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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行動加值服務 

一、 數位內容產業中的行動加值服務 

根據經濟部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對數位內容（Digital Content）的

定義：「數位內容係指將圖片、文字、影像、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數位化

並整合運用之產品或服務。」依照領域別可分為數位影音應用、電腦動畫、數

位遊戲、行動加值服務、數位學習、數位出版典藏、內容軟體、網路服務與數

位藝術九大分類等。數位內容產業定義及各產業分類範疇敘述如下： 

表 2.1 數位內容產業定義與範疇 

產業分類名稱 定義與範疇 

數位遊戲 將遊戲內容運用資訊科技加以開發或整合之產品或服務稱之。

電腦動畫 運用電腦產生或協助製作的連續聲音影像，廣泛應用於娛樂及

其他工商業用途者。 

數位學習 運用資訊科技，將學習內容數位化後，所進行之網路連線或離

線等服務及產品等學習活動。 

數位影音應用 將傳統類比影音資料予以數位化，或以數位方式拍攝或錄製影

音資料，再透過離線或連線方式，傳送整合應用之產品及服務。

行動加值服務 使用行動終端設備產品，經由行動通訊網路接取多樣化行動數

據內容及應用之服務。 

網路服務 提供網路內容、連線、儲存、傳送、播放等相關服務稱為網路

服務產業。 

內容軟體 製作、管理、組織與傳遞數位內容之相關軟體、工具或平台。

數位出版典藏 含傳統出版、數位化流通、電子化出版、數位典藏等產業。 

數位藝術 將藝術與科技結合，創作出新型多媒體化之藝術作品，並結合

社會生活與環境生態，產生具休閒娛樂功效之產品與服務稱為

藝術科技。 

 資料來源：經濟部數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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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行動加值服務之應用 

行動加值服務1係藉由行動終端設備，經過行動通訊網路存取數據內容的資

訊應用服務。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資策會 FIND 所進行的研究，將行動加值服

務依照其使用方式區分為四大類型，分別為「行動通訊服務」、「系統端服務」、

「行動網路服務」與「行動無線上網服務」。此四大類型服務的定義分別如下： 

1. 行動通訊服務：係指藉由手機，透過非傳統語音的方式，如簡訊服務(SMS)、

多媒體訊息服務(MMS)、影像電話等，以影像、圖片或文字形式與特定人進

行通訊的服務。 

2. 系統端服務：係指透過業者的系統端設定所提供的服務，包括來電答鈴、

來電黑／白名單、來電答訊、來電補手／不漏電服務、行動秘書、快遞郵

／任意郵、電話簿備份服務、手機防毒程式、雙號共振等服務。 

3. 行動網路服務：係指透過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System)、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及 3G(Third Generation Mobile System)網路接取由電信服務業

者所提供的數據網路服務，包括中華電信 emome、遠傳/和信 i-mode、遠傳

行動網、台灣大哥大 Catch、威寶 Vibo 行動網、亞太行動 Qma、泛亞 Hank、

東信 mobee life、大眾 MiMi 姆指情報等。 

4. 無線上網服務：係指使用筆記型電腦或 PDA 等非手機的終端設備，透過

GPRS/PHS/3G 無線網卡接取網際網路的網路連線服務。 

此外，針對消費者使用服務之目的不同，經濟部工業局亦另提出一種分類方式，

將行動加值服務區分為五大類型，分別為「行動通訊服務」、「行動娛樂服務」、

「行動交易服務」、「行動資訊服務」、「行動定位服務」： 

1. 行動通訊服務：提供使用者即時通訊的服務，如：簡訊服務(SMS）、多媒

                                                 
1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資策會 FIND 所進行的「台灣地區行動加值服務與行動週邊問卷調查」

研究，該研究將行動加值服務定義為「指行動通訊業者除了語音服務外，任何透過語音、數位

或其他方式提供用戶服務，並且直接或間接向用戶收費的服務，包括遊戲、圖案、鈴聲、訊息、

簡訊折價券、電子交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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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訊息服務(MMS)、即時訊息(IM, Instant Message)與電子郵件等。 

