的是，消費者的價值或效用的增加，主要是

來自於另一種互補性產品或服務的增加。例如，電腦硬體銷售的數

量越多，軟體廠商就會越願意推出更多的應用軟體。有了更多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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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軟體，每一部電腦硬體的價值或效用就越高。其他的例子包含，

遊戲主機與遊戲軟體、唱片與唱機、錄影帶與放影機等。第三種外

部性的來源可稱之為耐久性外部性。這種外部性的意義是，消費者

獲得價值或效用的增加，是來自於購買後服務的水準。而購後服務

的水準又來自於產品或服務銷售的數量，銷售數量越多，購後服務

的水準就越高，消費者獲得價值或效用也就隨著增加。因為這種外

部性通常存在於具有耐久特性的產品或服務，因此可以用耐久性外

部性稱之。汽車銷售是個很好的例子，汽車的銷售量增加，廠商所

能建構的售後服務網與提供的服務水準也越高，而消費者所獲得的

價值或效用也隨之增加。  

    這些網路外部性在不同產業內有不同的專屬性差別。例如汽車

產業中，雖然某公司的汽車銷售增加，但能接收到此一增加所帶來

效用增加的消費者，僅止於購買此公司的汽車的消費者網路，並不

會使得購買其他公司汽車的消費者效用增加。而在電腦硬體與軟體

的例子中，某個特定公司的硬體銷售增加使得配合的應用軟體增

加，接下來能接收到這種因為應用軟體增加，使得電腦硬體效用增

加的消費者，並不僅止於購買此公司電腦硬體的消費者。而是會遍

及到所有能使用相同應用軟體的電腦硬體消費者，只要搭配電腦硬

體的作業系統能支援相同應用軟體的執行。如果以唱片與唱機做例

子就更明顯，因為每個公司都遵循同樣的標準，同一張唱片可以在

不同公司生產的唱機上播放。標準在產業內被遵循的程度會決定網

路外部性影響的程度，也會影響一個新產品推出時，所可以利用的

安裝基礎。  

    當 市 場 中 有 不 同 標 準 產 品 存 在 時 ， 標 準 背 後 公 司 的 聲 譽

(reputation)對於市場如何分配，有著重要的影響力。例如，當初 IBM

在個人電腦市場的成功，良好聲譽的影響即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另

外，利用提前承諾給消費者足夠的應用軟體，來影響消費者期望的

策略，也是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因為標準大多數與專利及著作權

有關，標準之間的相容性也會受到專利與著作權的影響。所以，政

府或是產業公會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會影響相容性的成本，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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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對網路外部性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Economides 提出，網路外部性帶來的價值或效用的提升並非是

隨著產品銷售量增加而增加，而是隨著此產品的「預期」銷售量增

加而增加 (Economides, 1996)。具有網路外部性的產品在供給與需求

上的表現，與一般的產品並不相同。一般的產品的需求曲線在價格

與需求量的圖型上為負斜率的直線，也就是如同下圖的負斜率直

線。但是具有網路外部性的產品的需求曲線 (從 D1 到 D4)會隨著預期

銷售量的增加 (從 n1 到 n4)而不同，預期銷售量越高 (n4)，需求曲線

的負斜率就越高 (D4)。而市場的均衡售價與銷售量則會剛好在預期

銷售量上。這些不同預期銷售量與對應的均衡售價，便形成了圖中

的拋物形曲線。因此，在具有網路外部性效果的市場訂價時，必須

想辦法影響消費者預期的銷售量超過 n0，才能讓最後市場的銷售量

結果落在此拋物線的右半邊，獲得市場的成功。  

 
圖 2.1 具有網路外部性產品的需求曲線  

資料來源：＂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by N. Economides, 1996,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14,  p.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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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系統產品與網路外部性的特性來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影

響系統產品競爭狀況的各種系統產品特性分別對應到網路外部性

的各個要項。在消費者之間的協調性方面對應到直接網路外部性，

製造商之間的協調性則對應到間接網路外部性，而系統產品與其他

系統的相容性越高，則可以利用的安裝基礎也越大，也會提升消費

者期望與協調性。最後，利用各種手法來影響消費者期望則可以提

升消費者期望的產品銷售數量，進而達成網路外部性發揮效果所需

的關鍵銷售量。系統產品與網路外部性影響競爭狀況的示意圖如

下：  

消費者間協調性

直接外部性

系統產品競爭狀況

製造商間協調性

間接外部性

消費者預期

關鍵銷售量

相容性

安裝基礎

 

