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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主要是針對電腦等資訊

科技的使用者對於接受新資訊服務的行為所發展出來的理論，經常可做為解釋使

用者對新資訊服務的接受度，亦即選擇的信念及態度所形成的關連，以預測新電

腦資訊產品或服務所被的接受程度。科技接受模式多半用來作為企業在決定是否

要推出新服務或產品時所可以採行的工具之一。透過科技接受模式可以解釋並預

測資訊科技的被接受的狀態，透過進一步操控科技接受模式中的外在因素，來影

響使用者內部的認知與信念，進而增進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接受度，達到資訊科

技的順利推動。 

 

一、內涵 

「科技接受模式」最早是由學者 Davis 於1986年提出，是以「理性行為理

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特別針對科技使用行為方面所發

展出的模型。理性行為理論常用於探討人類行為的意圖，此理論指出：人類行為

的表現決定於個人的行為意圖，而行為意圖受個人對此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Behavior）與主觀的標準所影響。依據理性行為理論提出：一個人對於某

種行為的態度，以及和此行為相關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 toward the 
Behavior）會共同決定其行為意願，然後再進一步產生行為本身。然「科技接受

模式」發展至今已二十餘年，常被用來解釋使用者對新資訊科技的接受度。此外，

學者 Morris 與 Dillon（1997)等則認為科技接受模式確實能提供研究者一個較

簡單及節省成本的方法來預測所提出模型是否成功。由於，科技接受模式承續理

性行為理論的基本精神，認為信念會影響態度，進而影響意願，再轉而影響實際

行為。 
 

本研究之所以會參考「科技接受模式」的相關內容，主要考量點為：由於

NGN 屬於一種新的電腦資訊產品或服務概念，符合「科技接受模式」的適用範

圍，以下是本研究針對其相關文獻所做的整理。 
 
 

二、科技接受模式相關文獻整理 

在學者Davis、Bagozzi 和 Warshaw（1989） 等人的實證研究中，證實科技

接受模式其能以消費者的使用態度、認知效益、認知易用性以及其他相關之變數

來解釋消費者的使用意願；並且還能夠藉由衡量消費者使用意願，來預測出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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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新資訊科技的接受度，進而解釋使用者的使用行為；但值得注意的是，使

用意願對於使用行為的預測效果，在顧客曾有過使用經驗情況下會更佳（Taylor 
& Todd，1995）。 
科技接受模式中最重要的兩項信念變數定義如下: 

 

（一）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潛在服務的使用者認為在使用一個

特定的系統後，其要有工作績效能夠提升之可能性。在該研究中顯示，使用者對

新資訊服務系統的認知效益對其使用意願的影響重大。簡而言之，使用者在認知

該服務是有用之後，自然會增加往後使用意願。 
（二）知覺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潛在服務的使用者相信該新資訊

服務系統能節省精力與時間的程度，易即可以輕鬆上手。 

圖 3-1 為 Davis 等人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概念圖。 

 

 

圖 3-1: 科技接受模式 
資料來源：Davis、Bagozzi and Warshaw (1989) 

 

而模式中其他外部變數及依變數之定義： 

1.外部變數：囊括一些認知規範信念以外，無法控制的環境變數，例如系統設計、

使用者特質、任務工作特質以及訓練支援等皆歸入此類。 

2.態度：個人對於做一項行為之正面或負面的感覺或評價效果。 

3.行為意圖：個人對於做某特定行為之意圖的強度。 

 

學者Karahanna（1999）等人的研究則發現除了給予使用者的訓練支援部份

外，其他構面都被證實為會對兩項重要信念產生顯著影響的因素。除此之外，其

研究也指出知覺有用性與知覺易用性兩項信念皆會影響使用態度，再間接影響使

用意願；知覺易用性會增強使用知覺有用性，而知覺有用則會直接提升使用意願，

更進一步證實了學者Davis 的科技接受模式中的主要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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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使用者在思考是否接受新科技資訊產品的意願，主要源自使用系統後，期望