2. 行動娛樂服務：提供使用者娛樂性的應用服務，如：鈴聲、圖像、影音等

多媒體內容與手機遊戲下載等服務。 

3. 行動交易服務：提供使用者金融與商務的服務，如：行動購物、行動銀行、

行動票務、行動證券服務等。利用手機的個人化特性，結合現有 SIM 卡的

智慧功能使得交易更具安全性。利用近距離無線通訊(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感應式技術的手機信用卡也讓購物更便利。 

4. 行動資訊服務：提供使用者即時的資訊服務，如：新聞、氣象、股市資訊、

交通路況、停車位查詢、隨身字典等服務。 

5. 行動定位服務：提供使用者座標定位資訊服務。如：利用手機與基地台定

位，取得使用者座標資訊提供即時地圖、旅遊資訊等服務。最近廠商推出

內建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晶片的手機，

不但使定位更加精確外，更使得手機成為個人行動導航工具。 

三、 行動加值服務之特性 

根據 Müller-Veerse(2000) 所提出之行動加值服務特性，指出其與網際網路服

務有所差異，分別敘述如下： 

1. 無所不在(ubiquity)：行動終端裝置具有無線通訊功能，無論何時、何地

只要能夠存取無線網路都能使用服務。 

2. 可及性(reachability)：由於行動裝置具有即時通訊的功能，使用者無論

何時、何地都能透過裝置與其他使用者聯繫。 

3. 安全性(security)：行動裝置具有可供系統辨識之唯一資訊存在，因此電

信業者可以藉此確認使用者身分，並透過數位加解密機制保護使用者資料。 

4. 便利性(convenience)：行動裝置屬於個人化使用裝置，便於使用者攜帶使

用，並可以儲存部分資訊在其中，因此帶來許多生活上的使用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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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位(localization)：行動裝置與網路基地台之間可透過三點定位技術，

辨識出使用者所在的區域範圍，因此可針對使用者提供特定區域內服務或

資訊。 

6. 即時連結(instant connectivity)：透過 3G、GPRS、WAP 等通訊技術使行

動裝置透過網路連結至各種服務或應用伺服器，進而取得所需之服務與資

訊。 

7. 個人化(personalization)：行動裝置屬於個人化的商品，電信業者可透過

客製化服務，提供不同之訊息與服務給不同的使用者，如電子帳單、電子

折價券與促銷訊息等。 

第二節 服務創新 

一、 新服務的定義 

行銷大師 Kolter (1992)對服務的定義：「服務係指一個組織提供其他群體

的任何活動或利益，基本上是無形的且與所有權無關。服務本身不一定與實體

產品產生關聯。」。Kolter 更進一步提出服務乃是一個無形的過程（process）。

產品的好壞，決定於服務的過程結束後消費者的主觀滿意度。服務本身具有下

列特性：1.無形性：服務是無形的，購買前無法對服務視、嚐、觸、聽、聞。

2.不可分割性：服務的生產與消費通常是同時進行的，與實體產品必須經由製

造、儲存、配送、銷售，最後才得以消費的程序大不相同。3.可變性：服務本

身具有高度可變性，會因為提供服務的人、事、物、時不同而產生不同效果。

4.易逝性：服務無法儲藏，產出的服務若未被消費即會消逝。淺井慶三郎、清

水滋（1999）則定義服務是「由人類勞動所產生依存於人類行為而非物質的實

體」。美國行銷學會則將服務定義為「純就銷售或配合產品銷售所提供之各項

活動、利益或滿意。」依據此定義，活動可分為下列幾種：1、與其他產品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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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單獨銷售之無形活動。2、配合有形產品使用之無形活動。3、與其他產品或

