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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個案研究 

本章將依序討論中華電信、喬達、亞太、威寶、瑞通等五家電信業者個案。

首先，將簡介該公司之概況，再以研究架構分析之，最後彙整個案重點。 

第一節 個案一：中華電信 

一、公司簡介 

1996 年 7 月 1 日，我國交通部電信總局營運部門改制成立「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主要業務涵蓋固網通信、行動通信，以及數據通信等三大領域，提

供語音服務、專線電路、網際網路、寬頻上網、智慧型網路、虛擬網路、電子商

務、企業整合服務，以及各類加值服務。2005 年 8 月 12 日，政府持股數降至 50%

以下，中華電信脫離政府體制，完成民營化。圖 4-1 說明中華電信目前之組織架

構，表 4-1 及表 4-2 分別說明中華電信各部門之職掌與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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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中華電信組織系統 
資料來源：中華電信網站（200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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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中華電信各部門職掌 
部門 職掌業務 

台灣北區分公司 經營市內、長途電話、公用電話、專線電路、xDSL、智慧型

網路、MOD、企業整合服務與行動電話、數據業務之通路。

台灣南區分公司 經營市內、長途電話、公用電話、專線電路、xDSL、智慧型

網路、企業整合服務與行動電話、數據業務之通路。 

行動通信分公司 
經營行動電話、簡訊、語音加值、國際漫遊、行動數據（商務

應用、休閒娛樂、金融理財、流行資訊）等加值業務與 GPRS
系統、虛擬企業網路。 

國際電信分公司 

經營國際電話(IDD、 Super eCall)、國際話卡（商務卡、預付

卡、E-Call 卡）、會議電話、視訊會議、網路國際通(TWGATE)、
國際數據電路 (IPLC)、網路資料中心（IDC）與國際企業虛擬

網路業務（IPVPN）等。 

數據通信分公司 經營網際網路數據通信、電信加值、視訊、多媒體、資訊系統、

電子商務、政府及企業網路整合服務等。 

企業客戶分公司 
企業客戶分公司：經營資訊與通信整合解決方案、資訊與通信

專案(標)案、資訊與通信產品代理暨顧問諮詢、企業客製化整

合服務與固網服務、行動電話服務、數據服務銷售。 

電信研究所 
重點領域之研究發展：無線通信技術、寬頻網路技術、多媒體

應用技術、網路維運技術、客戶服務資訊技術、前瞻技術、資

通安全技術、經營行銷策略、企業客戶服務技術。 

電信訓練所 
辦理人才培訓、遴選專技人才、辦理經營、管理、技術、業務

之訓練諮詢顧問、接受委託訓練、代辦技能檢定以及訓練教

材、期刊之製作、出版、著作登記、發行等事項。 
資料來源：中華電信網站 

以時間來劃分電信總局組織上的轉變，可分為三個時期（引自吳皇榮，

2003），如表 4-2 所示： 

表 4-2：中華電信發展沿革 
時期 說明 

台灣電信管理局時期

（1949~1981 年） 

電信總局於 1943 年由交通部成立，而台灣電信管理局則

是在 1949 年 4 月 1 日成立，隸屬電信總局之下專門負責

台灣的電信業務。 
資料來源：引自吳皇榮（2003）、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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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中華電信發展沿革（續） 
時期 說明 

電信總局時期

（1981~1996 年） 

1981 年改組，電信總局成為掌理台灣電信發展的實際運

作組織。掌理國內電信業務的台管局，依行政區域劃分

為台灣北、中、南三區電信管理局，直接提供用戶服務；

而長途電信管理局，係負責連接三個區管局之間的長途

網路及全區無線電呼叫系統；國際電信管理局則負責國

際電信之獨占經營；電信事業支援方面則設立電信研究

所、電信訓練所及數據通信所。由此可知，中華電信組

織結構的雛型早在本時期就已確立。 

中華電信時期 
（1996~迄今） 

1996 年 7 月 1 日國營中華電信公司正式成立，其組織結

構是把原舊制電信總局經營業務的部分予以變更。2005
年 8 月 12 日，政府持股數降至 50%以下，中華電信脫離

政府體制，完成民營化。 
資料來源：引自吳皇榮（2003）、本研究整理 

二、策略性資源 

(一) 原有之策略性資源 

1. 行銷通路 

截至 2006 年 3 月底，中華電信共有 27 個營運處，以及 286 個服務中心

遍布全台，並延長熱門據點之營業時間，並預計再增加 100 個以上的特約服

務中心與特約通路中心，使各項服務貼近客戶的生活環境。 

2. 技術與系統設備 

研究發展是中華電信提升市場競爭力的主要支柱，由本身的電信研究所

扮演技術技援的角色，對研究發展工作非常重視，每年均投入適當資源從事

相關研發工作，以便掌握最新的電信科技發展趨勢，開發滿足市場需求的產

品與服務。此外，中華電信持續進行 GSM 系統涵蓋改善工程，迄 2005 年

底增加了 253 座基地台，基地台數約 8,398 座。而 3G 基地台數至 2005 年底

為止，約有 2,524 座，系統容量約 190 萬。 

3. 國際關係 

中華電信與外國電信業者有長久正式以及非正式的良好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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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戶基礎穩固 

截至 2005 年底，中華電信行動電話普及率約為 87.3%，客戶數為 816

萬戶，市佔率約為 39.6%，客戶數與營收數皆居同業之冠。 

5. 員工穩定性高 

比起其他業者，中華電信的員工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皆在業界待很久，

雖然很多產品經理年紀不大，但其實資歷都不淺；而經營管理階層也都是從

事電信事業數十年的團隊。 

6. 組織能力 

中華自身的電信研究所扮演著技術技援的角色，技術開發與應用為其核

心任務，技術創新成果獲得多項電腦與通訊方面的專利權。至於商品化的部

分，則由經營規劃處配合中華電信研究所的技術能力，以完成新服務的推出。 

(二) 策略性資源之建構 

1. 領導者優勢 

中華電信加值服務李經理自信地說道：「我們很多服務都是領先推出

的。」2006 年年底，中華電信領先各家電信業者推出國內數位音樂新服務

模式—全曲下載（Dual Download），將數位音樂下載推向另一個新境界。李

經理表示，由於公司內部採購建置流程較長，因此眼光必須要放遠，早在一

年以前他們就開始規劃 Dual Download 的服務，然後開始展開大規模針對業

界的說明。換言之，中華電信走在其他業者之前，規劃行動音樂服務架構、

訂定費率等產業規則，這也進而使得在其他電信業者往後在推出行動音樂服

務時，紛紛採取跟進中華電信的做法。 

2. 版權管理技術 

Dual Download 的服務，牽涉到版權的管理機制。中華電信是依照

Microsoft 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系統的規格去做，但在手機上

又有另一套與 Microsoft 不同的 DRM 技術，因此中華電信必須設法符合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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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標準。由於先前並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平台，因此為了管理個人使用的每

一首音樂歌曲的版權，並維持長期的延續性，中華電信乃自行開發版權管理

技術，掌握關鍵技術，而非選擇委託給其他公司負責，或是採用專案招標的

方式。 

3. 跨平台服務機制 

「從我們來電答鈴下載這些經營的第一天開始，我們做的都是跨平台的

服務。」李經理表示，就算用戶使用的是 2G 手機，或是無法上網的手機，

依然可以像來電答鈴那樣，撥打 700 進去聽歌曲。中華電信擁有非常友善化

的使用介面與環境，讓消費者不論用什麼方式，都能找到想要的音樂內容。 

另一方面，中華電信「emome 音樂台」的後端資料庫與來電答鈴、全

曲下載等其他音樂服務共通，因此當用戶要下載歌曲時，可以找到所有的音

樂內容，而不用事先就必須知道這首歌授權給哪一家內容服務供應商。 

三、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一) 網絡關係 

中華電信的行動音樂價值網絡如圖 4-2 所示。 

 
圖 4-2：中華電信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網絡成員 

中華電信 emome 有來電答鈴、多媒體圖鈴、音樂台、MP3 全曲雙重下載等

手機音樂內容 

emome 音樂平台 

唱片音樂內容 手機、通訊設備

收費機制 

音樂格式轉換 

下載、版權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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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音樂類別服務。由唱片公司提供音樂內容授權給內容服務供應商，而後內容

服務供應商依據手機等設備所支援之技術規格，轉換成各種行動音樂內容格式

後，提供給中華電信行動音樂平台。 

(三) 網絡位置 

中華電信不僅擁有基礎網路設施，亦負責整體網路規劃及建設、網路互連互

通、營運管理及維護、業務提供、收費及推廣，以及客戶服務。在音樂內容的部

分，實際上中華電信會同時與唱片公司以及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溝通。 

李經理表示：「因為有的部分不是 CP 去跟唱片公司講，唱片公司就會被說

服的。我們會同時跟唱片公司和 CP 來做溝通，其實是同時，我們會講給這些

CP 聽，如果他們聽得懂也認同我們這些理念，覺得應該幫消費者爭取這些權利

的話，他們也可以去談，但是就是說，他們假如沒有那些談判的人才，或者是他

沒有那邊的 credibility，那我們就可以來出面。」 

四、行動音樂新產品發展 

(一) 委外動機與型態 

1. 委外動機 

(1) 有利產業發展 

國內的電信市場較小，雖然中華電信有能力切割市場，限制某些廠商僅

與中華電信合作，使其他電信業者無法競爭；然而這樣的切割，對整個產業

而言是不利的，因此中華電信選擇站在產業的角度，不去打擊競爭者。比起

其他業者，中華電信總能早一步做先進的規劃，更進一步希望、也歡迎同業

建立類似的平台，讓音樂產業可以比較容易在各個電信業者的平台上提供音

樂內容，對於整個音樂界或是消費者而言，這是較為便利的方式。 

(2) 經營效率 

唱片公司將歌曲授權出來以後，要做成各種的行動音樂產品，其中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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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技術需求。例如，目前在國內可使用加值服務的手機大概有兩千款左

右，手機規格的差異性非常大，因此這中間便產生了相當的難度。若只服務

少數的手機，市場會過小，而若要服務多數的手機，中華電信的行動音樂服

務又必須要能符合市面上所有手機的規格，如此便需要非常多的人力，因應

不同的手機功能，將音樂產品進行格式轉換等調適的動作。 

「我們電信業者人不多，每個人都要做很多件事情，我們沒有辦法養很

多人來幫我們做這些東西」，李經理舉例說道，「譬如說你要做 MIDI 檔的話，

就要有一些人他懂音樂的東西，他可以去彈出那個旋律，然後要做成多少和

弦，這些東西要比較專業的去做，那電信公司基本上沒有養這樣的人，而且

我們中華假如做的話，只能 for 我們中華的客戶，那我如果說我這邊找出某

一家 CP 來做這個音樂的話，他做完了以後，他就可以賣給全台灣所有的

operator，那所以他有他經營的一個效率存在。」 

此外，市場上客戶對於音樂內容的需求相當多樣化，例如可能有客戶會

喜歡童謠歌曲，然而童謠的版權問題處理起來，卻是要耗費許多人力。對此，

李經理便說道：「你就要去找這是誰做的，作者的話他可能在鄉下的學校當

老師，這時候你就要去跟他搏感情，就要去那邊可能要三顧茅廬請他授權給

你等等，這些都是非常花人力的。」而每一家內容服務供應商皆有各自的人

脈，因此中華電信進行適當的調查之後，會交由合作夥伴去負責處理後續的

相關事項，達成客戶需求。 

(3) 溝通橋樑 

除了經營效率，內容服務供應商對中華電信而言，也是一座良好的溝通

橋樑。由於中華電信與唱片公司的上班模式具有差異性，前者朝九晚五，後

者則較為彈性，很多是中午左右到公司、半夜才下班。兩邊的企業組織文化

也很不相同。 

「像我們這邊的話，我們就很重視這些承諾，我們這些東西都要求在一

個比較有規則的一個商業模式上」，李經理提及，「我們這邊會有這樣的一些

要求，可是唱片公司那邊的狀況就不是這樣，他跟你說這個比如周杰倫專輯

鐵定在幾月幾號會發片，可是到時候就是跳票，他可能會因為跟 artist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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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artist 說我就是沒有做到我要的品質，你要我怎樣之類的，所以那邊的變

