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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成六小節進行文獻回顧與探討。首先，在第一節中將介紹行動數據

服務產業之概況，包括行動數據服務之定義以及其應用範疇，並回顧行動通訊技

術之發展演進，第二節則針對行動音樂服務進行文獻回顧與探討，包括行動音樂

之定義、演進與發展概況。其次，在探討完產業定義與現況後，本研究將根據前

章之研究目的與問題，針對相關理論予以回顧與探討，包括：資源基礎理論、價

值鏈與價值網絡理論、企業委外理論、新產品發展理論。藉由前人之相關研究文

獻探討，瞭解各理論之相關議題。最後，提出本章節之結論，並依據文獻探討，

在下一章節中，發展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第一節 行動數據服務產業 

一、行動數據服務之定義 

隨著行動通訊服務由語音走向數據，電信業者的主要業務可區分為行動語音

服務及行動數據服務（蘇怡如，2005）。行動數據服務可說是目前各家電信業者

主要的經營重點。1996 年，交通部頒佈「行動數據通訊業務管理作業實施點」，

其中將行動數據通訊定義為「利用無線電通訊頻道接取方式，提供數據終端設備

再不定點或移動時通訊之系統，可作為傳送數據、語音或影像之用。」 

宋淑玉（2001）針對行動通訊及行動數據兩者做出定義，其認為行動通訊意

指「在行動中獲停止在非特定位置行動用戶或固定用戶，或行動用戶與行動用戶

之間的訊息傳輸，它是利用無線電終端設備經由行動通訊網進行語音或非語音的

通訊，或泛指兩個終端機的通訊。」而行動數據則是「在行進的運動狀態中，透

過無線電傳輸介質進行數據資料的單項或雙向傳輸，並可進一步將數據資料作加

值處理。」 

隨著數位化傳輸傳數技術的進步，通訊服務業者必須與網際網路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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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和內容供應商（ICP）等結盟合作，以提供新款而實用的新服務，如語音

簡訊、金融資訊、生活資訊、甚至是互動式的 WAP 行動上網、訂票系統、行動

銀行、電子商務等等多功能客製化加值服務，以吸引並保住客戶（黃文丁，2000）。 

從上述各研究者對行動數據服務之研究定義可以發現，所謂行動數據服務乃

是電信業者於一般語音通訊服務以外所提供之服務，可透過結盟方式或由內容供

應廠商提供。故根據前述，本研究將行動數據服務定義為：「電信業者本身或其

簽約合作、策略聯盟廠商，除了電路出租業務之外，透過語音、數位或其他方式

提供訂戶服務並直接或間接向訂戶收費之服務。」 

二、行動數據服務應用範疇 

隨著行動通訊科技之發展，行動數據服務之演進如圖 2-1 所示。 

 
圖 2-1：行動通訊服務演進 

資料來源：本研究引自徐作聖（2005） 

蘇怡如（2005）指出，行動數據服務應用領域，依使用對象可分為消費市場

與企業市場。企業市場主要是由於許多企業利用行動裝置來提高工作效率及強化

客戶關係，有所謂企業行動化之口號產生；而在消費市場中，依據消費者使用目

的之不同，可將行動數據服務再細分為四大類型（蘇怡如，2005；徐作聖，2005）： 

(一) 行動訊息服務：為 P2P 個人對個人的服務型態，提供消費者彼此之間

的通訊服務，例如簡訊、MMS 的收發、電子郵件、多媒體訊息服務等。 

(二) 行動娛樂服務：提供消費者娛樂性的應用服務，如鈴聲、圖片、遊戲等。

行動娛樂是僅次於行動通訊的第二大行動加值服務應用。 

(三) 行動資訊服務：提供消費者即時的資訊服務，例如新聞、氣象、股市訊

2G 2.5G 3G 

文字簡訊 電子郵件 圖檔訊息 多媒體訊息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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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圖查詢、停車資訊等。其最大的特色在於能夠即時提供消費者符

合情境需求的資訊。 

(四) 行動交易服務：提供消費者金融與商務的服務，以小額付款服務為主，

例如行動購物、行動付款、行動銀行、行動券商等。 

實際上，行動數據服務應用相當多元，也由於產業成長快速，因而更衍生出

許多應用種類，如表 2-1 所示： 

表 2-1：行動數據服務應用種類 

服務種類 服務內容項目 
SMS/MMS 折價券、補習資訊、語文學習 
Mobile E-Mail Hotmail、電子書、食譜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ICQ、MSN 

行動訊息 

Streaming Audio/Video 電影預告、新歌試聽 
LB Navi 旅館資訊、位置查詢 
LB Tracking 119 保全 

LB Information 
餐廳指南、徵人啟事、地區消息、

旅遊資訊、體育活動 
Telematics 路況報導、交通資訊 

行動定位 

LB M-Commerce 外送服務 

News/Information 
行動電子報、健康醫療、空中書

城、流行時尚 
Reservation 電影票、機票、車票 
Weather report/forcast 氣象報導 

行動通訊 

Yellow Page 電話簿 
Ring tone/pic Download 和弦鈴聲、待機畫面、桌布圖片 
Divining 心理測驗、占星 
Game 線上遊戲、卡拉 OK、電子寵物 

行動娛樂 

Friendship 交友社群 
資料來源：拓樸產業研究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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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行動數據服務應用種類（續） 
服務種類 服務內容項目 

Gambling 樂透 
Music/Movie Clips 電影欣賞、音樂欣賞 行動娛樂 
Entertainment News 偶像消息、簽名會資訊 

Information 
銀行資訊、信用卡資訊、投資理

財、繳費通知 
Mobile Banking 行動銀行 

行動金融 

Stock Trading 股市交易 
Advertising 折扣消息、廣告 
Mobile Shopping 買書、買 CD 
Micro Payment 公車票 

行動商務 

Bill/Credit Payment 通話費用、信用卡費 
Customer Data 客戶相關資料查詢 

Enterprise Data 
存貨數量、商品價格、員工資料、

送貨時間 
Equipment Interface 儀器設備、操作介面 

商業用途 

Net meeting 視訊會議 
資料來源：拓樸產業研究所（2002） 

三、行動通訊技術之發展 

無線廣域網路或稱行動通訊（Wireless Wide Area Network ，WWAN），是利

用數位式行動通訊技術，提供移動性的基礎音頻或進階的數據服務，例如用戶圖

鈴下載、即時新聞等。或是讓使用者在戶外缺乏網際網路提供時，透過手機連結

到網際網路之行動性上網服務。 

行動通訊技術 2的演進大致可分為類比式的第一代行動通訊系統（1G）、數

位式的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2G）、加強數據服務的 2.5G系統，以及第三代行動

通訊系統（3G），如表 2-2 所示。

                                                 
2 本論文所探討的行動通訊技術以蜂巢式行動通訊（Cellular）的通訊系統為主，而其他的廣域

行動技術：衛星通訊（Satellite）或是專用無線電通訊系統（Packet Data Radio）等系統因為並非

針對一般消費用戶提供服務，故不在此詳述。 



第貳章 文獻探討 

 9

表 2-2：行動通訊技術演進 

世代 1G 2G 2.5G 3G B3G 
時間 1979 年 1992 年 2001 年 2001 年 （2010 年） 

理論值 9.6~64Kbps 115~384Kbps 2Mbps 20~100Mbps 傳輸

速率 實際值 
<300bps 

9.6~19Kbps 43~144Kbps 384Kbps 2Mbps 

標準 AMPS 等 
GSM、TDMA、

cdmaOne、PDC、
PHS 等 

GPRS、EDGE
WCDMA 
CDMA2000
TD-SCDMA 

HSDPA/HSUPA 
WiMAX 

涵蓋範圍 有限區域 跨區、可全球漫遊 全球、可全球漫遊 

資訊型態 類比語音 數位語音 數位（HDR） 數位多媒體 異質多重接取

網路 
傳輸技術 基於 ATM 基於 IP 
終端設備 以電話為主要使用情境設計之載具 載具多樣性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3）、拓樸產業研究所（2003）、本研究整理 