是否能達成良好的工作績效，而不只是源自使用者對整體的態度。雖然學者們對

於科技接受模式的設定和結果判讀有各種不同意見，也常常將其與其他資訊科技

使用行為理論做比較；但實證上顯示，若研究目的單純想要預測使用情況時，科

技接受模式是為一較理想的工具。 
 
在整理多種理論後，本研究認為『科技接受模式』的確是最有影響力的一個

接受度解釋架構；因為其相對於其他理論而言，其有簡潔易懂、鎖定資訊科技領

域、擁有有力的理論基礎和有充分實證資料支持等優點。也因此，本研究選擇此

模式來對NGN中新資訊服務系統對使用者接受度的基本假設。 

 

綜合而言，科技接受模式中，外部變數會對使用者的信念，例如對知覺有用

性與知覺易用性造成影響，接下來知覺有用性與知覺易用性則會直接影響使用態

度，而知覺有用性和使用態度又會對使用意願造成影響；而後，使用意願才會再

進一步影響到使用者的實際採用。也正因為科技接受模式是為了解釋：為何最終

使用者會抗拒採用電腦方面資訊技術而設計的，其可被服務提供者利用來衡量其

新資訊技術或系統的價值、預測使用者可能反應以及改善使用者接受度，作為策

略參考方針。 

 

 

 

第二節 經營模式 

一、起由 

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這個詞最早是在1970年代出現於電腦科學雜誌

上，當時此詞語是用來說明資料處理與資訊流通程序之間的結構和關係

（Konczal,1975）。經營模式一詞近年來被廣泛運用，舉凡一個企業的經營目的，

也就是在如何吸引客戶、僱員和投資者，在保證盈利的前提下向市場提供產品和

服務都可以稱做是企業的『經營模式』。 

 

然而，對『經營模式』一詞目前學界並未對經營模式有一個明確而完整的定

義。雖然在談論新創事業時，人們時常將此詞用來形容一個經營成功的事業，但

對其真正的定義及內涵卻往往不清楚。此外，亦因為經營模式沒有明確定義，因

此常與策略一詞被混淆使用，人們常使用這兩個詞語來指任何他們相信會帶來競

爭優勢的事情。更精確的說法是：經營模式表示經理人藉由策略去形塑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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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的方式，也包括為支援該構型（Configuration）所進行的投資，以使他們能夠

建立必要的獨特能力，包括效率、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等，以支持廠商的低

成本或差異化定位，進而獲得競爭優勢，並產生公司的獨特能力。 
 

二、經營模式與策略、競爭優勢之關係 

首先，為了比較經營模式與策略的差異，在此有必要對策略進行定義。以企

業經營面而言，策略要件包括對象、服務價值、地點、時間及通路等要件；結合

上述要件，適當地加以配置運作而形成策略(許士軍 2002)。整體而言，策略是

企業主持人或經營團隊面對企業未來發展所勾勒出來的整體藍圖，可顯示以下四

方面的意義(吳思華 2003)： 

（1）評估並界定企業生存利基； 

（2）建立並維持企業不敗的競爭優勢； 

（3）達成企業目標的系列重大活動； 

（4）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經營模式與策略兩者最主要的差異在於：策略強調競爭導向、在資訊上假設

人們不受限制、且需要大量計算資料。而經營模式是描述一個企業所提供服務的

本質，以及為了提供這些服務所從事的活動(Activity)。 
 
經營模式視作是一組假設(Hypothsis)，以長期的觀點針對公司銷售的產品與

對象、收入的來源、科技運用、夥伴關係以及成長的方式進行描述(Afuah & 
Tucci,2003)。此觀點可用來說明企業主要的價值活動。若從事業模式的「功能性」

進行定義，則經營模式必須用來： 

(1)創造價值邏輯； 

(2)區隔市場； 

(3)定義價值鏈結構； 

(4)估計成本結構與價值潛力； 

(5)為公司在價值網路中尋求定位； 

(6)形成競爭策略。 

 

為了創造一個成功的經營模式，經理人就必需選擇一組共同運作的事業層級

策略（Business Unit Strategy），而這樣一組的策略可以使公司有競爭優勢，企

業必須先定義出他的經營範疇（Business Scope）後，方能描繪出一個成功的經

營模式，這可能包含以下幾點決策： 

(1)顧客的需求，或何種需求應被滿足； 

(2)顧客群體，或誰需要予以滿足； 

(3)獨特能力，或顧客所需如何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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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所制定的關於這三個議題的決策，決定了他們所制定與執行的策略，

以使公司的經營模式付諸行動，並為顧客創造價值。 

 