圖 2.2 系統產品特性與網路外部性對競爭狀況的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 標準競爭  
    系統架構產品之所以可行，是在於採用特定的標準作為系統內

各產品所搭配使用時的溝通介面。此處所謂的標準通常有兩種制定

的方式，一種是藉由市場中的廠商力量來妥協而形成，另一種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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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官方機構來制定。第一種制定的方式因為牽涉到市場中不同廠商

的個別利益，因此通常會經過激烈的競爭而產生。而第二種制訂方

式的官方機構可能是政府的立法機關、產業公會、或者是技術機構

協會。  

    標準制定的方式的決定因素通常可以從兩個構面來觀察。第一

個構面是當市場具有共同標準時，對此市場的所有參與者的價值高

低 (value of common standards)。第二個構面是主導市場中標準的形

成的話，對此主導廠商所帶來的私有利益大小程度 (private value of 

leading standards)。由這兩構面所形成的標準制定方式有以下四

種，如圖 2.3：  

公用標準協定標準

自由競爭政府介入

低高

影響公眾利益程度
專屬標準

標準競爭

公用標準協定標準

自由競爭政府介入

低高

影響公眾利益程度
專屬標準

標準競爭

有共同標準的利益高低

高 低

高

低

主
導
標
準
的
私
有
利
益
高
低

 

圖 2.3 標準形成方式  

資料來源：改編自 Standards, Strategy, and Policy (p. 66), by P. 
Grindley, 199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公用標準：  

當共同標準帶來的所有價值低，而主導標準形成的私有利益也低

時。這種標準通常會由政府來制定，例如品質、安全標準。  

2. 協定標準：  

當共同標準帶來的所有價值高，但主導標準形成的私有利益低時，

標準通常是透過產業標準協會協調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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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屬標準：  

當共同標準帶來的所有價值低，但主導標準形成的私有利益高時，

通常形成許多個別廠商主導並發展自己的利基型產品。而廠商通常

都也會用智慧財產的方式來保護自己的標準。  

4. 標準競賽：  

當共同標準帶來的所有價值高，且主導標準形成的私有利益也高

時，各家廠商都會極力推動自己的標準，希望能形成產業內共同的

標準。在這個情形下，如果對公眾利益影響的程度或成本偏高的

話，政府很可能會以政策的方式來干涉標準的建立。如果對公眾利

益影響的程度或成本不明顯的話，通常就會經由市場程序來形成標

準 (Grindley, 1995, chap. 3)。  

    在不同的標準互相競爭的過程中，各標準背後的廠商都會集中

力量來影響消費者的期望。而對新推出的標準而言，也會著重在如

何利用相容性，來使自己標準的以脫穎而出。Grindley 提出有以下

幾種贏得標準競爭的方式 (Grindley, 1995, chap. 2)：  

1. 比競爭者快建立安裝基礎：  

可以利用以下幾種鼓勵早期採用者的方式：  

 補貼政策  

 確保足夠的產能  

 與配銷商、製造商建立聯盟  

 利用其他產品的安裝基礎  

2. 建立可信性：  

藉由具有影響力的早期採用者。標準要能被相信是最後的贏家，使

用者、製造商與其他相關業者才會真的支持與使用。廣告、促銷、

教育市場都是很重要的方法，而提供早期的市場數據也是一種說服

潛在使用者的手法。開發式標準、或是與共同製造者的聯盟都可以

讓潛在使用者放心投入。  

3. 時機是一切：  

能正確的辨識出機會之窗，而不會在市場能接受之前就太早推出標

準，或是等到標準已經過時才推出。彈性與速度是掌握時機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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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兩個重點，而且時機通常是無法控制的  

