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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DMIP平台 

一、DMIP平台的概念 

DMIP(Digital Multimedia Information platform)平台服務的概念基礎是

由多媒體隨選（Multimedia on Demand; MOD）而來。但與傳統 MOD 平台不同的

是：DMIP 平台服務指藉由現有的電話線，透過非對稱數位用戶迴路器（ADSL）2

或 Cable Modem 等寬頻上網服務，與可將數位訊號轉換送至類比電視機播送的機

上盒（Set Top Box；STB），和特製遙控及使用介面，使用終端設備為電視機（原

始的 MOD 平台是使用電腦作為終端接收設備，也就是單指藉由網際網路傳輸的多

媒體隨選平台服務）。 

 

提供用戶同時打電話、看電視、看影片、卡拉 OK、高速上網等服務，讓電

視如同連網 PC，並且具有隨選使用模式，由使用者主控時間與內容，可便於選         

時隨播想擷取的訊息或影視節目，有著與數位電視（Digital TV）相同的最終目

的「創造節目與觀眾間的互動性」，但與數位電視的傳輸媒介並不相同。而這類

平台的骨幹網路是採用非同步傳輸模式（ATM）3與網際網路協定（IP）的技術。

（黃彥達，2003） 

 

DMIP 平台的系統架構以目前主流的業者來看，大致可區分為用戶端元件、

網路元件、伺服器端元件等三部分：（林禹文，2002） 

(一)用戶端元件： 

利用語音／數據分歧器將分出的一蕊傳統電話線路接到機上盒，機上盒與電

視間又以 AV 端子線路連結，也有機上盒是採用有線電視線纜和網路線分開連接

的方式，使電視也能透過特製瀏覽器介面點選及播放各種數位視訊服務。 

(二)網路元件： 

網路元件是指從局端設備（Digital Subscriber Line Multiplexer; DSLAM）

到用戶端間的最後一哩(Last mile)，是利用 ADSL 技術提供大於 512K 的檔案下

                                                 
2 ADSL是目前最受重視的網路技術，下行速度介於 1.5~9Mbps之間，上行速度在 16~640Kbps

間，下行速度比上行快，因此稱為非對稱數位用戶迴路。它適合用於瀏覽 Internet/Intranet、VOD

及遠端 LAN接取，因為這些應用都是下載資料量遠大於上載的資料量。（程予誠，1999） 
3 ATM是將資料以分封傳輸的方式。不管資料傳送速率如何，都可以將資料切割後混合傳輸，

節省許多傳輸空間及時間。（程予誠，1999） 



 6

載傳輸速度；在 DMIP 平台系統與局端設備間，則由路由器等交換網路元件構成

完整的 IP 網路，負責資料傳輸。 

(三)伺服器端元件： 

為盡可能減少使用者連線中可能面臨的頻寬瓶頸，隨選隨播的視訊作業系統

往往架設在電信業者的機房內部，甚至分散至各局端機房。 

 

伺服器端主要元件包括以下四個子系統： 

1.用戶認證系統：提供用戶身份認證、授權、計費等功能。 

2.網頁伺服器系統：讓用戶在瀏覽、點選服務時的使用介面，仍能符合 HTML

格式的網頁方式呈現。 

3.伺服器系統：供內容授權商（Content Provider）儲存熱門影片、節目、

歌曲等內容的伺服器，又可依據服務型態或供應商的不同，區分為網路電

影院（以 Near VOD 播出）、網路電視節目（Live TV），隨選視訊（True 

VOD）、隨選卡拉 OK 選曲伺服器等。 

4.服務管理系統：包括頻寬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用戶資料管理、

用戶使用記錄、用戶點選處理等。 

 

二、DMIP平台服務的特色 

(一)雙向互動 

過去的電視觀眾非常被動，只能單向接受電視給予的資訊，但隨著有線電視

雙向互動時代的來臨，觀眾不但可以收看電視節目，同時還可有進一步的雙向溝

通。（劉幼琍，1994）而 DMIP 平台服務相當大的特色就在於具有互動性質，是

雙向互動電視（Two-way Interactive TV）的應用功能之一。 

 

雙向互動電視節目通常有四大功能：娛樂(entertainment)，如電影、電動、

卡拉 OK 等；交易(transaction)，包括電子銀行、訂票等；通訊(communication)

如電子信箱，個人通訊服務（PCS）等；資訊(information)有各類資訊查詢、電

子教學等。（劉幼琍，1994） 

 

(二)數位訊號播送（黃新生等，1987） 

DMIP 平台服務會將訊號作數位壓縮(如 MPG4
4格式)，再以數位檔案格式進行

播送，進入數位電視的新時代。 

                                                 
4 MPEG4是一種壓縮方式，適用於網際網路，畫質標準與MPEG2相同，但壓縮及傳送方式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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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數位訊號處理，每個頻道頻寬只需 1MHz，容納的頻道將更多元。還可

以消除雜訊和干擾，使畫質更清晰細緻，也可以消除亮色的互相干擾，避免影像

失真。另外，影像處理可以更活潑，例如分割畫面、子母畫面等，並且具備多聲

道，可以切換四比三畫面或十六比九寬螢幕畫面，或由不同的角度看電視。 

 

另外最受矚目的是 DMIP 平台服務的高附加功能，結合網際網路後，可有電

子節目選單（Electronic Program Guide；EPG）、記次或計時付費（Pay Per View ; 

PPV, or Pay Per Month ; PPM）、隨選視訊（VOD）、甚至數位錄放影機（DVR），

透過 STB 的內建硬碟錄製節目、Call-in 互動視訊，透過連線和其他觀眾溝通等

等的功能。 

 

在廣告促銷方面，可以透過瀏覽記錄等做出精準的市場調查，發出精準的廣

告訊息；而觀眾也可以主動詢價、比價、議價等互動，以達到可觀察性、可實現

性的互動購物模式。 

 

三、DMIP平台服務的產業特性 

(一)固定成本高 

產業中，建設網路的投資需要高成本、回收時間長、不可遷移，並且執照取

得、廣告費等也無法移作他用。業者於籌設初期，必須投入高額的固定成本，以

建設網路及頭端設備，工程成本相當高昂。（楊雅雯，2001）另外，數位化轉換

所需之軟體更新及人才培育所需之鉅額投資，也是一項龐大的負擔。（蔡念中，

2003） 

 

Wilsom(1992)認為，固定成本越高，進入市場的風險就越大，相對的離開市

場所得到的補償也越小。（楊雅雯，2001） 

 

(二)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規模經濟是指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會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不斷遞減。（楊

雅雯，2001）DMIP 平台服務在建設網路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性，需要更大的規

模以符合生產效益。在網路鋪設初期便以加入使用的訂戶，必須負擔相當高的成

                                                                                                                                            
同。主要針對各種音視訊資料壓縮的媒介需求，未來希望成為多媒體應用的標準。（程予誠，1999；

蔡念中，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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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只要有新訂戶的加入，價格就會降低。因此，業者唯有擴大經營規模，才