數就多，那 CP 在中間可以做很好的一個協調。」 

由於中華電信與唱片公司雙方語言具有差異性，因此內容服務供應商居

於中間，正好可以扮演協調溝通的角色。 

2. 委外型態 

中華電信與內容服務供應商合作推出之 emome 手機網加值服務，其資

訊使用費由中華電信向用戶收取，再依合約議定之比例與內容服務供應商核

算攤分營收。 

(二) 新產品策略 

中華電信為迎合行動電話與網際網路廣泛用運所掀起的個人生活精彩、企業

營運升級之風潮，運用其長期既有之穩固基礎，強化核心能力，透過結盟、合作，

開發行動商務、網路應用，以及寬頻影音多媒體等服務，擴大電信網路與資訊科

技整合之效用，提供客戶高品質、可靠、暢通、即時且經濟的電信服務。 

因此，在行動音樂服務方面，中華電信希望提供最先進好用的音樂服務給用

戶，透過 emome 音樂台，中華電信提供一個最方便的音樂入口，用戶不但可以

運用最快速的音樂搜尋引擎找到想要的音樂歌曲，也可以發現各種不同的應用方

式。 

案例：MP3 全曲雙重下載 

繼熱門的來電答鈴之後，中華電信為了滿足行動電話用戶對於數位音樂的需

求、豐富手機加值內容，2005 年 7 月 3G 開台時便首推「MP3 全曲下載」新服

務，結合中華電信高速的行動數據傳輸能力，以及豐富的線上音樂素材，用戶可

以隨時隨地快速下載想聽的音樂。 

2006 年年底，中華電信更首推國內數位音樂新服務模式—MP3 全曲下載

「Dual Download」新功能，與 Sony、環球等國際唱片業者取得手機與電腦的雙

模數位版權管理，用戶只要支付一次單曲費用約 25 到 35 元，便能將整首歌曲下

載到手機（1 次）、個人電腦（3 次）、燒錄光碟（5 次），也可以在符合微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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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sForSure 標準之 MP3 Player 上播放聆聽。中華電信 MP3 全曲 Dual Download

的行動音樂服務模式，乃是以節省 3G 用戶的傳輸費用為出發點，讓使用網路下

載的用戶，不必再負擔傳輸費用，而版權則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與唱片公司洽

談。 

相較於國內其他電信業者，大多僅提供音樂下載到手機的服務，並無提供

MP3 音樂下載到電腦或執行燒錄等功能，因此中華電信是首家跨足手機與電腦

雙模下載方式的電信業者。目前中華電信 3G 手機用戶約有 40 萬戶，其中有一

成使用過 MP3 服務，而來電答鈴與鈴聲下載則是中華電最熱門的加值服務，來

電答鈴的用戶數也達到 195 萬用戶，促使中華電信更積極投入數位音樂。 

依據上述，將中華電信 MP3 全曲下載新產品策略彙整如表 4-3。 

表 4-3：中華電信 MP3 全曲下載新產品策略 
新產品策略 說明 
研發目的 滿足用戶對數位音樂之需求。 
市場新穎性 中華電信獨家首推。 
目標市場 服務現有顧客。 
上市時機 2005 年 3G 開台時首推全曲下載，2006 年底又首推

雙重下載功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新產品開發流程 

中華電信 emome 加值服務提案的一般作業流程，以及各流程階段主要負責

者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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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emome 手機網新服務提案流程 
資料來源：中華電信 

依據本研究之新產品開發六步驟，中華電信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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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其餘細節的規劃與製作。 

CP 提案：填妥「服務提案申請書」，並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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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業分析 

內容服務供應商會進行市場分析，並在企劃書中說明相關資訊；此外，

中華電信本身也會針對整個產業的現況及未來趨勢進行調查分析，以主動瞭

解並規劃未來的音樂服務模式。 

3. 篩選 

內容服務供應商必須填妥「服務提案申請書」，於每月 10 日前向中華電

信提出新服務提案，當月 25 日即能獲知審查結果。審查通過後，在正式契

約簽署之前，會簽署合作意願書，以確保雙方合作意願。之後，中華電信會

與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會議，討論規劃細節，包括服務內容以及營運模式，

以確保服務之市場性、易用性、技術之可行性等，並配合中華電信相關系統

及介面規範。 

4. 原型開發 

中華電信與內容服務供應商確認規劃相關細節後，內容服務供應商便依

據確認後之服務規劃，進行服務建置及相關功能機制之設定。此一階段，內

容服務供應商乃是依照服務規劃及提案企劃書所提之建置時程進行，同時也

必須適時主動地與中華電信確認進度。 

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中華電信可以評估內容服務供應商作業效率、

品質以及相關配合狀況等，若評估結果不適宜繼續執行，中華電信可決定終

止該提案後續處理作業，或是內容服務供應商經相關調整後，可重新依據中

華電信作業流程重新提案。 

5. 產品測試 

內容服務供應商需於服務建置完成後進行介接測試，並向中華電信提出

測試報告，確認無誤後，即可向中華電信提出要求「服務上線前測試」，由

中華電信測試確認後，即可準備上線相關作業。然而，若測試發現重大錯誤，

如同上一階段，中華電信一樣可以決定終止該服務提案後續作業，或由內容

服務供應商經過調整後，重新提案。 

6. 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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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正式上線後，中華電信至少每個月會檢討服務營運績效，內容服務

供應商也會隨時追蹤營運狀況，並主動規劃，向中華電信提出因應策略。至

於行銷方面，內容服務供應商除了運用各自的行銷資源，中華電信亦會開放

相關的行銷資源，諸如服務窗口海報、帳單寄送廣告或提供一定數量之簡訊、 

emome 手機網刊登等服務推廣，讓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提案申請。 

依據上述，將中華電信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整理如圖 4-4 所示。 

 

圖 4-4：中華電信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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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二：喬達電信 

一、公司簡介 

喬達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7 年設立，是台灣第一家取得政府核發全區

GSM1800 系統特許營運執照的民營電信機構，亦是國內第一家推出 WCDMA 系

統之第三代(3G)行動通訊服務業者。2002 年 7 月，喬達收購台灣南區行動電信

業者泛亞電信，總用戶數達到 642 萬；2004 年 6 月宣布收購中區之東信電訊，

整合後總用戶數超過 820 萬戶，電信營收市占率達 31%以上。表 4-4 說明喬達重

要發展歷程，圖 4-6 說明喬達目前之組織架構，表 4-5 說明其各部門之職掌。 

表 4-4：喬達重要發展歷程 
時間 重要事件 

宣布結合MasterCard和台北富邦銀行，推出全亞洲第一支NFC Mobile 
PayPass�感應式信用卡手機。 

2007.01 

開通 3.5G（HSDPA）無線上網服務。 
2006.12 全台第一支完全整合 GSM／WiFi 之雙網手機 TG310 獨家上市，同步

於淡江、逢甲大學推出行動新世代校園方案。 
2006.06 透過子公司泛亞國際電信合併泛亞電信少數股權，並更名為泛亞電

信，使其成為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 
2006.03 於台北南港軟體園區展示國內第一個整合 WiMax、WiFi、2G 及 3G

四個網路系統之 IP-MVPN，以及 3G 手機與 PC 雙向行動視訊應用服

務，創全球多網整合典範。 
2005.05 推出 3G 服務，並以「catch 3! 3G 免費優先體驗計畫」暖身起跑。 
2004.12 推出 catch 加值服務品牌，率先迎接行動網路（mobile internet）時代。

2004.11 加入亞太區最大行動電信聯盟 Bridge Mobile Alliance。 
2004.08 收購東信電訊 67%股權。 
2004.07 推出 myfone 通路識別系統，使得通路變身年輕化。 
2002.05 台灣電信集團成立，設置總管理處統籌管理台灣固網、喬達等電信相

關企業。 
2002.02 取得第三代行動通信(3G)執照。  
1999.06 轉投資成立台灣客服科技、台灣精碩科技等公司負責客戶服務及資訊

技術業務，並投資弘運科技公司負責網路工程建設及維運業務。  
1998.08 轉投資成立台灣電店，負責手機採購及加盟店管理業務。 
1998.01 正式開台營運，推出 0935 門號。 
1997.12 第一家取得交通部核發之全區 GSM1800 系統特許營運執照。 
1997.02 公司正式成立。 
1996.05 公司發起籌設。 

資料來源：節錄自喬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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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喬達電信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喬達 95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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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喬達各部門職掌 
部門 職掌業務 

稽核室 1. 執行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之內部稽核業務 
2. 監督及查核本公司及各子公司確實有效執行內部控制制度 

品質管理室 
1. 跨部門作業流程之改善與管理 
2. 客戶服務品質之衡量與監控 
3. 資訊安全政策與作業之管理 

法務室 負責法律諮詢、訴訟及審閱法律相關文件等事項 

公共事務處 1. 企業形象維護與管理 
2. 媒體溝通、新聞議題發佈、設定暨危機處理 

勞工安全衛生室 負責勞工安全衛生、機房安全管理、環境保護管理 

採購處 

1. 採購政策與制度訂定 
2. 辦理公司所有對外採購之相關業務 
3. 供應商管理及評鑑 
4. 商品或勞務合約條款議定及簽訂 

行政管理處 
1. 設備暨資產管理 
2. 一般行政暨庶務管理 
3. 基地台行政管理事務 

人力資源處 

1. 人力資源規劃運用及整合 
2. 員工福利事項之規劃及執行 
3. 教育訓練與員工發展 
4. 勞資關係之協調 

法規暨同業關係

處 負責電信法規、主管機關及同業關係維繫、國際漫遊業務 

技術暨用戶管理

處 
1. 技術架構之設計與建構 
2. 前檯用戶管理系統之設計與開發 

帳務技術處 帳務系統之維運與開發業務 
企業資源技術處 資料倉儲、CRM 及網管相關系統之維運、設計開發等業務 
系統規劃暨維運

處 
1. 機房/電腦系統/網路架構之管理 
2. 資料保密及 ERP、ABC/M 系統之維運、設計開發等業務 

東信暨客服資訊

系統處 

1. 企業資訊架構規劃 
2. 客服相關資訊系統建制、規劃及維運等業務 
3. 企業網站及會員網站系統建制、規劃及維運等業務 
4. 電子商務系統建制、規劃及維運等業務 

加值服務事業處 
1. 加值服務之策略訂定及產品規劃、開發與管理 
2. 加值服務之服務平台整合及客製化手機規劃 
3. 加值服務經營分析、流程管理及服務品質確保 

產品技術處 

1. 提供加值服務產品及用戶端設備技術之技術諮詢與解決方 
2. 案分析 
3. 開發完成商務群各處所需求之各項加值服務產品及行銷活

動 
4. 維運及管理各項加值服務系統平台 

資料來源：喬達電信 95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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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喬達各部門職掌（續） 
部門 職掌業務 