無形活動配合銷售之無形活動。（AMA, 1980）。 

Tax & Stuart（1997）從兩個角度提出定義新服務的方法，一是根據現有

服務系統本身改變的範疇；另一是根據服務操作過程與參與者的改變。服務過

程中有一連串活動由參與者與其互動，任何服務概念改變都需要不同能力使之

運作，這都可被視為是新服務。，Johne & Storey (1998) 將新服務開發的範

圍界定為六個區域：共同的環境、流程本身、參與人員、機會分析，以及開發

與執行。Kelly & Storey（2000）將服務型企業的新產品定義為：1. 核心產品

對於公司而言具新穎性或世界首創(new to the world)。2. 核心產品能夠改善

現有產品。3. 具補充性質和附加價值的服務。 

Johnson et al.（2000）將各個學者對新服務的分類做一整理，主要分成

兩大類：「基本創新 (radical innovation)」與「延伸創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基本創新」包含：1. 主要創新：為市場設計尚未被定義的新

服務，通常是以資訊和電腦為基礎的技術所驅使的服務。2. 開創新市場：以既

有服務開創新的市場。3. 提供市場新服務：提供新服務給市場原有顧客。而「延

伸創新」則包含：1. 服務線的延伸：擴充現有的服務線，例如：增加服務手冊

內新項目、增加公車的新路線和學校提供新課程。2. 服務的改善：改善既有服

務的特色。3. 風格改變：視覺性的改變，會影響顧客知覺、情感與態度，但不

會改變服務的本質，僅影響服務給顧客外在印象。 

表 2.2 新服務相關論文整理 

理論學派 主要觀點或理論 

Tax & Stuart（1997） 定義新服務的方法： 

1. 根據現有服務系統本身改變的範圍來認定。 

2. 根據服務操作過程與參與者的改變來認定。 

Johne & Storey (1998) 新服務開發的範圍界定為六個區域：共同的環境、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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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本身、參與人員、機會分析，以及開發與執行。 

Kelly & Storey（2000） 服務型企業的新產品定義： 

1. 其核心產品對於公司來說是新創的或世界首

創。 

2. 其核心產品能夠改善現有產品。 

3. 具補充性質和附加價值的服務。 

Johnson et al.（2000） 將各學者的新服務分類整理分成兩大類： 

1. 基本創新： 

(1) 主要創新：為市場設計尚未被定義的新服務，

通常為資訊技術為基礎驅使。 

(2) 開創新市場：以既有服務開創新的市場。 

(3) 提供市場新服務：把新服務提供給既有市場。

2. 延伸創新： 

(1) 服務線的延伸：擴充現有的服務線。 

(2) 服務的改良：改善既有服務的特色。 

(3) 風格的改變：視覺性的改變，會影響顧客知

覺、情感與態度，但不會改變服務的本質。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服務創新模型 

Voss (1992)提出創新過程在許多服務業中，首先是藉由技術性方法獲知

市場需求，以發展出新的創意和概念；第二步驟則是服務原型(service 

prototype)的設計與發展；透過公司內部測試服務原型，並且藉由顧客使用後

的建議進行修正後，才將新服務投入市場，流程中的每個階段都必須不斷地持

續改善，使得服務開發能夠更符合需求、更盡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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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服務創新流程 

資料來源：Voss, 1992  

 

進入知識經濟時代，創新活動從製造階段的製程創新已逐漸轉變為服務創

新，從顧客、服務到製造階段都成為創新可能發生的場域 (CRIC, 2001) 。 

  

圖 2.2 服務創新：消費、服務與製造倒金字塔 

 

 

 

 

 

 
 

 

資料來源：CRIC, 2001 

 

參與服務創新的驅動力量可分為「內部因子」與「外部因子」。Sundbo & 

Gallouj (1998) 研究提出創新服務的驅動力量來自內部的研發投入、人力資源

與創新策略管理等，而來自外部的則有供應商、客戶、同業等，以及制度、社會、

技術等環境影響變數。Bilderbeek (1998) 提出創新服務的四個構面來分析服務

業的創新活動： 

 

 

創新

場域

顧客 

舊世界：製程創新

新世界：服務創新

創新場域 

服務 

製造 

概念發展與分析 服務原型發展 服務原型測試 新服務投入 

服務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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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創新服務的四構面 

構面 說明 

新服務觀念 (New 

Service Concept) 

大部分的服務創新並無實體產品，而是提供一個特定問

題方案的新點子或新概念。新服務概念有時已存在相似

的市場中，但對於所欲應用的市場而言仍具備新穎性。

新客戶介面 (New 

Client Interface) 

