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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介紹 

第一節 簡訊服務 

『除了語音溝通之外，手機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啊？』 

「如果手機也能當電報來使用，那應該很酷吧！」 

『…能夠拿來文字聊天的話，應該也不錯吧～』 

在 80 年代初期，類似這樣的熱烈討論，時常出現在的一些研究行動通信

的社群成員聚會場合中… 

 

一.個案背景介紹 

簡訊服務(SMS, Short Message Service)是常見的行動電話服務之一，又被稱

為短訊、短信、文字訊息服務等，利用行動電話透過文字即時地傳遞訊息，透

過數位化文字可大量傳播、易於保存的特性，增加訊息傳達的可靠度，提昇通

信雙方溝通效率。簡訊服務最早使用於全球行動通訊系統(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2上，目前幾乎任何手機系統都能彼此互通。 

我國自 1997 年電信自由化後，至 2002 年 12 月為止，短短五年內行動電

話用戶數已突破 2390 萬戶，門號普及率高達 107%，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簡訊

傳送數量從 2001 年 12.86 億則成長至 2006 年 36.59 億則，市場營收亦從 2001

年的 31.64 億元(新台幣)成長至 2006 年的 78.72 億元。 

 

                                                 
2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是由歐盟(European Union)制定的數位式

行動電話系統，又稱之為「泛歐式數位行動電話系統」，是目前全世界最普及的行動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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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我國簡訊服務通信量及營收 

 

資料來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簡訊服務的創新構面 

以新服務觀念、新服務交付系統、新顧客介面與技術選擇等四個構面來探

討簡訊服務的創新型態。 

1. 新服務觀念 

1980 年代初期，想要將文字訊息(text messageing)應用在行動通信上的想法

開始出現，起初這樣的想法在一些研究行動通信的社群內引起討論，而一些參

與社群中的專家認為這樣的應用必須予以推動並形成標準。1985 年 2 月，由 J. 

Audestad 擔任主席的 GSM 子工作小組 WP3 開始將此列入小組內的工作討

論，並建議 GSM 工作團隊將其列入新一代行動通信標準的服務中。1985 年 6

月由 GSM 所提出的「Services and Facilities to be provided in the GSM System」

文件中提及文字訊息的收發端，簡訊服務開始形諸於文字而不再只是概念。 

2. 新服務交付系統 

為了將數位文字訊息完整無誤且不漏失地從發送端傳送到接收端，簡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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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傳送過程採用儲存轉發(store-and-forward)的運作機制。為此電信業者必須建

置簡訊服務中心(SMSC, Short Message Service Center)與簡訊服務閘道

(SMCGWSC 或 SMCSMSC, SMS-Gateway MSC)等設備來進行服務。 

當發送端想要將文字訊息傳送給接收端時。首先，將訊息傳給自己所屬的

簡訊服務行動交換中心(SMS-IWMSC, SMS-Inter Working Mobile Switching 

Center)，再透過與行動交換中心相連的簡訊交換中心(SMSC)找到接收端的傳送

路由，經過此路由將文字訊息轉發到接收端的簡訊服務行動交換中心 (SMS 

-GMSC, SMS-Gateway Mobile Switching Center），由該簡訊服務中心通知接收端

接收新訊息。 

圖 4.2 簡訊服務網路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 新顧客介面 

一則簡訊能夠容納140位元組(byte)的數位資料，可換算為140個8位元(bit)

的英文字。如果是中文、韓文與日文等需要佔用 2 位元組的雙位元文字，則可

容納 70 個字。為了增進讀取簡訊內容的便利性，行動電話在顯示設計上開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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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同時顯示多行文字的小型液晶螢幕，並且增加螢幕背光功能以利於夜間或

光線不足的情況下進行閱讀。 

由於行動電話不再只是單純語音通話的通信工具，為了輸入各種文字內

容，行動電話將原來的數字按鈕設置相對應的英文字母輸入功能。為了因應世

界各種語言文字，行動電話也開始內建相對的輸入法。由於簡訊內容的長度可

能需要跨頁閱讀，鍵盤設計也提供上、下鍵功能以便於捲動螢幕畫面。 

搭配新的簡訊服務應用與傳輸，新一代的 GSM 通信網路必須設計新的通

信協定來達成。行動電話也必須依照 GSM 所訂定之標準，提供符合通信協定

的設計。行動電話不再只是單純提供清晰的語音通信使用，還必須為簡訊服務

思考各種軟、硬體設計。提供使用者全新的溝通模式與終端裝置。 

4. 技術選擇 

接續早期由 GSM 子工作團隊 WP3 所提出的文字訊息應用建議。1987 年 5

月由 Friedhelm Hillebrand 所主導的 IDE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ata and Tele 

-matic Services Experts Group)工作小組提出 GSM 03.40 點對點(Point to Point)

與 GSM 03.41 小區域廣播(Cell Broadcast)協議，並且成為日後簡訊服務標準。 

GSM 03.40 點對點的方式，是使用者最熟知的簡訊服務使用方式，透過發

送端將文字內容直接傳送到接收端的行動電話中。而 GSM 協議 03.41 則定義簡

訊廣播服務﹙SMS-CB, SMS Cell Broadcast﹚，也就是以廣播的方式將數位資訊

傳送給某個區域內的所有使用戶，只要在進行雙向點對點通訊之外的時間，都

可以定期收到這些廣播訊息。 

第一則商業應用的簡訊於 1992 年 12 月 3 日由 Neil Papworth 使用個人電

腦發出，透過英國 Vodafone 的 GSM 網路傳送「Merry Christamas」為內容的簡

訊給友人 Ricard Jarvis。早期因為電信業者的相關帳務系統並未設置完善，使

得簡訊服務的推展十分緩慢，隨著業者設備建置完善與完成系統間互通，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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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送從 1995 年的每月每人平均 0.4 則成長到 2000 年的 35 則。至 2005 年估

計全球每年傳送超過一兆則簡訊。 

圖 4.3 簡訊服務的創新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簡訊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根據前述的創新模式，探討簡訊服務在創新過程中，供應商與客戶端等驅

動因子各扮演何種角色。 

1. 供應商 

簡訊服務創新過程中的服務新觀念起源自行動通信社群，社群中的許多專

家、學者同時也參與了 GSM Group 的活動，並將簡訊服務納為 GSM 標準的一

部分。其中負責協議訂定 GSM 各項標準的 GSM 子工作團隊成員裡，有許多

來自於產學的專家、學者，其中不乏通訊設備廠商、手機終端設備供應商的工

程師、科學家與研究員。因此在簡訊服務創新的過程中，供應商可以說一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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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程度的支配影響力。 

當簡訊服務成為 GSM 標準的一部分後，通信設備供應商與手機設備供應

商便開始依照標準著手設計、製造與生產通信設備與行動終端設備。並開始積

極向電信服務業者、電信營運商提供完整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以協助電信

服務業者得以提供服務給行動通信使用者。 

此外，新的行動電話供應商也必須因應新的通信系統提供使用者新的行動

終端設備。符合標準與滿足需求的新產品，必須與電信服務業者將系統推出時

同步上市，才能避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況發生。 

2. 服務業者 

簡訊服務推展過程中，全世界各大通信設備廠商都緊追標準規格腳步，期

能在最短時間內將設備提供給電信服務業者。而電信服務業者在經過評選、試

車等階段後，選出合適的設備方案與供應商後，便會展開設備建置工作。電信

服務業者在評選設備時，十分重視設備規格是否符合公開業界標準，確保設備

未來擴充性與相容性；此外設備供應商是否穩健經營，也對會影響日後設備是

否會成為無人可支援的設備孤兒。 

供應商在設備建置階段不僅扮演設備提供的角色，同時也肩負協助電信服

務業者建置的技術提供與支援角色。從設備製造出廠，到電信業者將設備整合

至完整的電信服務網路上。過程中仍必須許多系統建置與整合工作必須在電信

服務業者端完成。 

為了確保服務推出時，使用者有合適的行動終端設備可搭配服務使用。電

信服務業者必須確認手機供應商的手機推出時程，並確保手機通路商能有手機

適時提供消費者。此外，電信服務業者本身必須為新增的建置設備投入相當的

維運技術人力，並訓練客服人員熟悉新的系統與服務，在服務上線推出之前，

必要的組織改變與人力配置都必須同時到位。因此，可以說簡訊服務創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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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信服務業者雖然取得設備供應商的相關設備與支援，但實施服務創新的

過程絕大多數仍發生在服務業者。 

3. 客戶端 

行動通信使用者在申裝新系統服務後，可能需要一些時間適應新手機等終

端設備的操作使用。但是手機設計與傳統室內電話機或類比式行動電話並無極

大差異，使用者除了學習手機上簡訊服務接收閱讀與輸入發送的功能之外，並

不用刻意學習新通信系統的背景技術。很明顯地，在簡訊服務創新過程中，行

動通信使用者即是此創新服務商品的終端使用者。 

綜合以上服務創新驅動因子分析，可推知簡訊服務屬於偏向「供應商支配

的創新」(Supplier Dominated Innovation)的創新形式。 

表 4.1 簡訊服務的創新驅動形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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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訊服務的價值網路 

根據圖 2.4 價值網路(Baudenburge & Nalebuff ,1996)，企業必須與顧客、

供應商、員工及許多人結合以開拓新市場或擴大現有市場。在價值網路中除了

企業本身之外，之所以形成市場是因為有顧客的存在，而企業為了滿足顧客需

求，必須有供應商擔任其後盾提供必要的原物料、設備，也需要有互補廠商合

作成就產業，當然在一個自由市場中勢必也存在著具有競合關係的競爭者。 

探討簡訊服務的價值網路可以發現：電信服務業者提供行動使用者簡訊服

務的背後，由設備供應商的相關簡訊設備與技術奧援具有絕對影響。而手機製

造商與手機通路商等互補廠商供應手機產品及服務給使用者，讓使用者擁有可

以使用簡訊服務的終端設備，使得服務能夠完整運作。電信服務業者彼此之間

雖然有直接的競爭關係，但也因為簡訊服務跨網溝通的特性，使得使用者可能

因為其他使用者的外部影響而採用簡訊服務，進而提高業者彼此通信互連的意

願。服務業者間因而存在一種競合關係。 

圖 4.4 簡訊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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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研究表 2.5 採用的價值交換內容分類法，進一步將簡訊服務的價值