能充分降低成本。 

 

(三)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 

Stehmanm(1995)指出，單一廠商同時生產數種不同的產品，比由不同廠商各

自分開生產更具經濟效益（楊雅雯，2001）。針對 DMIP 平台服務所建設的網路，

除可提供節目內容傳輸，還可提供上網、打電話，及其他多樣的加值服務，並不

會大幅增加系統所投入的網路建設成本。 

 

(四)跨業經營 

這是目前國際上 DMIP 平台服務最大的一個特點，產業所需資源，橫跨電信、

有線電視、及資訊業，因此容易形成跨業經營。未來數位化的潮流下，科技匯流

已成為必然的趨勢。 

 

四、DMIP 平台服務和相關服務的差異 

(一)DMIP 平台服務 V.S 有線電視 

根據我國有線電視法，有線電視是指「以鋪設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

公眾直接收視、收聽的媒體」。通常有線電視主要的營運收入為訂戶的裝機費及

月費，提供大量頻道來滿足各類觀眾的需要（劉幼琍，1994）。 

 

而 DMIP 平台服務的使用者可以自選節目、影片、或服務，依使用量計費。

客戶不必依照節目表來收視，隨時點選收看，不必等待，也不用擔心錯過或遺漏

了部分內容。 

 

目前一台機上盒只能供一台電視使用，不像有線電視方便轉接。兩者的營運

概念及經營策略型態有些差距，可以表 2-1 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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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DMIP 平台服務與類比有線電視經營策略比較表。 

 DMIP平台服務 類比有線電視（Cable TV） 
傳輸方式 電話線路（雙絞銅纜） 線纜（同軸線纜） 
接收訊號 數位訊號 類比訊號 
收費來源 月租費、PPV、ADSL、廣告 月費、裝機費、廣告 
轉接問題 不可轉接、私接，一機一用 常有偷接戶問題，可轉接 
媒體與觀眾關係 雙向互動 單向傳播 
提供服務 多頻道、多媒體、雙向互動 多頻道 
觀眾態度 主動 被動 
播放時間 隨時，可以自行選擇，也可依

節目表 
依節目表而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2004)。 

 

(二)DMIP 平台服務 V.S 網際網路影音服務 

DMIP 平台服務與以網站方式經營的 Hi-Channel、webs-TV 等線上影音服務

最大的不同，在於 DMIP 平台最大的使用者終端設備是電視，而非電腦。 

 

在台灣平均每戶家庭有 1.68 台電視的高普及率之下，（每戶家庭平均只有

0.53 台個人電腦），迅速滲透家庭市場，而且提供的內容也較為多元。（林禹

文，2002） 

 

另外，DMIP 平台服務系統雖然同樣利用 ADSL 技術，但透過系統設定，以

Intranet 的獨立網路傳送，頻寬每秒至少達 3MB，不同於一般的 Internet，頻

寬較大，也比較不易受干擾，影音品質較佳，節目的傳送與播放也較流暢，不容

易受連線品質不穩定而時斷時續（黃彥達，2003），但各家業者所採行通路有所

所差異，一樣有經 Internet 傳送者。 

 

(三)DMIP 平台服務 V.S 隨選視訊 

DMIP 平台服務與過去 VOD 的最大差別，在於其所涵蓋的內容不限於收看電

視節目或電影，而是可以擴大到線上點唱卡拉 OK、玩線上遊戲、選股下單、遠

距學習、家庭購物，或純粹只是享受高速上網瀏覽、收發多媒體電子郵件等樂趣。

另外，DMIP 平台上的服務不只限於隨選服務，仍舊有非隨選的節目與資訊服務。 

 

 

 



 10

第二節  我國 DMIP 平台服務產業現況 

目前在台灣地區的 DMIP 平台服務產業中，已正式開播營業的有中華電信的

MOD 服務以及數位聯合的 DFC 服務，由於種種面向的問題，目前暫時沒有其它競

爭者出現。 

 

中華電信挾其龐大的人力與資本，強勢的進入 DMIP 平台服務，對其他有意

加入的業者來說，無疑是頭號公敵，所以目前雖然僅有中華電信和數位聯合在

DMIP 平台服務的市場競逐，但已經是戰況激烈，加上媒體整合匯流的態勢下，

來自替代性的產品與服務，競爭力不容小視。 

 

中華電信是國內電信業者龍頭，轉跨業經營的 MOD 服務開播於 2004年 3 月；

而數位聯合為國內頗具規模之 ISP 經營者，隨著中華電信推出 MOD 的服務，也於

2004年 8 月推出名為 DFC 的 DMIP 平台服務。以下就對雙方的服務現況及發展做

一探討與比較。 

 

一、中華電信 MOD 服務規模現況與發展 

中華電信的 MOD 服務於 2004年 3 月開播，當時短短一個月，申請用戶就達

到 3萬 4千戶，而在 2005年預計將會衝上 40 萬訂戶(張文輝，2005)，但開播至

今約累計了 2 萬 4 千人(包喬晉，2005)，離目標仍有一大段距離需努力。 

 

另外，中華電信 MOD 服務在初期以大台北地區為主，計畫在 2005年 4 月 28

日正式在大台中地區登場，期望能在第一期就達到 4萬收視戶(唐惠彥，2005)，

而大高雄地區也預計在 2005年 6 月開播，目前已爭取到 1200 戶的預定戶。(包

喬晉，2005) 

 

中華電信目前的服務強調數位、隨選與互動為主要特色，配合免費頻道做為

吸引收視戶的立基。未來中華電信 MOD 也將推出家庭 ATM 的服務，預計在 2005

年 3 月所推出的機上盒中，具備第二代金融卡讀卡功能(龔小文，2005)，除了領

錢之外，也可以在家裡客廳處理一切個人金融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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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電信網站的資料，中華電信 MOD 服務具備如下表 2-2 的特色： 

 

表 2-2：中華電信 MOD 服務特色。 

隨選隨看 亦即隨選視訊的服務，不需依照節目表

安排的時間，使用者可以自由選擇自己

想看的節目。 
精彩重現 對於觀賞中的節目，可以進行如錄放影

機般的操作，可以暫停、快轉、倒帶，

另外，還具有書籤定位的功能，方便使

用者隨時回顧。 
操作簡便 在操作使用上，只需要一只遙控器，並

無須額外的操作設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中華電信 MOD 網站(2005)。 

 

表 2-2 所列為中華電信 MOD 服務之三大特色，實際上仍有進步的空間，例如

操作簡便一項，雖然中華電信 MOD 表示操作介面僅需要遙控器，但相對的，要利

用一只遙控器來做這樣多樣化的操控，遙控器上的操作按鈕不免繁雜，值得再多

加改進。 

 

至於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的頻道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專為中華電信 MOD

打造的優新聞(UNews)以及優娛樂(U&You)，是由中華電信與公視合作，公視承

製，專為中華電信 MOD 的收視戶量身定做(張文輝，2005)。而其他的節目如附錄

三所示： 

 

