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企業價值創造 

企業價值創造是藉由價值網絡的形成，讓企業的行動更快速、可靠、有彈性，

進而塑造企業的獨特性，企業和供應商網絡的合作讓企業能快速因應顧客的需求

變化，並且藉由整合性的解決方案提供，創造獨一無二的價值。因此，企業的價

值創造，來自於技術的融合、人才的融合、甚至是產業的融合，企業扮演中樞的

角色，共同和顧客、供應商、合作夥伴創造多贏的價值。本章由兩個案：Hitachi

和 NTT DoCoMo 所提供兩種企業價值創造導向的經營模式：「解決方案提供者」與

「跨平台服務提供者」，並探討其企業變革三部曲：策略再思考、組織轉型、變

革管理的過程與內涵，以提供企業價值創造導向的參考。 

第一節 解決方案提供者(個案：Hitachi) 

Hitachi 創立於西元 1910年，目前旗下有 1153 個集團，員工人數多達 32

萬人，資本額有 2,820 億日圓。1910 至 1970年代 Hitachi 以總合電機製造商自

稱，製造電動馬達、第一大規模的火車頭、電動冷藏、顯微鏡、新幹線的 CAD

控制⋯等。1970年代至今，則以大規模的電腦、DRAM、高畫質效能的 CAD/CAE、

高感度的影像追蹤管、以及 TFT LCD 的產品為主。 

日立 Hitachi 的經營理念為：「誠、和、開拓者精神」。「誠」代表對誠意與

全面嚴格的品質管制過程，站在顧客的立場設想，提供顧客最完美的產品；「和」

係公司內部致力於營造組織和諧氣氛，凝聚日立人所有的心力，以發揮整體行動

力量。「開拓者精神」則是不斷尋求創新突破的精神，整合企業資源，永續經營，

且貢獻社會。 

日立全球事業型態以四極體制呈現：在「中國地區」1994年於北京成立日

立中國有限公司，其包括製造公司、研究所、銷售與維修服務公司；在「美洲地

區」，1959年於紐約成立日立美洲公司，其包括製造公司、研究所、銷售與維修

服務公司；在「歐洲地區」，1982年於倫敦成立日立歐洲公司，其包括製造公司、

研究所、銷售與維修服務公司；而「亞洲、大洋洲地區」，1988年於新加坡成立

日立亞洲公司，其包括製造公司、銷售與維修服務公司。日立將中國地區特別獨

立出亞洲地區，可見其對中國未來的發展潛力十分看好。 

日立集團的組織圖(如圖 4-1)：以 Hitachi 品牌為依歸，七事業群依客戶

需求劃分，依照各產業的解決方案來劃分。並且依技術成熟度、資源需求度、產

品市場大小決定成立事業部或事業群或子公司。業務重疊時，由總公司協調。 

Hitachi 控制子公司之財務目標與財務績效。



 

圖 4-1 日立集團組織圖 

一、策略再思考： 

Hitachi 是一個持續進行改變的全球公司，選擇與集中火力為成為顧客最佳

問題解決夥伴。Hitachi 的願景就是成為一個「最佳問題解決夥伴」(Best 

Solutions Partner)以及成為一個「選擇的品牌」(the Brand of Choice)。Hitachi

的座右銘為：信賴與速度(Reliability & Speed)，以創新的管理方式，矢志成

為最佳的方案解決夥伴：以先進的企業解決方法，追求目前水準的技術產品，並

提供網路架構式的服務。Hitachi 的使命為：透過不斷追求技術創新，提供符合

消費者需求的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且藉由致力公司業務，為社會謀福利，

進而成為世界上最受顧客信任的公司。 

“Inspire the next＂是日立 Hitahchi 的新標題，爲滿足顧客與社會的期

望與需求，以最新的產品、系統、服務，激勵新世代，並勇於面對下一個挑戰：

whatever comes “Next＂。其口號中強調讓生命進入下一個世紀(breathe life 

into the coming age)、成為一個追求動態創新的公司、創造變革、追求價格利

潤與關係維護。而最重要的仍是回歸信賴與速度的本質，以及務求成為一個顧客

的最佳方案解決夥伴。日立透過五字哲學「情、創、技、活、夢」來引領公司文

化，利用感情、創意、技術、活化、夢想等理念，創造一個以感情服務顧客，創

意開發技術與知識的融合、活化生命的動力，成為實現人類夢想的解決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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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轉型： 