網路內容予以分類與編碼，得到如圖 4.4 之結果。從圖中可以發現使用者、電

信服務業者與設備供應商的上下游關係裡，彼此都存在成對的（Vp 與 Vi）的

經濟價值交換，而整合價值中資訊價值(Vi)則從終端使用者的服務使用反應或

市場需求逐漸回饋至上游服務業者或供應商。而服務業者間也隨著使用者採用

簡訊服務的比例增加，而彼此享有網路外部性(Vn)影響所帶來的無形價值。為

了擴大市場規模、加速服務普及，電信服務業者採取提高購機補貼給手機通路

商，以降低使用者的購機成本、提高服務使用意願。由於手機通路商對於消費

者的採購決策有著極大影響力，因此電信服務業者採取進一步的手機通路策略

(Vs)與手機通路商合作，以便整合彼此通路與行銷資源，創造雙贏的局面。 

圖 4.5 簡訊服務的價值交換內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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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簡訊代碼服務 

一.個案背景介紹 

自 1997 年底民營行動電話業者陸續展開營運後，行動市場用戶數由 1997

年底 149 萬戶大幅增加到 2000 年底 1,787 萬戶，其中民營行動電話業者用戶總

數高達 1,321 萬戶，占總用戶數 73.9 %。當時 A 電信公司面臨市場競爭壓力，

為搶佔市場競爭優勢、滿足客戶通信品質要求，繼 AMPS、GSM900 系統之後，

再引進 GSM1800 行動電話系統，結合 GSM900 提供雙頻行動服務。 

為提供客戶更多元之服務，A 電信公司積極開放多項基本及加值服務。2000

年 6 月首先開放行動電話簡訊服務(SMS)，同年 9 月在研究發展處協助下開放

簡訊代碼服務(SNS, Special Number Service)，提供企業用戶便利的簡訊應用。

2000 年 11 月再開放行動電話簡訊互連業務，使不同業者的用戶彼此間能夠互

傳。 

簡訊代碼服務是一提供 Internet 與行動電話間互相傳輸訊息的，提供一組

發訊代碼給企業客戶，經由此平台可以達到與行動電話間雙向發訊及收訊的功

能，使企業用戶可用更具效率的方式，達到訊息傳送之目的。 

圖 4.6 簡訊代碼系統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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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訊代碼服務的創新構面 

從創新四構面：新服務觀念、新服務交付系統、新顧客介面與技術選擇探

討簡訊代碼服務的創新型態。 

圖 4.7 簡訊代碼服務的創新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 新服務觀念 

GSM 行動通信系統服務開放之後，電信服務業者希望在傳統語音電話服務

之外，可以為行動服務創造更多附加價值，於是加值服務就成為營運上的新焦

點。為了提高簡訊服務業務量，電信服務業者開始積極思考更多的簡訊應用。

隨著行動電話使用者日益增加，許多企業發現簡訊是一種便宜又方便的傳訊方

式，因此大量簡訊發送需求逐漸浮現。 

為了滿足企業客戶的大量簡訊發送需求，研究發展處開始著手進行研發，

並於 2000 年 9 月推出簡訊代碼服務(SNS)提供企業客戶雙向傳訊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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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服務交付系統 

簡訊代碼服務利用簡訊中心伺服器提供網際網路與行動用戶間傳遞訊息

的作業平台，不僅可以讓企業客戶將訊息傳遞給國內各電信業者的行動用戶，

也可以將訊息傳遞給呼叫器等行動裝置。 

簡訊代碼平台接收到客戶端傳訊軟體的客戶代碼與簡訊內容後，先進行客

戶代碼的驗證，驗證無誤後就會將訊息內容透過簡訊中心(SMSC)傳遞給客戶端

指定的行動電話門號。而行動電話端也可以將簡訊發送給客戶的簡訊代碼，經

由簡訊代碼平台將訊息內容反向傳遞給企業客戶的傳訊軟體。 

3. 新顧客介面 

一般簡訊服務的使用情境：傳訊雙方都是利用行動電話進行簡訊的收發。

受限於訊息內容輸入與訊息的管理，這種方式並不適用於大量訊息的傳遞。 

簡訊代碼平台利用網路與簡訊中心互連，提供使用者透過電腦操作網頁或

套裝軟體進行傳訊，甚至也提供電話自動語音應答系統(IVR,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d)介面。多元的操作方式與介面提供更多便利性，查詢傳訊內容與紀錄

則提供合適的管理機制，客製化介面更提供企業客戶整合公司既有系統的彈性。 

4. 技術選擇 

為提供客戶透過網際網路與行動電話間傳遞訊息，研究發展處開發了具有

網路連線功能的簡訊代碼平台，並藉由可客製化的程式語言介面(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提供企業客戶開發專屬系統，增加服務應用

的彈性，並有下列特色： 

1. 即時性：經由網際網路將訊息傳送給簡訊代碼服務，短短幾秒內系統

便可將訊息傳達行動電話端，提供企業客戶分秒必爭的服務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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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性：藉由客戶簡訊代碼與密碼驗證機制，並鎖定客戶端系統的網

路 IP 位址，甚至提供安全編碼連線機制，提供具有安全可靠的連線服

務。 

3. 便利性：使用者可以透過電腦輸入訊息內容，或將常用訊息利用資料

庫方式存檔取用，大大降低利用手機輸入簡訊的不便性。 

4. 管理性：無論雙向傳訊紀錄、收訊號碼或使用者群組都可提供資料庫

模式進行管理。便於企業客戶掌握傳訊效率與服務費用等。 

5. 整合性：透過簡訊代碼服務可客製化功能，提供企業整合既有系統，

讓各行各業都能依照產業特性加以彈性應用。 

三.簡訊代碼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1. 供應商 

由於簡訊代碼平台係由電信服務業者自行研發，在本個案中設備供應商僅

單純提供電信服務業者所採購之設備商品。 

2. 服務業者 

掌握 GSM 行動通信系統功能與相關技術後，A 電信公司著手規劃簡訊服

務(SMS)的衍生應用，在研究發展處團隊的投入研發之後，2000 年 9 月成功開

發出連結網際網路與行動電話間的雙向傳訊平台－簡訊代碼服務(SNS)平台。並

陸續於 2004 年 8 月開放預付制簡訊代碼服務，2005 年 6 月再開發跨業者雙向

簡訊服務，提供企業客戶於單一代碼上可讓各電信業者門號均能雙向傳訊。 

得知市場客製服務需求之後，企業客戶服務團隊再度協調研究發展處團隊

支援客戶端的軟體開發，藉由研發團隊的技術專長，平均 2~3 個月專案時間內

即可提供完整客製服務，這讓企客服務團隊在激烈競爭的市場上擁有更強的競

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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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服務業者在此個案中的驅動形式包含了「實施創新服務的過程」與「進

行知識服務創新」。 

3. 客戶端 

與各行各業的客戶接觸過程中，電信業者得知企業客戶存在大量雙向訊息

傳送的需求。這樣的市場回饋促使電信業者投入簡訊代碼平台的開發，也因此

研究發展處團隊在開發設計過程中，都以滿足潛在企業客戶需求為平台規劃的

方向。 

當企業客戶服務團隊再次與接觸潛在客戶時，又再度發現簡訊代碼平台雖

能滿足客戶雙向傳訊需求，但與既有系統結合的客製化軟體開發卻非一般企業

能力所及，因此再度協調研發處團隊支援服務客製化，使簡訊代碼服務成為真

正完整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客戶不但是簡訊代碼服務的使用者，來自企業

客戶的市場回饋與客製化需求，都成為簡訊代碼服務創新過程的重要驅動因素。 

表 4.2 簡訊代碼服務的創新驅動形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服務創新驅動因子分析，推知簡訊代碼服務屬於偏向「客戶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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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Client-led Innovation)的創新形式。 

四.簡訊代碼服務的價值網路 

圖 4.8 簡訊代碼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A 電信公司在此價值網路中扮演提供企業客戶完整服務方案的角色，提供

客戶雙向傳訊服務之外，最重要的是協助客戶完成客製化軟體的開發工作。雖

然潛在客戶能夠瞭解簡訊代碼服務對企業的幫助，但在缺乏客製化服務的情況

下，光是享有大量簡訊優惠所帶來的電信費用支出降低，似乎仍無法滿足企業

客戶的需求。因此完整的客製服務成為簡訊代碼服務業務得以逐漸開展的重要

關鍵。 

企業使用者的產品使用經驗回饋，讓電信業者更貼近市場需求，藉此調整

市場推展方向與瞭解平台改善空間。不同產業客戶的軟體客製化經驗，也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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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客戶服務團隊得以累積不同產業的領域知識，有助於團隊下一次能提供更完

善的整合服務給潛在客戶，也拓展團隊視野能洞察更多未發覺的產業領域或市

場需求，提昇行動加值服務市場規模與企業客戶的服務廣度。 

圖 4.9 簡訊代碼服務的價值交換內容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進一步探討簡訊代碼服務的價值交換內容：電信服務業者不僅提供產品價