投資法人關係處 扮演公司和投資人雙向溝通之媒介，適時向投資人揭露公司目

前營運、財務現況、公司經營理念及業務未來發展 

財務處 

1. 收付款作業審核與執行、福委會及基金會財務管理、公司擔

保品管理 
2. 長期資本結構規劃，資金調度與短期投資管理、外匯利率風

險管理，銀行關係往來 
3. 轉投資專案管理評估、子公司監理作業 

會計處 會計暨稅務作業之規劃與執行 

秘書處 

1. 董事會及股東會作業、股務作業 
2. 公司印信之管理 
3. 公司登記作業 
4. 公司文書收發 

經營分析處 

1. 營運效益分析含電信營收與客戶品質分析，行銷業務費用效

益評估與新商業營運效益評估 
2. 技術效益分析含網路維運成本分析，資本支出評估 
3. 績效預算管理含年度預算作業管理，營運績效評估，編制財

務預測 

帳務處 負責資費設定、出帳、銷帳及催帳、客戶信用查核及風險管理

作業 

策略性新技術開

發處 

提供前瞻技術、產品架構平台、網路建構、產業及法規趨勢相

關技術分析，以 
協助公司技術與業務部門建立及達成營運計劃 

系統設計處 核心網路、無線電網路、傳輸網路之設計規劃 

網路管理處 
1. 負責 2G / 2.5G / 3G 各系統網路營運之 24 小時監控管理 
2. 提供網路營運各項技術支援及客訴支援 
3. 網路通訊品質及重大障礙之監控管理 

北區網路維運處 

1. 北區工程之建設、交換、傳輸暨北區網路之維運工作 
2. 北區 2G、3G 網路之優化作業 
3. 北區網路建設工程管理及後勤支援 
4. 全區網路工程與維運統籌，協調與支援 

中區網路維運處 
1. 中區工程之建設、交換、傳輸暨中區網路之維運工作 
2. 中區 2G、3G 網路之優化作業 
3. 中區網路建設工程管理及後勤支援 

南區網路維運處 
1. 南區工程之建設、交換、傳輸暨南區網路之維運工作 
2. 南區 2G、3G 網路之優化作業 
3. 南區網路建設工程管理及後勤支援 

資料來源：喬達電信 95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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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喬達各部門職掌（續） 
部門 職掌業務 

客戶開發暨手機

行銷處 

1. 新增用戶之行銷策略、銷售目標擬定暨通路促銷專案規劃，

負責非傳統電信 
2. 通路(如：網路旗艦店、電話行銷、資料庫行銷等)新增用戶

之業務規劃及執行 
3. 手機(客製化手機、專案手機、促銷手機)規劃及管理 
4. 資費規劃：資費方案之規劃與行銷 
5. 網路行銷：網站內容管理、網路旗艦店經營及網路行銷業務

規劃 

預付卡事業處 

1. 負責預付卡事業盈收及獲利目標達成 
2. 預付卡競爭及經營策略之擬定 
3. 預付卡產品、資費、通路、及廣宣之規畫與執行 
4. 預付卡通路開發、銷售及管理 

客戶忠誠暨加值

服務行銷處 

1. 整體客戶維繫策略之擬定 
2. 各類忠誠度提昇、帳額刺激及防退專案之行銷專案規劃及執

行 
3. 加值服務之行銷推廣專案規劃及執行 
4. 客戶行為分析及市場調查規劃及執行 

品牌管理暨客戶

溝通處 

1. 品牌管理：包含企業識別系統的制定、管理與稽核與品牌力

的建立 
2. 整合行銷傳播管理：包含產品包裝、廣告活動、店面宣傳及

顧客維繫宣傳等 
3. 計畫之擬訂、管理、執行與效益評估 
4. 整合行銷傳播資源管理：包含整合設計製作物、媒體規劃與

採購及消費者活 
5. 動等傳播資源的效益與成本管控 

經銷業務處 經銷通路開發及推展、業務銷售 
加盟業務處 加盟通路的相關產品銷售及客戶服務的管理 
直營業務處 通路策略性任務之執行、業務銷售及客戶服務 

企業客戶處 

1. 企業客戶語音及數據業務推廣與關係維繫 
2. 企業電信通訊整合方案之規劃 
3. 企業合作及聯合促銷活動辦理 
4. 其他與企業客戶服務相關事項之辦理 

營管處 
1. 前台銷售服務作業規劃與推行 
2. 後台(含資源管理、佣金核算管理)作業執行 
3. 通路後勤服務作業的規劃與執行 

電話行銷服務處 1. 客戶服務相關作業 
2. 電話業務銷售推展及維繫防退專案執行 

資料來源：喬達電信 95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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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喬達各部門職掌（續） 
部門 職掌業務 

通路策略規劃暨

管理室 

1. 通路策略規劃：規劃通路定位、整合優化並設計合理的獎勵

機制以達到銷售產品與服務極大化的目的 
2. 通路佈建暨管理：展店規劃、通路管理機制、門市管理規範

及考核評鑑、教育訓練 
3. 銷售規劃暨管理：銷售規劃/促案設計/成效追蹤/市場情報收

集、分析、建議 

資料來源：喬達電信 95 年度年報 

二、策略性資源 

(一) 原有之策略性資源 

1. 行銷通路 

由於整合了泛亞電信、東信電訊的銷售系統，喬達在全台灣共有超過

450 家直營與加盟門市，以及將近 3,000 家的經銷通路，得以提供消費者完

善的服務，並隨時掌握市場需求。 

2. 龐大的客戶群 

喬達致力於推動用戶結構優化，新增用戶數穩定成長時，ARPU（用戶

每月貢獻度）亦明顯提升。以 2005 年為例，中高貢獻度用戶所佔比例，較

2004 年成長了將近 10%，而全體用戶之 ARPU 也成長了 23%。喬達亦致力

於「客戶關係維繫」，與泛亞電信、東訊電信完成整併後，更擁有龐大客戶

群，客戶屬性更集中在社會的菁英與年輕層級，為使用加值服務的主要客層。 

3. 品牌整合 

喬達整合泛亞電信以及東信電訊，使得前端、後台系統整合，大幅降低

維運成本，提升經營效益。而泛亞電信、東信電訊在品牌整合之後，也等於

提供了中南部的銷售通路與區域性行銷 know-how，結合喬達原有的全區業

者資源，跨足北中南，成為完整且深入的行動電信業者。 

4. 國際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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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喬達與亞太地區包括新加坡等共計十個主要電信業者，共同

組成亞太地區最大 GSM 行動聯盟「Bridge Mobile Alliance」。Bridge 整體客

戶數高達九千多萬，以其強勢的經濟規模及國際市場影響力，能優先取得在

手機、內容與新技術上的獨家豐富資源，故藉由國際結盟合作，喬達能提供

用戶國際性服務，做為市場差異化之競爭利器。 

(二) 策略性資源之建構 

1. 加值服務自有品牌 

如同藥妝店屈臣氏推出自有品牌「Watsons」，2004 年 12 月喬達推出了

加值服務自有品牌：「catch」，此一做法迥異於其他電信業者。透過「catch」，

喬達首創以主題式關鍵字搜尋音樂內容的機制，加強客製化手機「隨開即用」

的便利性，創造與其他電信業者產品服務的差異化。 

俞主管：「以前可能找原音就是原音，現在你找『蔡依林，舞孃』我們

會跟你講有 MP3 有原音有什麼這樣子，就是一次購足、on stop shopping 這

樣子的概念。」 

2. 目錄管理技術 

相較於音樂公司內的企劃宣傳人員在音樂方面所擁有之專業，喬達內部

負責行動音樂服務的小組成員所建立起的專業乃在於「category」，也就是目

錄管理的知識與技能。 

「我們不是一個專業的做音樂的行業，音樂是必須要刺激聆聽的」，俞

主管指出，「基本上我們的人比較算是 category 專業，因為做這件事情不只

是要做刺激聆聽。」 

喬達所推出的 catch 服務，便是目錄管理技術的運用，讓使用者搜尋起

來更為方便、也更為快速。 

三、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一) 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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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達的行動音樂價值網絡如圖 4-6 所示。 

圖 4-6：喬達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網絡成員 

由唱片公司以及詞曲版權公司提供音樂內容版權，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取得

音樂授權及音樂內容，至於音樂服務或內容之上架平台則由喬達負責提供。 

(三) 網絡位置 

喬達的核心競爭能力在於致力設計、開發、營運及提供更開放、更智慧、更

彈性、更有效能的行動加值服務共用平台（Open Platform）、致能元件（Common 

Enabler）、行動通信網路（Mobile Network）、帳務系統（Billing Systems）、客製

化用戶端設備（Customized User Devise）、用戶接取與使用介面（Access Point & 

UI），以及系統端接取介面（System Interconnection Points）。而合作夥伴的核心

競爭能力則在於致力設計、開發、營運及提供行動加值服務所需之內容

（Content）、服務應用程式（Service AP）與服務網站（Service Portal）。 

四、行動音樂新產品發展 

(一) 委外動機與型態 

1. 委外動機 

(1) 專業分工 

由於現今網際網路發達，因此喬達運用相關技術，做好 index 後，使用

音樂內容 

Catch 音樂平台 
行動通信網路 

服務網站 

帳務系統 
系統端接取介面 

用戶接取與使用介面 

服務應用程式 

唱片音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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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在上面進行選擇所需之服務，然後由喬達的系統從內容服務供應商的伺

服器上擷取使用者所想要的服務。因此，在技術方面，並沒有很大的障礙；

相對地，手機才是最關鍵的因素，而內容服務供應商的專業知識與能力便在

於針對不同的手機技術，做出符合該規格的音樂內容。 

俞主管認為：「手機上有和弦鈴聲，他們（內容服務供應商）就會去做；

有 MP3，他們（內容服務供應商）就會去做，所以 end consumer 手持的設

備對整個產業的影響很大。」 

(2) 消費者需求 

喬達所扮演的角色如同一個「Mall」，由很多的內容服務供應商來上架、

提供服務。除此之外，為使消費者在使用上更具便利性，喬達建立了一個加

值服務自有品牌的行動音樂平台。 

「operator 現在扮演的角色比較像是在做一個 Mall」，俞主管舉例說，

「例如屈臣氏、SOGO 百貨公司，我們把樓層規劃好，比如說 music 就是一

樓的化妝品，然後由很多專櫃來上架，這是一般 operator 的作法，不過我們

多了一點東西，就是我們有自己做所謂的自營服務在行動音樂上面，就好像

屈臣氏在賣屈臣氏的品牌，我們叫做『catch』。」 

(3) 專注於電信服務業本質 

喬達是提供服務的公司，其核心事業並非在行動音樂上，因此整體而

言，喬達並不會分配太多資源在音樂方面，例如人力。也由於喬達是在「賣

服務」，因此擁有龐大的客戶資產，相對地可以在很多不同的活動裡頭去運

用這項資產。以行動音樂而言，他們能真正反應音樂市場、CD 市場的熱門

趨勢，因為用戶拿到的是一定有版權的音樂，必須要花錢才能下載使用，如

此，歌曲是否真的受到歡迎，便會很實際的反映出來。 

換言之，喬達希望與合作夥伴之間專注於各自的核心專業能力，結合彼

此的競爭優勢，透過專業分工架構，達成合作夥伴、用戶、與喬達三贏的局

面。 

2. 委外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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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可就每月出帳之服務應收帳款中，獲得「服務內容使用費」（扣