綜觀上述，本研究歸納：經營模式強調價值的創造，亦即不與市場上既存的

競爭者為對手，而選擇開創新市場，對產業價值鏈重新進行定義。策略則是如何

在既存市場中贏過競爭者，獲取競爭優勢。 

 

 

三、經營模式文獻整理 

由於至今有許多學者對經營模式提出不同定義及看法，以下將歷年來各學者

對經營模式的定義分述如下：  

 

（一）Timmers（1998） 
所謂的經營模式應為一個整合服務、產品、資訊流通的架構，並含以下三個構面： 

1. 一個整合服務、產品、資訊流通的架構，並包含描寫了各種企業利害關

係人的角色 

2. 各種企業利害關係人的潛在獲利基礎 

3. 企業的收益來源 

 

（二）Magretta（1998） 
經營模式是一個具有邏輯性的故事，且將有關顧客的假設連結到健全的經濟。好

的經營模式必須能承通過以下兩個檢驗：  

1. 故事檢定（Narrative Test）：這故事主要是為了解釋「誰是你的顧客？」、

「他們重視甚麼？」與「你要如何去賺錢？」 

2. 數字檢定（Number Test）：故事要得以維持下去，你必須將有關顧客的

假設連結到健全的財務指標上，也就是說損益表必須要能維持平衡。  

 

（三）Viscio & Paternack（2000） 
一個好的經營模式必須包含以下五個元件： 

1. 核心觀點（Global Core） 

2. 事業單元（Business Unit） 
3. 服務項目（Services） 
4. 治理模式（Governance） 
5. 系統聯繫（Linkages） 
學者Viscio 與 Paternack強調整個系統必須產生額外的系統價值，而不僅僅

只是這五個元件的個別價值，系統價值主要取決於決定組織內部與外部需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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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樣的價值。  
 

（四）Hamel（2000） 
將經營模式分為四大構面與其構面間的連接，如圖3-2所示： 

1.核心策略：  

（1）事業使命（Business Mission）：提出策略的整體目標，包含企業的事業

模式所欲達成的目標、以及提供市場的產品。 
（2）產品及市場範圍（Product/Market Scope）：描述企業在何處從事競爭，

包含顧客、地理區域以及產品區隔。 
（3）差異化基礎（Basis for Differentiation）：企業與競爭者在競爭方式上的

差異。  

2.策略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1）核心能耐（Core Competencies）：指企業擁有的知識，包含技能與獨特

的能力。  
（2）策略性資產（Strategic Assets）：包含品牌、專利權、基礎設施、專利

標準、顧客資料，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  
（3）核心流程（Core Processes）：為企業的實際作法，即企業將投入轉變成

產出過程中，所採用的方法以及例行流程。  
3.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1）履行與支援（Fulfillment and Support）：指企業接觸顧客的方式、接觸

管道、提供的顧客支援、以及所提供服務的水準。 
（2）資訊與洞察力（Information and Insight）：企業由顧客身上所獲得的資

訊，以及由這些資訊所引伸出來的洞察力，藉由這種能力企業所能提供顧客

獨特的價值。 
（3）關係動態（Relationship Dynamics）：企業與顧客進行互動的方式，藉

由這種過程，企業能夠培養出的顧客忠誠度。 
（4）價格結構（Pricing Structure）：企業向消費者收費方式、收費依據的標

準、向消費者收費的部分、產品的組合。 
4.價值網路（Value Network）：  
（1）供應商（Suppliers）：企業與供應商間的密切關係、或有與以往不同的

獨特配合方式。  
（2）合夥人（Partners）：合夥人可以提供某個彌補最終產品不足的互補品。 
（3）聯盟（Coalitions）：在產業革命的過程中，結盟者直接承擔風險，也

分享成功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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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Hamel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Hamel （2000） 

 

在四大要素間，藉由彼此的配合，可以產生出以下三種不同的連接，分述如

下： 

a.配置（Configuration）：連接核心策略與策略性資源，指企業結合能力、

資產與流程來支援特定策略的獨特方法。  
b.顧客利益（Customer Benefits）：為核心策略與顧客介面之間的橋樑，指

企業實際提供給顧客的特定利益組合。  

c.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存在於策略性資源與價值網路之間，

為企業的疆界。 

 