值(Vp)給企業使用者，為了滿足客戶的客製化需求，也同時提供了軟體客製服

務的整合價值(知識價值 Vk 與技術價值 Vt)。 

而除了企業客戶所回饋的市場資訊價值(Vi)之外，協助客製整合過程中的

領域知識分享，也提供電信服務業者不同的知識價值(Vk)。搭配客製服務與其

他整體電信服務需求規劃，讓企業享有更優惠的電信費用或服務附加價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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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降低客戶耗損率(customer attrition rate)，並提高電信服務業者的品牌價值

(Vb)。 

企業客戶服務團隊與潛在客戶接觸的過程中，發現已採用簡訊代碼服務的

指標性或對等競爭地位的企業，往往也會影響產業中潛在客戶的服務採用決

策。隨著越來越多的企業客戶使用簡訊代碼服務，也提高更多企業使用服務的

意願，這種網路外部性價值(Vn)，不僅降低客戶的決策風險，也提高簡訊代碼

服務的市場接受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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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簡訊大文豪服務 

一. 個案背景介紹 

『簡訊大文豪』服務是 B 電信公司所開發的訊息工具服務之一，提供了一

個可供使用者分享文學短訊及投稿的園地。經由簡訊大文豪服務使用者可讀取

別人精彩的文學短訊，並將該則短文轉傳給其他親朋好友，也可投稿到簡訊大

文豪服務，將自己精彩的雋永短文、幽默笑話和其他人共同分享。 

圖 4.10 簡訊大文豪服務 

 

資料來源：B 電信公司簡訊大文豪網站 

 

2002 年 5 月 20 日推出 Web 版簡訊大文豪服務以來，短短兩、三個月時間

服務就擠入 B 公司的十大熱門網頁排行榜，更成為榜上服務類的第四名。2002

年 8 月陸續開放簡訊大文豪「我的罐頭佳句」與「我的通訊錄」等新功能，提

供使用者全新個人化服務。2004 年 11 月 1 日服務搶先連載大陸作者千夫長創

作的簡訊小說「城外」首開國內手機文學風潮。2005 年 3 月推出簡訊大文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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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版服務，使用者除了使用網頁功能外，也可以利用行動電話上網使用該服務，

達成服務多元介面功能，也提高服務使用的便利性。 

二. 簡訊大文豪服務的創新構面 

探討簡訊大文豪服務的創新四構面：新服務觀念、新服務交付系統、新顧

客介面與技術選擇。 

圖 4.11 簡訊大文豪服務的創新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 新服務觀念 

傳訊服務一直都是加值服務裡最受歡迎的服務類型，但手機的中文輸入介

面對使用者來說一直都是門檻，也成為簡訊服務進一步推廣值得突破的難題。

由於使用者早已熟悉利用電腦在網頁上輸入資料的操作習慣，再加上先前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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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服務、簡訊廣播服務的經驗發現使用 Web 介面輸入簡訊有助於提高使用的

便利性。 

利用網路上的「分享」概念，讓使用者自己創作短訊內容，又可分享給其

他使用者，也可將短訊轉寄給親朋好友，這樣的概念就成為簡訊大文豪朝向社

群服務發展的方向。 

2000 年起，日本作家透過手機連載方式發表作品，在日本創下一年內突破

200 萬訂戶數的佳績，熟知日本動態的產品經理在得知這樣的流行訊息後，也

開始規劃利用簡訊大文豪成為推動手機文學的平台。 

2. 新服務交付系統 

行動加值服務產品部門委託研究發展處進行簡訊大文豪平台研發工作。

2002 年 5 月服務開放，提供 Web 與 WAP 服務介面便於使用者創作、分享、轉

寄簡訊內容。後來更增添「我的簡訊佳句」等個人化功能，並提供便利的通訊

錄管理機制，方便使用者將短訊分享給朋友。 

2004 年中國跟隨日本市場腳步也興起一股手機文學風潮，短短時間內大陸

作家千夫長的「城外」就締造了 80 萬人次下載訂閱。2004 年 11 月簡訊大文豪

首先連載「城外」這部作品，並舉辦手機文學座談會邀請吳淡如、方文山、水

瓶鯨魚等知名作家與會，並陸續推出國內作家的手機文學作品。整合行銷資源

舉行手機文學創作比賽，藉此發掘國內手機文學創作新秀，也提高手機文學服

務之明度，讓行動電話成為網路之外的另一個文學傳播平台。 

3. 新顧客介面 

網路使用 Web 介面或使用行動電話瀏覽 WAP 服務操作介面提高簡訊輸入

的便利性，藉由分享社群創作的短訊，提昇每則簡訊內容的再用率，更讓簡訊

服務使用門檻降低。使用者將自己創作的短訊文學投稿後，可以分享給其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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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收藏或轉發，簡訊大文豪服務不僅是服務平台，也創造了一個新的行動社

群。 

透過「我的通訊錄」管理親朋好友的行動電話號碼，以及提供群組功能都

讓訊息可以更即時、更便利地轉送。「我的每日簡訊」則提供使用者自選簡訊文

學類別，發送給使用者每天數則類別的優質短訊文學欣賞。提供使用者真正的

個人化服務。 

4. 技術選擇 

研究發展處研發團隊整合網路與 IT 技術，從既有簡訊代碼平台衍生發展出

簡訊大文豪平台，透過簡訊代碼機制連結簡訊中心，達到 Web 與手機介面皆能

使用服務並傳送訊息。不僅縮短了服務開發時程，也有效降低研發成本。 

2005 年 5 月完成的「我的每日簡訊」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自選感興趣的簡

訊文學類別，平台則每天提供數則優質短訊利用 WAP Push3寄送給使用者，使

用者如果對訊息內容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選簡訊內容中的連結網址，透過手機

上網直接瀏覽完整內容。 

三. 簡訊大文豪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探討簡訊大文豪服務創新過程中各創新驅動因子所扮演的角色，瞭解服務

的創新驅動形式。 

1. 供應商 

簡訊大文豪平台係由電信服務業者自行研發，在本個案中設備供應商僅單

純提供電信服務業者所採購之設備商品。 

                                                 
3 WAP Push 係利用簡訊將某一個網站或網頁的連結網址發送到支援 WAP Push 功能的手機上，

使用者收到簡訊時，只要點選簡訊內的連結網址即可立即連網到該網頁進行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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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文學作家利用簡訊大文豪這個平台，提供手機文學作品給使用者閱

讀。接觸到過去可能未曾接觸的讀者群，也開拓了作家另外一種文學創作形式

的機會，成為另類的服務內容供應商。 

2. 服務業者 

簡訊大文豪服務從產品的概念發想，到研發團隊整合既有簡訊代碼平台的

開發過程，整個服務的創新實施過程主要都發生在電信服務業者本身。 

從最初期的 Web 介面服務，在獲得使用者產品回饋後，又陸續增加個人化

與簡訊電話簿群組功能，繼而開放 WAP 版本的服務與整合 WAP Push 功能推出

「我的每日簡訊」功能，都係利用過去技術與服務開發經驗持續進行創新。 

3. 客戶端 

簡訊大文豪平台提供使用者一個分享簡訊與手機文學創作的園地，使用者

參與讓平台設備成為一個真正的服務。使用者不僅是此創新服務的消費者，使

用者之間的社群互動也鼓勵更多人願意分享創作，讓服務成為完整的社群服務。 

表 4.3 簡訊大文豪服務的創新驅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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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各種創新驅動因子分析， 簡訊大文豪服務可以算是「服務業者

的創新」(Innovation In Services)的創新形式。 

四. 簡訊大文豪服務的價值網路 

簡訊大文豪服務有效降低了使用者發送簡訊的輸入門檻，提昇使用者的個

人化服務體驗。引介優質手機文學作品，讓訂閱的讀者獲得新形式的精神食糧。

透過平台所營造出分享精神，提供使用者一個新的社群平台經驗。 

使用者彼此間的社群互動成就了簡訊大文豪服務，同時提高服務的顧客忠

誠度。轉寄短訊分享給親朋好友也帶動了更高的簡訊服務使用率，讓電信業者

的加值服務能更加普及，進而提昇行動加值服務整體營收。 

推出知名作家的手機文學作品，創造了電信服務業者、手機文學作家與服

務使用者之間的三贏局面。電信服務業者將利潤與作家共同分享，並將讀者意

見提供作家參考，使作家可以再創造出更棒的手機文學作品，繼而擴大本身的

讀者群，也吸引更多讀者使用簡訊大文豪服務，開創服務發展的良性循環。 

圖 4.12 簡訊大文豪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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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簡訊文學加的價值網路交換內容分析發現，電信服務業者邀請知名作家

發表手機文學創作，可能創造出未來更多合作型態的策略價值(Vs)，而手機文

學作品吸引服務使用者的訂閱，讓電信服務業者提昇服務營收，也讓手機文學

作家有意願從事更多的創作，形成一種正回饋的網路外部性價值(Vn)。透過訂

閱而接觸到不同讀者群的文學作家，無形中也獲得了另外來自於讀者的品牌價

值(Vb)。 

服務使用者與電信服務業者之間，不僅存在了產品價值(Vp)與收益價值(V$)

的交換。更重要的是透過平台所營造的社群，使得更多使用者使用簡訊大文豪

服務，也提高簡訊服務的使用率，甚至擴大影響範圍到其他電信業者的用戶，

創造了可觀的網路外部性價值(Vn)。電信服務業者引介優質的手機文學創作，

不僅提高服務使用者的產品忠誠度，也間接協助文學作家提高個人知名度，提

昇服務在使用者心目中的品牌價值(Vb)。 

圖 4.13 簡訊大文豪的價值交換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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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行動訂票服務 