Hitachi 的變革過程分為兩個階段，從 Hitachi Plan 到 Hitachi PlanII： 

1. 第一個中期變革計畫：時間是 1997年到 2002年，目標是創新變革，成為顧
客的最佳方案解決夥伴，並針對核心事業，提升 IT 與 Knowledge，例如利

用資訊系統服務(information systems services)、社會基礎建設系統

(Social Infrastructure Systems)的提供成為全球的供應商，以軟硬體以

及高功能材料和零件作為支援。日立的變革計畫目的就是將製造型公司轉型

為一個解決方案提供者的公司、擴展網路基礎的解決事業、由先排序管理資

源以達成高利潤結構、建立策略使用知識和資訊科技為基礎的事業、成果導

向的評量以及獎酬制度。然而，這套計畫卻無法因應快速變動的環境而有第

二個中期變革計畫。 

2. 第二個中期變革計畫：時間從 2003年起，目標是以科技和知識的融合，成

為更具創新的解決問題夥伴，透過資訊系統和社會基礎系統，來達成新時代

生命支持解決系統(New Era Lifeline Support Solutions)以及以全球性的

產品具體實現新進科技(Global Products Incorporating Advanced 

Technology)，建立與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支援系統，讓生命無邊界的想像由

此擴散。並以先進的科技發展全球產品，面對高成長的全球市場，將專注在

有競爭優勢的硬體與軟體，以成為最佳問題解決者。 

 

圖 4-2 Hitachi 變革計畫：從 Hitachi Plan 到 Hitachi Plan II(資料來源：Hitachi) 

 

 



三、變革管理： 

Hitachi 的選擇與集中:重新整列事業組合(portfolio)以專注於關鍵領域

上，策略性加強能力，如圖 4-3。首先，定出管理資源的優先序列，再建立策略

夥伴和聯盟，最後透過綜效管理(consolidated management)賦權于整個 Hitachi

團隊，將無獲利或是和核心事業較無綜效的領域撤除，將資源重新投資在關鍵領

域上，例如系統整合服務是最具獲利及營收的領域。

 

圖 4-3 Hitachi 整列事業組合 

R&D管理是以創意(Creativity)和創新(Innovation)為基礎。R&D是 Hitachi

的核心競爭力，持續研發電子、資訊、電視、軟體、能源和新材料。目前全球佈

局主要在中國、美國、歐洲，目的是為了符合當地的需求，並提供未來發展的方

向。並和國際合作研發、與技術領先者結盟的方式，取得新技術、新科技。建立

日立研究訪問計畫(Hitachi Research Visit Program)以及透過國際會議討論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來交流新知識與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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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平台整合服務(個案：NTT DoCoMo) 

DoCoMo 在日文的本意為無所不在(anywhere)的意思。DO Communications 

Over MObile network 則是 DoCoMo 英譯的來源，表示在通訊的網絡上作無遠弗

屆的溝通。 

NTT DoCoMo 原為日本國營 NTT(Nippon Telephone & Telegram) 之行動電

話服務部門(類似當年電信局之長途電話管理局)。90 年代開始日本政府開放電

訊服務業務使的 NTT不再享有壟斷特權，為了讓旗下各事業體更具競爭力以因應

自由化的挑戰，因此在 1992年將其行動電話服務部門獨立出來，成立 NTT Mobile 

Communications Network. Inc.，並命名為 DoCoMo。時至今日 NTT 仍掌握其 64%

之股權。目前 NTT DoCoMo 掌握了 60%以上的行動電話市場，在日本電信市場仍

是相當封閉且不透明的，而這點也對於日本現有的業者較為有利。1993年正式

開辦數位行動電話服務，1997年正式開辦封包資料傳輸服務。1998年在東京證

交所掛牌上市，同年接管從 NTT 集團所分拆出來的個人低功率電話系統

(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PHS)，1999年正式推出 i-mode行動資訊服務，

同年停止提供類比式行動電話服務。2000年公司名稱正式改名為 NTT DoCoMo. 