（五）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 
指出經營模式主要是將科技上潛在價值轉為顧客價值的一連串過程，如圖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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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Chesbrough 與 Rosenbloom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 

 
Chesbrough 與 Rosenbloom 認為，經營模式應包含六個部分，分別是：  

 
1.價值定位：瞭解新科技對於顧客可能創造出的潛在價值。  

2.市場區隔：經營模式必須能夠清楚地定義出顧客群體或市場區隔。  

3.價值鏈：透過價值鏈將企業的活動進行整合，以傳遞特定的價值給特定的

顧客。  

4.成本與收益：企業可以運用多種收款模式，但要和其價值鏈及其成本結構

相互配合。  

5.價值網路：企業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外部協助，外部參與者與企

業共同組成了傳遞給顧客價值的價值鏈，形成了價值網路。  

6.競爭策略：企業如何在選定的市場形成其競爭策略，競爭策略主要為Porter
所提出的成本、差異化以及利基市場三個方式。  

 

 
（六）Hill & Jones (2007) 

認為經營模式就是反映經理人的策略構想，如何將公司所追求的一組策略，

透過彼此相互搭配，凝聚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使公司能夠獲致競爭優勢、卓越獲

利，以及利潤成長。本質上，經營模式是一種心智模型，反映了公司如何將各種

策略與資本投資加以搭配，以產生高於同業的獲利與利潤成長。經營模式包含了

一家公司的下列活動： 
1. 選擇顧客 

2. 定義並差異化它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3. 為顧客創造價值 
4. 生產產品或服務 
5. 將上述產品或服務傳遞到市場 
6. 組織公司內部的活動 
7. 形塑資源 
8. 達到並維持高水準的獲利能力 
9. 讓事業隨著時間成長 

 
 

四、小結 

綜合各學者對經營模式所提出的定義以及探討構面後，本研究認為：企業要

獲利，必定有其特殊的經營模式，而學者 Hamel 所提出的四項經營模式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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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企業內部策略以及能耐的構面，亦包含外部價值網路以及顧客利益等方面，

對經營模式探討較為完整之架構，且其價值網路之構面可提供本研究 NGN 之經

營模式所用。故本研究以 Hamel 提出的經營模式四項要素為主，以及各項要素

下對細項的部分，作為理論基礎進行研究，並以圖 3-4 作為經營模式文獻部分的

結論。 

 
圖 3-4：經營模式與競爭優勢 

 
 
 

第三節 創新（Innovation） 

一、創新的定義 

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出，透過創新所衍生出的獨特能力，幾乎是競爭優勢的重

要來源。因為創新可以產生新的產品跟服務，更加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可以改善

現有的產品品質與服務屬性，甚至是降低產品的生產成本及服務的營運成本。因

此，發展創新性產品或服務能力，可以為企業帶來兩個主要的競爭優勢。第一，

達成差異化並得以提高價格；第二，把成本結構降得比競爭對手還低。然而，競

爭者還是會是試圖模仿這些創新的成果，而且也往往也可獲得成功。因此，要維

持競爭優勢就需要不斷地對創新作投入與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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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新的相關研究文獻相當繁多，但由於各個研究學者對「創新」一詞的

主觀看法與研究應用領域，均有某種程度的不同。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較具代表

性的文獻分析，對創新的意涵進一步探討，提出本研究的創新定義。 

 

（一）Joseph A. Schumpeter（1912） 
經濟學者 Schumpeter 在 1912 年首度提出「創新」一詞。Schumpeter 所謂的

「創新」，是指「將各種生產要素加以新組合，創造一種新的生產函數」。

Schumpeter 認為「創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力，因為創新活動會對以往被視為

天經地義的思維及行為模式進行某種程度的破壞，讓人類的經濟發展得以不斷向

前邁進，也就是所謂的「創造性破壞」。因此創新可以視作是企業資源再增添新

價值的活動。 

 
（二）Edwards Roberts（1978） 

將創新定義為『發明』加『開發』。Roberts 指出：創新是將知識體現、結

合或綜合，以造就原創、相關、有價值的新產品、新流程或新服務。 

 

（三）Peter Drucker（1984） 
管理大師彼得.杜拉克（Peter Drucker)認為一項創新的考驗並不在於它的新

奇性、科學內涵，或它的小聰明，而是在於推出市場後的成功程度，也就是能否

為大眾創造出新的價值。他又認為創新（Innovation）是創業家（Entrepreneurs）
的特定工具，可以將改變（Change）視之為機會（Opportunity），開發成不同的