(一) 類比式的 1G 行動通訊 

第一代類比式行動通訊技術（1G）屬於類比式系統，是以類比調變技術（FM）

處理訊號，並採用分頻多工擷取（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FDMA）

技術，利用不同的無線頻率承載不同的語音使用通道，主要用於語音傳輸，大致

上可分為美國 AT&T 的 AMPS 系統、英國 TACS 系統、北歐國家由 Ericsson 所

推出的 NMT 系統，以及日本的 NTT 系統。1970 年，美國貝爾實驗室發展完成

「先進式行動電話服務(Advanced Mobile PhoneService；AMPS)」系統，此為最

早的第一代行動通訊系統，經過測試修改後，1983 年正式運作，開始走入大眾

市場，台灣於 1989 年引進 AMPS 系統。此時期的行動通訊網路由於頻寬不足，

提供語音服務為其系統上限，加上網路的概念尚未很普遍的被大眾接受，故在

1G 時代，行動無線網路需求極少，也沒有行動無線通訊供應商提供行動無線網

路服務。 

而隨著「後類比」式技術的進步，以及 1990 年代市場的需求所帶來的客戶

數和訊務量的同時爆發性成長，導致 1G 面臨系統容量不足的窘境，再加上 1G

系統保密性不佳、各國系統各自發展相容不易、無線頻譜資源有限等等因素，第

二代數位化行動通訊系統應運而生。此外，80 年代後期，大型積體電路、微型

電腦、微處理器和數位信號處理技術的大量應用，也為開發數位移動通信系統提

供了技術保障（陳龍，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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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數位式的 2G 行動通訊 

各國電信公司於 1992 年紛紛開始使用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第二代行動通

訊系統（2G）是以數位調變技術處理訊號，其在頻譜利用部分比類比式佳，且

擁有更大的系統容量，保密性也比類比式為佳。2G 主要有歐規 GSM、美規 CDMA 

（IS-95）及 D-AMPS，與日規的 PDC 四種系統。其中，GSM 系統與 CDMA 系

統分佔了市場中的 72%與 14%，為 2G 系統中的主流。在此時期，由於數位化技

術使 2G 系統頻寬容量比以往更大，因此除了舊有的語音傳輸功能之外，廠商為

了差異化，紛紛開始提供文字簡訊服務，開啟無線行動網路應用之門。 

在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中，為了增強傳訊資料的穩定與品質，同時避免不同

頻道間的干擾與防竊，故採取了：「FDMA」、「TDMA」、「CDMA」等多種多工

接取技術，能在有限的無線電頻寬當中，讓更多使用者使用，在手機設計上也增

加了細胞轉換功能，讓使用者在不同基地台之間轉換更為容易。若更進一步考慮

到行動通訊的收發話時傳輸與接收之問題，也可因不同技術分為「TDD」與「FDD」

兩種雙工技術（陳龍，2005）。 

1G 與 2G 都是以語音通訊為主，但當 Internet 盛行之際，行動電話也希望能

透過增強數據傳輸的技術，加強手機無線連結網際網路的功能，達成行動上網的

應用。然而，隨著通訊技術的進步與使用人數的增加，2G 依舊出現系統容量不

足、傳輸速率過慢以及傳輸資料太少等問題，限制了許多通訊系統上衍生性技術

的發展（陳鍵智，2003）。在第三代行動通訊技術（3G）尚未完全開發出之前，

2G 仍然不斷的演進，為了符合不同的系統功能並作為跨向第三代技術的試金

石，在不希望花費過多成本的考量下，便在 2G 的基礎上提供新的服務，開發出

2.5G 之過渡技術。其主要技術有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整合

封包無線電服務」、HSCSD 與 EDGE（Enhanced Data Rates for GSM Evolution），

而其中最普遍應用的技術為 GPRS（王英裕，2002）。 

(三) 多媒體影音效果的 3G 行動通訊 

為了實現行動電話漫遊全球的理想，並藉由無線通訊技術使得行動通訊系統

能夠結合網際網路，以求行動電話達成個人化、多媒體、互動式的型態，國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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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聯盟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自 1985 年起即積極制

定第三代無線通訊系統的標準，希望其系統能提供涵蓋全球的行動通信服務網路

（王英裕，2002）。國際電信聯盟 ITU 所發表的官方第三代通訊標準為 IMT2000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2000），對於 3G 行動通訊數據傳輸的

標準包括：1.當使用者在高速移動中，傳輸速率需達到 144kbps。2.使用者在慢

速移動中，傳輸速率需達到 384kbps。3.若使用者在靜止狀態下，傳輸速率需達

到 2Mbps。 

相較於第一代模擬制式手機（1G）和第二代 GSM、TDMA 等數字手機（2G），

第三代行動通訊技術（3G）是指將無線通信與國際互聯網等多媒體通信結合的

新一代移動通信系統，除了基本的語音服務之外，3G 的主要功能是提高數據傳

送的服務，能夠處理圖像、音樂、視頻流等多種媒體形式，提供包括網頁瀏覽、

電話會議、電子商務等各種資訊服務。 

3G 主要有以下三項技術標準（吳豐祥，2005）： 

1. W-CDMA（Wideband CDMA）：寬帶分碼多工存取，可支援 384kbps

到 2Mbps 不等的數據傳輸速率，支援者主要以 GSM 系統為主的歐洲廠

商。 

2. CDMA2000：亦稱為 CDMA Multi-Carrier，由美國高通北美公司為主導

提出，摩托羅拉、Lucent 和後來加入的南韓三星都有參與，南韓現在成

為該標準的主導者。 

3. TD-SCDMA：由中國獨自製定的 3G 標準，由於中國的龐大的市場，該

標準受到各大主要電信設備廠商的重視，全球一半以上的設備廠商都宣

佈可以支援 TD-SCDMA 標準。 

目前 WCDMA 是佈建最多的 3G 網路，約有 84 個 WCDMA 正於世界上運

作。例如歐洲諸國、美國的 Cingular、日本的 NTT DoCoMo，台灣的中華電信、

遠傳電信、台灣大哥大、威寶電信所佈建的第三代行動通訊網路都屬 WCDMA

規格（王翰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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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無間隙接取服務的 B3G 行動通訊 

B3G 是由 WWRF 成員們對 3G 之後的新世代行動通訊技術所嚴謹的定義的

通用名詞，涵蓋我們一般泛稱的 3.5G、4G、5G，在 ITU中則被稱為「Systems beyond 

IMT 2000」（林素儀、吳顯東，2004）。B3G 與 3G 最大差異在於 B3G 乃是透過

網際網路協定（IP；Internet Protocol）整合異質多重接取網路（Heterogeneous 

Multi-access Network），讓使用者在各種網路間漫遊（Roaming），隨時隨地享受

無間隙（Seamless，以指不中斷且無障礙）接取服務（林素儀、吳顯東，2004）。 

因此，相較於既有的 1G、2G、2.5G 以及 3G 等技術規格，B3G 擁有更高速

的傳輸速率、更強的移動性、更大的覆蓋範圍與更好的服務品質（QoS; Quality of 

Service），此服務品質可反映在通訊內容的豐富性與設備的多樣性、智慧性與相

容性上（王翰文，2006）。 

未來 B3G 可能的潛在進入者包括：固網等 ISP 業者、PWLAN 與無線建城

業者兩大類，運用目前還在發展當中的 WiMAX 或是未來持續開發的其他 B3G

技術，提供服務；隨著寬頻網路的急速普及，無線網路的剩餘頻寬在法規或是競

爭激烈下或有可能釋放出來並開放其他人免費使用（陳龍，2005）。 

行動通訊系統之演進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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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行動通訊系統演進圖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ITIS 計畫（2005），本研究引自蘇怡如（2005） 

四、小結 

由本節文獻回顧可知，現今行動通訊技術快速發展，得以提供行動設備使用

者更快速、便利的通訊環境；而電信業者原有之語音服務市場已日趨飽和，行動

語音市場之平均用戶貢獻度（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逐漸趨於平緩

甚至下降，用戶數的追求已不是電信業者的策略重心，其必須增加語音之外的數

據服務，以提供用戶更多樣化、豐富的行動內容，甚至是互動式的客製化加值服

務，才能吸引用戶持續使用、強化其忠誠度，增加 ARPU，以提高電信業者整體

之營收。 

而根據統計，行動音樂為行動內容中最受歡迎的服務之一。其中，行動音樂

全曲下載（Music Full Track）更具有發展潛力，其年複合成長率高達 96.2%（蘇

怡如，2005）。故在下一節中，本研究將針對行動音樂進行回顧與探討，以進一

步深入瞭解行動音樂之內涵與發展概況。 

GSM 

TDMA(IS-41) 
CDPD 

PDC 

cdmaOne 
(IS-41) 