Inc.；2001年推出「FOMA」的基本 3G 服務；2002年在倫敦和紐約證交所掛牌上

市。 

就整個通訊產業來看，通訊分為四大階段：(如圖 4-4) 

1. Coverage –market share 

對於通訊業者而言，有兩個 S成長的曲線，第一個 S成長曲線來自於用戶增

加帶動成長，此階段就是『量』的成長，在於拓展覆蓋率以及市佔率，在通訊業

的初期，多是以擴大範圍為目標。 

2. Differentiation & Variety—From Voice to Data 

而用戶急速成長的好景不會持續太久，行動電話的使用用戶也會即將飽和，

面對這樣的狀態，第二個 S曲線代表的是『質』的成長，由原本以語音方式提升

為數據通訊流量的新服務，可以從下圖一看出從早期的呼叫器以文字通訊的單向

服務，提升為行動電話語音的雙向溝通，而目前更是走向雙向開放的服務，不管

是各通訊業者的行動電話或是網際網路個人電腦之間，都可以互傳郵件。將『說

的行動電話』變成『用的行動電話』。 

3. Innovation—to make a Better & Richer Life 

第三階段的創新更是延續第二階段的質變，提供各種不同的內容組合，如線

上訂票、餐廳指南、線上遊戲⋯等等，以及多媒體的影像傳輸(MultiMedia)，隨

時傳遞影音圖檔，讓生活更為多元與豐富化。 



接續上述 NTT DoCoMo 第三代服務以『應用』為廣告訴求 

 服務的延伸：可視訊切割 Video clipping 高功能版 i-mode，短時間視

訊動態影像 

 結合電視新聞台的專業製作，並提供雙向通訊服務 
 電子錢包的引進：終極目標為 wallet PC 
 與家電產品的結合：發展人對人以外的人對機，甚而機對機的便利生

活型態 

4. Integration—to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第四階段的整合將你的想像變成真實，NTT DoCoMo 的 2010年計畫與人類生

活的圖像，以連結時間與空間的目標出發，以更為便捷與豐富的意涵讓人們可以

超越行動疆界：行動遠端學習系統(Mobile remote learning system)、電子商

務以及運送系統(e-commerce & delivery system)、行動城市監督系統(mobile 

town monitoring system)、行動醫療檢測系統(mobile medical examination 

system)、行動虛擬實驗室(mobile virtual laboratory)、一次登入系統

(one-stop boarding system)、需求巴士系統(bus on demand system)。 

 

 

圖 4-4 移動通信系統的演進(資料來源： NTT DoCoMo) 

 

DoCoMo 的願景是成為一個新全球通訊文化(new global communications 

culture)，在這裡，各地的人都可以使用行動設備，運用多媒體的服務，橫跨無

疆界的全球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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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略再思考 

NTT DoCoMo 的經營思維的轉變 

1. 網路思維而非電信思維 

裝置無界(device seamless)的多媒體平台 (multi-platform)：非以傳統的

電信服務包含所有的基礎建設或相關技術，而是以網路思維，不限定平台與終端

設備，而是將內容供應商所提供的資訊服務利用 NTT DoCoMo 的無線網路，傳遞

到使用者的手機上，可以說是行動通訊與網際網路的融合形成行動網路、共享利

益提供多元化服務。 

2. 結盟創造新市場 

採用世界標準共同與其他業者開拓市場：以吸引更多的技術、企業、產業主

動參與的模式可以建構一個參與者有利可圖的模式，而 i-mode 就是扮演整合性

的角色。 

3. 發展願景與方向 

追求的目標是『提供生活基礎設施』，讓行動電話成為生活上不可或缺的工

具：手機的行動方便性結合生活資訊實用內容的豐富性，創造多采多姿的生活模

式。 

 

圖 4-5 跨平台整合性個人化服務願景 

NTT DoCoMo 目前也積極搶攻企業用戶市場，希望手機如同一部小型個人電

腦，可以直接瀏覽網頁、收發 e-mail，而不用更動或撰寫新程式，這種溝通平

台為解決螢幕過小的問題，NTT DoCoMo 採用個人數位助理(PDA)可以上網也可以

有行動電話的功能。故 NTT DoCoMo 已經不再是定位在小小的手機領域中，而是

重新定位在多媒體的平台上，可以結合 PDA、PC 介面以及在汽車的裝置中，都具

有行動通訊的功能。 

爲創造自身價值的提升，NTT DoCoMo 建立平台式的價值體系，與策略聯盟

的夥伴共創平台式的價值創造。因為在日本行動網路價值鏈的參與者已經形成嚴

密合作關係，因而建立系統業者的高進入障礙：垂直整合程度非常高、建立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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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形象、使用者的轉換成本高、投資很多研發保持領先。故建構價值體系是