事業，或是提供不同的服務。只要是讓現有資源創造價值的方式改變，即可視之

為創新，所以創新是一個可以學習與實現的領域。 

 
 

二、創新的來源與原則 

彼得.杜拉克在「創新與創業精神（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書

中提到：有些創新來自於某些天才的靈光乍現。然而，大部分的創新﹙尤其是那

些成功的創新﹚則多半來自於對創新機會有目的刻意追尋，而這些機會通常只有

在極少的情況下才找得到。明確地說，系統化創新即是追蹤創新機會的七項來源。

這七項來源中，前面四項創新來源存在於企業內，這四個來源分別是： 

1. 意料之外的事件—意外的成功、失敗、外在事件； 

2. 不一致的狀況—實際狀況與預期狀況之間的不一致； 

3. 基於程序需要的創新； 

4. 產業結構或市場結構上的改變。 

 

另外還有三種機會的來源，是發生於企業或產業外部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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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口統計特性﹙人口的變動﹚； 

6. 認知、情緒以及意義上的改變； 

7. 新知識。 

而且，這些來源之間彼此互有重疊，本質因其風險，困難度與複雜度而各有

不同，且創新的潛力再同一時間也有可能存在不同領域之中。但就整體而言，他

們大致上涵蓋了所有創新的機會。所以，系統化的創新從分析新機會的來源開始，

針對不同狀況，來源的重要性也會隨著不同時間而改變。但不論如何，創新者皆

面面俱到地分析各種創新機會的來源。 

 
在創新的原則上，杜拉克認為：目標明確且系統化的創新始於對機會的分析。

而分析則始於對創新機會的來源加以徹底地思考。所以的創新機會來源都應該被

系統化地分析與研究，並加以組織，必須在一個有系統化且規律的基礎下進行。

舉例來說，當資訊服務商要投入 NGN 的服務時，必須先走進市場，去看，去瞭

解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與行為還有他們的期望與需要。創新者可以問：「這項創新

應該反應些什麼，才能讓消費者願意使用，並且將它視為是自己的機會」，這部

分的精神，其實與前節的經營模式觀念可以相呼應。 
 
杜拉克也認為，一樣創新必須保持簡單且目標特定，才能獲致成功。所有有

效的創新幾乎都非常簡單，既使是創造新用途與新市場的創新，也應該專注於一

種特定、清晰且精心設計的應用上，應該專注於滿足特定的需求或是為了產生某

種特定的結果上。最後杜拉克提出：創新是能夠從小規模開始—先投入少數的資

金、人員及特定的市場，否則，就沒有足夠的時間來從事成功創新所必須的調整

和改變。 
 
最後針對創新的來源與原則，本研究認為：創新活動在面對新市場與新技術

時，確實存在著極大的不確定性，因此創新失敗的比率很高，也就是說創新的風

險很高。既然創新的失敗機率很高，企業學習如何在失敗中找到新解答就顯得十

分重要。有效的創新管理就是一種組織學習的過程，創新經常是一種不斷調整的

學習過程，在創新過程中不斷提昇個人與組織的能力，因此創新與發展核心能力

（Core Competence）之間密切相關。 
 
 

三、創新的過程 

學者劉常勇（2004）對創新的過程區分為：「技術推動」與「市場推動」兩

種類型。前者是將研發成果的技術主動轉變為產品，再經由行銷手段引發消費者

的需求；而後者則是基於市場消費者的需求，利用既有的研發成果技術來開發出

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再經由生產與行銷的手段，有效提供給消費者。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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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由市場推動的創新過程效率較高，而技術推動的創新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與

風險則較大。兩者的創新過程如圖3-5、3-6所示。 

 

圖3-5：技術推動的創新過程 
資料來源：劉常勇（2004） 

 

 

 

圖3-6:市場推動的創新過程 
資料來源：劉常勇（2004） 

 

 