2G 

9.6-28.8 Kbps 

2.5G 

64-171 Kbps 

3G 3G ALL IP 

GPRS 

CDMA2000 1X 

EDGE 

CDMA/UMTS 

CDMA2000 1XEV 
CDMA2000 3X 

2000/2002 2003/2004 2004/2005 

384 Kbps-2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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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行動音樂 

一、行動音樂之定義 

早期的「隨身聽」可說是行動音樂概念的雛形，雖然剛開始只有收音、磁帶

播放、錄音等功能，但體積小、方便攜帶，使用者可隨時隨地聆聽音樂。後來，

隨著電子技術日益進步、數位音樂的發展，隨身聽除了體積更小之外，CD、MD、

MP3、MP4 等各類型隨身聽也應運而生。 

當手機開始支援 MP3 格式的數位音樂後，越來越多的手機可以播放音樂，

進而取代 MP3 隨身聽的娛樂功能，可以帶著走的音樂不再只是音樂隨身聽的權

利。數位音樂技術的出現是行動音樂市場發展的一項重要關鍵。根據市場研究顧

問公司 Gartner 調查顯示，行動音樂僅次於簡訊（SMS），是第二大受手機使用者

歡迎的行動數據服務。 

然而，目前對於行動音樂並沒有很完整、一致的定義，因此本研究乃藉由行

動通訊、行動應用服務的相關文獻，彙整出行動音樂之定義。 

根據 2005 台灣數位內容產業白皮書之定義，依不同類型的內容素材，例如

文字、資訊、圖片、影音、動畫，以及遊戲等等，可進一步將行動應用服務區分

成三大類：行動娛樂服務、行動資訊服務以及行動商務服務。在三大類行動應用

服務當中，行動娛樂又可細分成行動音樂、行動遊戲、行動影音、圖鈴下載，以

及手機電視等服務。 

全球行動上網調查（Worldwide Mobile Internet Survey，WMIS）3將行動網路

服務區分成四大類：行動通訊服務、行動娛樂服務、行動內容服務，以及行動商

務服務。其中，行動娛樂服務便包含了圖鈴下載。 

而市場研究顧問公司 Gartner 則是將行動音樂定義為：「包含基本鈴聲、真實

                                                 
3 為瞭解跨國性的行動上網發展演變過程及使用現況，2003 年台灣、日本、南韓、香港、美國、

芬蘭及希臘共 7 國達成合作協議，共同進行「全球行動上網調查（Worldwide Mobile Internet 
Survey，WMIS）」活動。我國在經濟部工業局指導下，由資策會 ACI-FIND 負責進行，與其他 6
國同步採取線上調查方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3%81%E5%B8%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C%84%E9%9F%B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5

原音、來電答鈴、全曲下載，以及串流音樂等」。 

依據上述文獻之定義，本研究之行動音樂定義如下：「透過行動電話無線傳

輸進行資料遞送之服務，包含圖鈴下載、真實原音、來電答鈴（Ringback Tunes）、

全曲下載（Full Trackdownloads），以及串流音樂」。 

二、行動音樂之演進與市場發展概況 

自九十年代迄今，隨著手機功能的發展，以及行動通訊技術之演進，行動音

樂從過去的單音鈴聲（Monophonic Ring Tone）、和弦鈴聲（Polyphonic Ring 

Tone），逐漸發展為原音鈴聲（Realtones/Mastertones）、全曲音樂（Full Track 

Music）、音樂影片、行動音樂電視、行動音樂辨識與個人化 Radio DJ…等，服務

類型日益豐富，實現了聲光俱作、個人化、互動式的行動多媒體娛樂服務（蘇怡

如，2005；林薰香，2006）。 

表 2-3：行動音樂服務類型 

服務名稱 傳輸方式 行動通訊規格 費率模式 持有權 
鈴聲 SMS All 單一計費 永久 
來電答鈴 串流 All 下載+月租費 非永久 

下載 2.5G 以上 單一/套裝 永久 
音樂影片 

串流 2.5G 以上 月租費 非永久 
串流 月租費 非永久 

全曲音樂 
下載 

2.5G/3G 以上 
單一/套裝 永久 

行動音樂電視 廣播／串流 DVB-H/DMB/3G 計時/月費 非永久 
行動音樂辨識 串流 All 單一 非永久 
Radio DJ 串流 3G 以上 計時/月費 非永久 

資料來源：林薰香（2006） 

一般所熟知的單音、和弦鈴聲並非原始的音樂格式，需要配合手機的規格重

新編曲錄製，多為 MIDI 檔案；而原音鈴聲則為原創歌曲，通常只擷取副歌的部

分。上述的鈴聲服務型態僅是用於手機，屬於手機獨有的個性化服務（蘇怡如，

2005）。 

手機鈴聲是行動音樂最初期的形式。2000 年 8 月，音樂出版公司科藝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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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Nokia 簽下合作協定，手機鈴聲進入嶄新的個人化時代，手機業者的機子能播

放使用者最喜歡的藝人所譜的曲子。在日本，2001 年鈴聲下載的銷售額就已高

達三億美元（Dan Steinbock，2006），行動音樂市場潛力逐漸顯現。2003 年 11

月，mmO2 在英國推出 O2 Digital Music Play，透過 mmO2 的無線網路下載音樂

收聽，隔年 1 月 128MB 的 Siemens SX1 發行，宣告了通訊與音樂正式結合（陳

奕豪，2005）。2004 年 11 月，英國 Vodafone、日本 KDDI 以及韓國 SK Telecoms

等業者紛紛宣告推出行動音樂下載服務。 

過去行動音樂僅侷限於手機鈴聲，主要是由於手機功能尚未完備；在播放格

式、記憶體問題解決後，手機也成為 MP3 播放器，消費者可透過手機聆聽歌曲

（黃怡音、周樹林，2005）。例如行動音樂全曲下載服務，其可透過行動通訊網

路，將原創歌曲完整地從伺服器直接下載到行動終端設備，可說是行動音樂市場

的延伸，其與線上音樂下載最大的不同在於傳輸的網路為行動通訊網路，接收的

終端以非 PC 的移動性裝置為主（蘇怡如，2005）。隨著網路傳輸速度與終端記

憶體容量之發展，行動音樂演進如圖 2-3 所示。 

 
圖 2-3：行動音樂演進 

資料來源：工研院 IEK-IT IS 計畫（2005），本研究引自蘇怡如（2005） 

而由前述的文獻分析可以發現，除電信業者積極推出行動音樂服務之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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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tones 

和弦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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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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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大廠也與其他廠商進行合作，電信業者、唱片公司與音樂相關企業之間，產

生許多新的合作關係；至此，行動音樂不再僅侷限於鈴聲，而是開始逐漸擴展到

整首歌曲的下載及欣賞，甚至是其他音樂應用方式，諸如音樂影片等動態音樂內

容。 

三、小結 

由本節文獻回顧可知，從九十年代發展至今，行動音樂類型日益多元，隨著

行動通訊技術之進步，所能提供的行動音樂內容也日益豐富，促使電信業者與其

他業者之間開始產生新的合作方式。目前國內行動通訊市場早已進入成熟期，行

動音樂也一直是各家業者行動數據加值服務當中最主要的一部份，綜觀國外行動

音樂的營運模式與發展，國內電信業者之行動音樂發展策略為何？此乃本研究所

欲探討之議題。 

故接下來，本研究將從資源基礎論出發，探討企業內部策略性資源之相關議

題，以瞭解電信業者建構了哪些資源發展行動音樂產品，以及其內部策略性資源

對新產品發展之影響。 

第三節 資源基礎論 

一、資源基礎理論 

Porter（1980；1985）的五力分析、價值鏈分析，隱含企業應該選擇一個好

的產業位置，藉由定位而產生優勢。這項競爭優勢理論觀點，乃是著重在與外部

環境影響因素以及產業間彼此競爭關係的連結。然而，Grant（1991）發現，廠

商策略與廠商內部資源與技術之間的連結被忽略了，他認為廠商內部所擁有的資

產或能力，才是持續性競爭優勢的主因。因此，為著重企業內部資源之審視與培

植，資源基礎理論乃隨之興起，成為 90 年代後策略理論領域中的主流觀點。 

資源基礎理論之概念最早是由 Wernerfelt（1984）提出，他認為傳統的策略

觀點大多以產品的角度來考量所需的資源，將焦點集中在「產品-市場」面，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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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以「資源」的角度來考量；但是企業若採用傳統的策略思考模式，往往無法發