眼看著「史瑞克三世」即將開演，晚下班又倒楣遇到塞車的西裝帥哥，急

忙趕往華納威秀與美女赴約…只是氣喘如牛、汗流浹背的模樣實在好不狼狽。 

「妳…妳再等我一下，我…去排隊買電影票。」帥哥上氣不接下氣地說著。 

『電影都要開演了，你現在排隊買票還來得及嘛？』不脫嬌貴氣質的美女

說。 

此時，旁邊一位身著乾淨格子襯衫和牛仔褲的宅男適時登場。手上秀著手

機螢幕上的二維條碼電影票。 

「我早就把票訂好了，還選了最舒服的中間座位，一起走吧！」 

 看到好心宅男的出現，美女臉上露出了開心的笑容，主動挽起宅男的手… 

『嗯，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吧！』她語氣溫柔地說。 

離開前，還不忘回頭對帥哥說『那～你就自己去排隊囉～』。 

看著兩人開心地手挽著手一起走向快速驗票入口，就像是通過機場公務門

一樣備受禮遇，這一切看在帥哥眼裡，心情實在十分複雜。 

 

一. 個案背景介紹 

行動訂票服務平台是由 C 電信公司與國內某行動加值業者合作開發之平

台，藉由 C 電信公司業者既有的技術與服務，整合完成訂票平台，提供使用者

便利的訂票方式，並享有更優惠的票價。由於服務推出後頗受使用者青睞，因

此陸續吸引不少國內知名影城、電影院紛紛加入參與，也讓使用者欣賞電影時

能有更多樣選擇，甚至是享受影城內餐飲的優惠。成為電信業者提供客戶實質

回饋與提升使用經驗的行動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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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2 月 C 電信公司業者的影視娛樂達人服務首推手機訂票會員服務，

行動使用者可以利用手機語音、WAP、Web 等介面操作直接上網訂票，免除看

電影還要排隊購票的困擾，可以線上直接選位劃位，更享有每張票價數十元優

惠。開放初期即已提供台北、新竹、台中、台南與高雄五地共 11 個影城訂票，

提供行動用戶生活娛樂的便利性。 

2005 年 7 月開始更應用行動二維條碼(QR Code, Quick Response Code)4做

為電子票券，讓使用者直接拿著手機就可到專屬取票櫃檯，透過驗票機自動辨

識，即可取票進場。 

二. 行動訂票服務的創新構面 

圖 4.14 行動訂票服務的創新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 QR Code 是一種二維空間條碼，1994 年由日本 Denso Wave 公司開發而成，較一般條碼可儲存

更多資料，已逐漸被應用於行動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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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服務觀念 

看電影排隊、買票進場雖然天經地義，但現代人生活步調匆忙、時間寶貴，

為了看電影還要大排長龍常常讓人因此打消念頭，要不然就是耗時排隊買票，

原本想要輕鬆看場電影結果卻換來一肚子怨氣。 

為了讓消費者更願意到電影院欣賞影片，也節省票務人員的處理成本。並

且提供多元訂票方式，讓觀眾可以隨時隨地訂票，不再需要因為購票大排長龍，

就是行動訂票服務的概念起源。  

2. 新服務交付系統 

到電影院欣賞影片的流程，大致上都需要先排隊準備購票，到了購票窗口

告知票務人員影片、場次、數量等資訊後，確定仍有足夠空位後，票務人員才

會詢問劃位需求，完成購票再進場。 

行動訂位服務的基本流程與傳統方式並無太大差異，比較不同的是使用者

面對行動購票服務平台進行訂票程序，因此不需要排隊等候服務，節省不少時

間。購票成功後，系統會將購票的相關電子票證利用簡訊或多媒體簡訊(MMS, 

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傳送到使用者的手機，憑此票證即可快速取票入

場。可以說，行動購票服務平台取代了購票窗口票務人員的工作程序，降低了

票務人員的工作負擔，也提高了觀眾買票進場觀賞電影的意願。 

3. 新顧客介面 

電影院的訂、購票介面就是購票窗口的票務人員。而行動訂票服務則提供

使用者列幾種服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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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行動訂票服務的訂票方式 

訂票方式 訂票程序與說明 

行動語音訂票 利用手機撥打訂票專線，依照語音提示依序選擇電影院、

影片、日期、場次、訂票張數、選擇付款方式，經系統再

次確認後，即可取得訂票序號並收到簡訊的電子票券。 

手機網訂票 利用手機上網選擇娛樂服務之訂票選單，依序選擇電影

院、影片、日期、場次、票種張數、選擇座位、付款方式，

確認後即可取得行動二維條碼的電子票券。開場前，憑此

票券即可至專屬櫃檯快速付錢取票，逾時取時。 

Web 網頁訂票 選擇網頁上的快速訂票服務選項，選擇電影院、日期及場

次、票種張數，經會員資料認證後，選擇座位、付款方式，

即可取得完成訂票並取得簡訊電子票券。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利用上述訂票程序成功訂票後，利用已取得的電子票券至電影院的專屬櫃

檯，即享有優惠的票價，依訂票時選擇的方式付費，即可取票進場。 

4. 技術選擇 

為提供使用者可以借由多元的方式進行訂票，電信服務業者利用既有的電

話自動語音應答技術(IVR)提供語音訂票使用，並利用行動二維條碼技術產生電

子票券，透過簡訊代碼服務將電子票券傳送到用戶手機端，完成行動訂票程序。 

行動訂票系統選用語音、WAP、Web 介面技術提供訂票服務，充分發揮行

動電話不受時間、地點隨時可用服務的特性，利用即時資料處理提供使用者即

時的訂票資訊。採用簡訊或行動二維條碼做為電子票券，讓使用者只須帶著隨

身手機即可準備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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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行動訂票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1. 供應商 

行動訂票系統平台是 C 電信公司業者與某行動加值業者合作開發完成，個

案中設備供應商僅單純提供平台所需之設備商品與技術。 

2. 服務業者 

C 電信公司業者的行動影視娛樂達人服務提供使用者最新電影資訊，並提

供電影相關的行動加值商品下載服務，如手機 Java 遊戲、彩圖桌布、原音鈴聲

等。以影迷俱樂部方式進行會員經營，提供會員電影票價、影城餐飲與相關服

務優惠。從會員用戶得到的意見回饋，讓電信服務業者開始尋求合作夥伴進行

行動訂票服務規劃。 

電信服務業者利用既有行動通信的自動語音應答功能、簡訊代碼與行動二

維條碼的知識技術，協助代理票務資訊的加值服務業者完成整合既有服務的創

新平台，並將行動訂票系統納入行動影視娛樂達人服務，提供行動用戶更完整、

便利的影視服務。 

3. 客戶端 

個案中創新驅動因子的客戶端，包含了加值服務業者（票務業者）與行動

訂票服務的行動用戶。其中加值服務業者使用了電信業者提供的自動語音應答

系統、簡訊代碼與行動二維條碼等服務。而行動使用戶則是行動訂票系統的客

戶。 

代理票務的加值服務業者與電信服務業者存在合作夥伴關係，但同時也是

電信服務的使用者。行動訂票創新服務可說是加值服務業者在電信業者技術支

援下通力完成的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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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行動訂票服務的創新驅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各創新驅動因子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推知行動訂票服務的應屬於

「透過服務的創新」(Innovation throught Services)的創新形式。 

四. 行動訂票服務的價值網路 

行動訂票服務的便利性與價格優惠，吸引使用者使用訂票服務。在使用者

透過行動訂票系統訂票的過程中，必須額外支付行動語音、數據通信與簡訊等

費用給電信服務業者，電信服務業者負責服務帳務處理與費用收付，並與加值

服務業者共同分享利潤。而行動用戶省去購買電影片所需付出的額外時間，又

得到實質的價格優惠，因此更願意採用行動訂票服務，也提高了行動服務的使

用率。 

加值業者代理電影院、影城的票務，獲得較優惠的票價，並與電信業者共

同開發平台，提供行動用戶使用服務。已經從行動用戶收取電信費用的電信服

務業者，不但不向加值業者收取自動影音應答系統、簡訊與其他服務的使用費，

反而將行動訂票服務的營收和加值業者共同分享，並提供相關使用回饋以及技

術支援協助加值業者進行服務改良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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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行動訂票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進一步對價值網路進行價值交換的內容分析：電信服務業者與加值業者共

同合作開發服務，彼此間之間存在策略價值(Vs)交換的夥伴關係。不同於一般

電信業者與服務使用者的關係，加值服務業者與電信服務業者間互有產品價值

(Vp)交換，雖然加值業者使用電信業者若干服務，但因為提供行動訂票平台的

訂票資訊與優惠價格，增加整體行動服務的使用率。電信服務業者因此將營收

與其分享，因此加值業者從電信服務業者獲得收益價值(V$)的交換。加值服務

業者同時兼具電信服務使用者與行動訂票服務合作夥伴的服務供應商角色。 

因為服務的便利性，行動訂票系統自推出以來，獲得行動用戶青睞與使

用，使電信業者的營收日增，也提高了與加值業者之間的利潤分享。此外，使

用者觀賞電影的消費意願提升後，也讓越來越多的電影院、影城願意加入服務

的優惠行列，產生了因為網路外部性價值(Vn)交換所帶來的正回饋效應。 



 53

設備供應商在此個案的價值網路中，扮演提供設備商品的角色，與電信服

務業者與手機通路商僅存在設備供應的上下游關係，彼此間存在較為單純的產

品價值(Vp)與收益價值(V$)、市場資訊價值(Vi)的交換關係。 

圖 4.16 行動訂票服務的價值交換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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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行動放送服務 

2007 年 6 月 13 日，史上第一次來自台灣的兩位大聯盟投手同一天先發主

投，並且分別取得勝投。 

紐約洋基隊的「台灣之光」王建民靠著拿手的伸卡球，從亞利桑內響尾蛇

手中拿下本球季的第六勝。轉播畫面切換到道奇隊和大都會的比賽，二局下，

郭泓志緊接著 Wilson Betemit 和 Matt Kemp 之後連續敲出三支陽春全壘打，成

為第一位在大聯盟擊出全壘打的台灣人。 

「很明顯的看王建民那場的人數，比小小郭這場還多。」 

『看來小小郭的全壘打並沒有太多人看到。』 

「嗯，人數統計報表是不會騙人的。」 

這對話並不是出現在體育頻道轉播室，而是在某電信機房的電腦螢幕前。 

 