服務的多樣化，一直是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開播以來的目標，透過外包或

是合作的方式，不斷的開拓新的節目內容源頭，除此之外，針對即將開播的中、

南部地區，也將增加在地化的節目，例如與當地的補教者合作等等⋯。 

 

在硬體的部分，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的傳輸是透過中華電信內部的寬頻

IP 網路，利用電話線路以及 ADSL 寬頻線路接收擷用，到用戶端時，再利用機上

盒做訊號的轉換。使用的下載頻寬為 3-4Mbps，影像畫質格式為 MPEG2/4，是屬

於 DVD 等級的高畫質與高音質。利用 Intranet 內部網路傳輸可以避免外部網路

的影響，而利用機上盒轉換訊號，則可減輕原本用戶上網頻寬的負擔，又可維持

良好的影音品質。中華電信 MOD 的服務平台架構如下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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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中華電信MOD服務平台架構圖。 
資料來源：中華電信MOD網站，2005。 

 

關於費率面向，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在開創之初，最令人震撼的便是以機

上盒免費的方式來開拓訂戶的數量，此一策略讓對手望之怯步，加上法規層面的

阻隔，讓中華電信 MOD 成功的在初期增大訂戶數量，並順利轉化成為與片商談判

的籌碼。目前中華電信 MOD 的相關費率如下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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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中華電信 MOD 目前收費費率情況。 

收費項目 金額與說明 
MOD裝機費 800元 申租MOD時收取的一次費用 

宅外移機 300元/次 搬家時，機上盒移往不同地址

需重新安裝時收取的移機費。

MOD移機費 

宅內移機 200元/次 在同一地址內移動機上盒，例

如從客廳移到臥房時收取的移

機費。 
台北縣：150元/月 

基隆市：150元/月 

基

本

收

視

費 

台北市：150元/月 

 

只要申裝MOD，就可收視基本
頻道普及組（專為MOD用戶
量身打造的「優新聞」與「優

娛樂」、台視、中視、華視、

民視、 公視、客家電視、大愛
電視、大愛二台、人間衛視、

華藏衛視、佛衛慈悲台、澳洲

ABC、法國 TV5、知性台、華
視教育頻道、北市公益頻道等

18個頻道，頻道 數量正陸續增

加中）和部分免費的隨選視訊

內容與免費服務。 

收視費 

隨

選

視

訊

費 

依據MOD頁面上顯示的金額計費，計費方式依不同服務分為計

片/套裝/計次/包月等不同方式。舉例說明如下： 
電影、影片為計片付費  
連續劇為計套付費  
歌手演唱會現場直播為計次付費  
學習與理財服務為月費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中華電信 MOD 網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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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位聯合 DFC 服務規模現況與發展 

Seednet 原本為我國資策會為發展網際網路相關技術所提出的「資訊軟體發

展環境計畫」的成果，而在 1998年 11 月自資策會獨立，成立「數位聯合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黃文哲，2002)。下表 2-4 為數位聯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沿革： 

 

表 2-4：數位聯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沿革。 

1990 年 7月 經濟部為創造國內一個優良的開放式中文軟體工作環境，乃委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著手進行「資訊軟

體發展環境建立」(Softwar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Development，SEED) 四年計畫。 

1992 年 7月 開放供國內各界試用 Seednet，成效良好，為國內最早提供產業

界 Internet 連線的網路服務。 
1995 年 7月 資策會成立網路事業群，將 Seednet開始商業營運，成為國內網

際網路商業運用的先鋒，對推廣國內網際網路普及化，有深遠

的影響與卓越的貢獻。 
1998年 11月 集資 20億，自資策會衍生獨立成為「數位聯合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Seednet正式成為經營網際網路的品牌。股東除經濟部、

資策會外，尚有統一超商、中鋼等公司，成為國內最大的民營

網路服務業者。 
1999 年 8月 接受行政院Ｙ２Ｋ稽核服務團進行２０００年資訊年序錯亂危

機稽核工作，獲Ｙ２Ｋ合格評鑑，為國內首家通過政府Ｙ２Ｋ

評鑑的電信業者。 
2000 年 9月 購買內湖科技園區自有大樓，地上十層，地下三層，做為資料

交換中心及營運總部。 
2000年 10月 為提供大陸台商企業有效率的訊息交流，提升生產力、降低成

本，特別成立上海、深圳辦事處，提供了二岸互通計劃「一地

申請、兩岸服務」，以滿足企業的各種需求。 
2001 年 7月 Seednet以豐富之 Internet營運經驗，獲得經濟部技術處委託「開

放式 
Mobile Internet應用環境先期研究計畫」之執行，此計畫乃針對

國內 2.5/3G Mobile Internet應用環境進行調查研究，對Mobile 
Internet提出可行之技術整合方案，並研擬Mobile Internet Open 
Environment Pilot之系統架構及系統規格。此計畫的執行對於推

動國內Mobile Internet產業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2001 年 9月 取得電信總局核發特殊二類電信許可執照，取得 ISR語音單純

轉售、網路電話經營許可。 
2002 年 3月 承接行政院研考會委託專案，與蕃薯藤數位科技策略聯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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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建置行政院「電子化政府整合型入口網站系統」，建置完成

1500個政府機關資料庫單一簽入機制，展現卓越的網路專業技

術及 IT服務能力。 
2002年 11月 由 Seednet與蕃薯藤建置的「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Seednet

獲得美國布朗大學發表的「2002 年全球電子化政府網站服務內

容」評比為全球第一名。 
2003 年 9月 Seednet以高度研發投入與完善管理制度，帶動公司整體效益及

競爭力的提昇，榮獲第十一屆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優等獎，

產業科技發展獎（簡稱科技獎） 乃經濟部為獎勵創新研發績效

卓越企業而設立的獎項，一向被視為政府表揚企業創新成就最

重要的獎項之一，素有『科技界奧斯卡獎』之稱。這是首家獲

得該獎項的 電信服務業業者。 
2004 年 5月 Seednet正式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BSI)

的 BS7799資訊安全管理系統認證審核，率先邁向資安管理的更

高層級。 
2004 年 9月 Seednet再度榮獲美國布朗大學發表的「2004 年全球電子化政府

網站服務內容」評比為全球第一名。Seednet曾於 2002 年入口網

開站時獲得第一名，本年度再度為我國創造出兩次之世界第一

殊榮。 
2004年 12月 成立子公司「數聯資安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為新台幣 2億

元。以完整的技術團隊提供資安產品代理銷售及專業服務。 
2005 年 1月 Seednet榮獲資策會頒發「2004 MIS BEST CHOICE」；網路電

話應用服務商最佳產品獎第一名、ISP/IDC/NSP/xSP委外服務最
佳產品獎第二名、資訊安全委外服務最佳產品獎第三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數位聯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網站(2005)。 

 