除壞帳預估）之 85%為服務營收，喬達則保留「服務內容使用費」（扣除壞

帳預估）之 15%做為該服務的帳務處理、第一線客戶服務處理、與第一線服

務中斷暨障礙處理成本。 

(二) 新產品策略 

自創建以來，喬達一直以「提供台灣地區民眾一個世界級的電信服務」為目

標，期望立足台灣、創建一個具有國際知名度與全球競爭力的電信集團。喬達秉

持「成為客戶最佳選擇的電信業者」之經營理念，致力於「客戶關係維繫」，透

過不斷創新，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努力在第一時間滿足客戶需要，並創造未來新

的需求。 

就行動音樂方面而言，喬達採取基礎、進階等兩策略：基礎策略是希望讓電

信用戶透過手機音樂加值服務分享音樂；進階策略則是希望讓電信用戶能透過手

機音樂加值服務隨時隨地享用 Music。 

案例：catch 音樂達人 

為使用戶能更輕鬆方便地以手機取得各式服務，喬達整合旗下所有加值服

務，推出年輕、活潑的「catch」加值服務自有品牌，以更深入貼近消費者。在

catch 推出之際，喬達特別針對消費者最需要的音樂服務，首先推出行動音樂頻

道「catch Music」，分為四大主題館：發燒主打星、音樂百寶城、情報補給站，

以及粉絲同樂會（如表 4-6）。 

表 4-6：喬達 catch 音樂達人產品內容 
主題館 內容 
發燒主打星 追蹤每月主打星的情報與行蹤，收錄當月主打星的所有系

列產品，讓使用者完全擁有主打星、成為超級粉絲。 
音樂百寶城 上萬首嚴選音樂全收錄，滿足使用者對音樂的無限渴望。

只要選擇喜愛的歌曲，catch Music 就能一次提供所有相

關的服務。 
情報補給站 最新流行資訊，偶像行蹤，還有熱門點播榜，catch music

提供使用者全方位的流行資訊。 
粉絲同樂會 24 小時開放的語音聊天室及留言板，讓使用者與同好之

間全天候開懷暢聊。 
資料來源：喬達電信、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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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 music」結合手機入口網站（Wap Portal）概念設計，以及提供主題

式關鍵字搜尋引擎，大幅簡化使用者搜尋、使用行動網路資訊的流程，使用者只

需輸入歌手及歌名的關鍵字，便可立即透過搜尋引擎，一次取得相關的手機鈴

聲、行動達鈴、桌布及點歌等服務，徹底解決過去必須至各個內容供應商目錄、

重覆記憶各種服務代碼才能下載的困擾，還可搭配喬達獨家推出的客製化手機，

以快速鍵聯結下載，引領消費者進入嶄新的 Mobile Internet 世界。 

此外，「catch music」亦獨家推出語音辨識搜尋引擎功能，使用者可聲控說

出歌手或歌名，搜尋下載相關最流行的行動答鈴、和絃鈴聲、原音鈴聲或點播轉

送歌曲。喬達所推出的語音辨識功能，提供用戶更多元、友善的操作介面，辨識

率也高達 93%以上，國、台、英語都能辨識。提供用戶最便利、豐富的行動音樂

生活。 

2006 年 11 月 1 日，喬達將「catch music」更名為「音樂達人」。維持「catch 

music」的搜尋功能，「音樂達人」讓用戶在來電鈴聲、手機鈴聲和點歌之間，自

由選擇、一次購足，在手機上隨選試聽、滿意了再下載。而為了滿足個人化的點

歌傳情需求，「音樂達人」亦同時在 WEB 及 IVR（互動式語音）介面提供不同

情境的音樂分類，包括：「節日」、「愛意」、「生日」、「特別紀念日」和「祝福」

等各類別，即使不知道歌手歌名，使用者也能透過這些情境的分類，馬上找到合

適的歌曲；且若當手機傳來朋友的點歌，不但可以反覆試聽，聽完之後，還能在

平台上馬上回點傳送給朋友。 

「catch 音樂達人」裡的內容主要還是由內容供應商提供，但是服務品牌的

擁有者則為喬達，喬達加值服務處俞主管指出：「真正實體的東西還是在 CP，但

因為現在是 internet work，所以你就利用技術，我們做好一個 index，客戶在上面

做選擇，然後我們就叫系統去從他的 server 上抓取。」換言之，喬達提供一個平

台讓所有的內容供應商都能在上面提供服務，使消費者得以更為便利地找到其所

想要的音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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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將喬達 catch 音樂達人新產品策略彙整如表 4-7。 

表 4-7：喬達 catch 音樂達人新產品策略 
新產品策略 說明 
研發目的 提供用戶最便利、豐富的行動音樂生活。 
市場新穎性 獨家推出語音辨識搜尋引擎功能。 
目標市場 服務現有顧客。 
上市時機 2004 年底推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新產品開發流程 

1. 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 

內容服務供應商會發想一些創意點子，然後向喬達提出行動音樂服務的

企劃案；而喬達則會根據內容服務供應商的提案，並考量產業現況和別家廠

商的做法，與內容服務供應商互相分享想法與概念，討論產品服務的可行

性，在 idea 上面做一些交換。 

2. 商業分析 

內容服務供應商必須要完成後製的工作，才能夠經由喬達的行動音樂平

台將內容提供給消費者。因此，內容服務供應商便必須有所考量，會主動先

進行一些市場分析；意即，在製作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前，內容服務供應商

就必須要先分析好、選擇可行的方案。 

3. 篩選 

喬達主要依照以下幾個大方向進行篩選： 

(1) 音樂內容本身的吸引度：是否能符合主流大眾市場之喜好口味，或

有清楚的定位可吸引特定族群。 

(2) 提案的創意度。 

(3) 行銷 channel 的廣度：除了喬達本身既定會安排的行銷資源外，服

務供應商是否還有額外的行銷資源幫助服務（活動）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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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型開發 

音樂內容的部分主要都是由廠商負責開發製作，提供服務的方式則分為

兩種：服務由廠商開發，Server host 在廠商端；服務由電信業者開發，系統

在電信業者端。 

5. 產品測試 

若服務是由廠商負責，則以廠商為主進行產品測試，電信業者為輔進行

產品、帳務測試及確認服務品質運作優良後，安排服務上線。 

若服務是由喬達自行開發提供（例如來電答鈴），則由電信業者為主進

行產品帳務測試、確立前線客服 SOP 處理流程，廠商為輔進行產品測試。 

6. 商品化 

上線後音樂內容之維護主要由廠商負責，喬達負責控管平台與服務品

質，若有客訴產生則請廠商盡速處理。 

依據上述，喬達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整理如圖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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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喬達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個案三：亞太行動寬頻 

一、公司簡介 

亞太行動寬頻於 2001 年 11 月成立，資本額為新台幣 160 億 2 仟萬元；2002

年 2 月取得第三代行動通信系統服務執照；2003 年開始提供 CDMA2000（1X 及

EVDO）寬頻行動通信服務，為台灣第一家提供 3G 服務之行動寬頻電信公司。

亞太行動寬頻為「亞太電信集團」旗下之公司，另外兩家為亞太固網寬頻以及亞

太線上。 

表 4-8：亞太行動寬頻發展歷程 
時間 重要事件 

開始提供第三代行動通信服務。 2003.07 
與 Qualcomm 簽定技術合作備忘錄。 

2003.06 提供行動服務試營運。  
資料來源：亞太行動寬頻網站 

商業分析 

篩選 

原型開發 

產品測試 

商品化 

內容服務供應商 

喬達電信 

喬達電信 

喬達電信 內容服務供應商 

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 
內容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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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亞太行動寬頻發展歷程（續） 
時間 重要事件 
2002.12 與韓國第一大行動電話公司鮮京電信策略聯盟合作簽約。  
2002.11 取得交通部核發之第三代行動通信基地台架設許可。  
2002.02 以新台幣 105 億 7 仟萬元取得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執照。  
2001.11 公司成立，資本額為新台幣 160 億 2 仟萬元。  

資料來源：亞太行動寬頻網站 

二、策略性資源 

(一) 原有之策略性資源 

1. 行銷通路 

2003 年，亞太行動寬頻與全虹通信以及震旦通訊等通訊市場兩大門市

通路策略聯盟，提供用戶申辦門號、號碼可攜門號申辦以及帳單代收等相關

服務。另一方面，亞太電信集團內本身亦擁有多樣化的業務行銷通路，而目

前亞太行動使用最多的行銷管道則是促銷簡訊。葉協理表示：「促銷簡訊你

必須開啟來看，才知道他是不是垃圾郵件，而且這促銷簡訊他是一個 one to 

one 的一個行銷管道。」 

2. 電信集團資源完整 

亞太電信集團跨足寬頻行動通信（Broadband Wireless）、寬頻固網

（Broadband Fixed Lines）以及寬頻網際網路（Broadband Internet）等三大

寬頻電信事業領域，構成寬頻電信產業的鐵三角，成為完整的寬頻服務、實

力堅強的大型高科技電信服務集團。此外，亞太電信連結最完備之通訊網路

及韓國 SKT 成功的技術服務平台，提供使用者整合性的寬頻行動通訊服

務。另一方面，集團之客戶基礎、資源及設備皆能共享並充分運用。 

3. 國際策略聯盟 

亞太電信與國際知名電信業者策略合作，包括：韓國 SKT、日本 KDDI、

中國 China Unicom、香港 CSL、加拿大 Bell Mobility、美國 Verizon、Qualcomm

等，積極發展 3G 行動通信技術及應用，並引進成功的營運模式、移轉成熟

技術、輸入熱門手機與內容，建立亞洲地區共同的行動網路服務平台，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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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及數據系統規格標準化，並降低手機及設備採購成本，促使語音和數據

漫遊服務更加完善。 

(二) 策略性資源之建構 

1. 將內容服務供應商視為策略夥伴 

葉協理指出，對內容服務供應商而言，新服務要在台灣三大家主要的電

信公司上架，可能必須過五關斬六將；但對亞太行動來說，則是把這些內容

服務供應商皆視為策略夥伴。 

2. 縮短新服務上架流程 

由於將內容服務供應商視為策略夥伴，因此亞太將新服務的上架程序設

計得非常短。若是未曾上線過的內容服務供應商，在一個月內的時間就可以

上架；而若是已上線過的內容服務供應商，則約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可以完成

上架。陳協理表示，相較於其他業者，服務上架的所有程序，包括設定 IP、

測試、申請、行銷包裝等，可能需要為期兩個月的時間，但亞太則是要求各

PM 能把時程壓縮，以使產品盡快上架、推出市場。 

三、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一) 網絡關係 

亞太的行動音樂價值網絡如圖 4-8 所示。 

 
圖 4-8：亞太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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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系統介接 

版權洽談 

監控內容品質 付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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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絡成員 