揮資源的使用效率，意即，企業競爭優勢來源不在於外部的環境因素，而是來自

於企業內部的組織能力、資源與知識的積累，因此公司的策略性決策應該改為以

公司所擁有的「資源地位」與「資源優勢」的觀點來替代過去的「產品」觀點，

將更具意義。 

資源基礎理論主要是在分析企業內部資源的有效開發、利用、取得、累積與

培育，其在解釋，企業所擁有的獨特競爭力來自於內部那些資源？如何運用與組

合以創造競爭優勢？什麼資源可以造成組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Porter，1991）？

資源基礎理論強調企業需具有「內省」之觀點，以自身為競爭對象，隨時思考自

身的成長與累積，從組織本身擁有的核心能力及無形資源中找到競爭優勢來源。 

二、核心資源與能力 

探討核心資源與能力可追溯至 Barnard（1938），他首先提出了類似的概念。

而後 Selznick（1957）使用了「獨特能力」一詞，意指其具有獨特能力來執行組

織的特定任務。隨後 Tilles（1963）、Ansoff （1965）、Andrews （1971）、Hoffer 

& Schendel（1978）等人均使用核心或獨特能力來連結策略程序，以協助企業策

略的制定（蔡敦浩、李慶芳，2000）。 

司徒達賢（1995）歸納早期不同學者所提出之資源基礎理論的內涵，發現學

者多數以企業功能性的能力來界定核心資源與能力（表 2-4）。 

表 2-4：以企業功能劃分之核心資源與能力 

學者 核心資源與能力 
Ansoff（1965） 1. 一般管理與財務能力

2. 行銷能力 
3. 研究發展能力 

Stevenson（1968） 1. 組織能力 
2. 科技能力 
3. 財務資源 

4. 行銷能力 
5. 人事資源 

Hofer & Schendler
（1987） 

1. 財務資源 
2. 科技資源 
3. 實體資源 

4. 組織資源 
5. 人力資源 

資料來源：司徒達賢（1995），本研究引自劉思治（200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9

表 2-4：以企業功能劃分之核心資源與能力（續） 

學者 核心資源與能力 
Porter（1980） 1. 產品 

2. 研究發展 
3. 作業能力 
4. 財務／成本 

5. 配銷 
6. 一般管理 
7. 行銷／銷售 
8. 組織能力 

Hitt & Ireland（1985） 1. 一般管理 
2. 工程／研發 
3. 生產／作業 
4. 行銷能力 

5. 公共關係 
6. 人事資源 
7. 財務 

資料來源：司徒達賢（1995），本研究引自劉思治（2003） 

Chandler（1990）提出核心資產應包括「功能性的能力」（生產、行銷、人

事、財務、研發）以及「策略能力」（垂直整合、多角化、國際化）。此一概念的

提出擴大了核心資源的範圍與觀察層面，打破過去學者僅以企業功能為核心資源

劃分依據的狹隘論點，同時也突顯出許多被忽視的資源內涵，將重點移轉至無形

的資產與能力上，並影響許多學者對核心資源內涵的看法（劉思治，2003）。 

事實上，具有策略價值的核心資源內涵非常多元，諸如品牌、通路、特殊技

術、專業能力等等，皆可能成為企業的核心資源（吳思華，2000）。歸納各家學

者的看法，吳思華（2000）將企業資源分為「資產」與「能力」兩部份，資產為

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量，並可區分成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兩類；能力則

是企業建構與配置資源的能力，可分為組織能力與個人能力（如表 2-5）。 

表 2-5：策略性資源的內涵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有形資產

金融資產 現金、有價證券 資

產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利、著作權、已登記

註冊的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等 

資料來源：吳思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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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策略性資源的內涵（續） 

個人能力 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 
人際網路 

能

力 組織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料來源：吳思華（2000） 

有形資產包括，具有固定產能特徵的實體資產，以及可自由流通的金

融性資產，這些資產通常在公司的財務報表中都可清楚的看出與顯現。  

無形資產則包含各類型智慧財產權，如專利權、商標權、著作權、已

登記註冊的設計，以及契約、商業機密、資料庫、商譽等等。這些資產在

傳統的財務報表中雖然未能表達，但所有權人清楚的歸納企業所有，是企

業的重要資產。  

個人能力意指企業所擁有的某些關鍵人物，這些關鍵人物擁有與該產

業（或產品）有關的創新與專業技術能力，或統領企業的管理能力，或人

際網路能力。這些人物以及其所擁有的種種能力都是該企業重要的資源。 

組織能力是一種運用管理能力持續改善企業效率與效果的能力，這項

能力從屬於組織，不會隨著人事的更動而有太大的變動，組織能力可表現

在業務運作、技術創新與商品化、鼓勵創新與合作的組織文化、組織記憶

與學習等四個層面上。  

三、核心資源與能力之特性 

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形式極為多種，但最重要的是，企業必須瞭解並掌

握哪些資源能夠強化組織能耐、具有策略性價值，制訂一套判別標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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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核心資源、累積企業能耐。  

核心資源與能力需具備哪些條件才能使該企業具有競爭優勢？Amit 

& Schoemaker（1993）認為，要形成競爭優勢，企業所建構的資源與能力

必須符合八項特性：互補性（Complementary）、稀少性（Scarcity）、不易

交易（Low tradeability）、不易模仿性（Inimitability）、持續性（Durability）、

專屬性（Appropriability）、有限替代性（Limited substituability）以及策略

性產業因素重疊（Overlap with strategic industry factors）。  

Grant（1991）則指出，廠商在產品市場的競爭優勢來自於資源的四項

特性：  

(一) 資源模仿障礙（Barriers to Resources Limitability）：持久性競爭優勢有

賴於公司阻礙挑戰者的能力。此種阻礙能力來自於競爭優勢存在的模糊

性，或透過聲譽投資所形成顧客的移轉障礙，或利用先佔（Preemption）

優勢使競爭者喪失模仿的良機。 

(二) 因果關係模糊（Causal Ambiguity Leading to Uncertain Limitability）：持

續性競爭優勢來自於競爭者對優勢基礎診斷上的困難，如組織常規能力

（不可言傳知識或組織間人際關係）與資源的複雜性。 

(三) 不完全移轉（Imperfect Transferability）：資源的不可移轉性受限於交易

成本與資源可移動性。 

(四) 資源複製障礙（Barriers to Resource Replication）：經由內部投資建立優

勢所需的特定資源，如需長期努力或複雜程序、團隊基礎時，競爭優勢

即能在複製困難下持續。 

Barney（1991）認為，廠商所擁有的內部資源是否具有持續性競爭優勢之

潛力，乃取決於三項特質： 

(一) 價值：是指資源的價值來自資源是否能使公司在執行特定策略時增進效

率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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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稀有性：是指公司現有或潛在競爭者並未擁有該項資源，如有價值而多

量或有價值而無法取得的資源，均無法創造持久性競爭優勢。廣義而

言，凡市場中對於特定具有價值之資源的擁有者少於需求者，則該項資

源即具有稀少性。 

(三) 無法完全複製／模仿：使競爭者無法完全複製／模仿的動力來自資源的

專屬性、模糊性、複雜性與不可替代性，使競爭者無法完全複製或模仿。 

綜合學者的看法，吳思華（2000）認為，對企業具有策略價值、能夠強化

組織能耐的核心資源，大都具有以下三項特性： 

(一) 獨特性：該資源能使企業在執行策略時增進效能與效率的價值，同時市

場供應量非常稀少，且無其他替代品。 

(二) 專屬性：該資源和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理制度緊密結

合，不易移轉或分割，縱然其他企業取得該項資源，亦不一定能發揮類

似的功能。 

(三) 模糊性：資源的建構過程，以及其與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係不易釐

清，使得競爭者不僅無法取得，亦無從學習。 

四、小結 

根據上述文獻，企業內部資源的分類大致可劃分為「資產」與「能力」兩部

分，再依不同的產業特性定義此兩大項的內容。在本研究中，將採用吳思華（2000）

策略性資源的定義，描述並分析電信業者原有之資源與行動音樂服務上所建構之

資源，以瞭解電信業者所擁有的哪些資源對行動音樂發展具有重要性，在發展行

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過程當中，電信業者建構了哪些策略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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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價值鏈/價值網絡 

