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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行動通訊事業自政府開放民營以來，經過十餘年的激烈競爭已

使產業發展至成熟期階段。語音服務市場的飽和，以及政府相關單位的

價格干擾，使得電信業者高獲利的盛況已受到挑戰。為了維持公司營業

收益的持續成長，各業者於近年來逐漸將重心移至行動加值服務的創新

與發展。本研究首先分析行動加值服務產業價值鏈與產業特性，再以行



動加值服務發展成熟的日本與韓國為例，對其進行國家鑽石模型分析，

並歸納其國內主要業者於行動加值服務發展的競爭策略。在我國的部

份，則以五力分析模型分析行動通訊產業結構，再以國內行動加值服務

的領導業者「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利用 SWOT 模型探討其競

爭優劣勢，接著以差異化分析其發展的競爭策略，並歸納其現行的策略

內容。最後，再針對遠傳電信提出「集團內部資源整合」的方式以為其

未來的發展方向，以提供用戶一次到位的行動服務。本研究發現行動通

訊業者於產業價值鏈舉足輕重之地位，以及日韓發展成功且值得台灣借

鏡參考的產業價值鏈有效串連及策略聯盟的合作模式。而面對未來行

動、固網及寬頻整合之數位匯流時代，行動加值服務將更具發展空間並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及企業獲利的目標。 

摘要

(英) 

  After the government opened the telecommunication business going operated 

by private enterprise, the industry has entered the developed period through more 

than ten years drastic competition. The saturation of the voice service and the price 

disturbance from NCC led the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moved their 

gravitation to develop mobile value added service in order to keep their income 

growing continuously.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chain of 

the mobile value added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article, and cited 

Japan and Korea as the model countries to analyze their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strength with Diamond Model. As reg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industry structure with Five Forces Analysis Model and took 

Fareastone Telecommunications Co. Ltd. as an example to generalize its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strength with SWOT model. The research used the 

different analyses to collect the recent strategies of FET. To sum up the research, 

we would find that the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mobile value added industry value chain and obtaine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from Japan and Korea to be the patterns of operators in Taiwan. To 

face the integration of Wireless and Fixed line in the future, the operators would 

get more chances to develop the mobile value added services to fulfill the demands 

of the consumers and meet the goal of the enterprises to make higher e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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