4. 補助共同製造商與初期使用者：  

提供互補品製造商相關的資訊、教育與訓練。開放標準通常可以吸

引更多的互補品製造商、硬體製造商與使用者。  

5. 建立聯盟：  

聯盟通常可以降低個別公司的投入成本，並且保證能有充分的產能

與配銷通路。在另一方面，因為有較大的基礎，也可以融合不同需

求的產品特徵，或者是分散產品開發的成本。  

6. 採用市場滲透價格：  

在標準競爭的過程中，第一要務是儘快建立安裝基礎，因此必須盡

量採取有滲透力的價格，來提高銷售量及市佔率。有滲透力的價格

也可以降低來自於其他產品挑戰的風險。不過，有滲透力的價格必

須藉由強大的初期財務能力來支持，而持續的產品改進也需要同樣

的財務能力。  

7. 預先宣告：  

產品預先宣告是用來影響使用者預期的特殊方法，通常用來嚇阻競

爭者並替自己的產品爭取充裕的時間。預先宣告也必須小心使用，

如果宣告的是下一代的產品，那麼使用者可能會延遲他的消費，去

等待下一代產品的出現，使得公司無法獲得足夠的現金流來維持。  

8. 平衡設計：  

標準競爭的勝利者通常不必是技術上的最優秀者。當產品尚未來到

市場時，技術可能是個競爭的重點。但是，一旦產品開始引入市場，

真正重要的便不是技術。重點在於，一個穩定而足夠使用的設計會

比一個經常變動的最佳設計來得好，也容易被市場大量接受。  

9. 利用周邊路徑：  

有許多間接的方法可以用來增加安裝基礎。讓新的產品可以相容於

舊有的標準，並利用既有使用者做為安裝基礎。不過，相容性可能

會使得技術上的進步受限。有個比較好的方式是，增加新的利基功

能，並利用舊有的安裝基礎將新的功能標準推行到大眾市場。例

如，CD 進步到 CD-ROM 或是 VHS 進步到 VHS-C 即是類似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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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數位匯流的發展  
    日本的NEC公司是最早提出數位匯流觀念的公司之一。不過在

1977年提出的時候，也只有預測電腦與通訊的匯流。Yoffie提出，

加速數位匯流的驅動力主要來自於三方面 (Yoffie, 1997)：  

1、半導體、軟體和數位通訊技術的進步  

根據摩爾定律 (Moore's Law)，同樣大小的積體電路，其計算能力與

所整合電路數目，每經過18個月，會成長為原來的兩倍。這項定律

在今日仍然適用，而且18個月的時間也一直在縮減。隨著積體電路

計算能力的增加，也讓周邊的各式電子硬體與軟體變得更便宜而無

所不在 (ubiquitous)。而更進一步，更多的應用也開始在電腦架構上

產生，例如1992年的電腦中僅有1%具備多媒體功能，然而1994年的

電腦中已經有22%。  

2、政府管制的解除  

通訊技術的進展，因為牽涉到傳輸媒介與政府管制，所以發展較電

腦架構慢。不過隨著 1984年AT&T解體為首的電信自由化風潮，各

國政府開始對電信產業解除管制，使得電信產業從獨占產業成為自

由競爭的產業。另一方面，也因為如此，吸引了相關軟體和硬體的

投入，傳輸媒介從雙絞線、同軸電纜進步到光纖。這種科技的進步

造成業者的成本降低，價格降低，又使得管制進一步的解除。  

3、管理創意的發展：  

僅有科技的進步與管制的解除，並無法導致數位匯流的發生，有更

大的部份是來自於產業經營的管理創意。在早期的各種電子產業，

不論是電腦、通訊或是消費性電子產品，他們的技術發展或是產業

鏈分工都是以垂直的方式存在，而少有跨產業的情況出現。甚至雖

然在同一產業，但因為規格不同，而使得各有各的技術發展與產業

鏈結構。不過，當前兩個驅動力發生時，許多的企業經理人為了追

求企業成長與產業之間的綜效產生，便開始了跨產業之間的購併活

動，雖然大部分的結果並不理想，但也刺激了跨產業間技術與產業

鏈上的交流。而緊接著的網際網路發展與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 WWW)的普及化，使得電腦、通訊、娛樂內容的媒介開始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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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而許多因為管理創意而產生的跨產業新事業，也開始慢慢的

獲得成功。      

    從實際的發展狀況來看，在個人電腦普遍以前，語音通話與娛

樂內容都是以類比的形式存在。有些是以非儲存的方式存在，例如

電話或是有線電視。另外有一些則是以儲存的方式存在，例如書

籍、錄音帶、錄影帶。但是隨著個人電腦慢慢地普遍，儲存形式存

在的內容也開始產生變化，慢慢的朝向數位化的形式存在。書籍變

成了各種電子檔案文件，錄音帶變成了 CD，錄影帶則變成了 VCD

與 DVD。而隨著網際網路與全球資訊網路的普遍，各式各樣的資

料、電子檔案文件變成了存在全球各地無數的網頁而存在。再接

著，隨著寬頻網路的普遍，個人與家庭可以存取網際網路的速度加

快，並開始可以容納更多的應用。近年來，配合功能強大的軟體與

服務營運商，語音通話開始以 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的

方式在電腦平台上越來越普遍，而娛樂內容也以數位電視廣播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DVB) 與 IPTV (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的方式慢慢開始在電腦平台上的應用。由此來看，寬頻