一、價值鏈的定義與內涵 

價值鏈為企業將投入轉為產品及服務所完成的一系列相互依賴的價

值活動（Porter，1985）。Porter 認為，企業的價值是由一連串包含產品設

計、生產、行銷、運輸與相關支援作業等各種加值（value added）活動所

組成，可用一價值鏈來表示（圖 2-4）。其最小的分析單位即為價值活動，

包含主要活動與輔助活動，任何產業都是由這一連串的「價值活動」所構

成，這些價值活動是形成低成本、差異化與創造價值的關鍵因素。  

 

圖 2-4：一般價值鏈 
資料來源：Porter（1999） 

主要活動是企業主要的生產與銷售程序，可分成五個活動，這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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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產作業（Operations）：將投入轉化為最終產品的相關活動，例如機械

加工、包裝、裝配、設備維修、測試、廠房作業等。 

(三) 出貨後勤（Outbound Logistics）：此活動與產品收集、儲存、將實體產

品運送給客戶有關。例如製成品的運輸、倉儲、物料處理、客戶聯繫、

訂單處理等。 

(四) 行銷與銷售（Marketing and Sales）：旨在讓顧客瞭解，並吸引其購買商

品。例如廣告、促銷、建立通路關係等。 

(五) 服務（Service）：提供服務以增進或維持產品價值。例如產品安裝、維

修、培訓、零件供應或更新等。 

輔助活動可視為企業支援主要營運活動的其他企業運作環節，或是所

謂的共同運作環節，包括：  

(一) 企業基本設施（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firm）：廠房設施、機器設備等

硬體，也包括計畫、財務、法律、品質管制等軟體。 

(二) 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涉及人員招募、雇用、

培訓、發展和各種員工福利津貼等不同活動。在企業內，人力資源管理

不但支援個別的主要和輔助活動，也支援整個價值鏈。 

(三) 技術發展（Technology development）：所有價值活動都涉及到技術，例

如專業技術（know-how）、作業程序或生產設備所運用的技術。技術發

展由很多活動構成，大致可分為「改善產品」和「改善製程」兩類。 

(四) 採購（Procurement）：購買用於企業價值鏈所有投入的活動，例如購買

原料、用品、構建固定資產等。 

價值鏈分析可以使企業組織容易確認哪些價值活動可以創造價值，儘

可能增加價值並降低成本（Porter，1985）。以產業觀點來看，價值活動的

展開，有利於企業評估自身優劣勢，價值活動的互補、替代、切割或創新，

協助企業抉擇經營策略的方向（司徒達賢，1995）。價值活動對最終顧客

提供附加價值（吳思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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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企業的價值鏈其實是包含在一套範圍更廣的「價值體系（Value 

System）」裡面（Michael Porter 著 ,李明軒、邱如美合譯，1999），如圖 2-5。 

 

圖 2-5：價值系統 
資料來源：Porter（1999） 

企業除了本身的價值鏈之外，供應商也會有自己的價值鏈，能夠創造

並傳遞使用於企業價值鏈的採購項目。因此，供應商不只是提供貨源而

已，還可透過其他方式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  

二、行動數位內容價值鏈
4 

根據定義，行動音樂乃是數位化的資訊產品，因此可算是廣義的數位

內容。在數位多媒體營運參與者中，主要可分為五層參與者，從上游到下

游依序為（Bane, Bradley & Collis，1997）：（一）內容層（Content），包括

內容儲存者、內容提供者；（二）包裝層（Packaging）系統整合者、通路

                                                 
4 整理自：元智大學知識服務與創新研究中心「行動數位內容價值鏈分析」一文。資料來源網址：

http://www.iksi.org.tw/big5/sp_scn_mdpri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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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者；（三）傳輸層(Transmission)，意即負責連線、通信服務的電信業

者；（四）運算層（Manipulation），主要負責提供資料轉換與運算服務；（五）

終端層（Terminal），終端設備製造商，如手機、PDA、Smart phone 等製

造商。  

上述的分類方式可適用於目前電腦網際網路、寬頻電視與行動通信等

多媒體傳播的營運基本架構，而由於每一層營運者的管理範疇相當複雜，

皆需要投入大量資本與研發的資源才能在各領域佔有一席之地，因此產業

上下游分工細密，各階層營運對其它參與者的影響也錯綜複雜，此點不同

於以往單純以語音通訊為主的經營模式。  

依據 Bane, Bradley & Collis（1997）所提出的理論架構，再根據台灣

目前行動電信市場中相關業者的參與狀況，可歸納出如圖 2-6 的「行動數

位內容產業價值鏈」。提供硬體設備成員有：無線設備業者、終端設備供

應商兩種，一種即是所謂基地台設備與電信系統、網路佈建業者；另一則

是手機、PDA 等終端設備製造商。提供軟體服務的成員則有提供工具、應

用的業者，諸如內容設計軟體業者、應用發展商、通訊服務供應商暨網路

經營者、作業平台業者等，主要是建立一個可供內容製作、傳輸及播放使

用的韌體業者；另外還有提供內容來源、製作加值服務的「內容提供者」

以及整合各家內容或代理國外內容的「內容聚集者」。  

 
圖 2-6：行動數位內容產業價值鏈 

資料來源：元智大學知識服務與創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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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鏈之相關議題 

資策會 MIC（2005）探討了與價值鏈有關的三個議題，瞭解企業如何

經由價值活動的整合或分工、改變價值活動進行方式、價值活動的刪除或

簡化，有效重組企業內外部資源，以降低交易成本或提供顧客價值，提升

企業創新能力，達到產業創新。茲根據資策會（2005）「科技產業創新模

式研究」對價值鏈的探討，將其相關議題整理如下：  

(一) 價值活動整合或分工 

價值活動的整合是指企業增加自己從事的價值活動：分工是指企業將原本自

己從事的價值活動交由其他企業處理。企業考量價值活動的性質，考量整合

（Integration）或反整合（De-Integration），採用與競爭者不同的價值鏈（Porter，

1985）。企業不可能自己提供營運過程中所有的資源，為了取得資源，必須與其

他的企業形成企業共同體，建立適當關係（吳思華，2000）。 

價值鏈演進理論（Value Chain Evolution，VCE）建議，價值鏈上哪些活動

吸引顧客重視，公司應該掌控這些活動，將不影響顧客重視的活動外包出去

（Christensen，2000）。產業價值鏈會隨著技術的成熟度而發生分合變化。核心

業者會把價值鏈中做的不夠好的環節進行垂直整合，改善績效；做得非常好的環

節（已被標準化或規格化的價值活動）則進行水準分工，外包給市場上的專業公

司，節省成本。企業應掌握對顧客認知價值具有重大影響的價值活動，具有專業

性質的價值活動或效率因素，可考慮找尋合作廠商來經營，雙方建立聯盟關係（吳

思華，2000）。價值鏈的分合演化遵循整合守恆定律（Conservation of Integration），

其重組與解構可為企業創造新的商機與競爭優勢。企業應從事顧客認為有價值的

活動，而不是企業擅長的事情或將核心事業自製、非核心事業外包，需考量未來

哪些價值活動會創造價值（Christensen，2000）。 

(二) 改變（調整）價值活動進行方式 

企業需考量價值活動能否以不同方式進行或重新安排價值活動順序

（Porter，1985）。重新調整價值活動組合，是否對企業未來發展更加有利（吳思

華，2000）。例如戴爾首創直銷模式，改變顧客價值鏈，且與供應商建立夥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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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直接銷售電腦給客戶，直接與供應商交易，完全避免無效率的中間者。此一