一. 個案背景介紹 

3G 門號為「0999」開頭的 D 電信公司，特別選在 2005 年 7 月 26 日晚上 9

點 9 分 9 秒在電信展中宣佈正式開台。強調 3G 服務不僅「聽得見」也「看得

見」的，隨著 3G 服務開台開放影音電話之外，可收看新聞、電影、遊戲、音

樂的 3G 加值服務也同步推出。利用每秒傳輸 384K 的速度，提供比 2G 更豐富

多元的服務內容。 

為了滿足使用者的感官體驗，3G 影視服務也同步在 7 月 27 日開放，利用

多媒體串流技術(multimedia streaming)提供手機電視、隨選影片點播與偶像歌手

新歌發表會 Live 直播、MV 影片下載服務。取得美國職棒大聯盟(MLB)獨家手

機轉播授權，讓 3G 用戶透過手機也能同步欣賞台灣選手在球場上的精彩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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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豐富的行動放送服務 

 

資料來源：D 電信公司行動放送服務網站 

二. 行動放送服務的創新構面 

1. 新服務觀念 

時空回到 2004 年 12 月資訊月展場內，正為明年 3G 服務開台加值內容規

劃而苦思的產品經理，想要在會場內尋找點靈感。但看著菜市場般熱鬧叫賣 3C

產品的攤位，實在是令人無心再多駐足一秒鐘。 

忽然之間，看到每個參觀者臉上掛著笑容從蘋果電腦展場走出，人手一袋

Apple iPod 包裝，他心裡忽然出現這樣的聲音： 

『如果手機也能像 iPod 一樣受歡迎，可以讓人輕鬆地從 iTunes 網站下載

音樂欣賞。那 3G 服務應該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只是…音樂已經有 iPod 了，那

3G 手機...該怎麼辦？』 

正這麼煩惱時，腦中卻有了另外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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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那乾脆提供影音好了，不但有聲音，還有影像…就這麼提案好了！』 

iPod 的設計引發全球流行風潮，更重要的是 iTunes 平台提供音樂下載與計

費機制，兩者相輔相成開創了音樂付費機制的新局面。而行動放送平台正扮演

了 iTunes 這樣的角色。提供 3G 服務用戶透過手機即可觀賞新聞、體育、娛樂、

電影等豐富影音服務。 

2. 新服務交付系統 

行動放送平台藉由串流技術與 3G 寬頻網路，將影音串流即時傳送到手機

上提供用戶觀賞。帳務功能提供行動使用者精確的帳務計費，也將費用營收與

影片內容供應商共同分享。後端管理模組則提供內容供應商、電視台與後端管

理人員隨時掌握點播情況與影片內容上下架管理，針對每次點播的成效提供內

容供應商參考，並適度調整節目內容也符合市場需求。彈性的內容資費設計，

更讓行銷企劃人員可以包裝出不同的影視產品，滿足各種客群的需求。 

3. 新顧客介面 

使用者要觀賞行動放送服務，必須使用支援串流技術的手機，才能接收來

從行動放送服務平台的多媒體串流資料。近來行動電話的規格演進，朝向越來

越強大的處理器運算能力、電池續航力與高解析度彩色螢幕，因此目前大部分

的 3G 行動電話都支援 3GPP 或 MPEG-4 等串流格式，可以充分享受 3G 高頻寬

所帶來的影音新體驗。行動電話支援藍芽無線通訊規格，也便於使用者利用藍

芽無線耳機，輕鬆欣賞影音節目，也避免影響他人。 

與電視台合作偶像劇的首播活動，搭配服務推廣的抽獎活動，並結合行銷

資源投入上述功能規格的手機促銷活動，不僅讓消費者可以用更優惠的價格採

購手機，增加行動放送服務的知名度，擴大服務未來的潛在客群規模，也讓合

作影片或節目增加合作曝光的機會，達成彼此互利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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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選擇 

為了提供二十四小時的影音服務，平台規劃小組在平台開發初期，比較國

內外數種類似功能的平台產品。在評估產品規格、系統穩定度、設備供應商的

技術成熟度、支援能力與配合度等因素後，選定國外某知名品牌的串流伺服器

產品作為平台的基礎。該伺服器產品除了硬體設備報價之外，不再需要額外支

付任何整合建置、顧問費用給設備原廠，也成為規劃小組採用的重要影響因素。 

該產品支援 ISO 標準的 MPEG-4 與 3GPP、3GPP2 等串流格式，透過 RTSP 

over TCP 與 RTP over UDP 等串流通訊協定，提供行動裝置穩定而順暢的多媒

體串流資料傳輸。因應未來用戶成長而需要擴充系統容量的規劃議題，也由於

產品架構彈性設計的關係，大大提升了未來系統的可延展性與相容性。 

在原廠有效率的技術支援下，規劃小組與現場工程團隊在短短幾個月內，

將該產品整合至既有帳務系統與 3G 服務平台，並完成客服單位與行銷單位的

相關教育訓練工作，達成與 3G 服務同步開台的任務。 

圖 4.18 行動放送服務的創新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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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行動放送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下列探討創新過程各驅動因子所扮演的角色，以瞭解服務的創新驅動形

式。 

1. 供應商 

行動放送服務的設備供應商，提供平台所需的相關軟硬體設備，其極有效

率且高配合度的技術支援，成為平台建置團隊進行既有系統整合工作時的有力

支援。 

包含電視台在內的影音內容供應商，將原有節目運用轉碼技術即使壓縮編

碼成適合手機播放的多媒體串流格式，利用行動放送服務平台的後端管理機

制，將串流資料上架至服務平台，提供 3G 服務用戶隨時觀賞。 

2. 服務業者 

服務初期，產品經理一反過去電信業者總是被動接受行動內容供應商提案

企劃的習慣，改以極有說服力的專案簡報主動向電視台提案，以營收攤分的分

享模式爭取與電視台合作，免除支付高額授權費用，有效為公司節省可觀的成

本支出，並於 3G 服務開台時提供八家影視供應商的影視節目，領先業界。 

行動放送服務平台雖是利用市場上成熟產品為基礎，並積極與設備供應商

合作，但從規劃、設計、整合、測試到上線的整個過程中，整個規劃與建置團

隊克服萬難在短短數月時間即達成任務。電信服務業者積極協助影視供應商的

技術團隊設立網路專線，架設所需的主機設備，並提供技術協助供應商進行影

音即時轉碼，在雙方通力合作的情況下，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提供最佳品質的影

音串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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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戶端 

行動放送服務提供行動使用者最即時的影音串流服務，即便是最強調時效

性的體運競賽節目，行動放送節目與即時衛星轉播之間也僅僅有數秒鐘的差

異。使用者不必學習任何複雜的知識，只要用拇指按幾個按鈕，馬上就能透過

3G 手機輕鬆享受影音節目所帶來的娛樂效果。 

表 4.6 行動放送服務的創新驅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供應商、電信服務業者與客戶端不同角色的創新驅動形式，可以推知

行動放送服務應屬於「服務業者的創新」(Innovation In Services)的創新形式。 

四. 行動放送服務的價值網路 

行動放送服務不僅提供了即時新聞節目、動畫頻道、知名歌手的 MV 與演

唱會活動、金馬電影觀摩與電影預告片等。2006 年的 1 月與 5 月更分別取得台

灣 SBL 超級籃球聯賽與 MLB 美國職棒大聯盟的轉播授權，帶給 3G 服務使用

者最即時的娛樂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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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容供應商之間採用利潤共享的合作模式，不僅取得許多優質節目內

容，無形中也提高電視台、內容供應商的合作意願。為提升節目品質，服務平

台會自動檢查篩選出兩週未被點播使用的節目內容，提供報表通知相關產品經

理與內容供應商參考，以便更有效率進行內容經營調整。而使用者的直接回饋

與重複點播率也成為電信業者與內容供應商選擇影音節目時的最佳參考。 

內容供應商藉由提供影音內容給電信服務業者，不僅分享了營收利潤，更

擴大了原有電視收視的客戶群，使得原本不可能觀賞電視節目的冷門時段，也

有使用者透過 3G 手機進行節目收視，帶動節目收視率，也增加節目本身的廣

告收益，對影音內容供應商而言頗有助益。 

行動放送服務帶動產業正回饋的良性循環，優質行動放送節目提高行動用

戶的收視率，也影響了 3G 手機的需求，創造另一波換機潮，有助於 3G 服務推

廣。創造了使用者、電信業者、供應商與手機通路、製造商之間的多贏局面。 

圖 4.19 行動放送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行動放送服務的價值網路交換分析，前述影音服務創造出產業良性循

環，無論是電信服務業者本身，或是行動使用者、供應商、手機通路商、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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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甚至是其他電信服務業者之間無形之中都創造出網路外部性價值(Vn)。 

此外，電信服務業者在即時影音節目的編碼程序上，也給予了內容供應商

各種知識、技術上的整合價值(V, Vt)支援。從行動用戶的節目觀賞回饋、點播

率等，也提供了電視台、影音內容供應商在節目製播上的資訊價值(Vi)參考，

有助於製作出更貼近觀眾喜好、更優質的節目內容。行動用戶對節目的偏好，

也會形成內容供應商的無形品牌價值(Vb)。以 MLB 美國職棒大聯盟比賽實況

轉播節目為例：2006 年 8 月王建民球賽免費看活動僅獲得數百人收視，到 2007

年 4 月王建民重返出場的幾場轉播成果來看，都有數倍到十數倍的收視成長，

無形中也提高了使用者對 MLB 的品牌忠誠度。行動放送服務平台的新創紀錄

片大賞專區，提供台灣嚴選記錄片、公益影片，也提升電信服務業者本身的企

業品牌形象(Vb)。 

電信服務業者與影音內容供應商之間的合作關係衍生出更多元的策略價

值(Vs)。與內容供應商推出獨家音樂 MV 節目，後續更以結合音樂下載、影片

行銷的方式進行合作。邀請具原創性的動畫公司參與手機動畫影展活動，也衍

生出以投資方式進行的策略夥伴關係。 

圖 4.20 行動放送服務的價值交換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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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即時路況服務 