網路的普遍，是數位匯流趨勢在大眾市場發生的主要原因。  

    在無線架構下，原本也有以類比方式存在的語音通話與娛樂內

容。例如類比式行動電話與類比訊號電視廣播等。隨著技術演進，

同樣的在有線架構下的數位化潮流也在無線架構下發生。語音通話

從類比式的 AMPS 進步到數位式 GSM，類比電視廣播也進步到數

位電視廣播。雖然，無線架構下的語音通話與娛樂內容都以數位的

形式存在，然而在無線架構下所使用的終端設備必須具備移動性

(mobility)，無線架構下的數位匯流必定和有線架構下會有些不同。

有線架構下的寬頻網路接取方式主要為纜線 (cable)架構與非對稱數

位用戶迴路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DSL)架構。這兩

種架構在全球的市場都有相當多的使用者，因而維持並存的狀態。

另一方面，面對相同的數位匯流趨勢，3G 與 WiMAX 這兩種在無線

架構下的寬頻接取方式，是否會如同 cable 與 ADSL 一樣共存，或

者是會另外有競爭合作的關係，則尚未有明顯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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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e, Bradley與Collis (1998)提出，在有線架構下的數位匯流發

展趨勢下，在其中相關的產業會有以下的結構特性與關鍵成功因

素。數位匯流的發展過程中，原本屬於不同領域的電話、電視、電

腦，三個垂直產業，會形成具有五層水平價值層的消費性多媒體產

業 ， 如 下 圖 。 這 五 層 價 值 層 分 別 是 內 容 層 (content) 、 包 裝 層

(packaging)、傳輸層 (transmission)、操作層 (manipulation)、終端層

(terminal)。  

 

 

 

 

 

圖 2.4 數位匯流造成產業結構改變示意圖  

資料來源：Sense& Respond (p. 34), by P. W. Bane, S. P. Bradley, and D. 
J. Collis, 1998,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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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層架構的結構特性如下：  

1. 內容層 (content) 

雖然不同形式的內容，例如電影、電視、電話語音、遊戲軟體、有

線電視節目等，在經過數位化之後，可以經過同一種媒介傳輸。但

是因為各種內容的製作的手法與所需的原始資料並不完全相同，因

此在內容層的業者分佈仍然會因為內容的種類，而維持分散而各自

擅場的狀況。另一方面，因為數位匯流的趨勢，內容業者的市場也

藉以擴大。例如電影產業的市場便可以輕易地跨足到電視節目，電

腦遊戲等市場。  

2. 包裝層 (packaging) 

在消費性多媒體產業，主要會有兩種包裝業者。一種是科技導向的

系統整合者。系統整合者主要是偏重在硬體上，提供家庭或商業用

戶完整的硬體系統來使用消費性多媒體內容。但是隨著硬體標準與

作業系統愈來標準化，這類的系統整合者最後會被終端層和操作層

所取代。另一種的包裝業者是配銷包裝者 (distribution packagers)。

這類包裝業者會利用範疇經濟的概念，捆包 (bundle)不同的運動、

電影、動畫、廣告或資訊等內容後，再將整體的內容呈現給消費者。

包裝層的業者分佈發展，應該會類似許多傳統的配銷通路業者一

樣，有少數的大型綜合通路，以及許多的小型專賣通路。  

3. 傳輸層 (transmission) 

傳輸層由各種不同的實體網路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形成，包括區

域電話網路、有線電視網路、無線通訊網路等等。重點在於地區性

網路的數量與種類以及地區性網路業者與長途網路業者的關係如

何發展。  

    在地區性網路的部份，因為法規的限制，有些地區可能只會有

一家業者，有些地區則會有多家業者競爭。在無線通訊網路的部

份，由於語音及窄頻資料傳輸服務大多已經飽和，而無線寬頻接取

技術還不夠進步，其成本對大眾市場來說也還太高，因此用無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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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來作為地區性網路的接取，並非十分可行 7。有線電視網路因為