版權擁有者（例如唱片公司、作者個人）將音樂內容授權給 Content Provider，

由其負責行動音樂內容的製作；當 Content Provider 本身僅擁有內容而沒有技術

時，可以交由 Service Provider 負責提供與電信系統介接的相關服務技術。製作

好的行動音樂內容由 Content Provider 提供到亞太的行動音樂平台上。 

(三) 網絡位置 

亞太主要是跟內容服務供應商合作，由其負責商談版權並將音樂內容製作成

符合手機規格的格式，亞太則主要負責音樂平台的提供，以及行銷活動的支援。

然而，葉協理也指出，目前有一些唱片公司想略過內容服務供應商，直接要求跟

亞太合作，但這類版權擁有者雖然有很好的內容，卻缺乏與電信系統介接之專業

know-how。葉協理表示，若唱片公司擁有與電信系統介接的專業能力，便可直

接與亞太合作；若是沒有，則必須另外再找一家 Service Provider 與亞太進行介

接。目前亞太電信已經有與唱片公司、Service Provider 合作的趨勢產生。 

四、行動音樂新產品發展 

(一) 委外動機與型態 

1. 委外動機 

(1) 專業分工 

亞太電信產品開發暨行銷業務總事業群葉協理認為，怎麼樣去拿到版

權，對於行動業者的 PM 來講是一件蠻吃力的事情。因此，內容服務提供者

正好可以擔任代替行動業者去和唱片公司談版權的角色。 

葉協理表示：「因為我們不可能去為了音樂的服務去蓋一間錄音室，也

不可能因為音樂服務去養一批歌手。」 

(2) 人力成本 

談完授權，接下來還必須將音樂內容製作成適合各種手機的格式，而當

消費者下載時，可能發生歌檔錯誤的情形，以上種種環節都需要有人出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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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而除了人力成本之外，也還有許多的隱藏成本。 

葉協理舉例說：「其實這就像車廠一樣嘛，你可以去問車廠說，為什麼

你自己不做輪胎，因為他有南港輪胎呀，我為什麼要自己涉及到這一塊？我

們所做的就是一個整裝的服務，提供給消費者，對我們來講也是這個樣子。」 

2. 委外型態 

當用戶下載了行動音樂內容後，亞太負責收費機制的管理，所獲得的利

潤會拆分給該上架的內容服務供應商。至於合約部分，一般而言，亞太與內

容服務供應商簽訂為期一年之合約，假使到期前的一個月雙方沒有提出異

議，則自動再延長一年。 

(二) 新產品策略 

亞太電信憑藉「一個目標，三個策略」立足台灣，放眼亞太區域。以推動行

動影音多媒體服務、建立區域競爭優勢以及全方位 4C 通訊整合為策略，希望達

成以下之目標：成為亞太區最先進的行動通信業者之一，以品質、服務及效率的

理念，成為客戶的選擇品牌。 

而在行動音樂服務方面，亞太葉協理提及，就目前市場的經驗來看，行動音

樂是很主要的一項加值服務，其主要目標在於提供用戶更多的資訊內容，可以即

時取得。在現今行動市場發展已極盡成熟之時，行動音樂服務的策略目標便在於

增加 ARPU，提供用戶在行動電話上除了語音一般的通話之外，其他資訊的選擇。 

葉協理亦指出，亞太的定位其實是「百貨公司」，而並不是百貨公司的每個

攤位，所以建置了很多平台，諸如來電答鈴、圖鈴下載、串流音樂等等，都是由

亞太自己來維運。 

案例：Qma Plus 歡樂鈴聲 

亞太行動為提供用戶更方便的加值服務，2006 年亞太行動與高通 Qualcomm 

BREW 平台合作推出「Qma Plus」服務，提供更多樣化、更優質的加值服務，消

費者可隨時連上「Qma Plus 下載樂園」，下載應用軟體並安裝後，即可自由下載

圖、鈴、遊戲…等，享有更便利的行動生活，不再為複雜的操作方式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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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樂服務方面，Qma Plus 於「歡樂鈴聲」引進各類國語、台語、日韓及

西洋歌曲鈴聲，以及獨具個性化特別變奏版的鈴聲—「水晶版」、「舞曲版」，各

式鈴聲一應俱全，提供用戶最新、最流行的鈴聲；此外，過去消費者在使用加值

服務時最大門檻就是無法先試用，亞太行動所推出的 Qma Plus 則提供用戶先行

免費體驗之機制。 

依據上述，亞太 Qma Plus 歡樂鈴聲新產品策略彙整如表 4-9。 

表 4-9：亞太電信 Qma Plus 歡樂鈴聲新產品策略 
新產品策略 說明 
研發目的 提供用戶最新、最流行的鈴聲。 
市場新穎性 提供用戶先行免費體驗機制。 
目標市場 服務現有顧客。 
上市時機 2006 年與 Qualcomm BREW 平台合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新產品開發流程 

亞太在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上，無異於行動加值服務的做法，主要都是

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與音樂版權擁有者接洽，規劃新服務。亞太行動加值服務

一般的提案上架作業流程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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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亞太行動加值服務提案上架流程 

資料來源：亞太電信、本研究整理 

依據本研究之新產品開發六步驟，亞太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說明如

下： 

1. 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 

主要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規劃新服務，製作提案企劃書。而亞太的專

案經理則是負責監控音樂內容的品質與篩選，而若當 PM 覺得某些內容有其

市場性，也會再反饋給內容服務供應商，探詢製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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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業分析 

在提案企劃書中，亞太要求內容服務供應商提供完整的資訊，其中便包

含市場分析的部分。內容服務供應商必須針對「市場定位」、「目標族群」、「服

務特色」、「對使用者的利益」以及「競爭對手分析」等各項，提出分析說明。 

3. 篩選 

內容服務供應商提案後，亞太會在每個星期三下午內部的「CP 提案討

論會」中，由 PM 針對提案內容提出說明與討論，進行篩選，篩選的準則主

要有三點：服務內容、拆分模式以及售後服務。若提案通過，內容服務供應

商便可開始進行下一階段的產品建置；若提案不通過，則會通知內容供應商

修改規劃細節。 

4. 原型開發 

亞太篩選通過後，內容服務供應商始可進行產品建置。 

5. 產品測試 

內容服務供應商建置完成後，向亞太提出「產品上線測試計畫」，包含

介接、出帳等測試。測試若不通過，則交由內容服務供應商再做修改；測試

通過後才會進行簽署合約。 

6. 商品化 

產品正式上線之後，亞太每一天都會請工讀生持續測試該服務是否斷

線，或是有出現其他問題，以確保服務品質。在行銷活動方面，內容服務供

應商可向亞太提出申請，說明將如何運用亞太的行銷資源進行促銷活動，由

亞太進行審核。 

 依據上述，亞太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整理如圖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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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亞太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個案四：威寶電信 

一、公司簡介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2000 年 4 月，隸屬於金仁寶集團，集團旗下

關係企業包括上游製造手機面板的統寶光電，中游具大量研發製造手機能力的華

寶通訊、仁寶電腦、金寶電子、泰金寶電子，以及下游提供電信服務、數位影音

內容的宏遠電訊、台亞衛星通訊、網路家庭國際資訊等通訊業廠商，金仁寶集團

具有垂直整合、提供全方位行動通訊服務能力，為電信產業鏈上最具完整資源之

通訊集團。2002 年 2 月，威寶電信取得 2.1GHz 頻段 3G 經營執照；2005 年 12

月，正式開台營運，於開台短短三個多月內即突破 10 萬用戶數。威寶電信秉持

「超越、誠心、和諧」之經營理念，透過各式行動通訊與網際網路整合性服務，

豐富用戶的行動生活。表 4-10 說明威寶電信重要發展歷程，圖 4-11 說明威寶電

信目前之組織架構，表 4-11 說明其各部門之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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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發展歷程 
時間 重要事件 

突破 10 萬用戶數。  2006.04 
與震旦電信策略聯盟，經營虛擬行動電話服務 (MVNO：

Mobile Vertual Network Operator)業務。  
辦理現金增資，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50 億元整。  2005.12 
正式推出第三代行動通信商用服務。  

2005.09 辦理聯貸新台幣 90.6 億元，由中國國際商銀、中國信託銀

行、日盛國際商銀、大眾商銀、中華開發工銀、合作金庫銀

行聯合主辦，共 23 家銀行參貸。  
2003.09 獲經濟部通過正式更名「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3.01 辦理現金增資，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100 億元整。  
2002.10 董監事改選，選任金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許勝雄

先生擔任董事長。  
2002.08 辦理現金增資，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80 億元整。  
2002.02 第三代行動通信業務競標得標。  
2000.06 辦理現金增資，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33 億元整。  
2000.05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核准公開發行。  
2000.04 公司設立完成，資本額新台幣 3 億元整。  
1999.07 成立聯邦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資料來源：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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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威寶電信組織架構 
資料來源：威寶電信 95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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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威寶電信各部門職掌 
部門 職掌業務 
稽核室 負責稽核業務之規劃與執行等事宜。 
總經理室 綜理公司營運、經營企劃與法務法規等事宜。 
虛擬網路事業部 負責虛擬網路策略擬定、業務推廣等事宜。 
行銷本部 負責行銷、營運管理、媒體之企劃、執行等事宜。 
資訊服務事業部 負責資訊系統、技術開發等設計與研究等事宜。 
網路服務事業部 負責網路系統、應用服務等設計與維運等事宜。 
行政本部 負責規章制訂、建構標準作業程序、人力資源與總務等事宜。

財會本部 負責財務管理、會計管理、帳務管理與商品（資材）採購等事

宜。 
業務事業部 負責經銷、加盟、直營門市與直銷業務之推廣與管理等事宜。

加值服務事業部 負責加值之功能規劃與技術提供、產品開發、企業服務等事宜。

客戶服務事業部 負責客服業務委外之協調及品質監控、風險管理等事宜。 
資料來源：威寶電信 95 年度年報 

二、策略性資源 

(一) 原有之策略性資源 

1. 全區 3G 網路覆蓋率完整 

2005 年 12 月威寶電信正式開台營運，使用 3G 技術，數據傳輸速度比

現有之 2G 技術快十倍以上，在開台前夕，威寶的網路覆蓋率就已達到 95

％，預計 2007 年年底之前，威寶 3G 及 3.5G 基地台總數將達到 7,500 個。

從另一方面來看，由於威寶電信是新進品牌，沒有 2G、2.5G 既有競爭之包

袱，因此得以直接專注在 3G 行動應用發展上。威寶之做法不同於電信三雄，

而這也是威寶在 3G 應用發展上的優勢之一，公司內部於加值服務方面不論

是設備、投入的資源，或是公司整體的認知，皆著重在 3G 之服務應用。 

2. 擁有完整電信產業資源 

威寶隸屬於金仁寶集團，金仁寶集團涵括上游製造手機面板廠商的統寶

光電，中游具大量研發製造手機能力的華寶通訊、仁寶電腦、金寶電子、泰

金寶電子，以及下游提供電信服務、數位影音內容的宏遠電訊、台亞衛星通

訊、網路家庭國際資訊等通訊業廠商；由此可知，金仁寶集團垂直整合電信

產業價值鏈，威寶乃因而能透過集團之力量，擁有電信產業之完整資源。例



第肆章 個案研究 

 89

如在手機的支援上，董事長許勝雄就要求華寶或金寶以最快的速度、最有競

爭力的價格來開發威寶需要的 3G 手機。 

3. 行銷通路 

在通路部分，目前威寶除了本身擁有的直營、直銷、加盟以及經銷等系

統外，也與東訊、震旦等歷史悠久的通訊集團一起合資成立威寶電通以及震

旦電信，協助推廣業務。威寶電信在 94 年 12 月開台營運，當時除了 18 間

直營門市及 60 家加盟店以外，全台灣 3,900 家經銷通路乃是由威寶電通負

責，全力佈盤協助推廣威寶 3G 門號，此乃威寶與其他電信公司相異之處。 

4. 國際策略聯盟 

威寶投資 SoftBank 在台分公司，希望藉由引進國際應用內容產業能力

與資源整合，有利於台灣數位內容產業發展。2007 年 3 月，威寶電信宣布

與新加坡商 EAM 公司策略聯盟，雙方並決定合組新公司，乃是希望能借重

EAM 在互動平台上豐富的國際「實戰」經驗，增強威寶的 3G 競爭力。 

5.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 

威寶電信目前使用的是 W-CDMA 通訊系統。W-CDMA 系統與現有的

2G/2.5G 通訊系統相較之下，擁有全球漫遊、高速上網等強大優勢。威寶電

信也預計推出高速的 HSDPA 傳輸技術，除大幅降低服務成本外，更可使多

媒體服務內容更加豐富且精彩。在商品化能力方面，威寶電信的開台策略有

兩個特色，第一，手機策略是補貼後等於 0 元；第二，資費方案打破資費太

過複雜現況。 

(二) 策略性資源之建構 

1. 平台機制 

3G 應用服務的發展重點在於手機服務的多媒體化，因此威寶也致力於

應用服務平台的開發，打造「開放性服務平台（Open Service Platform）」，

讓合作的內容供應商易於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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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寶的合作供應商之一「滾石移動」，於 2007 年 3 月推出一個新的音樂