學者Christensen（2004）在「創新的兩難（The Innovator's Dilemma）」一書

中，則認為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指的並不是生產更好的產品，

提供給既有市場的顧客，而是做出更簡單、更便利、更便宜的產品，提供給新的

顧客層，或是要求不那麼高的顧客群。通常，破壞者總是能癱瘓產業的領導者。

因為領導者的資源分配流程，是針對支援維持型創新而設計與改善的，在本質上

無法因應破壞性創新。在位者多半往更高階市場移動，並不在意破壞者有興趣的

低階市場或新顧客層市場，我們稱這種現象為「不對稱動機」(Asymmetric 
Motivation)，這正是創新的兩難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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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數位匯流 

一、定義 

數 位 匯 流 的 概 念 發 展 於 1977 年 ， 由 學 者 Anthony Oettinger 提

出”Compunications”這個單字（由Computer與Communications組合而成）來描述

電腦與通訊產業間的匯流現象。即電信、廣播、媒體、資訊科技上的整合與發展。

由於在數位時代的通訊傳播不再只是單一的電信或傳播媒體，而是整合了電信、

資訊與傳播的多媒體，未來不同的網路平台具備載送相似類型服務的能力，而消

費者的終端設備將會合而為一（Multi-play）。 
 
Bane、Bradley 和Collis（1998）等人提出，由於電腦處理速度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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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為一些「數位匯流」的定義： 

 

 

表3-1:數位匯流之定義整理 

定義者 定義 

Pool (1983) （1）過去為不同媒體所提供的服務，如今可由一個媒體提供：過去

為一種媒體所提供的服務，如今可由不同的媒體提供。 
（2）電信、媒體與網路科技匯流的過程，可藉由電腦系統儲存、控

制、展示、傳輸以整合文字、圖像、影像及聲音 
Brand (1988) 匯流是個人電腦科技迅速發展下所造成媒體（media）、出版

（publishing）以及電腦三個產業相互整合的現象。 
ITU （1996） 由於科技進步改變了內容與網路載具（carrier）之間的互動關係，相

關產業中各部門的關係隨之發生變化，電信公司與廣播或電視公司

在服務以及技術層面，已經逐步侵入彼此的市場中。 
EC （1997） 匯流為同樣類似的服務由不同的網路提供。 

OECD 
（1999） 

匯流現象是一種跨越電信與廣播產業的連鎖現象，因為數位科技的

持續發展，導致過去「單一網路僅能提供特定通訊服務」的架構不

復存在。 

Edwards(1999) 
& 

 

單一網路可提供多種服務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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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don(2001) 
Bauer (2002) 基於科技技術、經濟有利的考量，驅使共同提供某種服務的結果。

李淳、張玉山 

（2005） 

基礎電子通訊網路的數位化，使得電信與廣播服務不再侷限於以相

對應的傳輸網路作為唯一提供服務的架構；各種通訊服務本身以及

應用平台的數位化，導引著相關業者以既有設施邁向『全服務業者』

（all-service carriers）的方向前進，致使各種電信服務間，乃至於電

信與廣播產業的界線日趨模糊。對於這種產業界線的模糊化、通訊

服務同質化的變革，即為數位匯流。 

資料來源：劉幼俐(2004)，本研究整理 

 
根據上表，定義出本研究的「數位匯流」概念為：資訊服務或電信系統供應

商在特定網路環境中，可使用一種機制，使得業者在向終端用戶提供服務時，不

受接取技術的限制。亦即允許客戶使用同一終端、從任何網路接入、享受相同的

服務。 

 
 

二、數位匯流後之產業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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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e、Bradley 和Collis 所提出的融合模型中，這三個垂直的產業將會重新被劃

分為五層不同的子產業，分別為內容層、包裝層、傳輸層、操作層，以及終端層，

以下是各項介紹與關鍵成功因素。 

 
1.內容層（Content） 

內容是指的是透過媒介所傳輸的產品或服務，如新聞、電視節目、電影、音

樂、娛樂等等，電視台，電影公司即屬於此類的內容供應商（Content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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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GN上

均可透過同一網路傳輸，而內容供應商也可以透過多種管道銷售其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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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數位化、個人化的內

容將是未來相關產業發展的重點。 

 

2.包裝層（Packaging） 
包裝是指對上述內容層中的內容加以選擇、處理，甚至以額外的附加功能整

合，如入口網站Yahoo!、聯合新聞網（udn.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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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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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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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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科技發展等等。其競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是

透過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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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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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固網網路、無線網路，以及有