在 2005年 4 月，數位聯合為因應未來的挑戰，進行組織的改組再造，改以

終端用戶區分事業單位，概分成個人家庭、中小企業、大型企業、政府標案等共

五 個事業群；另外也成立一家資安新公司數聯資安。(曾仁凱，2005)其中，在

改組後屬於個人家庭事業部的 DFC 服務，是數位聯合當前的強打項目。 

 

數位聯合在 2004年 8 月與兆赫互動王、銀河互動網推出名為「數位家庭中

心」(DFC) 的 DMIP 平台服務，不只可以隨選看影片、聽音樂，電視購物也以全

新互動模式登場，還能用電視講影像電話，不只節費、網內互打還免費。(龔小

文，2004)其服務特色如下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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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DFC 特色表。 

不需學習複雜的電腦 DFC 數位家庭電腦沒有滑鼠與鍵盤，只需要一般

家用電視與 DFC遙控器，就幫您將數位世界裡的

電腦、電視、電話整合在一起，讓您輕鬆體驗網

路世界的生活。 
透過 ADSL傳送數位節目 DFC運用純熟壓縮技術，透過 2M/512K的寬頻網

路，讓您清楚的欣賞數位節目。 
數位節目與類比節目並存 DFC 數位家庭電腦有貼心的設計 CABLE 類比訊

號與 ADSL 數位訊號兩種訊號，類比訊號讓你可

以觀賞家裡原有的 1-125台電視節目內容，數位訊
號則可以觀賞 DFC106-9999台的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數位聯合 DFC網站(2005)。 

 

大致上看起來數位聯合電信公司DFC服務與中華電信公司MOD服務的特色大

同小異，比較不同的是，在數位聯合電信公司的架構下，數位節目和類比節目是

並存的，數位聯合電信公司的 DFC 服務不需要切換，就可以同時觀看數位互動以

及類比節目。DFC 為迎戰 MOD，也創造出許多加值服務特色，如下表 2-6 所示： 

 

表 2-6：DFC 加值服務特色表。 

影像網路電話免費打 DFC 數位家庭電腦提供了最佳視訊通

話環境，享受電視大畫面的快感，獨家

連結 Seednet的節費器，擁有最佳通話
費率，網內互打還能完全免費。 

享受家庭劇院饗宴 DFC 數位家庭電腦獨家支援 F.I.O.
（Formats-In-One）全格式播放，可以
各種光碟播放，不但在市場上見不到，

同時還能具有 SPDIF純數位訊號輸出

端子，可以播放 DVD、VCD、MPG，
甚至 AVI光碟，還提供揚聲器真正 5.1
聲道的音源哦！ 

收聽全球網路電台 DFC 數位家庭電腦擁有數位廣播收音

機的功能，除了收聽國內廣播電台外，

能跨洲收聽世界廣播，提供全數位收聽

的環境，有聽不完的廣播音樂。 
超大容量音樂庫 DFC 數位家庭電腦提供 1000首MP3

的存放空間，遙控器隨按隨播，電視畫

面控播選單顯示，還支援外接硬碟的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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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增援，比MP3還MP3。 
家庭證券公司 DFC 數位家庭電腦讓你隨插隨看，擁

有別人沒有的白金級股市頻道，選股看

報價不用等，每支股票有自己專屬的個

股頻道，想查什麼就查什麼，還有買賣

建議燈號保平安，讓你不用再瞇著眼睛

看小字，是閤家的股票專用機。 
相簿數位化 DFC 數位家庭電腦可以讓你在家裡不

止獨樂樂，還能讓你跟親朋好友眾樂

樂！只要電視接上 DFC，馬上享有私
人相簿頻道，就算你人在台北、阿公阿

媽在高雄、爸爸媽媽在加拿大，都能看

到一樣精彩的相簿喔！ 
電視頻道自己安排 DFC 數位家庭電腦有別人家沒有的定

頻器功能！可以自由安排電視頻道號

碼，可以隨性安排喜愛頻道的位置，還

可以任意空出頻道可以讓低俗的爛頻

道從你家電視消失，還給全家乾淨的收

視環境，再也不必擔心不當媒體的污

染。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數位聯合 DFC網站(2005)。 
 

數位聯合電信公司 DFC 服務為了與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有所區隔，不斷加

強加值服務的面向，例如網路電話服務等等，但主要的服務仍就不免集中於影視

資訊內容的提供，附錄四為 DFC2005年 5 月頻道類別與項目。 

 

由數位聯合電信公司 DFC 服務的節目表，可以看出其對內容的重視與經營，

強調觀眾自主性與個人化是最大的特色；此外也積極求取創新式的內容服務，例

如將與戲院同步播出最新的國片「孤戀花」，讓 DFC 服務的訂戶能在第一時間便

享受到觀看院線片的歡樂，而且不用出門到戲院人擠人，這樣創新式的服務是

DFC 的一貫風格。 

 

在硬體方面，數位聯合電信公司 DFC 服務與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的架構相

近，但仍有其差異處，DFC 服務的頻寬需求為 2M/512K 的寬頻網路，內容的傳送

循網際網路，而非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採用的內部網路；而在機上盒的接取

上，DFC 服務所提供的機上盒是將數位訊號與傳統類比訊號分開接收，因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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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收視戶原本的類比節目頻道之後，就接續著 DFC 服務所提供的數位內容服務，

不需另外做切換的動作。下圖 2-2 為 DFC 服務架構圖。 

 

 
圖 2-2：數位聯合 DFC服務架構圖。 
資料來源：數位聯合 DFC網站。 

 

在收費費率上，數位聯合電信公司 DFC 服務無法如同中華電信 MOD 一樣打出

超低的優惠，但仍以第一年免月租費為號召，並且如 DFC 服務上的經營策略一

致，DFC 服務改採多樣化的配套方式行銷，讓消費者在選擇採用 DFC 服務時，能

有更大的自主空間，選擇最適合自己的費率方案。目前數位聯合 DFC 服務的費率

方案如下表 2-7 所示。 

 

表 2-7：2005年數位聯合 DFC 收費方案。 

收費項目 費用 備註 
DFC用租費 第一年免費 ADSL費用可折抵購物金 
方案一:2M/256K ADSL 每月 499元 方案一、二擇一 
方案二:2M/512K ADSL 每月 599元 方案一、二擇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數位聯合 DFC網站(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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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他國 DMIP 平台服務發展現況 

目前全球發展相關 DMIP 平台服務的業者，幾乎都是由網路電視

(Internet Protocol TV OR Interactive Personal TV；IPTV)平台轉換平台而

提供服務，或是同時經營兩種平台，且都處於起步階段，發展速度快慢不一，所

處國情、環境也不相同，但仍可藉此窺見其大好遠景。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無論如何，看看國際間的發展，對於我國自身的

規劃絕對有所助益。 

 

根據資策會情報顧問中心，引用 Point Topic 的研究指出，目前全球經由寬

頻網路平台提供影視服務，以及 VOD 的實際使用戶約有 52 萬戶，其中香港電訊

盈科的、義大利 FastWeb、以及日本 BB Cable Corporation 就將近佔據了 85%(陳

樺誼，洪春暉，2005)，可說是相當成功，以下將分別介紹。 

 