日本行動業者決勝的關鍵：首先，「制定標準」，無線通信業者與科技提供或設備

廠商互相制定所屬的價值體系要採用的標準。其次，「提供基礎平台」：包括通信

平台、帳務平台，這些平台使服務應用商能傳達服務到消費者並收到費用。 

 

 

 

 

 

 

 

 

 

圖 4-6 NTT DoCoMo 的企業願景 

如圖，NTT DoCoMo 從 PDC 系統出發，主導日本市場，未來將朝向三大方向發展： 

1. Multimedia（多媒體戰略）：業務及收入從話音轉向非話音，進入多媒體的視

訊時代。 

2. Ubiquity（無所不在服務戰略）：將移動通信的應用普及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

角落，移動無所不在，讓通訊可以 anytime, anywhere, anyone。 

3. Globalization（全球化戰略）：以日本市場為基地，逐步走向世界，以其核

心事業的發展，如 i-mode 模式的移植，未來則期待 FOMA 的成功。 

因此，延伸此三大方向，NTT DoCoMo 務求達成的目標為：五大支柱 MAGIC： 

1. Mobile Multimedia：以行動多媒體的形式滲透人們的生活當中。 

2. Anywhere, anytime, anyone：完成無處、無時、任何人都可以通訊的目標。 

3. 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企圖心，以日本的成功模式轉移至全球市場。 

4. Integrated worldwide solution：整合全球解決方案，一致性的標準與服務，
爲全球的顧客服務。 

5. Customer satisfaction：最終的目標是希望達成顧客的滿意度提升。 

 

 

 



二、組織轉型 

1990年代，日本 NTT DoCoMo行動電話公司被譽為日本「成長神話」，但邁

入 21 世紀之後，經營環境有了顯著的變化，2004年將面臨自 1992年成立以來，

盈收及獲利首度雙重衰退的困境。DoCoMo 面臨盛衰轉累點，可歸因於四大因素： 

1. 行動電話市場已達成熟飽和期 

2. 3G 第三代手機推出未見熱潮，訂戶數增加緩慢 

3. 甚至不如第二品牌的競爭對手的低費率策略，使 DoCoMo 陷入困境。 

4. DoCoMo 過去十年來的海外投資使公司虧損不少 

2004年 7 月，DoCoMo 新上任的總經理中村維夫坦言：「過去 13年，DoCoMo

急速成長，讓員工產生散漫與官僚心態，現在 DoCoMo 最大的敵人不是競爭對手

au 或是 Vodafone，而是不思進不突破的自己。」因此 DoCoMo 推出一系列的變革： 

1. 將 i-mode 企劃部和多媒體事業部，整合為 800 人之多的龐大部門，稱為「產
品與服務本部」，以推出新通訊產品與新服務，創造新營收來源為主要職責 

2. DoCoMo 將客服、維修、收費等三項業務外包給子公司，總公司專責工程技術、
營業、財務、新產品企劃上市等重大業務，以達到責任明確、降低成本、提

升客戶滿意度及開創新業務等目標。2004年 7 月，正式推出 i-mode Felica

新事業經營模式。 

中村維夫指出：「DoCoMo 未來的經營方向，必須擺脫過度依賴『通訊』的本

質，一定要摸索出新的事業模式、新的商機，開拖出新的市場，以及明確新的收

入來源，這是當前 DoCoMo 最嚴厲的考驗。」 

10年來，DoCoMo歷經三階段事業模式的經營革新： 

1. 1994年至 1999年，主要以單純的行動通話費收入為主。 

2. 1999年至 2004年，加入 i-mode 的手機附加價值服務，包括資訊查詢、簡訊
傳送、音樂下載、拍照等功能。 

3. 2004年起，升級為 i-mode Felica，在 i-mode 既有功能上，附加購物付款的
全方位生活架構服務體系。 

一連串的經營變革，已讓 DoCoMo 從過去完全依賴「通訊」，轉移到消費者立

場的「生活」架構上，希望透過手機與資訊科技的結合，為消費者創造更便利、

更節省時間的生活。也就是 i-mode Felica 的新使命。中村維夫也說明未來領導

DoCoMo 向前的三個經營理念，就是實踐顧客第一、改變再改變、行動快速。 

三、變革管理 

A. 價值系統的建構 

NTT DoCoMo 所宣布的合作案主要可分為三類： 

 