線電視網路等等，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如東森、富洋以及中華電信皆屬於傳

輸層之業者。在此多媒體產業結構中，傳輸架構仍將是一個共享的公眾網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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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Microsoft以及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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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者恆大的正反饋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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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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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Phone或是一

般手機（Feature Phone）、PDA、PC、N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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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數位匯流的種類 

因為匯流，數位的訊息可經由不同的管道進行傳送與播放，更刺激了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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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與新服務推出，例如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由 Cable 線纜提供寬頻上網服務，

而這過去只有 ADSL 服務業者在做的；然電信業者也不甘示弱，比方說中華電

信也以ADSL線纜傳送類似有線電視的MOD數位視訊服務；而網路電話（VoIP）
的出現，讓以往以公眾電信網路（PSTN）傳送的語音通訊服務，現在可以經由

IP 封包交換技術，利用網路來打電話，不僅顛覆了我們原有打電話的使用方式

和習慣，未來更即將帶來產業的大變動。 
 
由此可知，電信、媒體和網路產業彼此間的界線只會更加不清楚，面對複雜

的競爭環境，企業更應去重新進行策略佈局，例如東森這個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

者，最大對手可能不是其他的有線電視集團，而是經營電信業的巨人中華電信，

就是一個數位匯流後的明顯對手轉變的例子。然而所衍生出的是更複雜的競爭合

作關係及一個新的經營模式。 
 
一般而言，數位匯流可分為「資訊服務的市場匯流」以及「系統供應商的產

業匯流」兩類： 
（一）資訊服務的市場匯流 

當 NGN 此一概念被提出之後，一個建構在全 IP 網路的網路系統，透過將電

信、廣播（包括電視訊號及傳統的音訊廣播）、數據（傳統的 Internet）等三種不

同資訊服務將一起被整合在這個全 IP 網路上，並透過資訊服務商所提供的各種

豐富內涵，形成一個不同以往的應用環境，同時豐富了使用者對「網際網路」的

使用經驗。 

 
在匯流成以全IP的網路傳輸之後，TCP/IP成了共通且唯一的通訊協定，因此

在開放網路下，市場的競爭轉向水平整合，服務提供者從最大化自己在該領域的

競爭力與規模經濟，也會轉變成在水平市場中找到自己的利基市場。當資訊服務

的市場匯流之後，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對既有服務型態的調整與創新。特別對於包

裝層的業者，如何結合各種不同服務並針對各種市場推陳出新，設計吸引消費者

的商品及更便利的使用方式。 
 
（二）系統供應商的產業匯流 

2008年資訊界的大事：微軟（Microsoft）併購雅虎（Yahoo!），就是網路供

應者與傳統媒體或是作業系統業者間系統供應商的產業匯流的例子。 
 
 

四、小結 

從NGN時代下電信業者的角度看來，數位匯流的服務還未形成唯一的經營

模式，目前全球電信業者跨入數位匯流的方式，可歸類為三種。第一種是行動網



25 
 

路與固定式網路在市場面的整合，也就是以市場機制為引導，根據用戶的使用及

消費習慣，搭售各種行動和市內電話的產品、服務。以在美國為例，用戶購買搭

售的不同產品，可獲得價格優惠與折扣。第二種為設備上的整合，是以電子產品

整合為導向，使消費者習慣採用既能用在行動網路，又可應用在固定網路上的設

備。如英國電信（BT）整合服務所使用的藍芽電話（BluePhone），就是典型的

設備整合的例子。第三種則是基於服務的整合，電信營運商必須在服務層面實現

行動與固網的整合，例如在固網和行動網路之間，共用收信人的地址、電話號碼、

用戶帳戶等等，這部分對電信營運商的要求相對較高。 

對於電信營運商而言，上述三種方式中，市場面與設備面的整合成本較低，

而第三種以服務為基礎的方式，整合程度最高，營運商需進行較大投資，且涉及

管理支援平台、營運管理方式層面的整合，以及管制政策、產業鏈完整度等問題。

在所有數位匯流的文獻中，會出現一個共通觀念：「匯流是漸進式的演化

（Evolution），而非革命式的發展（Revolution）。」因此如何基礎於現有使用者

的經驗，建構出一套在NGN下可以穩定的經營模式，成了當今無論是電信業者

或是相關的資訊服務商乃至設備供應商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