一、香港電訊盈科 

香港電信公司---電訊盈科，是一家傳統的寬頻網路服務供應商，在香港地

區享有盛名。其公司為了增加收益，於 2003 年 9 月，推出名為「NOW 寬頻電視」

的 DMIP 平台服務，訂戶只需再外接一部機上盒，便可接收寬頻電視服務，希望

藉此服務增加營收來源之外，也能吸引更多的潛在寬頻用戶。 

 

香港地區的有線電視服務業者僅僅只有一家，而且普及率大約 30%，加上香
港寬頻普及程度相當高，電訊盈科又是香港地區的主要 ISP 供應商，其擁有之寬

頻建設覆蓋率高達 95%，幾乎全香港都能看到他的服務。 

 

環境所趨，可以明顯感覺到在香港地區，「看多少付多少」的電視消費型態

很容易能發展，加上寬頻網路的高普及率，對推廣 DMIP 平台服務來說，簡直是

如虎添翼。至 2005年 2 月止，「ＮＯＷ寬頻電視」已有逾４０萬客戶訂用(通信

資訊報，2005)。 

 

在內容提供方面，除了與國際主要媒體與頻道商 Discovery、ABC、MTV
等合作外，也積極尋求新的合作對象，例如與無線電視台合作，將亞視部分之節

目數位化，提供予寬頻電視用戶；此外，不斷開創新的節目頻道，近日再增添娛

樂節目頻道，推出娛樂新聞及生活時尚節目頻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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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略運用上，電訊盈科是採「利潤分享模式」，也就是和內容供應商共同

分享利潤，以不買斷內容播映權的方式，降低既有的固定成本，也能讓風險降低，

避免讓公司暴露在過高的風險之下。 

 

在收費策略上，主要是會員制，只要加入會員，就可免費收看 12 個基本頻
道，而其他的頻道則為每個月港幣 10 到 60 元不等。對香港民眾來說，相對於

有線電視服務，不論喜歡與否都必須一次購買所有頻道的方式，電訊盈科提供了

一個非常彈性的付費模式，相當具吸引力，當然也就有助於此服務的成長與收益。 

 

最後，電訊盈科運用原本經營 ISP時的帳務系統，將旗下所有服務的收費單
一化，免去訂戶一款多繳的困擾，簡化用戶程序之餘，也讓自身的收費過程單純

很多。 

 

二、義大利 FastWeb 

FastWeb 與香港電訊盈科一樣，是義大利主要電信公司之一，公司初期發

展光纖連線業務為主，目前則以 DSL 為主力。 

 

FastWeb 在 2001 年 3 月推出 VOD 服務，並在推出 VOD 服務不久後，接

著推出其他寬頻電視服務，計費方式依頻道而異，這樣的服務方式獲得義大利民

眾喜愛，在推出之後除了用戶數目迅速的增加外（光纖用戶數目由 8,400 戶成長
至 14,500 戶），其影視服務對每戶營收貢獻之比例也由 2%增加至 11%。 
 

以目前台灣經營 DMIP 平台服務的情況來看，義大利可說是一個夢寐以求的

天堂，因為義大利並無有線電視業者，但仍有衛星電視業者提供收費電視的服

務。沒有了有線電視強力的競爭，FastWeb 的寬頻電視用戶數據統計已達 16 萬
（2004年 9 月為止）。 

 

在內容方面，主要是由其母公司 e.Biscom 旗下的 e.BisMedia 來全力提供，

e.BisMedia 則分別向 Universal、Fox、Dreamworks、Discovery、MTV⋯等國
際媒體與頻道商取得授權，並與無線電視台 RAI 合資成立 RaiClick，取得該電
視台部分節目，共提供 120 個頻道與 3 千多部影片供用戶選擇。(陳樺誼，洪春
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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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廣策略上，採行一般 ISP 業者經常使用的策略，就是強調 Triple-play
的整合性套裝服務，以綑綁服務配合優惠的方式向消費者推銷。 

 

三、日本 BB Cable Corporation 

日本 Softbank 公司自 2001 年到 2002 年之間，接連推出「Yahoo! BB」之

ADSL數據服務，以及「BB Phone」之 IP 電話服務，並在 2003年 3 月推出提供

電視廣播和 VOD 服務的「BB Cable TV」，並推出一系列促銷活動，視為公司的

主要經營要點之一，2004年 5 月正式更名為「BB TV」(郭家蓉，2004)。 

 

在日本的付費電視服務方面，以衛星電視台的普及率較高，約有 37%，而有
線電視則因為是以區域經營為主，市場佔有率相當分散，普及率僅達 34%，因此
威脅力量不大。反觀寬頻服務部分，較為大宗的仍為 DSL，大約佔有 75%的寬頻
市場。 

 

有線電視普及程度不高，一向被視為有利於 DMIP 平台服務的發展，可惜的

是 Softbank 的基礎建設還沒有佈建完全，相關的服務與有線電視一樣僅限於區
域性，成長速度大受影響 

 

在內容方面，目前已經開播 23 個頻道，其中 22 個頻道是基本頻道，1個是

付費頻道，除了和許多國際知名媒體集團 (如 Discovery、Fox、CNN⋯等) 合
作之外，也在付費頻道提供日、韓、台等國的熱門電影與電視影集，擁有超過

4,400 部影片。隨選視訊收取的費用依影像資訊不同而異。目前隨選視訊的內容

以外國電影居多(郭家蓉，2004)，其他節目的隨選自主性則有限。  

 

在費用方面，BB TV 的收費分四種：初期費用、基本月租費、付費頻道月費

及隨選視訊費用。除此之外，也設計了其他創新的收費方式，例如可以 24 小時

為計費單位，收看特定的熱門頻道。 

 

在銷售策略方面，BB TV 主打的是「通路策略」，分別以 Internet 和零售

通路兩種方式提供消費者申請，共有 32 家家電連鎖店設立展示區，讓消費者可

以親身體驗，更方便隨時申請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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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鍵成功指標 

在討論關鍵成功指標之前，先對「成功」的原始定義做一探討。關於「成功」

(Success)的定義，在韋式辭典中描述如下：「用以測量或達到預期目標之等級」

(The degree on measure or attaining a desired end)。在企業經營管理的層

面上來看，Kasem and Moursi(1971)說明：「組織成效是指一位管理者對於職位

上種種要求的達成程度」。因此企業成功與否？在於是否能夠針對預定的願景目

標，有效運用既有有限的資源與人力，做最為妥善的管理，朝向成功前進。 

 

企業在確立願景之後，以願景為核心所逐步發展出來的關鍵成功指標，並非

是毫無範圍或是漫無目標的空談。Fred L. Fry, Charles R. Stoner, Richard E. 