服務提供者與客戶之間的互動介面，服務業者透過此介

面可以提供創新的支援服務。因為有時創新活動很難去

界定是發生在服務提供者端或客戶端。服務業者與客戶

的互動過程中，從客戶端所獲知的知識有時就成為創新

的來源。 

新服務交付系統 

(New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新客戶介面指的是服務提供者與客戶之間的單一形式

介面，例如交易、售後服務等系統；而新服務交付系統

則是組織內部的改變，例如為提供新服務所實施的員工

教育訓練、為提供服務所成立的新部門等。 

技術選擇

(Technological 

Options) 

雖然在服務創新中並不一定具備新的技術，但廣義來

看，技術有助於服務概念實現，以及加速創新的過程。

資料來源：Bilderbeek, 1998 

 

圖 2.3 創新服務模型 

 

 

資料來源：Bilderbeek, 1998 

市場行銷

組織發展 配銷

新服務觀念  新客戶介面  

新服務交付

技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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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價值交換 

一、 價值網路 

Michael Porter (1985)提出的價值鏈(value chain)強調價值活動在於生

產端為主的相關活動，例如從進料、生產、出貨到服務的相關流程，價值經營

以供應鏈與需求管理為主。Stabell & Fjeldstad (1998)認為除了價值鏈之外，

另提出價值群(value shop)、價值網(value network)的三種新產品的價值型態

(value configuration)，說明企業創造價值的方式，企業價值經營轉為逐漸重

視利害關係人的影響性。 

Bovet & Martha (2000) 對價值網的定義為「一個由顧客與供應商的夥伴

關係和資訊流組成的動態網路」，又指出「價值網是由顧客真正的需求所推動

的動態網路」，根據 Bovet & Martha (2000) 研究描述建立價值網的目的為「找

出供應鏈中的潛藏利益」。羅啟源、劉端旭(2001) 研究提出價值網是包含供應

面、需求面以及企業本身等之三個產品服務價值創造之領域，而其目的就在於

尋找出價值網中各個層面中的潛藏利益，並將其分享給價值網中的各個成員。 

Porter (1980) 五力競爭理論分析中強調公司獲利，必需擠壓潛在進入

者、供應商、競爭同業（替代品）與客戶的利益。而 Baudenburge & Nalebuff

（1996）所著的“Co-opetition＂中則提出『競合理論』，說明市場經營中合

作和競爭行爲一樣重要，競爭對手或同業的失敗不一定對自己有利。利用賽局

理論將供應者、顧客、競爭者、互補者與企業本身形成價值網(Value Net)提出

競合理論，其中提到有關價值的基本二元性：「創造價值的本質是合作的過程，

爭取價值的本質是競爭的過程」。為創造價值，人們必須彼此依賴不可單獨行

動；企業必須與顧客、供應商、員工結合以開拓新市場或擴大現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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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Baudenburge & Nalebuff ,1996 

二、 價值交換 

    Verna Allee (2000)指出，知識經濟時代商業模型的關鍵是價值流通方式，

價值網路透過企業、顧客、供應商、聯盟、社群之間複雜的動態交流產生經濟價

值。價值網路中不僅只於交換產品、服務與收益，還應包含知識與無形資產這兩

種價值的流通，這些價值交換在價值網路中發揮重大作用。 

表 2.4 價值交換的內容 

價值交換分類 實質內容 

商品、服務、收益 產品與服務的交換，包括商業合同的交易、退貨、付款

等活動。此外能直接產生收益的知識產品與服務（各種

報告）也歸屬於這類價值交換的一部分。 

知識 用以支援主要核心產品及服務的各種策略資訊、過程知

識、專業技能、聯盟策略設計、策略發展等。 

無形價值 超越實體的價值交換，無法以傳統財務資料衡量的無形

價值。例如：社區歸屬感、顧客忠誠度、品牌、形象等。

資料來源： Verna Allee, 2000 

McLoughlin & Horan（2000）研究在企業關係中多種資源被彼此交換，並

顧客 

公司 

供應商 

競爭者 互補者 

原料、人力 

產品、服務 金流 

金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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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分為下列五大類：財務性與經濟性交換、技術的交換、知識的交換、法律