「剛剛廣播中的路況妳有沒有聽到？哪裡塞車？」好像忽然意識到錯過了

什麼，回頭問了坐在身旁的她。 

『沒啊！我以為你會自己聽啊』她沒好氣的回答著… 

「喔！我開車那麼專心，哪有注意到廣播在說什麼…」 

『你又沒交代我要幫你留意~』 

車子轉了幾個彎，遇上了車禍事故造成的塞車。 

「妳看啦！都是妳啦！現在塞車了，這下趕不及電影開場了啦！」 

『…………』她選擇沉默代替回答，電影似乎也沒那麼有趣了… 

一. 個案背景介紹 

現代人生活步調緊湊，有時候時間比金錢還寶貴，路上行車往往一個不小

心遇上了剛好塞車的路段，可能就這樣虛耗的幾分鐘。收聽廣播路況就成了許

多開車族的行車必備，但有時候錯過了訊息，或是沒有好心人回報路況，又或

者自己正要前往的區域還沒有資訊，往往遇上了臨時狀況還是讓人為之氣結。 

E 電信公司行動生活情報的「即時路況及車位」服務自 2002 年 10 月開始

提供全台交通路況與省縣市道路、高速公路替代道路資訊，結合定位功能每 35

秒即時更新資訊，讓行動用戶可立即掌握附近的交通狀況。與台北市停車管理

處合作的車位資訊，提供附近的停車場車位狀態與拖吊場資訊，並可以選擇以

區域方式進行查詢。 

除了文字路況訊息之外，2003 年 7 月新增台北市區主要道路的即時影像， 

2007 年 4 月獲得國道高速公路局授權，提供國道路況、道路施工與即時影像等，

提供使用者更完整的路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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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即時路況服務的創新構面 

從新服務概念、新服務交付系統、新顧客介面與技術選擇等四個創新構

面，探討行動即時路況服務的創新模式。 

1. 新服務觀念 

農曆春節假期過後，某位高階主管提問大家這樣一個問題：「春節假期中，

大家用過了哪些行動加值服務？有哪些服務是大家想要，但是我們還沒有的？」

於是各種各樣的答案紛紛出籠，也彙整出即時路況資訊的需求與概念。 

行動即時路況服務補強了路況廣播無法滿足個別駕駛人需求的缺點，提供

行動使用者所在地附近的即時路況。只要行動使用者按下手機按鍵，隨時隨地

都可以獲得最即時的路況資訊。結合行動通信系統的定位功能，與台北市停車

管理處合作，提供駕駛人附近停車場車位的即時狀態，省下駕駛人尋找停車位

的時間。 

2. 新服務交付系統 

由研究發展處自行開發，結合行動電話定位資訊，與來自於警察廣播電

台、國道高速公路局與台北市停車管理處的即時資料，整合而成的「即時路況

及車位」服務平台，成為行動入口網站內生活情報交通服務的一部分，提供行

動用戶最新的路況訊息。  

3. 新顧客介面 

不同於傳統收聽廣播的車況訊息，行動即時路況可以針對每位駕駛人的所

在地提供附近的交通資訊，省卻過去駕駛人需要一邊聽廣播、一邊還要對內容

進行資訊篩選，直接就能從手機畫面獲得最新路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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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行動電話規格的演進，越來越多高解析度彩色螢幕的手機問世，使用

者也能馬上從手機畫面上取得高速公路影像、重要路口等即時影像，讓駕駛人

在出發前往目的地之前，能就針對目前掌握的即時資訊，進行行車路線規劃。 

4. 技術選擇 

藉由數個基地台同時對行動電話進行多點定位，可以取得使用者目前的定

位資料。而來自於警察廣播電臺的全省路況消息、國道高速公路局的即時路況、

影像，以及台北市停車管理處的車位資料，則將這些即時資訊分門別類匯入平

台的資料庫中。研發團隊透過結合定位資料與資料庫內容，提供行動用戶所在

附近的各種應用服務。 

當行動用戶使用「即時路況及車位」服務時，平台將自動取得用戶的定位

資訊，依照座標位置尋找資料庫內的相關區域資料，提供使用者最短時間內的

交通資訊與即時路況。 

圖 4.21 即時路況服務的創新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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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即時路況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從行動即時路況服務的各創新驅動因子所扮演的角色，進行服務創新形式

的探討： 

1. 供應商 

行動即時路況服務平台係由電信服務業者自行研發，個案中設備供應商僅

單純提供電信服務業者所採購之設備商品。即時路況服務的內容供應商則包含

了警察廣播電臺、國道高速公路局與台北市停車管理處等單位，授權提供的國

道、省縣市道路路況、道路施工資訊、停車場車位等即時資訊給予電信服務業

者或加值服務業者使用。 

2. 服務業者 

電信服務業者透過自行設計的服務平台，將行動通信系統的定位資訊與上

述內容供應單位所提供的路況資料進行整合，開創出行動即時路況服務以滿足

用戶的需求。電信服務者不僅是整合完成創新服務平台，利用原有資訊與行動

通信技術，為即時路況服務創造出全新的應用概念。服務的推出也間接協助了

政府單位的資訊 M 化政策。 

配合各縣市政府舉行各類博覽會或大型活動，電信服務業者也會適時提供

相關活動區域的路況資訊或行車路線參考，協助參觀者、遊客等事先規劃行車

路線，在假期節日或活動期間扮演了協助提昇道路運輸效率的幫手角色。 

3. 客戶端 

行動使用者手機提供行動基地台取得位置資料，使得即使路況服務平台能

夠利用此資訊，整合使用者所在地附近的資訊，讓使用者透過手機上網即可輕

鬆取得即時路況與車位資訊，滿足使用者的交通資訊需求與行車規劃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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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即時路況服務的創新驅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即時路況及車位」服務屬於「服務業者的創新」

(Innovation In Services)的創新形式。 

四. 即時路況服務的價值網路 

從行動即時路況服務的價值網路發現，電信服務業者從資訊內容供應商

（高公局、警廣電台、北市停車處理處等）取得即時路況與停車場車位資訊，

經平台整合成為提供用戶的即時資訊服務，使用者得到了即時有用的資訊後，

進行適當的行車參考或規劃路線之用，有助於節省行車時間與成本。 

由於這些資訊內容供應商幾乎都屬於官方機構或公立單位，因此這些內容

供應單位並不向電信服務業者或加值服務業者收取任何授權金或費用拆分攤。

但因為使用者從服務中獲得所帶來的好處，提高對服務使用的需求度，一方面

帶給電信服務業者直接的收益，另一方面也間接使得政府的資訊 M 化政策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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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成效與迴響。此外，因消費者獲得相關路況資訊，而改變行動路線規劃，

也有助於提高道路的運輸效率。 

圖 4.22 即時路況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進一步對即時路況服務的價值網路進行內容分析，電信服務業者與競爭者

（其他電信服務業者）、互補廠商（手機通路商、製造商）與設備供應商之間的

價值交換，與其他服務的價值內容交換並無太大差異。 

由於個案中的內容供應商幾乎為公家單位，因此獲得供應單位免費授權之

後，電信服務業者即可進行附加價值作業，也因此電信服務業者與內容供應商

之間並未存在一般常見收益價值(V$)交換。但因為服務廣為行動者採用，間接

也讓政府資訊 M化政策達到成效，成為彼此間無形價值的交換。即時路況服務

帶給使用者的便利性，轉化成使用者對於公家單位提供的 M化資訊產生需求，

其實也可歸類為某種程度的品牌價值(Vb)交換。服務間接影響道路運輸效率的

提昇，也形成了另外一種網路外部性價值(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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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內容供應單位所提供的資料交換格式大多為自訂格式，因此當供

應單位收到電信服務業者的資料庫接取申請時，只要申請合格都會另外提供相

關技術文件與技術支援，協助電信服務業者或服務加值廠商進行整合，除了即

時資料的產品價值(Vp)之外，內容供應單位也提供電信服務業者整合技術價值

(Vt)。 

圖 4.23 即時路況服務的價值內容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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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生活資訊服務 

「今天晚餐想要吃什麼？」 

『吃什麼…每天吃得都差不多，好像都是那幾樣…』 

「對了，你不是有申請 3G 手機嗎？用手機查看看最近推薦什麼美食囉。」 

『對耶～妳不說我都忘記了～』 

點進生活資訊的美食專欄之後，映入眼簾的就是在附近的熱門美食推薦。 

『妳看，這家日本料理好像還不錯耶，還提供美食折價券，而且就在前面

轉角而已。』 

「看起來真的還不錯吃的樣子耶！走～我們就去這。」 

一. 個案背景介紹 

生活資訊服務是各電信業者加值服務中不可或缺的服務類別，許多行動使

用者經常利用這類服務作為生活情報的參考。與國內多家電信業者合作的「行

動 Walker」就是提供此類流行資訊、美食、購物情報的行動資訊服務。 

在日本已有五十餘年歷史的角川書店，在書籍、漫畫、雜誌出版有極出色

的表現。1999 年 4 月來台成立「台灣國際角川書店服份有限公司」後，於同年

9 月發行「Taipei Walker」月刊，專門介紹台北各種吃喝玩樂、娛樂相關資訊，

創刊號甚至創造 23 萬冊的銷售佳績，爾後持續每月 15 萬冊固定發行量，廣受

年輕讀者喜愛。 

繼平面雜誌月刊發行後，台灣角川也開始將服務延伸到行動加值服務，以

「行行 Walker」系列服務與多家電信業者合作，配合當期雜誌內容主題，提供

行動版的內容與月刊內容相互搭配，成為都會中的強力流行情報行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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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資訊服務的創新構面 