Hattwick(2001)在三人合著之「企業概論」一書中指出，成功指標以公司的願景

為中心建立，成功確實是企業內的整合力量，以及如何定義它，必須是公司願景

和使命的一項功能。這些指標成為企業想達成的目標，並且做為評量實際績效的

基礎，用來決定是否採取正確的行動。 

 

三人在書中更進一步提出五項影響到所有企業的成功指標範圍，分述如下： 

(一)達成財務績效 

要評量良性組織和成功企業，最戲劇性的方法也許是財務績效。也就是常常

聽到的結算成果(bottom line)。無論企業在別方面績效如何，假使最後的財務

結果不佳，就是沒辦法繼續生存。 

 
(二)滿足顧客需求 

無論是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每一項企業都有顧客，而企業獲得利潤的多

少，最終在於長期之下將如何滿足顧客需求。顧客的種類五花八門，有些是別的

企業，有些是個人；有些只購買一次商品或服務，有些則經常不斷購買；有些只

花少量的錢買一項商品，有些則花費上千元；顧客可能就在企業隔壁，也可能遠

在千里外；顧客可能跟業務代表面對面交談，也可能透過郵購或網路。無論顧客

性質為何，企業獲利的關鍵都在長期滿足顧客需求。 

 
(三)營造有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今日的企業必須注重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價值，除非認為產品便宜比品質重

要，否則顧客不會忍受粗劣的品質。然而近年來的趨勢強調品質，即使那意味著

更高的價格。在彼此競爭的環境裡，顧客打算隨時放棄品質未達到期望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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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業可能在一開始用低價吸引顧客，增加初期的營業額，但如果品質欠佳，

顧客通常不會再上門。 

 
(四)鼓勵創新與創造 

今日商場唯一不變的就是變，顧客的品味和喜好千變萬化，員工要求也一

樣。競爭者一直想辦法擠掉對手，企業組織也一直想辦法提高效率和生產力。科

技不斷推陳出新，企業要競爭、要保持領先，就必須創新與創造，沒有改變的能

力，企業的成功頂多曇花一現。 

 

(五)爭取員工承諾 

成功的企業需要在乎工作的員工。員工必須對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願意投

入承諾，也對公司有歸屬感。員工付出熱誠和關心，而不只是機械化的動作。承

諾工作的員工最有「把事情做好」的動機。 

 

雖說這五項關鍵成功指標的範疇，幾乎能夠涵蓋所有企業，但對於許多個別

企業來說，仍然具有其他相關的獨特關鍵成功指標。因此，如何探究企業之關鍵

成功指標，建構一個有效率的方法流程，就倍顯重要。根據：Robert Kaplan & 

David Norton(1996) 所提出的關鍵成功指標發展歷程，企業應該以自身願景為

中心，考量環境、產業競爭、資源等因素，先發展出關鍵成功因素，再依照關鍵

成功因素確立出何者具有關鍵成功的指標性，也就是關鍵成功指標，其歷程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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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企業關鍵成功指標發展歷程圖。 
 

資料來源：Robert Kaplan & David Norton(1996)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整理自李俊緯(2002) 

根據關鍵成功發展的歷程圖示，可以清楚的發現，要確立關鍵成功指標，必

須先發展完整的關鍵成功因素，唯有就各個面向和角度，探討其關鍵成功因素，

才能使最終的關鍵成功指標趨於完備。 

 

以往關鍵成功因素的歸納與確認的過程中，成功的定義往往並不一致，或是

在認定上有不同的看法，一般來說，大部分的研究是以某些績效衡量指標來對於

企業的成功與否進行評估，在這些績效評估指標中若表現良好，或是達成某些設

定的目標，則稱為成功。(范祥雲，1995) 

 

 

願景宣言什麼是企業對

未來的願景？ 

如果願景實

現，企業會有

什麼不同？ 

什麼是關鍵

成功因素？ 

什麼是關鍵

成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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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鍵成功因素觀念來源 

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 KSF；或稱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CSF）的觀念，具有相當多的分歧，因為大量不同的學者投入研究，並且使用於

各類型的領域中，造成說法繁雜。在 1979 年之前對關鍵成功因素的研究較少，

對於關鍵成功因素的使用名稱也意見分歧，諸如策略因素（Strategic 

factors）、成功領域(Keyresult areas)、策略變數(Strategic Variable)、及

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等，但在 1979 年以後就有許多專家學者投入這個研

究，而且對於關鍵成功因素的看法趨於一致（范文偉，1994；轉引自楊日融，2002）。 

 

關鍵成功因素的觀念，說法繁雜，很難找尋其最初的說法，目前較為接受的

為組織經濟學者 John R. Commons 提出的「限制因子」(Limited Factor)觀念

(Commons, 1974)，當時主要是運用在經濟體系中管理及談判的實行；在「限制

因子」的理論之後，美國企業領導人 Barnard 將之應用於管理決策理論上，在

其 1948年出版的《組織和管理》(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一書中，認為

決 策 所 需 的 分 析 工 作 ， 事 實 上 就 是 在 找 尋 「 策 略 因 子 」

(StrategicFactor)(Barnard, 1984；轉引自鄭奕凱，2002)。 

 

後來在 1961年在 Daniel 所發表的文章「Management Information Crisis」

中首次提出「關鍵成功因素」這個詞彙，並以管理資訊系統的觀點加以闡述，其

中談到：一個公司的資訊系統必須經過分辨與選擇。同時需集中於產業的成功要

素(Success Factors)上，大部分的產業都具三到六項決定是否成功的關鍵要

素。如果一個公司欲獲得成功，必須在這些要素做得特別好。早期研究多集中於

「管理資訊系統」，而關鍵成功因素最早應用在非管理資訊系統是源自於

Drucker(1964)將其應用在組織設計上；而後在 1969年，Steiner 則將策略因子

的觀點應用到策略分析上。近年來由於策略管理領域逐漸受到重視，使得關鍵成

功因素也開始應用到資訊管理以外的領域。 

 

二、關鍵成功因素之定義 

關鍵成功因素的定義會隨著個別學者在不同領域的研究而有所差異。以下整

理自楊日融(2002)；鄭奕凱(2002)；陳慶得(2001)；吳士豪(2000)之研究，並以

條列式的方式闡述各家學者對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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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1961)指出關鍵成功因素乃公司為達到成功所必須做得特別好的工

作。 

 

Rockart (1979)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任何企業的某些特別部分，如果能把它

們做得很完美，那麼我們可以確定，這個組織的績效，將有成功的表現。所謂「特

別的部分」乃一個企業要成功所必須做對的一些關鍵領域(key area)。如果企業

想要持續成長，就必須對這些少數的關鍵領域加以管理，否則將無法達到預期的

目標。Rockart 的 KSF 定義只侷限於企業的某些特定部分，而忽略了總體環境

及產業環境等不可控制的因素。 

 