1. 發展手機和行動電話服務的『技術合作』：與行動製造商的議價能力。系統業

者將手機的規格訂定後才交由製造商 matsushita、NEC 、 fujitsu 、 

mitsubishi 製造，具有主導功能外觀與規格的控制力，DoCoMo 有自己的手

機研發中心並且與製造商共同合作，開發適合使用者的手機。而對於未能加

入合作群的製造商是很難與加入廠商競爭的。因此談判力量相差懸殊，且

DoCoMo 在測試過程相當嚴格，品質要求甚高，故日本的手機多半比起歐美的

品質來得高。 

2. 發展 DoCoMo 經營入口網站服務的『入口合作』：與入口網站營收分享。NTT 
DoCoMo 與內容服務業者建立一個營收分享的關係，不斷創新提高品質，有趣

的內容可以帶動廣告事業的商機，也可以增加通訊流量，互蒙其利。內容供

應商分為官方網站與非官方網站，前者使用容易、介面統一，內容品質也較

高，故系統業者會嚴格挑選官方網站。且投資網路專業銀行可以提供使用者

在手機上即能完成金融服務，更為方便。 

3. 拓展行動電話利用範圍的『平台合作』：與 SCEI(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合作共同開發結合 i-mode 和 play station 的新服務，一個

可以上網玩遊戲的新選擇；與 AOL 合作消弭各網和行動上網的界限，透過贈

送免費的電子郵件 AOL 可以擴大會員人數，也可以吸引 i-mode 會員加入；與

松下通信工業合作結合 i-mode 與汽車導航系統服務，可以查詢汽車所在位置

300 公尺以內的日本料理店等的資訊；與 LAWSON便利商店、松下電器產業、

三菱商事合作實現『據點&行動』策略，在 i-mode 上網訂購商品後可在 LAWSON

領取，一方面提高手機的使用效率、另一方面增加顧客上門的機會；與日本

可口可樂、伊藤忠商事合作推出 i-mode 手機購物的自動販賣機 C-mode，透

過 i-mode 無須投幣即可購買自動販賣機鋪設的商品；也為了達成電子錢包

(wallet PC)的目標，投資新公司 PaymentFirst，由該公司進行電子結帳的

工作，替使用者管理錢包。 

B. 把商業模式移植全球 

由於日本所採用的 PDC 系統是獨特的規格，因此外國廠商無法採用，但是

i-mode 商業模式的本質，卻可以創造當地的一個環境，促使通訊業者及服務業

者與廠商都能像 i-mode 當初發展時自發性的成長、自我組織與改造的現象。而

NTT DoCoMo 把商業模式移植全球可以帶來兩個效益：其一是直接的利益：如果

新系統推動成功，股票水漲船高，投資的股票權益回收。另一個更有價值的效益

是藉著擴展服務地區和使用者，DoCoMo 今後在行動通訊業界可以佔有領導廠商

的地位，擁有發言權和影響力。並且帶動國際漫遊付諸實現：讓 i-mode 與 FOMA

第三代通訊普及化。然而移植國外目前所面臨的問題有： 

1. 執照費的成本高：執照費的取得耗費歐美業者的氣力，已無餘力進行基礎設

備建設及內容服務的充實。 



2. 整體產業尚未成熟：內容供應商配合度的問題，日本具有相依模式但在其他

國家卻不一定如此，該如何移植是個考驗。 

3. 手機廠商議價能力：國外手機大廠議價力強，不像日本的廠商多聽從系統業

者的規格與標準。 

4. 生活型態的差異：日本發展期早在網際網路尚未成熟前發跡，手機因而成為

較個人電腦熟悉的物品，而國外卻不同，國外較為適應大量的資訊傳輸，而

這是小螢幕的手機作不到的地方；且日本通勤族多在通勤時用手機打發時間

與處理事務，但就美國而言，多為自行開車的情況就大為不同。 

5. 投資的時機的差池：目前全球 IT 產業景氣衰退，連帶著歐美電信業者股價下

跌導致 DoCoMo 投資虧損。 

C. 全球佈局策略 

DoCoMo 的全球佈局是以劃分區域市場做為策略中心，而從該區域之中心國

家或地區開始著手.，而該中心國家或地區應考慮以下特點： 

1. 該區域之主流文化國家或地區 

2. 軟體服務產業發達,富創造力 

3. 無線通訊產業規模大具規模經濟服務內容，通常以人口數及手機普及率衡量 

4. 人民對新事物新技術的接受程度 

以全球為導向(Geocentric)觀念的國際企業，結合各區域及日本總公司管