直銷模式為戴爾帶來大量的銷售量。 

(三) 價值活動的刪除或簡化 

企業應考量目前從事的價值活動是否為最佳的組合，能否刪除或簡化價值活

動，以降低成本或提昇效率。例如西南航空刪減價值活動，不提供餐點、不提供

轉運行李服務、開放自由座位選擇等，提供低廉票價，有別於主流航空公司。 

四、價值網絡 

Christensen（2000）認為，企業是內嵌於價值網絡中，其產品如同元

件一樣，一層層地內建於其他產品中，最後所有的一切都內嵌於使用系統

（System of use）；企業在此價值網絡體系內辨識與回應客戶的需求、解決

問題、取得資訊輸入、回應競爭者與爭取獲利。Christensen（2000）以 1980

年的管理資訊系統為例，如圖 2-7 所示。  

圖 2-7：產品架構的巢狀系統 
資料來源：Christensen 著、吳凱琳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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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的架構是由許多不同的元件所組成：大型主機、周邊設備、軟體、

冷氣房、墊高的地板下有無數條電線等等。每一個元件都可自成一個架構

體系，例如大型主機本身是一個架構體系，其中包含中央處理器、多晶片

封裝、電路版、硬碟…等元件。再往下一層，硬碟也是一個架構體系，其

中含有馬達、啟動裝置、主軸、磁片…等元件。同樣地，磁片本身也可以

成為一個架構體系。  

圖 2-7 是一個產品系統的巢狀實體架構，即所謂的價值網絡，每一階

層所製造的元件可銷售給下一階層的整合廠。而圖 2-8 則是另一種價值網

絡：  

圖 2-8：價值網絡範例 
資料來源：Christensen 著、吳凱琳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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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個元件的使用本質卻不盡相同；一般而言，每個元件方格有其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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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主機 

組織資訊系統管理 

硬碟 

線上印表機 

中央處理單元 

會計軟體 

多晶片封裝 

讀寫頭 
粒子氧化物磁片 

啟動裝置 

容量 
速度 
可靠性

容量 
速度 
可靠性

紀錄密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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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建構適當的親疏關係。換言之，企業的價值網絡若依據吳思華（2000）

所提出的事業網路策略構面，可分為以下三個構面：  

(一) 體系成員：企業必須選擇適當的企業或組織進行合作，建構完整的網絡

體系，才能完成創造價值的任務。成員包含供應商、同業、異業、社會

夥伴等。 

(二) 網路關係：網絡成員之間彼此的互動關係，如何建立或調整各成員之間

的關係非常重要。組織為了資源交換、連結、流動而建立彼此良好關係，

可以降低成本、提高顧客價值、廠商具備更佳競爭優勢（資策會 MIC，

2006）。 

(三) 網路位置：體系中每個成員的依賴關係都不同，有些成員在體系資訊與

資源匯集處，掌握關鍵位置，分配較多利益；有的成員則處在邊陲位置，

雖盡心貢獻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利益。從個別的立場思考，企業需將網

路位置的選擇與調整視為重要的課題。 

五、小結 

依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將引用 Christensen（2000）所提出的價值

網絡，描繪出行動音樂產品價值網絡體系，並結合吳思華（2000）事業網

路三構面做為分析架構，瞭解電信業者在價值網絡中之位置以及與其他成

員之互動關係。  

由價值網絡理論可以知道，價值網絡中每個元件各有其不同的功能與

重要性，企業能在價值網絡體系中適時回應顧客需求、維持競爭力。換言

之，企業組織的資源實際上是有限的，因此除了必須將內部資源妥善配置

之外，也會將某部分元件價值活動委外，由外部企業廠商來供應，以獲得

最佳效益。因此在下一節中，本研究將針對企業委外相關理論進行探討，

以便瞭解企業委外的策略考量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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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企業委外 

一、委外之定義 

所謂委外是指「以合約方式將企業運作所需要的功能，但並非關鍵核心的部

份交由外面服務者來負責提供，以維持企業營運之需要」（Labbs，1993）。由於

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有限，因此經營管理者會將企業內部資源做有效、適當的配

置，故強調進行部分價值鏈項目的委外，以運用外部供應商的資源技術能力，擴

展企業本身之核心能力，尋求在最少的資源支出之下，創造最大的效益（Quinn & 

Hilmer，1994）。 

Minoli（1995）指出，委外乃意指「假若有一份工作，外界的經營者能比組

織做得更有效率，成本更低，則此一工作應交由外界的業者來做；若組織本身能

將此工作做得較好，則此工作仍應保持自行作業」。1998 年，美國企業委外協會

（The Outsourcing Institute Membership）將委外定義為：「策略性地利用外界資

源，執行傳統上由內部員工及資源去處理的活動事務」。 

Clouser（2002）認為，由於企業可以將自己最好的才能發揮在自己的企業

上，專注在自己的核心能力上，因此委外所帶給企業主要的有利之處即是靈活性。 

企業委外策略要獲致成功，首先必須針對委外目標，成立工作小組，評估潛

在的問題點、利益及整體的影響，當考慮委外時，需包含界定範圍、建立指標以

及建立衡量績效的方式等步驟（Cashman，1998）。 

二、委外動機 

國內外關於企業委外動機與因素之文獻相當多。其中，Quinn（1994）認為，

在資源分配下，委外的考量因素有以下幾項： 

(一) 將資源集中在企業最擅長的部份，以使內部資源的報酬極大化。 

(二) 將資源集中在具有發展且具有潛力的核心業務，以增加現在或未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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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進入障礙，保護自己的市場佔有率。 

(三) 將費用昻貴或企業不能勝任、不可能自行發展的工作，充分利用外界的

專業服務和技術或完全由外界來投資經營。 

(四) 與相關業者採取合作策略，在資源與技術上，截長補短，共同合作，以

減少投資、縮短發展週期，因應市場快速變化，減少風險，產出更符合

客戶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1998 年，美國企業委外協會（The Outsourcing Institute Membership）提出企

業尋求委外前十大因素：（一）降低和控制營運成本；（二）改善企業焦點領域；

（三）逹成世界級績效表現；（四）為其他目的釋放內部資源；（五）獲得無法由

內部取得的資源；（六）促進重整的利益；（七）處置管理困難或失控的業務；（八）

取得資本基金；（九）分攤風險；（十）取得現金注入。於此同一時期，Shreeveport 

Management Consultancy（1998）亦針對英國前五百大企業的外包，進行一項調

查報告，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委外動機，依其重要性順序如下：（一）降低服務成

本；（二）減少員工人數；（三）更專注於核心業務；（四）具競爭力的策略；（五）

取得專業知識；（六）改善服務遞送的流程；（七）改善產品或服務的品質。 

三、委外型態 

目前企業採用的主要委外型態有以下幾種（引自廖宇，2004）： 

(一) 活動外約（Contracting out the activities） 

企業將內部需求受到置疑的元素委託給另一外來的企業組織。通常應用

於較低水準的週邊服務，諸如清潔工作、洗手間衛生管理等等。此為短期的

解決方案，處理較低層次、較不核心的工作。主要在於解決企業迫切的問題，

與企業規劃前景的策略發展過程並無關係。 

(二) 服務委外（Outsourcing the service） 

仔細選擇、評估，約僱專業的外部服務供應商，促進企業組織再定義、

再聚焦。並在必要時，因應服務供應商的專業累積，創新擴大服務層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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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管理得宜，就深層的策略面而言，企業組織可從與服務供應商的合作中獲

益，並促使企業組織更專注於其所擅長、具競爭優勢的業務。 

(三) 內包（Insourcing） 

確保產值的一種應變措施，藉由改善某一區塊的營運以承攬來自其他部

門的工作。如此一來專業技術可以獲得保存並開發資產，使得內包業務的單

位成本降低。這種型式的服務通常用於企業中規模太小卻十分重要或難以委

外的服務。 

(四) 合包（Co-sourcing） 

供應廠商和企業僱主間的關係，較正規委外模式更為緊密。合包通常是

指由企業僱主提供委外業務所需的人員或經理人，採用這種型式的關鍵不在

於人員的流動，而是企業不願意專業知識永遠流失。從前經理人常為了留住

人才而拒絕委外，但是合包則是兩方組織都有責任提供達成目標所需的資

源。這種方式當然會有風險，如果無法達成目標，企業不會得到任何補償。 

(五) 利益關係（Benefit-based relationships） 

這是一種長期合作關係，雙方先為此關係進行投資，再依據預先擬定的

協議分享利益。雙方共同承擔風險，同時共享報酬。如果利益無法實現，供

應商不會因他們的努力與投入而獲得任何報酬。 

四、小結 

經由上述文獻探討，吾人可以發現，企業委外之動機因素主要可分為

三方面：（一）企業資源有限或資源缺乏：借重外界的專業知識和技術，

截長補短，共同合作；（二）降低成本，提高企業利潤與績效：委由外界

經營，以減少自身投資，並降低風險；（三）專注企業自身的核心能力：

將資源集中在企業最擅長或具有發展潛力的部份，期使內部資源報酬極大

化。故本研究將以此為主軸，探討電信業者將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委

外給內容服務供應商之策略考量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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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委外乃是將部分價值鏈活動委由另一外部企業負責執行，運用外