Ferguson and Dickson (1982)解釋關鍵成功因素具有以下的特性： 

(一)在企業內部或外部必須確認並慎重處理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會影響

企業目標的達成，甚至威脅企業的生存。 

(二)企業必須特別注意的事件或狀況，而且這些事件或狀況對企業而言是

有顯著影響的。 

(三)這些因素可能是企業內部或外部的，對於企業可能會造成正面或負面

的影響。 

(四)這些因素必須特別加以注意，以避免不好的突發狀況或錯失機會。 

(五)這些因素可由評估企業的策略、環境、資源、營運及其他類似領域而

加以確認。 

 

Boynton and Zmud (1984)指出關鍵成功因素為一經理人或企業體想要成功

或獲得良好績效，而必須給予特別且持續注意的一些事情。此定義包含目前及未

來該企業營運活動的主要因素，故其除了強調 KSF 的重要性之外，更涵蓋了現在

及未來的因素，使企業經營更具前瞻性，進而對於「策略規劃」具有正面的意義。 

 

Aaker (1984)指出關鍵成功因素乃業者經營成功所必須擁有的某一條件或

資產，企業若能經營的突出，該企業在 KSF 表現必然不弱，亦是該企業實力所在。

企業唯有掌握 KSF，才能建立持久的競爭優勢。 

 

Hofer and Schendle (1985)指出關鍵成功因素是一些變數，管理當局因應

這些變數所做的決策，對於企業在產業中整體的競爭地位有實質的影響，且這些

因素會隨著產業的不同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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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1988)指出關鍵成功因素為在特定產業內成功與他人競爭，所必須具

備的技術或資產。藉由分析企業之優勢與關鍵成功因素配合之情況即可判斷其是

否具備競爭力，如果企業優勢恰好表現在產業之 KSF 上，則該企業就可以取得

競爭優勢。 

 

孟德芸(1988)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產業環境、產業特性互動之下所產生之獨

特競爭條件。 

 

吳青松(1992)認為企業關鍵成功因素是指：企業經營成功所必須掌握的主要

範疇有助於引導企業制定有效的策略規劃與執行程序，並廣泛地運用於高階決策

資訊系統的設計。 

 

蔡金土(1992)指出在各個廠商在不同時期，在產業中要比競爭者經營成功，

所必須要做好的某些關鍵性工作。 

 

楊振財(1993)指出關鍵成功因素是企業資源佈署的地方，策略規劃的依據，

獲致成功必備的要素，就橫斷面而言，涵蓋企業的內在環境，就縱斷面而言，將

會隨著時間而變。 

 

范文偉(1994)認為是廠商在不同時期，面臨產業環境的變化，廠商能夠成功

所應具備的競爭條件。 

 

施志宜(1995)認為是企業透過產業分析，以掌握產業變動的因素，並將企業

有限的資源發展為獨特的競爭優勢，以利在產業中獲取最有效的競爭優勢。 

 

林群勝(1996)廠商在某一時間的橫斷面上，在面臨產業的改變下，比競爭者

成功所具備的關鍵競爭條件。 

陳友忠(1997)認為關鍵成功因素乃是產業內具有相同目標的企業，欲求經營

的成功，所必須特別著重的少數企業活動項目，且此類項目將隨時間、地域、產

業及企業之不同而必須有所調整。且隨企業經營目標的不同而會有所差異，是企

業經營成功的必要但非充要條件。 

 

陳南州(1999)指出關鍵成功因素乃是能使企業在產業中取得競爭優勢，增加

事業績效所需具備的競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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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文哲(1999)認為是企業如何保持產業中地位並獲得最重要競爭能力或資

產。 

 

徐作聖(1999)認為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會隨著產業特性、驅動力、競爭狀況及

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對企業經營者而言，若能掌握一到兩個關鍵成功因素，

便能取得產業競爭優勢。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可以清楚的認定在進行產業分析時，關鍵成功因素是

必須優先考量的要素，因為其能夠對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地位產生舉足輕重的影

響力，並協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分析關鍵成功因素時，就橫斷面來看，這些因素包含企業之內、外環境，亦

即包含可控制與不可控制的變數。就縱斷面來看，這些因素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

改變(陳育凱，2001)。因此在實際執行關鍵成功因素時，如果能掌控一到兩個因

素，對於保持競爭優勢，就已具有相當的功效。 

 

三、關鍵成功因素之特性及功能 

根據陳慶得(2001)彙整歸納各學者的定義及相關文獻，整理出關鍵成功因素

具 有 以 下 七 種 特 性 ： (Daniel,1961;Rockart,1979;Ferguson and 

Dickison,1982;Boynton and Zmud,1984;Aaker,1988;Hofer and Schendle,1987;

吳思華,民 77) 

(一)關鍵成功因素會隨著時間改變。 

(二)關鍵成功因素會因產業、產品與市場等研究對象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三)關鍵成功因素應考慮未來的發展趨勢。 

(四)在尚未了解某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以前，貿然投入將導致該企業的失敗。 

(五)關鍵成功因素會隨著產品生命週期的變化而改變。 

(六)管理者應該將管理重心集中於關鍵成功因素。 

(七)管理者必須對關鍵成功因素有深入的了解，並且致力其中，並以之作為策略

擬定的基礎。 

 

至於關鍵成功因素的功能，陳慶得(2001)也根據孟德芸（1988）之研究，將

之歸納為以下五點： 

(一)作為組織再分配其資源時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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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化高階管理者的工作；根據研究指出，關鍵成功因素個數以 5~7 個

的範圍為原則。 

(三)作為企業經營成敗的偵測系統。 

(四)作為規劃管理資訊系統時的工具。 

(五)作為分析競爭對手強弱的工具。 

 

四、關鍵成功因素之確認方法 

如同定義一樣，由於運用的領域有所不同，對於關鍵成功因素的求取及確認

方式也具有各家說法，將分述如下。 

 

(一)Leidecker and Bruno (1984；轉引自陳育凱，2001)提出關鍵成功因素七種

方法： 

1.環境分析法： 

包括將要影響或正在影響產業或企業績效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外在環

境的力量。 

優點：未來性導向超越公司或產業的總體導向。 

缺點：實際應用到產業或公司上會產生困難。 

 

2.產業結構分析法： 

運用 Porter (1980)提出產業結構五力分析架構做分析基礎。 

優點：焦點著重於產業架構並且讓使用者了解產業結構與單元間的關係。 

缺點：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並不適用於特定公司。 

 

3.產業－企業專家法： 

向產業專家、企業專家或具有知識與經驗的專家請教。 

優點：可獲得專家累積的智慧。此外，可獲得客觀資料中無法獲得的資訊。 

缺點：缺乏客觀的資料導致實證或驗證上的困難。 

4.競爭分析法： 

分析公司在產業中應如何競爭，了解公司面臨的競爭環境和優勢。 

優點：研究焦點集中可以提供更詳細的資料。此外，深度分析能夠有更好

的驗證性。 

缺點：發展受到限制於特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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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產業領導廠商分析法： 

經由該產業領導廠商的行為模式，可當作產業關鍵成功因素重要的資訊

來源。 

優點：對領導廠商進行分析，有助於確認關鍵成功因素。 

缺點：對於成功的解釋將會受到限制。 

 