分享社群網站：「POPUMP」。除了傳統的創作發行管道外，POPUMP 提供

所有音樂創作者（個人、工作室或獨立廠牌）一個更多自主性的選擇，讓作

品透過此平台，快速廣泛的傳送至各銷售通路，並可清楚了解應得的報酬。

威寶將可藉由與滾石移動的合作，透過這樣的音樂創作分享平台發掘有潛力

之內容提供者，將其自行創作提供的特殊手機鈴聲正式商品化，滿足大眾喜

愛嘗鮮、多樣化的需求。 

陳主管表示：「Operator 必須提供一個很好的、user friendly 的平台環境，

燈光打好、舞台架好，用戶自己上來跳舞，那會是一個很成功的 killer 

application。」 

2. 終端設備技術 

終端設備的發展，例如手機的技術改進、人機介面的友善，將會影響未

來行動音樂產業的發展。因此，威寶內部也有專責手機技術的團隊，由其負

責研究手機如何與行動音樂服務搭配，隨時與其他團隊進行交流。此外，威

寶也與歐、美、日、韓手機大廠合作，取得最先進之 3G 手機。 

三、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一) 網絡關係 

威寶的行動音樂價值網絡如圖 4-12 所示。 

 
圖 4-12：威寶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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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絡成員 

威寶向設備供應商（例如摩托羅拉、諾基亞、易立信等廠商）洽購通訊設備，

完成安裝測試後始提供行動通訊服務；而內容供應商則負責與音樂唱片公司接

觸、洽談版權，製作符合手機規格的音樂內容（例如圖鈴等應用服務），然後再

提供給威寶。 

(三) 網絡位置 

威寶主要在於提供用戶一個友善的人性化使用介面，隨時隨地可以使用、下

載想要的內容服務，提供用戶一個方便使用的環境、平台。因此，內容服務供應

商主要負責版權洽談與製作內容，平台上主要的相關技術與機制則是由威寶負

責，例如技術介接、傳輸網路架構、付費機制等部分。 

四、行動音樂新產品發展 

(一) 委外動機與型態 

1. 委外動機 

威寶電信身為 3G 新進業者，其核心事業與所追求的目標在於「提供穩

定與優質的網路環境，讓用戶盡情享受在寬頻高速下，使用行動服務所帶來

的樂趣與便利，增加營收」；而由於內容服務供應商持續經營與上游音樂版

權擁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具有相當良好的合作默契，長期以來，已累積許

多經營行動音樂服務的 Know-How 與經驗，並能掌握台灣行動音樂用戶的

使用習性，因此，威寶電信選擇採用與內容服務供應商分工合作的方式，不

但可享有借力使力的優點、分散營運風險，且可遊刃有餘地提供用戶更多元

化、優質、豐富的加值內容服務。 

2. 委外型態 

每隔一段時間，內容服務供應商會與威寶洽談新歌曲或新服務，而威寶

與內容服務供應商之間的合作模式，基本上則是參考 NTT Docomo 的拆帳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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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產品策略 

威寶行動音樂服務定位為「音樂生活行動化的好幫手」，其策略目標乃在於

以「提供多元化優質音樂服務」之品牌形象吸引用戶，吸引用戶持續、普及使用

音樂服務，增加營收提高 ARPU，並強化用戶忠誠度（Retention）。此外，威寶

也致力於打造「開放性服務平台（Open Service Platform）」，讓合作的內容服務

供應商更易於經營。 

案例：VIBO 行動網音樂服務 

VIBO 行動網帶領用戶進入一個有聲有色的 3G 生活，讓使用者隨時隨地都

能掌握所需的服務與資訊，提供全方位增添生活樂趣與便利的行動加值服務，隨

時隨地都能享受 3G 生活樂趣。在 VIBO 行動網中的音樂類別，除了流行、古典、

嘻哈、爵士，還有最新 MV，讓用戶做自己的 DJ、聽自己最愛的音樂。 

除了「700 來電答鈴」，威寶目前擁有 11 種音樂服務（如表 4-12），用戶利

用手機進入「VIBO 行動網」之後，可點選「音樂」，便可依據個人需求選擇內

容服務供應商，隨時隨地下載喜愛的音樂內容。 

表 4-12：威寶電信 VIBO 行動網音樂服務項目 
行動音樂服務項目 說明 內容服務供應商 
超級美麗鈴 擁有最流行的中台日韓西洋歌曲、明

星桌布彩圖。 
功學社山葉樂器股份有

限公司 

Ka 啦手飆音樂網 最熱門的勁歌原音、最獨特的流行混

音，以及獨家的勁碟串燒。 
捷特多媒體數位股份有

限公司 

MissRing  
原音鈴聲、和弦鈴聲無限下載服務，

提供獨家原音鈴聲。 顯雅科技有限公司 

Ciao!原音彩動館 
提供最新、最流行、種類最多元的原

音聲及明星動畫，一種價格兩種享

受，還有不定時的搶鮮活動。 
隨身遊戲股份有限公司

e7Play 唱片行 

除了市面上最新最流行的曲目外，在

整體服務的規劃上，採取符合用戶需

求的分類模式，介紹最新發行專輯的

「新貨上架」，同時也有深具指標性的

「公信排行榜」。此外，更加入簡易的

歌曲搜尋功能，提供用戶輕鬆快速方

便的 mp3 下載環境。 

奧爾資訊多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資料來源：威寶電信、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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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威寶電信 VIBO 行動網音樂服務項目（續） 
行動音樂服務項目 說明 內容服務供應商 

KUSO 鈴聲達人 提供時下流行、令人發噱的 KUSO 搞

怪鈴聲，無限下載。 勤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史達鈴娛樂通 
鈴聲、酷炫桌布、明星 MV、原曲音

樂及電影精選，讓用戶一次加入，通

通滿足。 

奧爾資訊多媒體股份有

限公司 

GOGO 圖鈴城 提供鈴聲、彩圖。 數位點子有限公司 

行動影音轟天雷 
提供華語、西洋、日韓最新流行原音、

和弦鈴聲與熱門 MV，及全世界特色

獨家圖庫，還有不定期抽獎活動。 

香港商行動音波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iRock 音樂台 當紅偶像發燒全曲、鈴聲、3P 鈴、MV。 滾石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Hitto!圖鈴傳情 最多版本、最酷炫的優質鈴聲和圖片。 傑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料來源：威寶電信、本研究整理 

2006 年 VIBO 行動網全新改版，致力於提供各式豐富、多元的生活資訊與

情報，並因應節令或流行議題推出不同的主題活動，例如在 2007 年 5 月「台客

搖滾嘉年華」時，威寶便推出「嘻哈搖滾五月天」主題，提供各式搖滾圖鈴、嘻

哈音樂等內容，用戶可至「Hitto！圖鈴傳情」下載「我愛台客鈴」，藉由鈴聲用

力展現出自己的台客精神，或是到「KUSO 鈴聲達人」區下載「台客搖滾鈴聲」，

而「GOGO 圖鈴城」裡則提供「台客尬翻天」音樂，威寶提供各式音樂元素，

舉辦主題活動，藉由這些與消費者貼近的主題，讓用戶充份感受及體驗 3G 行動

通訊跟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連結，並使用戶能透過這些實用的訊息，快速而有效

的獲得相關資訊。 

依據上述，威寶 VIBO 行動網音樂服務新產品策略彙整如表 4-13。 

表 4-13：威寶電信 VIBO 行動網音樂服務新產品策略 
新產品策略 說明 
研發目的 讓用戶隨時隨地享受音樂。 
市場新穎性 3G 行動通訊與日常生活連結。 
目標市場 服務現有顧客，強化忠誠度。 
上市時機 2005 年 3G 開台時推出，2006 年全新改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新產品開發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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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寶新服務提案上線的一般作業流程如圖 4-13 所示： 

 
圖 4-13：威寶電信服務上線流程 

資料來源：威寶電信 

依據本研究之新產品開發六步驟，威寶電信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說

明如下： 

1. 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 

內容服務供應商必須去和唱片公司、版權公司談版權，版權談妥後，每

隔一段時間便會與威寶接洽，提出有什麼新歌曲、新服務。另一方面，威寶

也會由內部發想新點子，透過威寶內部許多的溝通管道，例如正式或非正式

會議。 

陳主管提及：「我們有一套 SOP 流程，產品規劃流程，裡面就有一環就

是怎麼去接納別人外來的意見。比如接納了意見，對口單位是誰，那對口單

位就會去評估。再不行，就是透過正式的會議，會有主管，他可以在裡面提

出來。」 

簽署合作合約 

服務正式上線 

服務與帳務測試 CP 開發建置服務 

威寶進行提案審核 

CP 繳交服務提案 

威寶提供技術文件 

簽定 NDA 

威寶電信專人接洽 

CP 線上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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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業分析 

一般而言，內容服務供應商比較能掌握到趨勢脈動，他們能知道應該要

做怎麼樣的服務才有市場，因此在商業分析的部分，內容服務供應商會主動

進行。 

此外，威寶本身也會針對客戶進行訪談，以瞭解消費者需求；或是有些

用戶會直接打電話給客服。然而，有些時候是該用戶自己有需求，但卻沒有

這樣的市場、沒有經濟規模，因此使用者的意見是做為威寶分析參考的一部

份。 

3. 篩選 

當威寶的專案窗口與內容服務供應商討論規劃出完整的服務企劃書

後，便進入篩選階段，意即，服務企劃書會送交每週定期舉行之「服務企劃

書審核」會議，由內容管理部門全體成員進行公開審視及討論，威寶會針對

服務的市場競爭力、帶給用戶的利益、更新頻率、內容深度以及服務的操作

是否使用便利等重點項目進行審查。審查會議討論後，威寶便將意見回饋給

內容服務供應商，以使該服務能朝更具吸引力與市場競爭力的方向進行調整

與包裝。 

4. 原型開發 

在開發階段，威寶會提供相關技術文件與手機規格給內容服務供應商，

並指派技術窗口協助他們熟悉相關的技術與規格文件，同時在服務開發的過

程中，協助內容服務供應商排除疑難。 

5. 產品測試 

內容服務供應商完成服務開發與內部測試後，要向威寶專案窗口提出驗

收測試申請，威寶便開始進行服務功能驗收測試及帳務測試，以確保各項功

能、流程操作及收費正常順暢。 

6. 商品化 

上市初期，威寶與內容服務供應商會密切討論此一服務在聯合促銷合作

上的可能性，並安排可能的露出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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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上市後，威寶會持續投入豐富的行銷資源，諸如基本的行銷管道：