部供應商的資源技術能力，擴展企業本身之核心能力，尋求在最少的資源

支出之下，創造最大的效益。就新產品發展而言，企業能藉由簽約委外的

方式，在缺乏投資組織內自行開發的情形下，管理新產品研發；由此可知，

企業委外與新產品發展具有關連性。企業委外的動機與方式可能會影響到

新產品策略及開發流程。因此，在下一節中，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新產品

發展相關理論。  

第六節 新產品發展 

一、新產品之定義 

國內外許多學者專家就不同觀點去定義「新產品」或稱「產品創新」，由於

立論基礎歧異，定義也就有所不同。Johnson & Jones（1957）從市場新奇度與技

術水準新奇度劃分成八種不同的商品目標，如表 2-6 所示： 

表 2-6：根據商品目標的新商品分類法 

技術水準新奇度 商品

目標 技術不變 技術改良 新技術 
重新設計 替代品開發 市

場

不

變 

 改變成分或型態，

使成本及品質更精

進 

以新技術取代現有

產品 

重新商品化 改良產品 產品線延伸 市

場

強

化 

在目前之顧客上增加

銷售量 
改進產品對顧客之

效用 

在產品線上增加同

類之新技術產品，

以服務更多顧客 
新用途 市場擴充 多角化經營 

市

場

新

奇

度 
新

市

場 
提供現有產品至新區

隔之市場 
提供改良產品至新

區隔之市場 
新技術產品銷售至

新市場 
資料來源：Johnson & Jones（1957） 

Sampson（1970）以消費者的觀點將「新產品」定義為：（一）滿足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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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需求或慾望；（二）與其他產品比較，顯著地較能滿足要求；（三）包含產品及

溝通兩者之創新組合。 

Sands & Warwick（1977）主要從產品的角度瞭解新產品的定義，將新產品

區分為九個種類：（一）產品提供完全嶄新的功能；（二）改進產品現有功能；（三）

現有產品的新應用；（四）產品提供附加功能；（五）產品出現於新市場；（六）

產品以較低的單位成本來吸引更多買者；（七）升級的產品係由現有的產品與另

一存在的產品整合；（八）降級的產品；（九）外型改變的產品。 

Tushman & Nadler（1986）則是以公司的觀點出發，認為創新對公司而言，

是創造出任何新的產品、服務或製程，而多數成功的創新是累積有效的產品和製

程的改變，或是以創造性能力結合現有的技術、意念和想法，故產品創新分為三

類：（一）漸進式創新；（二）綜合式創新；（三）突破式創新。 

Booz, Allen & Hamilton（1982）是以對「公司」及「市場」的創新程度定義

出六種新產品種類：（一）新問世的產品 (New-to-the-world Products)：創造一個

對世界而言，是全新的產品；（二）新的產品線（New Product Lines）：使公司能

首次進入一已存在市場之新產品；（三）現有產品線外加的新產品（Additions to 

Existing Lines）：提升補強公司現有產品線的新產品；（四）現有產品的改良或更

新（Improvements and Revisions of Existing Products）：提供改進性能或提高認知

價值而取代現有產品的新產品；（五）重新定位的產品（Repositionings）：將現有

產品之目標轉向新市場或新區隔市場，再予以銷售之新產品；（六）降低成本的

產品 （Cost Reductions）：經由設計或製程的改進，提供相同功能但成本較低之

新產品。 



第貳章 文獻探討 

 36

 

圖 2-9：依市場和公司定義的新產品類型 
資料來源：Booz, Allen & Hamilton（1982） 

Kuczmarskit（1992）同樣是以公司認知及市場認知的創新程度觀點，探討

新產品開發類型，比較不同的是，他認為將新產品分類時，除了上述兩構面外，

還需考慮技術新穎程度，因此將新產品創新類型分為七類：（一）世界性的產品；

（二）公司的新產品；（三）產品線延伸；（四）現有產品改良；（五）降低成本；

（六）產品新定位；（七）藉由授權或合資來獲得新產品。 

司徒達賢（1995）從兩方面來看新產品：（一）市場需求面：只要產品能滿

足市場上尚未被滿足的需求，就可能構成一種新產品。而另外根據現有產品品質

和包裝予以改進，也可能成為一種新產品；（二）產品製造結構面：技術突破性

的產品即是。 

產品最終消費者是顧客，唯有讓顧客認為產品夠創新，才能在市場上造成一

種「新產品」的印象（Kotler，1991）。除了產品本身的新穎性，以及對公司的創

新程度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須同時考慮顧客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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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綜上所述，不論是將現有產品加以改良、在技術上突破而製造出與本質完

全不同的產品、對公司或消費者而言是從未出現過的產品，皆可稱之為新產品。 

二、新產品策略 

在產業競爭日趨激烈的環境中，「產品」是企業能否蓬勃發展的關鍵之一；

然而，產品生命週期也日益縮短，因此企業必須開發出具有差異化、超出消費者

期望價值的新產品，以確保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Cooper，2000）。而企業爲

了成功的發展新產品，無論新產品的新穎程度為何，都必須有一套符合公司整體

目標與策略的新產品策略，以及健全的新產品發展流程，企業可以採取的新產品

策略包括很多種，其中最基本的策略內容是主動與被動策略，主動型策略則是指

公司主動分派資源，並達成公司目標，主要的內容包括：積極從事研究發展、鼓

勵員工創新、或者採取購併與聯盟的方式；被動型策略是指公司遭遇到競爭壓力

再採取行動，主要策略包括：防衛、模仿、第二但更好、以及針對顧客需求而反

應的策略形式（Jain，1997；洪順慶，2001）。 

國內外有許多學者分別從不同的角度與構面分析探討新產品策略。 

以「進入市場的時間」做區分，Ansoff & Stewart（1967）利用時間變數，以

及企業內各功能部門（R&D、行銷、財務、人力資源）所具備之條件歸納四個

新產品策略： 

(一) 首入市場（First to Market）：企業希望能夠在市場上取得領先者的地位，

所以投入大量的 R&D 經費，搶先推出新產品，這是具有攻擊性的策

略，但其風險亦較大。 

(二) 追隨領袖（Follow to Leader）：當首入市場的領先者進入市場後，便立

即推出具有相同功能性質的產品，以攻佔首入市場者尚未佔據的市場。 

(三) 應用改良（Application Enginning）：將目前現有的產品進行局部性的改

良，其競爭的主要優勢是在於對品質的改善以及包裝上的改良。 

(四) 從眾（Me Too）：利用仿冒或授權製造，取得新產品的生產技術，所承

擔的市場風險較小，其主要生存空間在於製造成本的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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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Barczak 在 1995 年的研究中，便以此分類方式為基礎，將新產品策略

簡化為三種：（一）首入市場（First to Market）；（二）快速跟隨（Fast Follower）；

（三）延遲進入者（Delayed）。 

同樣是從市場觀點來看新產品策略，陳松柏（1996）將新產品發展之市場策

略區分為「攻取性」與「防守性」： 

(一) 新產品研發目的：若此產品發展之目的是為了進入一個公司未曾涉獵的

新市場，包括新的使用者或新的用途等，則屬於攻取性之目的。 

(二) 新產品的市場新穎性：當新產品市場新穎性越高，則其研發目的越可能

是為了攻取性之目的。 

(三) 新產品之目標市場：當新產品之目標市場是為了爭取競爭者之市場，屬

於攻取性目的；若僅為了服務現有之顧客，則為防守性目的。 

(四) 新產品上市時機：當公司比其他競爭者先推出產品時，表示公司主要目

的在於強奪市場之先機，獲取先入者優勢地位，故屬於攻取性策略目

的；反之，則為防守性策略目的。 

(五) 與競爭品相對競爭力：若公司的新產品在品質、價格及其他消費者所重

視的屬性，皆較競爭品有優勢時，公司主要採取攻取性策略，反之則為

防守性策略。 

另一方面，Cooper（1985）則是從企業總體角度來看新產品策略，以工業性

產品公司為研究對象，其研究架構如圖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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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企業發展新產品總體策略之架構 
資料來源：Cooper（1985），本研究引自鍾志明（1998） 