6.企業本質分析法： 

此技術乃針對特定企業,如資源組合、優劣評估、策略稽核、策略能力的

評估等。 

優點：透過各功能的掃瞄，有助於關鍵成功因素的發展。 

缺點：耗費時間且資料相當有限。 

 

7.暫時－突發因素分析法： 

此技街針對特定企業,透過對企業相當熟悉專才的協助。雖然此法較為主

觀，卻能揭露一些傳統客觀方式無法察覺的關鍵成功因素。 

優點：更為主觀且不受功能別的限制。並且可以獲得一些短期的關鍵成功

因素。 

缺點：難以驗證這些短期的關鍵成功因素。 

 

(二)Hofer and Schendle (1985)在「策略擬定與分析觀念」中說明，企業的關

鍵成功因素可透過下列步驟尋找： 

 

1. 確認該產業在與對手競爭時的相關因素。 

2. 每個因素依相對重要程度給予不同的權數。 

3. 在每個產業中就競爭激烈的程度給予不同的評分。 

4. 計算每一個因素的加權分數。 

5. 每個因素再與實際狀況核對，比較其優先順序。 

 

(三)大前研一(1987)在「策略家的智慧」書中說明，成功關鍵因素確認方法如下： 

1.市場剖析法： 

(1)將整個市場以產品與市場兩構面加以解剖成各區隔市場。 

(2)確認各區隔市場，並且確認哪個區隔市場具有策略重要性。 

(3)將關鍵性區隔市場發展產品與市場策略，並且分配執行策略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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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每個區隔市場所需投入的資源加總，再從公司可用的資源角度決定其

優先順序。 

 

2.比較法： 

找出成功公司與失敗公司不同的地方，然後分析兩者之間的差異，並探究

其發生的原因。 

 

(四)Day and Wensiey (1988)指出若企業想要確認關鍵成功因素可以利用下列兩

種方式進行： 

1.比較競爭者中成功者與失敗者： 

這種方法必須考慮下列三個問題才能有成效： 

(1)考慮有哪些競爭者？ 

(2)用哪些準則區分成功者與失敗者？ 

(3)造成表現差異的原因有哪些？ 

 

2.確認高槓桿作用： 

藉由一些可控制變數，像是工廠規模、生產線長度、銷售人員密度的改變，

用以衡量對期望產出的影響。例如對於每單位製造及銷售成本的影響。如此

便可以找出關鍵成功因素。根據 Day and Wensley (1988)的歸納，「確認

高槓桿作用之現象」可分為下列兩種方式： 

(1)對於市場佔有率的預測：此種方法衡量在定價、銷售活動、與服務水準

等行銷活動改變時候，對於總收益正面或負面影響的大小以確認其關鍵

成功因素。 

(2)價值鏈活動中的主導力量：這種方式具有較系統的程序，所以在資源及

產出間的策略關係較不容易被忽略。因為成本導向的分析，其資源與產

出間的關聯大部份可由企業內部資料加以確認，所以此種方法比較適合

成本導向的分析程序，而較不適合差異化導向的分析序。而這些企業內

部資料可由下列四種管道獲得： 

 

 檢視企業基本經濟狀況。 

 分析過去成本變動對於現在績效表現的影響。 

 詢問直接主導的主管相關此類的問題。 

 比較企業本身與競爭者間相同企業活動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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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者吳思華(1988)在「產業政策與企業策略」一書中指出，找出是產業關鍵

成功因素最簡潔的方法是分析產業完成最終產品服務過程中各階段的附加

值，如原料、技術、製造、通路、品牌。企業活動各階段附加價值的比例是

找出關鍵成功因素的最佳指標。在企業各階段活動的價值鏈中，附加價值高

並且在取得具有相對優勢的活動，對企業而言可以作為關鍵成功因素的來

源。若附加價值高，但對於各企業在取得上沒有障礙，則取得這些資源並不

具有優勢，亦不足以構成關鍵成功因素的來源。 

 

(六)學者何雍慶(1990)指出，關鍵成功因素確認方法較常用的有下列四種： 

1. 迴歸分析。 

2. 因素分析法。 

3. 德菲法(Delphi)。 

4. 分析層級程序法(AHP)。 

 

(七)司徒達賢(1995)在自己的著作「策略管理」一書中，針對關鍵成功因素的確

認，提出過策略矩陣的運用，其運用方式是將以下六個構面形成策略矩陣： 

1.產業價值鏈和產品線廣度與特色。 

2.目標市場的區隔方式與選擇。 

3.垂直整合度之取決。 

4.相對規模及規模經濟。 

5.地理涵蓋範圍。 

6.競爭武器。 

 

利用策略矩陣所求出的要素，每一個都可能是企業所需的成功因素，必須再

進一步考量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狀況，以及企業自身可運用的資源，再抽取出關

鍵的因素。 

 

歸納以上的說法，可以瞭解到要檢驗關鍵因素，其來源有三個主要面向，包

括總體環境面、產業面及個體面，除此之外，也可以利用競爭對手、產業的結構，

或者是相關專家的經驗中獲得。 

 

而使用的方法眾多，可能有深度訪談、理論上的分析架構、外部資料的分析、

以及決策者的判斷等。如何去確認關鍵成功因素，以及該使用何種方法，要視使

用者的目的及所探究的對象特性而定(楊日融，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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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 DMIP 平台，將就其產業面以及策略面，運用五力分析，由內部

和外部環境作架構分析，探討、並歸納 DMIP 平台服務之經營管理之關鍵成功因

素。歸納出關鍵成功因素之後，根據關鍵成功指標發展歷程，將使用深度訪談的

方式，以求取之關鍵成功因素為基礎，探究產業內相關業者之看法，以完成關鍵

成功因素的指標性界定，確立關鍵成功指標。 

 

第五節  小結 

DMIP 平台屬於一個全新的服務，各界都相當矚目，企圖進入者更是為數不

少，本章一開始便提到，要對一個企業做通盤結構性的分析，首先便是要尋求其

關鍵成功因素，再順著發展歷程，求取關鍵成功指標，作為企業發展經營策略的

基礎。而關鍵成功因素受到內部與外部環境的影響，並且會隨著時間和特性的不

同而有所差異。 

 

因此本研究將運用產業結構分析法—五力分析，進行 DMIP 平台服務產業結

構的分析，面對多樣化的服務，藉由產業結構的確立，兼顧內部與外部交錯的分

析，剖析 DMIP 平台服務所面對的多種競爭屬性，求取出 DMIP 平台之關鍵成功因

素。 

 

最後，為發展關鍵成功指標，將針對本研究所確立出之關鍵成功因素，採用

深度訪談的方式，對產業內的相關業者做最後具關鍵成功的指標性發展，界定關

鍵成功指標，配合 SWOT 分析架構，分析比較現有業者優劣。據此所述，本研究

所使用之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將在第三章加以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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