1. 新服務觀念 

行動資訊服務與平面情報雜誌最大的不同點就在於行動服務的移動性與

可定位性。行動生活資訊服務免除了使用者隨時隨地都需要攜帶一本厚重的雜

誌，也避免臨時需要卻找不到資訊的窘境，只要一機在手、天下資訊盡入眼中，

充分滿足行動用戶最即時的生活資訊需求。利用行動通信系統的定位資訊，整

合所在位置區域的店家資料與情報，提供使用者在地的服務，省卻不少資訊過

濾的時間。 

與美食店家合作推出美食優惠大放送的電子優惠券，就像平面月刊內折價

券的行動版本，讀者不但享受服務的便利性，也獲得實質優惠。「行動 Walker」

與 Walkers 系列雜誌內容同步，搭配月刊每期主題內容，調整主打的流行時尚

資訊，讓讀者永遠掌握最新流行資訊。 

2. 新服務交付系統 

「行動 Walker」是由台灣角川自行開發的服務平台，與電信合作洽談合作

後，藉由電信業者的行動服務選單，提供流行資訊給行動用戶。使用者從行動

服務選單中點選該服務後，選單會自動將服務轉由「行動 Walker」平台提供服

務。 

使用者瀏覽「行動 Walker」服務時，服務平台會經由電信業者所提供的定

位資訊程式介面，取得使用者所在的位置資料，將此定位資料進行資料庫查詢，

找到目前使用者附近的店家與活動情報，以圖文並茂的網頁呈現給使用者。 

3. 新顧客介面 

行動電話已經成為現代人的隨身裝置，透過手機上網瀏覽資訊，讓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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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隨地可獲得生活資訊。由於大部分行動電話已具有高解析度彩色螢幕，行

動加值服務的版面設計也開始圖文並茂，藉由手機螢幕提供使用者新的閱讀體

驗。 

4. 技術選擇 

「行動 Walker」平台藉由網路連線與電信業者的行動加值服務平台相連，

並利用電信業者既有的行動定位資訊程式介面，取得使用者的定位資料進行服

務加值。由於行動電話功能的演進，網頁資料格式也從單調選單介面逐漸轉向

彩色圖文設計，藉由手機按鍵的互動，讓使用者透過螢幕即可獲得自己想要的

資料。 

圖 4.24 生活資訊服務的創新驅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生活資訊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藉由探討生活資訊服務的各創新驅動因子所扮演的角色，了解生活資訊服

務的創新驅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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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應商 

台灣角川書局自 1999 年來台，已經在本地累積了豐富的出版經驗，更重

要的是累積了量多質優的生活情報資料庫。藉由平面媒體的生活情報提供者經

驗，結合行動通信特色與技術，將「行動 Walker」服務提供給行動加值服務使

用者。服務主題配合平面月刊的每月主題，但以每週更新資料的形式補強月刊

資料更新的速度，大大提高了情報資訊的即時性與有效性。 

2007 年開始台灣角川書局陸續與電信服務業者合作推出服務。整合了電信

業者所提供的定位資訊與既有資料庫開發「行動 Walker」平台，「行動 Walker」

服務以電子地圖形式呈現，提供服務可讀性。讓使用者透過地圖找到店家，或

直接透過網頁上提供的電話號碼直接撥號聯繫，更提高服務的便利性。 

從上述來看，服務創新過程中，供應商扮演了支配服務創新與進行知識服

務創新的角色。 

2. 服務業者 

由於「行動 Walker」使用行動通信中的定位資訊，涉及個人隱私權與個人

資料保護法議題，目前主管機構對於這類服務都採取嚴格把關的態度，以保障

使用者的個人權利。因此，服務推出前電信業者必須提供相關架構文件給主管

單位，確認服務不涉及任何個人隱私權與權益損失，並確保服務過程中使用者

資料絕不外流，在主管單位嚴格審核後，電信業者才能推出服務。 

電信業者提供行動定位的平台與技術，協助將「行動 Walker」服務整合至

既有的加值服務平台上，讓行動用戶在使用服務時，可將資料正確地傳送到「行

動 Walker」平台，以獲得更完整的行動生活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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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戶端 

行動用戶透過生活資訊服務選單使用「行動 Walker」服務，可隨時隨地取

得所在附近的美食情報或生活流行資訊，可說是服務商品的直接使用者與消費

者。 

表 4.8 生活資訊服務的創新形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生活資訊服務各創新驅動因子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推知生活資訊服務

算是典型「供應商支配的創新」(Supplier Dominated Innovation)的創新形式。 

四. 生活資訊服務的價值網路 

內容供應商將即時生活情報提供與美食折價優惠提供給消費者，間接與電

信服務業者共同分享服務利潤，也從使用者獲得服務使用回饋，有助於服務的

改進與調整。服務內容與平面月刊主題同步，讓兩種不同型態的出版彼此互補，

不但滿足使用者的對多元資訊取得的需要，也提高平面雜誌的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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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活資訊服務屬於基本加值服務，因此在各電信業者中都存在類似服

務。使用者因為服務所帶來的便利性，養成服務的使用習慣之後，也有助於提

昇整體行動加值服務的使用率。對於價值網路上的電信業者、使用者、互補廠

商、供應商與競爭者而言，服務使用率的提高也意味著市場規模的改變與產業

活動因此被帶動。 

圖 4.25 生活資訊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生活資訊服務的價值網路交換分析，無論是對於電信服務業者本身，或

是行動使用者、供應商、手機通路商、手機製造商，甚至是其他電信服務業者

之間都因為服務的採用，而產生無形價值網路外部性價值(Vn)的交換。 

由內容供應商透過服務平台提供給使用者的產品價值(Vp)，不僅換來相對

的收益價值(V$)與產品回饋的資訊價值(Vi)，也因為服務的便利性獲得使用者喜

好，讓使用者對於電信服務業者所提供的加值服務，或是內容供應商的服務或

平面雜誌都產生無形的品牌價值(Vb)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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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中，電信服務業者與內容供應商彼此間存在著產品價值(Vp)與利潤共

享所帶來的收益價值(Vi)，此外電信服務業者提供行動通信系統的定位資訊技

術（技術價值,Vt），讓服務可以提供使用者所在地附近的資訊，使得服務內容

可以更實用。隨著使用者訂閱服務的數量提昇，帶動內容供應商獲得的收益價

值(Vi)成長，又助於內容供應商有透入資源投入服務產品，進而創造服務發展

的良性循環。 

圖 4.26 生活資訊服務的價值交換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76

第八節 NTT DoCoMo i-mode 服務 

一. 個案背景介紹 

NTT DoCoMo 於 1991 年 8 月自母公司 NTT (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獨

立，其主要經營業務為行動通訊業務。i-mode 則是 NTT DoCoMo 於 1999 年 2

月所推出的行動網際網路服務(mobile internet service)，截至目前為止 i-mode 

在日本已經有超過 4700 萬用戶，並且有超過 9 萬 5 千個服務網站提供使用者各

式各樣的行動加值服務。i-mode 在日本不僅開創出全新的行動服務產業與市

場，也改變了日本人的生活型態。此外，2002 年開始與德國 E-Plus 合作推出 

i-mode 服務後，NTT DoCoMo 已經成功將 i-mode 服務推展至 16 個國家，並

且擁有 720 萬使用者，也成為全世界第一個真正將行動加值服務輸出國際的典

範。 

圖 4.27  i-mode 服務用戶數成長趨勢 

 

資料來源：NTT Do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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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NTT DoCoMo i-mode 服務的創新構面 

探討 NTT DoCoMo i-mode 服務的創新四構面： 

1. 新服務觀念 

根據日本「電氣通信事業者協會」調查顯示，1996 年～1998 年間日本國

內行動電話新增用戶數連續三年超過 1000 萬人。市場規模也急遽擴大，1995

年日本行動通訊業者營收總額為 1 兆 4074 億日圓，而 1999 年則達 5 兆 2078

億日圓，短短四年內成長 3.7 倍。這段期間 NTT DoCoMo 的業績持續成長，至

1999 年營收已直逼母公司 NTT 躍升為 3 兆 7187 億日圓，在 NTT 集團整體經

常利益 8250 億日圓，約有六成左右為 NTT DoCoMo 所貢獻。 

當時，日本行動電話用戶總數已接近市場預估的 4000 萬目標，離大部分

業者所認為的 6000 萬飽和用戶數亦日漸逼近。再加上美國固接電話市場為搶奪

用戶數所引發的各種價格競爭的經驗。當時的大星公二社長於是決定在傳統語

音通信服務之外，在開創數據通訊的新市場，以期創造第二個 S 曲線帶動營收

成長更上一層樓。 

圖 4.28 邁向第二個 S 曲線 

 