綜合企業觀點與市場觀點，Mayer & Roberts（1986）研究小科技公司之新產

品策略，認為新產品策略可用兩個構面組成：（一）對於新產品所需使用的技術

相對於公司原本既有技術的新穎程度；（二）新產品之目標市場相對於過去產品

的使用者之新穎程度（如圖 2-11）。 

圖 2-11：產品發展（產品創新）矩陣 
資料來源：Mayer & Roberts（1986），本研究引自黃亮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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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產品開發流程 

新產品開發流程依時間先後大致可分為「上市前」與「上市後」。上市前的

開發過程主要包括三部分：新產品概念的演變過程、在新產品發展過程中所需的

各種管理活動、以及主要能夠協助衡量績效與控制之新產品預測型態。上市後的

重點則包括：新產品的行銷組合計畫、比較實際的成果與事前的預測。 

依此概念延伸，Cupta, Raj & Wileman（1985）將新產品發展過程區分為： 

(一) 規劃階段：預算分配、建立發展優先順序、目標、日程表。 

(二) 產品發展階段：創意產生、篩選、觀念發展、測試、產品發展、商業化。 

(三) 商業化後階段：參與討論、績效評估、改進新產品。 

類似於 Cupta, Raj & Wileman（1985）之觀點，Cooper（1986）也提出新產

品發展程序三階段，對各階段定義詳加說明： 

(一) 確認需求階段：此階段主要尋找有附加價值的創意、希望由此創意能發

展出對公司未來有極大獲利機會之新產品。 

(二) 規劃產品過程階段：此階段主要是藉著行銷人員所提供的市場潛在量、

經濟利益預測資料及生產製造人員對新產品各項客觀技術評估意見，共

同決定創意是否可行。 

(三) 商業化階段：此階段主要在使滿足市場的產品觀念，能發展成為新產品

上市。 

國內外有許多學者針對新產品開發程序進行探討與定義，其定義出來的程序

皆大同小異，大致上不脫離前述幾位學者所提出之三階段。其中，Kuczmarski

（1992）將新產品發展過程分為二、四、七、十個步驟之程序，如此整理有助於

企業在發展新產品開發流程之彈性選擇，如圖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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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新產品開發過程 
資料來源：Kuczmarski（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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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管理顧問公司所提出的六步驟循序進行：1.激發產品創意；2.篩選

與評估；3.市場機會分析；4.產品發展；5.市場測試；6.正式上市。 

此種循序進行的產品發展過程，在下列各種情形下也相當適用：1.發展

該項產品，沒有時間上的壓力；2.市場極為穩定，並非瞬息萬變；3.產品開

發的重點，主要並不在於改善現有產品的品質；4.當組織的結構不得已必須

部門化的時候。 

(二) 重疊式新產品開發 

當新產品開發非常重視時效與過程中的靈活度時，循序漸進式的新產品

開發程序便不適用，因其開發的成果由前一部門傳至下一部門時，會發生「接

續不良」的現象。重疊式新產品開發程序能克服此一困難，運用「互動矩陣」

讓來自各部門的人員一同協調，透過明確的協調及清晰的溝通，將潛在客戶

的需求，正確無誤地一路轉換成他們要的產品或服務。其主要步驟如下： 

1. 確定潛在客戶及其他企業關係人的需求，並且衡量他們的相對重要

性。透過市場研究，將這些心理需求轉化為適當的文字敘述。 

2. 確定本產品與相關的競爭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感受或地位為

何。衡量前在消費者對於各種需求層面，給予新產品與各競爭品牌

的排名順序。 

3. 找出所有會影響到潛在客戶需求的技術與設計元件。找出的每一部

份一定要和一個以上的消費者需求有所關連。 

4. 按照技術與設計元件、影響客戶需求的程度，填答整個互動矩陣。

透過評分，新產品發展小組可以估計出每一項設計元件對消費者需

求所產生的影響力。 

5. 分析各技術與設計元件之間的互動關係。各個新產品的各項功能或

表現必須協調一致，必須設法使得所有的設計元件能夠同步運作、

相互配合，而整體設計也應該協同一致、相互輝映。 

(三) 機動式新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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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開發團隊，在整個開發過程當中的所有階段，一起衝鋒陷陣；如

同在球場馳騁，把球傳來傳去，以找到最佳的時機進攻。藉由機動式新產品

開發可以改善產品開發的速度與彈性，其具有以下幾項特點：1.內在的不穩

定性；2.自我規劃的專案小組；3.發展過程的各個階段相互重疊；4.具有多

重學習的效果；5.控制必須巧妙；6.學習效果在組織中可以轉移。 

(四) 雜亂式新產品開發 

此種開發程序的特色在於，其過程中幾乎毫無章法、相當混亂，充滿了

失控與衝突，而公司會在亂中理出頭緒來開發新產品。其中，衝突有時候反

而使得公司內各路人馬的勢力達到均衡，之後，組織的策略方向可能會被修

改，新產品的發展在調整重點後，也會持續下去。因此，在雜亂式新產品開

發的過程中，成員空間較大、較為自由，可能因此激發出有創意的答案，或

者突破性的想法。此外，在大多數雜亂無章的情況裡，成員可能會有自己私

底下的運作方式，例如將執行過程與細節記錄下來，以備日後查詢。 

四、小結 

新產品發展與企業內部許多活動、策略及組織有關。本研究中所欲探討之新

產品策略，意指企業於公司層級上，對於新產品開發有關的技術能力、市場選擇

等之決策，因此根據上述文獻探討，Cooper（1985）從企業總體角度來看新產品

策略，將新產品策略區分為：新產品類別、新產品目標市場、使用的技術、計劃

的本質與投入程度；而陳松柏（1996）則就市場觀點將新產品發展之市場策略區

分為「攻取性」與「防守性」，以新產品研發目的、新產品的市場新穎性、新產

品之目標市場、新產品上市時機，以及新產品與競爭品相對競爭力做為衡量指

標。本研究發現，綜合 Cooper（1985）與陳松柏（1996）之觀點，其符合 Mayer 

& Roberts（1986）以企業本身關鍵技術及市場應用做為新產品策略構面所提出

的「產品發展（產品創新）矩陣」，故本研究將以 Mayer & Roberts（1986）所提

出的理論為主軸，並綜合 Cooper（1985）與陳松柏（1996）新產品策略之衡量

指標，以「新產品研發目的」、「目標市場」、「產品新穎性」以及「上市時機」做

為新產品策略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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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新產品開發流程，雖然 Thomas（1993）依據企業可能遇到的不同情況，

將新產品開發程序分成四種類型，但由於 Kuczmarski（1992）所提出之新產品開

發過程選擇較具彈性，也較符合電信業者數據服務新產品開發之現況，故本研究

以其 Kuczmarski（1992）當中的七步驟為主軸，視行動音樂產品實際開發情況，

將「創意產生」、「觀念發展」歸類為「創意探索及觀念發展」之步驟，以創意探

索及觀念發展、商業分析、篩選、原型開發、產品測試、商業化等六步驟逐一描

述並分析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 

第七節 本章小結 

當行動通訊技術快速發展、行動音樂服務類型日益豐富、產業結構開始產生

變化時，從電信業者的角度出發，其決策作為會是什麼？如何提供更有價值的行

動音樂服務？透過本章文獻探討可以發現，企業決策行為會受到內外部環境因素

的影響，而為了保有競爭優勢，企業不能只著重與外部的連結關係，亦要重視內

部資源的蓄積和培植，其策略性決策應從企業自身的「資源地位」與「資源優勢」

觀點出發，以發揮資源的使用效率。 

因此，在下個章節中，本研究將依此概念延伸，根據相關理論之文獻探討，

發展本研究之概念性架構，以「資源基礎」、「價值網絡」、以及「行動音樂服務

新產品發展」等三構面，探討電信業者音樂服務新產品發展之決策行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