WAP Push、帳單夾寄、直營店體驗專區等，或是其他與內容服務合作夥伴

合作的共同行銷管道，例如：各大媒體相關露出、門市銷售之 Content 套裝

包等。 

針對服務後續的行銷管理與績效表現，威寶專案窗口會定期與內容服務

供應商交換意見提供諮商，並支援內容服務供應商相關的行銷操作與服務生

命週期管理。 

 依據上述，威寶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整理如圖 4-14 所示。 

 
圖 4-14：威寶電信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篩選 

原型開發 

產品測試 

商品化 

威寶電信 

威寶電信 

內容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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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五：瑞通電信 

一、公司簡介 

瑞通電信於 1997 年 1 月取得 GSM900 北區以及 GSM1800 全區行動通訊特

許執照，隨即迅速進行網路建設，於 1998 年 1 月正式開台，同時推出全球第一

個完全採用雙頻技術設計及建造的 GSM900／1800 雙頻系統。2004 年 1 月，瑞

通電信正式合併和信電訊，結合雙方的優勢，展現一加一大於二的營運綜效，藉

此擴大經濟規模，強化競爭優勢。2005 年 7 月，瑞通「3G 多媒體影音服務」正

式開台，邁入 3G 時代。瑞通電信針對台灣用戶需求，稟持「創新、機動、誠信」

之經營理念，發展出 i-mode 與行動網兩個服務平台，提供數位行動通訊服務。

表 4-14、表 4-15 分別說明瑞通電信重要發展歷程、獲獎紀錄，圖 4-15 說明瑞通

電信目前之組織架構，表 4-16 說明其各部門之職掌。 

表 4-14：瑞通電信發展歷程 
時間 重要事件 
2006.04 與六家亞洲主要領導電信業者共組「亞太地區行動通訊聯

盟」，致力於推展更優質國際漫遊與企業客戶服務。  
2006.01 推出「MSN Messenger」服務，為國內第一家與 MSN 網站

合作的電信業者，用戶可隨時收發訊息。  
2005.08 正式在台灣證券交易所以電子類股掛牌上市。  
2005.07 3G 多媒體影音服務上市。  

2005.06 
推出「任意郵+」Mailgene Plus，為台灣 push email 自動接

收郵件服務先驅。  
2005.05 瑞通正式合併其投資之第三代行動通訊公司遠致電信。  

2005.04 
國內首家電信業者通過 BS 7799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國際標準

驗證。  
2005.02 取得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5.3%股權。  

2004.04 
與全球電信巨擘NTT DoCoMo合作推出瑞通 i-mode行動網際

網路服務，打造全台第一家全方位行動影音多媒體生活體驗

城。  

2004.01 
瑞通電信與和信電訊結合案獲行政院公平會審查通過，正式

併購和信電訊，當月合併總營收達新台幣56.56億元，躍居

台灣第一大民營電信業者。  

2003.03 
全新整合應用MMS, MPS, JAVA等先進技術，首創推出「精

彩Br@vo」新世代行動多媒體服務方案。  

2002.12 
與日本Sharp合作開發Sharp GX-i98中文手機，並推出「MMS
影音訊息」及「爪哇寶庫」 Java手機遊戲服務。  

資料來源：節錄自瑞通電信 94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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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瑞通電信發展歷程（續） 

2002.08 
與亞東醫院及亞東技術學院成功研發國內第一套GPRS行動

緊急醫療救援系統。  
2002.03 與 IBM攜手推出全球第一個GSM∕GPRS開放式服務平台。

2002.02 子公司遠致電信標獲台灣第三代 (3G)行動電話執照。  

2000.07 
進軍企業用戶，整合固網及行動電話服務，推出MVPN智慧

型行動通訊網路，開創企業M化之先河。  

1998.11 
推出易付卡，首月客戶數突破20萬，成為台灣預付卡領導品

牌。  

1998.01 
全球第一個建構 GSM900／1800 整合式超級單網雙頻行動

通訊網。  
1997.01 獲交通部核發 GSM1800 全區及 GSM900 北區執照。  

資料來源：節錄自瑞通電信 94 年度年報 

表 4-15：瑞通電信獲獎紀錄 
時間 獲獎事件 
2006.03 中華信評調升瑞通電信長期企業信用評等與無擔保公司債

評等至「 twAA＋」國際標準普爾調升瑞通電信長期企業信

用評等至「A-」。  

2005.10 
榮登十月份亞洲商業週刊「亞洲 150 最佳表現企業」排行榜，

為台灣電信業唯一入選之公司。  

2005.04 
國內首家電信業者通過 BS 7799 資訊安全管理系統國際標準

驗證。  
2005.02 取得全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5.3%股權。  

2004.12 
中華信評調升瑞通電信長期企業信用評等與無擔保公司債

評等至「 twAA」。  
國際標準普爾調升瑞通電信長期企業信用評等至「BBB＋」。

2002.02 
子公司遠致電信標獲台灣第三代 (3G)行動電話執照，「瑞通

車訊速」從世界知名業者勝出，榮獲「全球GSM協會最佳企

業應用服務大獎」。  
2000.11 連續三屆蟬聯電信總局「客戶滿意度」評鑑第一。  

2000.05 
交通辱電信總局公布行動電話業務服務品質之評鑑結果，全

區業者瑞通電信連續兩年「客戶滿意度」獲第一。  

2000.02 
921大地震賑災貢獻卓著，獲全球GSM協會頒發「最佳社區

服務獎」。  

1999.03 
實際有效客戶數突破百萬，獲Global Mobile雜誌評為全球最

快突破百萬用戶之電信服務業者。  
資料來源：瑞通電信 94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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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瑞通電信組織結構 
資料來源：瑞通電信 94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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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瑞通電信各部門職掌 
部門 職掌業務 
稽核室 負責內部稽核作業。 
總經理室 負責總經理對外聯繫，各部門協調事宜。 

勞工安全衛生室 負責勞工安全衛生相關檢冊、維護及教育宣導相關事

宜。 

法務暨法規部 負責法規、法律諮詢、合約審理事宜、企業安全相關事

宜。 
公共關係部 負責企業溝通、企業與行銷公關事務、企業形象推廣。

人力資源部 負責人力資源管理及發展規劃。 
事業暨技術發展事業部 負責產品及技術發展。 

網路事業部 負責網路維運及客戶網路服務支援作業及網路規劃整

合。 
資訊科技事業部 負責帳務系統、客服系統及企業資訊系統開發與維護。

財務暨行政管理事業部 負責財會作業、投資關係、採購、流程控管及行政。 
策略暨行銷事業部 負責市場行銷企劃執行及策略發展規劃。 
業務暨客戶服務事業部 負責各類銷售業務及客服作業。 

資料來源：瑞通電信 94 年度年報 

二、策略性資源 

(一) 原有之策略性資源 

1. 客製化手機的開發能力 

瑞通不但跟日本的 i-mode 獨家合作，也推出獨家的 sharp 手機，因此瑞

通可以自訂規格，透過客製化手機，瑞通更能支援一些較特別的服務。 

張經理舉例說：「譬如像我們的 i-mode 手機可以做 AAC 的檔案的下載

跟播放，像這樣的東西是我們特別去談的，因為我們認為 AAC 和 AAC plus

其實是比較好的音樂格式。」 

2. 行銷通路與創意 

瑞通建立了完整的銷售通路：直營店、加盟服務店，以及其他經銷通路，

並積極爭取異業結盟（例如投資全虹企業），確保瑞通未來之業績與服務在

業界維持領先地位。而瑞通電信所擁有的 400 多家實體通路，與非常大量的

行銷廣告資源，使得合作夥伴能從中獲得許多實質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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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瑞通在音樂服務著力甚久，因此對消費者的行為已經累積了

相當多的 data 可以進行分析、計劃新的活動，充分運用現有之資源，進行

產品或行銷活動之操作。 

3. NTT DoCoMo 的商業 Know how 及技術資源 

瑞通是 NTT DoCoMo 在台灣的獨家夥伴，因此 i-mode 在日本做了什

麼，瑞通便能獲得第一手消息，不僅只是新技術訊息，對於其服務構想的理

念及背後技術機制的運作，都能做徹底的瞭解，進而再針對台灣的狀況，諸

如技術成熟度、消費者成熟度，判斷台灣是否適合推出。 

4. 組織團隊能力 

瑞通具備豐富經驗的產品規劃與營運團隊。 

5. 較年輕的客戶群 

與其他電信業者相較，瑞通的客戶群普遍較為年輕，其客戶群中 20~35

歲的比率非常高，陳協理表示，這是瑞通長年品牌經營的成果，而由於品牌

定位較為年輕，因此當瑞通開發手機上面的娛樂內容時，便發現其現有的客

戶群正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基礎，是一項有力的資源。 

(二) 策略性資源之建構 

1. Portal 經營方式 

瑞通建立了「瑞通音樂台」的行動音樂服務平台，在這個平台上瑞通並

不是自行開發內容，主要是希望透過瑞通音樂台，介紹每個合作夥伴現在正

在進行的主題以及優惠活動，以做為消費者和服務供應商之間的中介平台。 

張經理指出：「瑞通也算是一個 portal，我們行動加值服務也是一個

portal，那這 portal 就會有很多在經營上面的一些管理、營運上的一些技巧，

這是我覺得我們這個 team 最重要的一個價值。」 

2. 音樂搜尋引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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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消費者可能不知道哪一個服務供應商裡面會有自己想要找的歌，因

此，如何定義一個音樂專屬的搜尋引擎相對而言顯得重要許多。瑞通音樂台

便是提供了一個跨合作夥伴的搜尋介面，讓使用者可以方便做搜尋，運用

Top10、推薦，或是自己輸入關鍵字等方式做搜尋。 

三、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一) 網絡關係 

瑞通的行動音樂價值網絡如圖 4-16 所示。 

 
圖 4-16：瑞通電信行動音樂價值網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網絡成員 

音樂來源的唱片公司可以直接授權給內容服務供應商，或者是直接面對瑞通

電信。對瑞通電信而言，不論是唱片公司或是內容服務供應商，都可稱之為廣義

的「Content Provider」。手機設備的部分，瑞通具有客製化手機的能力，是 i-mode

與 Sharp 獨家合作夥伴，因此能客製化所需之音樂手機。 

(三) 網絡位置 

陳協理表示，人們常會因為周圍環境的觸發，突然想要某一首歌，而這時能

夠立刻買到音樂的管道，便是透過無線網路，這是電信業者的獨特利基；意即，

電信業者掌握此一通路，可以決定這個通路的營運模式，要邀請內容供應商進

來？抑或直接跟唱片公司談？機會乃是掌握在電信業者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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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行動音樂新產品發展 

(一) 委外動機與型態 

1. 委外動機 

除了一些系統比較複雜，服務供應商可能沒有辦法處理的加值服務以

外，瑞通電信大部分的加值服務，皆是跟服務供應商合作。瑞通電信認為，

每家公司都有自己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所在，而瑞通身為電信業者，

在網路、手機以及加值服務付費機制的部分是較為專業的，因此瑞通電信選

擇繼續深化、專精此一領域；至於其他的內容，便尋找各個產業的領導品牌、

尋求合作的機會。 

「我想每一個產業都有一些專業的 know-how」，張經理說，「我們不覺

得是一個瑞通這樣子一個 base 的公司有辦法去經營，然後每個產業都夠那

麼專精。」 

2. 委外型態 

行動音樂內容服務合作夥伴的服務正式上市之後，依據雙方的合作協

定，瑞通會定期將服務之營收收入拆分給內容服務供應商。 

(二) 新產品策略 

瑞通電信致力於提供行動通訊與網際網路整合性服務，讓客戶能更輕鬆、更

便捷地獲得多元化、個人化的資訊，實現瑞通二十一世紀的企業願景：「生活有

瑞通，溝通無距離，人生更豐富」。 

在行動音樂服務方面，音樂服務為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需要的娛樂服務

之一。行動網路對於音樂供應商而言，可做為提供音樂服務的新通路；對於消費

者而言，則使得音樂服務更多元化、更容易取得、也更常出現在生活中。因此，

瑞通深信行動電信業者在音樂服務上有獨特的利基，值得重視，其所提供的服務

組合廣泛，能夠滿足各不同族群的消費者之需求，滿足消費者「創造暫時的個人

空間」與「展現獨特的自我風格」。在音樂平台的經營上，瑞通電信則傾向讓合

作夥伴有各自經營品牌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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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音樂台 