有來自網際網路接取與電話語音等新應用的收入，則比較可能為寬

頻網路應用做硬體上的升級投資。而對既有的區域電話網路業者來

說，因為要因應新進業者的威脅，也必須對原有的硬體做升級投

資。綜合來說，在地區性網路的部份，大致上會有兩家無線網路業

者、一家有線寬頻網路業者與一家有線電視網路寬頻業者。  

    地區性網路業者不會建置自己的長途網路，因此會與長途網路

合作，或者是不同區域的業者彼此形成聯盟。所以對既存的長途網

路業者而言，會有新來自區域網路業者聯盟的競爭。他們的回應方

式有可能會利用固定式無線網路，並針對高用量的客戶提供服務。  

4. 操作層 (manipulation) 

操作層主要指的是對傳輸的數位資訊做處理與儲存的軟硬體部

分。在軟體方面包含資訊高速公路軟體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software)與傳統操作軟體 (traditional manipulation software)。資訊高

速公路軟體是讓網路傳輸具有智能處理能力的軟體。例如在傳統的

電話網路中的來電等待、語音信箱、來電號碼顯示等。不過隨著在

網路上所傳輸的資料越來越多媒體化，原本電腦軟體部分的業者也

因而有一些應用開始往這方面發展，例如影音伺服器的軟體等。因

此，電信網路業者認為應該把這種處理的智能系統置於網路架構中

(on-line)，而電腦軟體業者則認為置於網路架構外 (off-line)才能提

供快速的網路傳輸處理。傳統操作軟體是指各種主要的作業系統，  

例如Microsoft 在單機運作的Windows作業系統上，Novell的區域網

路作業系統。在這些情況下，利用網路效應來制定產業標準是長久

以來的競爭手段。而因為在數位資訊的架構下，整體網路系統所需

處理與儲存的內容是相同的，所以用來做這些動作的硬體也都是相

同的。而由於科技的進步，使得原本以集中式運算處理的架構漸漸

移向分散式運算架構，不過還是要看資料被存取與更新的頻率來決

定。基本上，這兩種運算架構會依應用的不同而共存。  

                                                 
7  以 當 時 (1996)的 背 景 而 言 ， 無 線 寬 頻 接 取 技 術 還 不 像 現 在 發 達 ， 因 此 並 無 法 預

測 到 目 前 無 線 寬 頻 接 取 技 術 的 狀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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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終端層 (terminal) 

終端層是指最終使用者所用的終端設備。為了滿足不同客戶的需

求，會出現各式種類如：攜帶性或固定式，大小顯示螢幕、高低品

質、單一或多重功能等不同的終端設備。在這些不同的分類中，最

為重要的即是無線與有線的終端分類。  

    雖然在整體的網路架構中， 3G與 WiMAX所扮演的，僅是與

ADSL、CABLE類似的最後一哩角色。但是由於配合這些不同的最

後一哩接取技術的終端設備並不相同，因此檢視整體的產業架構特

性是有必要的。另外，在這五層價值層也有各自相對應的關鍵成功

因素：  

1. 內容層 (content) 

內容層的發展會是變化最小的一個部份。雖然會有一些包裝層業者

想要跨足到內容層發展，但是其製作的內容大多是較為低品質的。

最終消費者所希望的還是高品質的內容，因此會形成包裝層業者或

傳輸層業者分別與內容層業者做聯盟，以取得優質的內容提供給消

費者。在內容層的業者的關鍵成功因素主要來自良好的成本控制與

高品質的節目內容，並且獨立於傳播媒體管道之外。  

2. 包裝層 (packaging) 

包裝層業者的關鍵成功因素在於客戶的擁有權與適度的垂直範

疇。對包裝層業者來說由於被夾在內容層與傳輸層間，比較少有機

會對終端消費者有直接接觸。不過也因此成為包裝層業者成功的關

鍵因素，MTV頻道即是成功的例子。客戶擁有權來自於兩個重要的

因素，也就是先進者優勢與品牌以及技術能力。先進者通常會建立

強大的品牌以阻絕後進者。只要是同一性質的包裝業者，先進者優

勢與品牌會在消費者心目中建立良好的地位。而由於多媒體內容技

術的日新月異，使得包裝層業者必須有技術能力整合基於不同科技

所製作出來的內容，因此技術能力也是擁有客戶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垂直範疇方面，包裝層業者必須有良好的垂直整合能力，甚