理、資源、資訊互通有無來拓展國際版圖，學習管理多元文化，決策的形成儘量

納入不同區域事業部門的意見,，形成與日本總部的共識，再交由區域事業部門

執行。實施區域組織架構：區域事業部門以地區領袖(Regional Leader)為首整

合與分工完成組織目標。以消費者利益導向的區域行銷策略：各區域事業部門應

以 Managing Diversity and Corporation Recognition 為管理精神鼓勵多元創

新以管理來自區域內不同國家文化的員工，並利用當地既有資源策略合作以 Use 

Less To Do More，成為掌握核心能力的網路結構組織(Network Structure 

Organization )。 

D. NTT DoCoMo 未來展望與策略涵義 

NTT DoCoMo 在組織調整上 

1. 建立區域化組織了解不同文化的需求 

2. 建立整合平台的樞紐地位，以其商業模式(建立價值網路體系)作為核心價值 

3. 設立工作小組隨時嗅覺市場脈動與消費者需求，非一昧在未成熟市場推出新

產品 

4. 建立 Geocentric 全球為中心的國際組織(Think globally , act locally) 

我們可以由最近兩大趨勢看出手機未來的功能走向，正如同 NTT DoCoMo 所預測： 

1. 媒體業者的介入：2003年 6 月 16 日 Disney 宣布和全球最大的電信業者英國



Vodafone 結盟，將透過 Vodafone 銷售 Disney 的卡通、遊戲與音樂。主要媒

體集團都預測第三代行動電話 3G 服務將加速普及，無線寬頻上網將刺激用戶

的成長。Disney 和 Vodafone 結盟，是看好 3G 手機鈴聲、圖片與影片傳訊服

務市場的潛力。 

2. 信用卡業者與手機大廠的介入電子錢包市場：萬事達卡(MasterCard)16 日宣
布推出『非接觸式晶片』支付機制─萬事達卡 Pay-Pass 系統，並與手機大廠

NOKIA 合作，使消費者可以透過手機感應的方式完成付款交易，這樣的科技

應用對於加油站、戲院售票處及速食店等隊交動速度要求較高的商家，將是

理想的付款管道。 

第三節 小結 

當企業以顧客價值提供為導向之後，進一步企業面臨資源與能力的整合階

段，企業透過價值網絡的建構，提供給顧客一個整合性的解決方案，或是一個跨

平台的服務讓顧客可以在此一次購足。這樣的價值網具有以下特色：以顧客為

先，提供客製化的解決方案；彈性的生產、配銷和資訊流設計可以迅速回應需求

變化、敏捷並具有變通性；企業與顧客、供應商、甚至是競爭夥伴相互合作和系

統化，選擇與集中其核心能力，由此作為價值網絡擴散的中心，向外整合與擴大，

建構無遠弗屆的價值網；價值網的合作，已經超越了疆界的限制，不僅僅是跨越

地理疆界的限制，也突破了產業疆界的框架，讓企業重新定義產業的未來，藉由

產業的融合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如本章 Hitachi 以新時代的生命支持解決系統自

居，提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支援系統；NTT DoCoMo 則是以全球通訊文化的建構

為己任，藉由技術、入口、平台的合作，創造無所不在的通訊網絡。 

表 4-1 企業價值創造之企業轉型個案 

 策略再思考 組織轉型 變革管理 

Hitachi 最佳問題解決夥伴

以最新的產品服務

激勵新世代，讓生命

進入下個世紀 

兩階段變革計畫  

以科技和知識融合

為目標，達成新時代

生命支持解決系統 

選擇與集中      

整列事業組合，專注

於關鍵領域，並講求

綜效 

NTT DoCoMo 跨平台整合服務  

其企業願景為多媒

體服務的擴張、全球

化的移植、通訊無所

不在的實現 

新通訊產品與服務

整合事業部，脫離通

訊為主軸，轉以生活

架構的建構 

價值系統的延伸  

藉由技術入口平台

合作及商業模式的

移植、全球佈局完成

全球通訊文化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