在眾多的服務當中，瑞通電信最受用戶歡迎的服務皆與流行音樂有關，包

括：來電鈴聲、圖鈴下載、心情快遞點歌送人、900 Call Me Ring 等。在這些音

樂類別當中，瑞通同時跟好幾家內容服務供應商合作，因此對消費者而言，瑞通

的音樂類就會有好幾個不同的網站，來自於不同的公司。 

陳協理提及：「在這個類別裡面，我們會想到一件事情就是說，消費者在這

六個不同的服務裡面要找一首歌曲，有時候他不曉得這首歌會不會變其中的某一

家公司的獨家，所以他就要找一下，確定有，然後進去那一家服務裡面下載，那

我可以發展一個機制是，橫跨所有的音樂業者，幫他做歌曲的搜尋。」 

2003 年，瑞通「音樂台」正式上線開台，推出業界首創偶像流行音樂專屬

手機頻道，讓流行音樂明星或最具潛力新人擁有全方位展現個人才藝的舞台，提

供追星一族「one stop service」的行動音樂服務。其服務共可分為：本月主打星、

900 來電答鈴、原音鈴聲、流行星勢力，以及主打星精彩回顧等主題單元，讓使

用者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最新的流行音樂與偶像情報，如同追星族的大補帖，蒐集

偶像的最新動態，諸如專屬圖鈴、音樂 MV、行動卡拉 OK、來電答鈴、偶像主

題遊戲、偶像大頭貼 MMS 影音酷卡等。同時，為了讓音樂台來電答鈴與用戶之

間溝通零距離，瑞通電信更與全省北中南三家知名電台的流行音樂節目合作，每

週為聽眾提供音樂台來電答鈴 Top10 排行榜的精彩報榜。 

最重要的是，瑞通音樂台提供一個跨合作夥伴的音樂搜尋介面，當用戶以關

鍵字搜尋時，可以將所有音樂版本類型通通找齊。 

陳協理舉例說明：「可能比如說也許有一個非原來主唱所謂的口水歌，這種

版本也會過來，那也許另外一家做的不是原音的，是做水晶音樂，叮叮噹噹那種

水晶音樂，或者是 MIDI 音樂，或者是電子混音的舞曲版的，都會一起找出來，

而你可以選擇哪一個是你所要的那一個，給消費者這樣的一個方便，所以他是一

個在各個介面之前的一個總目錄。」 

另一方面，瑞通音樂台也是屬於一個比較傾向行銷的平台，其每個合作夥伴

都能透過音樂台，讓使用者知道他們現在正在進行的主題、優惠活動有哪些，透

過音樂搜尋引擎機制，將用戶帶向服務供應商自身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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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perator 本身來 host 的一個平台，然後由這些 Content Provider 把他們

的產品上架，整個包裝、整個 flow、整個 promote 的方式都是由 operator 自己在

進行」，張經理表示，「我們覺得這不是一個好的 Model，因為我們就是想要讓我

們的合作夥伴去經營他們自己的品牌，因為品牌才會有品牌的 value，他們才會

有維持他們自己客戶的忠誠度。」 

依據上述，瑞通音樂台新產品策略彙整如表 4-17。 

表 4-17：瑞通音樂台新產品策略 
新產品策略 說明 
研發目的 方便用戶搜尋、promote 各合作夥伴。 
市場新穎性 業界首創偶像流行音樂專屬手機頻道。 
目標市場 服務現有顧客。 
上市時機 2003 年推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新產品開發流程 

1. 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 

在行動音樂服務產品的開發上，主要是由 Content Provider 負責，然後

再向瑞通電信提出企劃書。瑞通電信會非常嚴格地要求合作夥伴必須給一個

非常完整服務企劃書，其中必須包含最重要的一個項目：整個服務的流程圖。 

張經理說：「雖然音樂這個產業他們是專業，可是至少，畢竟在手機因

為受限於它的螢幕的大小，或是受限於它的一些鍵盤設計，他畢竟不像電

腦，所以有一些在 flow 的設計上面是有一些訣竅在的，那這個方面瑞通我

們有一些經驗。」 

因此，產品概念主要由合作夥伴去發想，以其創意為基礎，瑞通電信則

主要是在包裝、或者是流程上給予一些建議。 

2. 商業分析 

Content Provider 大多是主動與瑞通電信洽談合作，因此在企劃書中會提

出一些產業分析概況，而瑞通電信並不會照單全收，會再從瑞通電信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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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去進行研究。 

3. 篩選 

以合作夥伴所提出的企劃書為基礎，瑞通電信會跟他們一起做討論。但

是對於整份企劃書，瑞通電信仍具有絕對的決定權。此外，由於瑞通電信希

望提供給消費者一個最好的品質，因此甚至會要求合作夥伴必須做到哪些功

能，才允許上線。 

4. 原型開發 

當提案通過之後，合作夥伴便會開始進行開發。因此，原型開發此一階

段主要是由合作夥伴負責。 

5. 產品測試 

產品經過原型開發之後，瑞通電信會加入測試階段，以消費者的角度進

行嚴格的產品測試。 

6. 商品化 

在經過上述產品開發與測試階段之後，瑞通電信便會安排上線。當服務

正式上線以後，瑞通電信也會提供內部的行銷資源，去幫合作夥伴的服務做

宣傳；甚至當過了一段時間之後，瑞通電信也會與合作夥伴進行討論，決定

是不是應該要進行一些行銷活動。 

依據上述，喬達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整理如圖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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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瑞通電信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簡言之，瑞通在行動音樂服務產品的規劃、建置到平常的維運等各方面，主

要都是由合作夥伴負責，瑞通電本身則是在規劃初期給予一些建議、上線前執行

嚴格的測試、上線以後在行銷方面做一些配合。 

第六節 個案彙整 

本節將彙整五家個案公司於本研究架構中之異同點，並以此做為發展研究發

現與結論之基礎。 

一、個案公司策略性資源之比較 

綜合比較五家個案公司原有的策略性資源，事實上並無明顯之差異，皆著重

在電信網路技術、行銷通路以及國際策略聯盟；而在發展行動音樂產品方面，則

是依資源相關性選擇欲建構之資源。各家業者所積極建構之資源主要為平台技

商業分析 

唱片公司 內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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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 

內容服務供應商 

瑞通電信 

瑞通電信 

瑞通電信 

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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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在相關能力的建構上，包括跨平台服務、音樂搜尋引擎技術、版權管理技術

等，均有助於行動音樂產業之發展。 

本研究中之個案公司策略性資源整理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個案公司之策略性資源 
個案公司 原有策略性資源 行動音樂策略性資源之建構 
中華電信 1. 行銷通路 

2. 技術與系統設備 
3. 國際關係 
4. 客戶基礎穩固 
5. 員工穩定性高 
6. 組織能力 

1. 領導者優勢 
2. 版權管理技術 
3. 跨平台服務機制 

喬達電信 1. 行銷通路 
2. 龐大客戶群 
3. 品牌綜效 
4. 國際結盟 

1. 加值服務自有品牌 
2. 目錄管理技術 

亞太行動 1. 行銷通路 
2. 電信集團資源完整 
3. 國際策略聯盟 

1. 視內容服務供應商為策略夥伴 
2. 縮短新服務上架流程 

威寶電信 1. 全區 3G 網路覆蓋率完整

2. 擁有完整電信產業資源 
3. 行銷通路 
4. 國際策略聯盟 
5.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 

1. 平台機制 
2. 終端設備技術 

瑞通電信 1. 客製化手機的開發能力 
2. 行銷通路與創意 
3. NTT DoCoMo 技術資源 
4. 組織團隊能力 
5. 較年輕的客戶群 

1. Portal 經營方式 
2. 音樂搜尋引擎技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中華電信、喬達以及瑞通，憑藉其長期在行動通訊產業既有優勢與資源，運

用原有龐大之客戶基礎、品牌商譽以及電信網路技術資源，持續深耕行動音樂服

務，增強顧客忠誠度，建構出音樂平台相關技術能力，例如版權管理機制、跨平

台音樂搜尋技術等。其中，行動音樂需要手機規格之配合，而瑞通較具有優勢的

地方便在於其擁有客製化手機之能力，能針對所需之音樂格式自訂符合規格之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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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寶與亞太為行動通訊新進業者，其共同特點是擁有完整的電信產業資源，

威寶隸屬於金仁寶集團，亞太則擁有亞太電信集團寬頻電信產業資源，由於沒有

1G、2G 的發展背景，因此威寶與亞太皆強調專注在 3G 技術的相關發展與應用，

也積極建立行銷通路能力，開拓 3G 市場。在行動音樂服務方面，威寶與亞太亦

是著重在平台相關機制上，但目前並未發展出跨平台音樂搜尋服務的機制。 

二、個案公司委外動機之比較 

電信業者將行動音樂服務委外由內容服務供應商開發，各家皆有不同的考量

因素，包括：音樂專業人才的缺乏、節省人力成本、專注電信服務業本質、專業

分工等因素。依據文獻探討中企業委外的三類型動機，將個案公司委外動機彙整

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個案公司產品開發委外動機之比較 
委外動機 中華電信 喬達電信 亞太行動 威寶電信 瑞通電信 
企業資源

有限或缺

乏 

內容服務供

應商具有經

營效率。 

  內容服務供

應商已累積

許多經驗。 

 

降低成本   節省人力等

各項隱藏成

本。 

  

專注自身

核心能力 
 專注電信服

務業本質。

專業分工。  每家公司都

有自己的核

心 價 值 所

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個案公司行動音樂新產品開發流程之比較 

彙整五家業者的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在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上，創

意探索及概念發展、商業分析以及原型開發等三階段，主要是以內容服務供應商

為主、電信業者為輔的方式進行；反之，在篩選、產品測試及商品化等階段，則

是以電信業者為主的方式進行（如表 4-20）。 

由表 4-20 可以看到，在流程當中較具有差異性的地方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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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華電信在創意探索及概念發展的階段，除了由內容服務供應商負責提企畫

案之外，本身也會主動積極蒐集音樂產業相關資料進行分析，並和唱片公司

洽談以發展新的產品概念。 

(二) 瑞通在商業分析的階段，主要由內容服務供應商進行產業分析，並將分析結

果詳列於企畫書中，但除此之外，瑞通會再以本身的角度出發，針對行動音

樂服務進行市場分析。 

表 4-20：行動音樂服務新產品開發流程之比較 
項目 喬達電信 亞太行動 威寶電信 瑞通電信 中華電信 
創意探索及

概念發展 內容服務供應商 
內容服務供

應商 
中華電信 

商業分析 
內容服務供應商 

內容服務供

應商 
瑞通電信 

內容服務供

應商 
中華電信 

篩選 喬達電信 亞太行動 威寶電信 瑞通電信 中華電信 
原型開發 內容服務供應商 
產品測試 電信業者 
商品化 電信業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