至必須是同時兼營內容層與傳輸層其中之一的業務，才能確保能提

供優質的內容或給終端消費者良好的傳輸服務，以確保在消費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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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地位。不過，在整體產業的標準與介面確定之後，這些原本

必須內化的連結，便可以藉由合約的方式來維持良好的整合關係，

並專心發展包裝層的核心業務。這時候，只要能掌握正確的利基，

發展出定位良好的包裝型態，將會有很多新創的業者出現。  

3. 傳輸層 (transmission) 

    在地區性網路的部份，無論對區域電話網路或有線電視網路來

說，因為是直接面對終端消費者，其關鍵成功因素自然落在客戶服

務與品牌上。而區域電話網路業者由於一直以來的法規壓力，造就

了他們在客戶服務與經營效率上的優勢。相對的，有線電視網路業

者並沒有法規壓力，因此在定位上便顯得劣於區域電話網路業者。

因此有線電視網路業者可能會與區域網路業者或長途網路業者做

聯盟甚或購併，來提升自身的競爭能力。無線網路業者仍然會成為

有線網路的互補品而非替代品 8。對於長途網路業者來說，則因為缺

乏與終端消費者接觸的管道，並且可能被區域網路業者或包裝層業

者去中間化 (dis-intermediated)，因此低成本是主要的成功關鍵因素。 

4. 操作層 (manipulation) 

在傳統操作軟體部分，因為有強大的安裝基礎，既存的業者會有最

大的優勢。而試圖建立新標準的新進入者將會越來越少。資訊高速

公路軟體方面，關鍵成功因素來自於標準建立的能力，而這種能力

又來自於技術能力，聯盟建立的技巧與先進者優勢。資訊高速公路

團體中的零售軟體方面，必須有良好的圖形 /使用者介面 (Graphic 

User Interface)能力，並十分了解終端消費者的需求。而業者使用軟

體則是不同的情況，必須注重互動性、連接性、即時性等。隨著各

種應用陸續的被開發，業者使用軟體也會以各種不同的平台方式出

現。傳輸層業者也會積極地與電腦軟體公司合作來開發這些操作層

平台，並想辦法使其成為業界共通的標準平台，並帶動互補品的發

展。在硬體方面，因為相關的產品會越來越日用品化，低成本以及

與硬體相配合的軟體與服務便成為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5. 終端層 (terminal) 
                                                 
8  同 註 7， 當 時 (1996)的 無 線 網 路 技 術 僅 能 作 為 有 線 網 路 的 互 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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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面所述，在終端層中會有各式各樣的終端設備來滿足不同的

客戶需求。因此，如同其他消費性電子產品一樣，在終端層的關鍵

成功因素是大量的製造能力、產品設計與創新、品牌與通路。由於

在數位匯流的架構下，數位內容都透過數位網路傳輸，因此將終端

層與內容層直接做連接的策略，將不會在數位匯流的趨勢中成功。

在這五層不同產業層的成功因素整理如下表：  

表 2.1 不同產業層中成功所需因素  

產業層名稱 產業層的成功因素 

內容層 (成本/品質)的控制，要獨立於傳播管道之外 

包裝層 客戶管理 
 創意 
 提供高品質的內容 
 建立品牌 
 早期進入 

對科技的敏銳度 
垂直範疇的聯盟能力－內容層與傳輸層 

傳輸層 客戶服務的(成本/品質)控制 
廣泛的服務範圍、相互操作性、品牌行銷 
寬頻服務的能力 

操作層 必須是既有業者 
標準建立與掌握技術的能力 
聯盟的技巧 
了解終端消費者需求 
低成本，並能與硬體配合良好 

終端層 大量生產 
產品設計與創新 
對消費者的行銷與配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上有關於數位匯流的討論偏重在有線架構下的情形，主要是

因為有線通訊的發展要比無線通訊來的早。而有線寬頻網路的普遍

程度也比無線寬頻網路來得高。不過，在行動電話與無線區域網路

的普及之下，無線架構下的數位匯流也逐漸在大眾市場中成形。本

研究在第四章會藉由這五層水平架構的結構特性與關鍵成功因素

來檢視 WiMAX 與 3G 在這五層水平架構中具備哪些結構特性與可

能的成功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