資料來源：i-mode 贏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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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服務交付系統 

i-mode 服務不同於傳統的電信語音服務，因此無論在技術選擇或商業計畫

的擬定與實行，都徹底採取「網路思維」(Internet way of thinking)，而非「電信

思維」(Telecom way of thinking)。網際網路特色就是讓既有的、為數眾多的終

端設備彼此互連。而網路思維的另一特徵是使用者與服務提供業者之間的界線

非常模糊，使用者若能參與投入，將可增進其他使用者的便利性。 

網際網路中「分享」的概念成為 DoCoMo 的思維，為了能夠吸引更多的行

動服務提供商投入 i-mode，以提供使用者更多、更豐富、更優質的服務。基於

這樣的想法，DoCoMo 構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替眾多的行動服務提供商建立

起服務收費平台。透過這個平台代收使用者的內容使用費，扣除部份手續費後，

其餘九成以上則歸服務提供商所有，因此獲得熱烈迴響，吸引了許多優質的行

動加值服務提供商加入，提高使用者的使用意願，也創造出產業的良性循環。 

3. 新顧客介面 

為了讓使用者對 i-mode 服務能有所認識，NTT DoCoMo 打出「說的行動

電話邁向用的行動電話」這樣的口號，使行動電話不再只是語音溝通的工具，

更成為能夠連結世界、獲得資訊的新工具。 

在搭配 i-mode 各種新服務的推出之際，也陸續提供使用者具有不同 i-mode

功能和配備的機種。而採用開發架構平台設計的行動電話，讓使用者可以隨自

己喜好，選擇畫面或應用軟體，成為真正屬於使用者自己的手機。 

行動服務和手機的搭配應該是相輔相成，要實現新服務就要有能夠執行新

服務的手機，DoCoMo 為了維繫和手機製造商的關係，鼓勵廠商積極開發暢銷

機種，採取了為廠商負擔部份開發風險的合作模式，增加廠商的投入意願，也

確保使用者可以有最新功能、多元配備可供選擇的 i-mode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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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選擇 

為了帶動 i-mode 服務引發連鎖效應，達到最初的百萬用戶目標，成為

DoCoMo 努力的策略目標。而在還沒有任何使用者的階段，聚集豐富、優質且

吸引人的服務，就成為 i-mode 是否能達成首要目標的關鍵。因此，DoCoMo 的

基本的策略是採用業界標準，選擇網際網路上製作網站內容的 HTML 標準語言

的精簡版 CHTML (Compact HTML)做為 i-mode 的標準語言。 

由於 i-mode 採用與 HTML 相似的 CHTML 作為標準，既有網際網路上存

在數量龐大、種類多元的內容網站，只要內容提供業者將既有服務內容稍加修

改，很快就能提供給 i-mode 使用者。也因為這樣 i-mode 推出之際就已經有 67

家日本具代表性的內容供應商參與，提供使用者行動銀行、交通訊息、新聞消

息等多樣服務。在 i-mode 推出約六個月的時間(1999 年 8 月)即已達到初期預定

的百萬用戶目標，也引發了使用者「看到別人在用，自己也想用」的滾雪球效

用，讓用戶增加速度迅速竄升。 

圖 4.29  i-mode 服務的創新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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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NTT DoCoMo i-mode 服務的創新驅動因子 

探討 i-mode 服務創新過程中各創新驅動因子所扮演的角色，以瞭解 i-mode

服務的創新驅動形式。 

1. 供應商 

i-mode 服務推出後之所以受到廣大迴響，並且創造出產業的良性循環，很

重要的關鍵因素就在於服務內容供應商的參與。為了讓 i-mode 服務能夠上軌

道，DoCoMo 建構了一個適當的商業模式，刻意不採取買斷服務內容的方式，

而讓參與提供服務的業者都能分享利潤。借用「雁群理論」的概念，在尋找服

務提供商的過程中，先從產業中具代表性的廠商著手，當代表性廠商加入服務

開發並有所成效時，就會扮演起「領頭雁」的帶頭作用，引起其他廠商關注與

參與，形成一種服務供應商自我組織的環境。舉例來說被公認最保守的銀行界，

規模龐大的都市銀行（都銀）影響力尤其龐大，只要其中一家投入參與，其他

中小規模的銀行或地方性銀行就會跟進並採取行動，i-mode 初期的 67 家供應

商中，提供行動銀行服務的銀行即有 21 家之多。 

i-mode 所創造出營收分享的商業模式，使得服務供應商樂於參與，並自我

期許不斷地提供優質服務，並從使用者的意見回饋與創思中，不斷地進行服務

創新與內容更新，期能更進一步提昇服務品質。因為提供好的服務，可以獲得

更多使用者使用，可帶動營收提昇。而營收增加後，服務供應商就可投入更多

資源，進一步提高服務的附加價值。無論從整體 i-mode 服務來看，或者是單一

服務供應商而言，服務不斷地創新與優化，都會帶動此種正回饋良性循環效應。 

2. 服務業者 

NTT DoCoMo 的 i-mode 服務創新採用兩種策略主軸。縱向深化：與手機

製造商共同訂定新功能規格手機和發展行動電話服務的「技術合作」；並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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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不斷地進行入口網站與服務功能進化的「入口合作」。橫向擴張：透過

i-mode 平台與其他平台合作，擴展 i-mode 服務使用範圍與場合的「水平進化」，

舉例來說將 i-mode 手機與汽車導航系統結合，服務供應商可以查詢汽車導航系

統的 GPS 資料，將定位資料與服務的資料庫結合，回傳提供使用者地圖資訊服

務或餐廳檢索等服務。 

透過結盟與合作方式，NTT DoCoMo 不斷地發展新的手機規格，1999 年 2

月服務開始所推出的「501i」系列機種，除了語音通話功能外，也提供數據通

訊功能與 HTML 瀏覽器，讓使用者可以瀏覽網站與收發電子郵件。1999 年 12

月推出的弟二代「502i」系列手機，則開始配備有合弦音源功能，不僅帶動來

電鈴聲市場發展，也同時讓 i-mode 手機銷售量迅速攀升。2000 年 12 月推出的

「503i」系列手機，則開始支援昇陽電腦(SUN)所開發的 Java 程式語言，讓手

機可以下載執行各種運用 Java 所開發的應用程式，更提高手機使用的多元性。 

無論在服務內容的持續改進，或是手機功能的推陳出新，i-mode 團隊不斷

地進行創新並且不斷挑戰自己。 

3. 客戶端 

由於 i-mode 服務採用 CHTML 作為服務內容開發的技術，因此除了

DoCoMo 與許多服務供應商一起開設的官方網站之外，使用者自行架設的非官

方網站也迅速蓬勃發展。1999 年 2 月 22 日開台營運，短短 11 天後的 3 月 5 日，

由 Digital Street 所提供的 i-mode 搜尋服務就已經上線，無論官方網站或非官方

網站的數量成長都遠超乎預期。 

更令 i-mode 團隊感到意外的是許多知名企業不僅採用 i-mode 服務、利用

i-mode 手機收發電子郵件，甚至建構合乎企業自身需求的 i-mode 系統網站，提

供企業內部員工使用。行動使用者從單純的服務使用者，更進一步演變成為自

我提供服務、參與服務創新的服務供應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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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面服務創新驅動因子分析推知， NTT DoCoMo 的 i-mode 服務可以

算是典型的「典範移轉的創新」(Paradigmatic Innovation)的創新形式。 

表 4.9  i-mode 服務的創新驅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 NTT DoCoMo i-mode 服務的價值網路 

i-mode 服務採取不直接買斷內容的合作方式，與服務內容供應商共同分享

利潤，不僅讓服務內容供應商願意持續更新內容，也讓廠商不斷地進行服務品

質提升，滿足使用者更多需求並獲得更多使用者採用。這樣的正回饋循環讓內

容供應商願意持續投入資源進行新的服務企劃與創新。在服務深度不斷演進、

廣度持續擴展的兩軸發展策略下，服務數量越來越豐富、種類越來越多元，也

讓內容供應商之間有機會相互結合創造新服務。服務廣度水平發展的策略，也

讓更多產業或產品有機會透過 i-mode 接觸到新的市場與客群，當然也帶動整體

營收的提升。 

為配合服務演進而不斷推出新功能手機，提高了手機銷售率與換機潮，除

了協助手機製造商制定規格，i-mode 也保障第一批訂單數量協助製造商承擔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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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對銷售不佳的機種則不再採購，藉此讓廠商務必開發出品質、功能俱佳的

產品。 

打破了傳統手機只能使用語音通話的溝通模式，i-mode 服務讓手機轉變成

為「用的行動電話」，提供使用者行動交易、資料庫檢索、娛樂與電子郵件等多

元服務，改變使用者的溝通模式與習慣。 

NTT DoCoMo 初期即以「網路思維」進行服務的商業模式規劃，在分享與

使用者參與的思維下，許多由使用者參與回饋的服務，後來都演變成令人耳目

一新的服務。 

i-mode 服務的亮麗表現帶動了其他電信服務業者對這種新服務模式的關

注。用戶數量與營收成長也提高其他電信業者投入意願。既有 i-mode 合作的內

容供應商也因為先前的經驗，讓其他電信服務業者開創類似服務時，能快速獲

得服務內容供應商的響應，這種良性循環也促使 i-mode 將服務擴展到國際。 

圖 4.30  i-mode 服務的價值網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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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i-mode 服務的價值交換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延續前面價值網路的探討進行 i-mode 服務的價值交換分析，i-mode 服務無

論是與使用者、供應商的上下游關係，或是與互補廠商、競爭廠商之間，都可

以看到明顯的網路外部性(Vn)價值交換，這樣的交換關係來自於 i-mode 平台的

開放政策與利潤分享策略，也與形成產業正向回饋的良性循環相呼應。 

i-mode 和其他電信服務業者、內容供應商與手機製造商間的策略關係，使

得彼此間存在某種策略價值(Vs)的交換，有助於服務廣度的水平擴展。彼此間

整合價值(Vk, Vi, Vt)的存在也促使服務深度不斷持續演進與創新。 

i-mode 使用者不僅對服務提供產品回饋(資訊價值, Vi)，也由於採用

CHTML 技術標準的關係，讓使用者或企業客戶有能力打造自己的 i-mode 系

統，這些使用者長期累積的經驗，不僅有助於技術、產品的創新(知識價值, Vk)，

也提供使用者的品牌忠誠度，有效降低使用者的退租率(品牌價值, V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