的交換與資訊的交換。 

1. 財務性與經濟性交換：商業市場中交換具有財務性與經濟性的構面。經濟

性價值被用來作為衡量關係的一種指標。 

2. 技術的交換：在商業市場中技術的相互依賴是很自然的，為了滿足組織間

技術能力而產生交換的需求；彼此交換的依賴程度也受到技術複雜度影

響，通常非常態性、複雜度較高的技術也需要深廣的交換活動。 

3. 知識的交換：對學界與產業界來說知識管理都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可用下

列幾種方法來瞭解知識。首先，知識是成員如何完成任務的能力；第二，

知識發生自成員之間如何與其他人進行商業活動。第三，知識與成員利用

知識的能力具有關連性。 

4. 法律的交換：成員間相互依賴與關係也能透過法律上的關係來檢視，這些

法律約束可能與各種交換的觀點有關。 

5. 資訊的交換：資訊的交換普遍發生在組織間技術、法律、社會與其他關係

上。資訊可能是技術發展交換協議這類的正式交換；也可能是銷售人員討

論競爭者產品的這類非正式的交換。 

胡哲生(2002)提出交易價值主要分為六項：1. 經濟性價值（成本/收入）。

2. 社會性價值（經驗/默契/信任/承諾/理念）。3. 技術性價值。4. 知識性價

值。5. 策略性價值（配合整體支援網路的策略目標）。6. 綜效性價值（採購、

設計經濟性價值）。張景隆(2003) 整理各學者看法後，提出以下五類價值交換

分類：1. 財務性與經濟性交換：經濟價值。2. 技術的交換：技術價值。3. 知

識的交換：知識價值；資訊的交換：資訊價值。4. 整合價值(綜效價值)：企業

將相關或非相關產品或技術加以組合，增加產品線的深廣並產生綜效，以提供

消費者更多元化的選擇。5. 社會價值：超越實體的價值交換，不能由傳統的財

務資料衡量的無形價值，例如經驗、信任、忠誠、經驗累積與學習、互信機制、

溝通與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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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雅燕、胡哲生與楊文惠(2006)更進一步將企業間的交易價值內容分類為

五大類：1. 經濟價值(Ve)：純粹以經濟價值評價之交易，如產品、服務等。2. 

技術價值(Vte)：有關製造生產產品所需之專有性、獨特性技能，如新創技術或

製程改良技術。3. 資訊價值(Vi)：有關市場、產品、技術、法律等訊息之交換。

4. 知識價值(Vk)：交易方利用組織本身的知能進行技術創新或產品、服務價值

鏈開發。5. 策略價值(Vs)：交易雙方對未來共同願景、目標、政策之策略性合

作，無法透過傳統財務方式來衡量的無形價值。 

本研究綜合上述文獻與行動加值產業特性，將價值交換內容分類如下： 

表 2.5 價值交換內容之分類編碼 
產品 (Vp) 包含實體產品、設備與服務的交換。 

經濟價值 收益 (V$) 主要為經濟或財務上之金流交換。 

知識 (Vk) 透過長期內、外部經驗與實務累積，有助於技

術、產品創新的知能。 

資訊 (Vi) 有關產品、市場、技術、法律等訊息，如市場需

求、市場情報、產品回饋等。 
整合價值 

技術 (Vt) 開發、生產產品所需之獨特性、專有性技能，如

專利技術、技術支援等。 

策略 (Vs) 交易雙方對未來目標、願景具有策略性之合作。

如異業結盟、投資入股等。 

網路外部性 

(Vn) 

因產品或服務廣被採用，間接影響市場規模、採

購或生產成本之改變。 
無形價值 

品牌 (Vb) 消費者因交易而產生對於品牌知名度、忠誠度、

品牌聯想等品牌價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依照表 2.5 所示將價值交換類型分為經濟價值、整合價值與無形價

值，再將各分類之內容區分為產品、收益、資訊、知識、技術、策略、網路外

部性與品牌等分類方式進行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