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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內 DMIP 平台服務業者，經由文獻的蒐集、探討，透

過五力分析界定其關鍵成功因素，進一步訪談國內 DMIP 平台服務業者，瞭解目

前策略發展方向，並由本研究分析之關鍵成功因素中，探討其中具有指標性之因

素，以確認切實影響 DMIP 平台成敗之關鍵成功指標。 

 

本章第一節將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基於五力分析、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關鍵成功指標分析、及 SWOT 分析之結果，做出研究結論；第二節將以研究結論

為基楚，分別對 DMIP 平台業者與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我國 DMIP 平台服務五力分析 

環繞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為發展主軸，首先對我國 DMIP 平台服務進行五力

分，確立其產業架構。 

 

經由五力分析結果，發現我國 DMIP 平台服務在「現有競爭者」的層面競爭

力不大，但競爭程度高；「潛在新進者」的威脅程度低；「替代品」的威脅程度

高；「購買者」與「供應商」的議價力量高。結果如下表 5-1 所示： 

 

表 5-1：我國 DMIP 平台服務五力分析。 

五     力 程度 原             因 
現有競爭者的競爭 高 僧多粥少，市場不大，情勢不明朗。 
潛在新進者的威脅 低 進入障礙多、門檻高。 
替代品的威脅 高 相似服務替代品眾多。 
購買者的議價力量 高 替代品眾多、消費習慣差異、 

移轉成本低。 
供應商的議價力量 高 可移轉合作之對象眾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2005) 

 

二、我國 DMIP 平台服務關鍵成功因素 

在經過五力分析之後，透過各個分力點所確立的架構，以「外部市場」與「內

部經營」兩個面向，對我國 DMIP 平台服務做關鍵成功因素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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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後，確立出我國 DMIP 平台服務八項關鍵成功因素，分別為「外

部-市場面」的「擁有充足資源」、「營造規模經濟」、「建立、經營品牌」、

「整合上、下游產業」；在「內部-經營面」包括「尋求吸引力內容」、「發展

差異化特性」、「加強使用便利性」、「環繞客戶需求導向主軸」，其分析結果

整理如下表 5-2 所示： 

 

表 5-2：我國 DMIP 平台服務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關 鍵 成 功 因 素 分     析     面     向 
擁有充足資源 降低退出障礙。 

提高進入障礙。 
利於長期競爭。 

營造「規模經濟」 使成本降低。 
提高進入障礙。 
擴大市場需求。 
降低消費者進入門檻。 

建立、經營「品牌」 讓消費者、供應商產生「歸屬感」。 
擴大市場佔有率。 
提高進入障礙。 

外 
 
 
部 
 
 
市 
 
 
場 
 
 
面 

整合上、下游產業 建立產業鏈。 
降低購買者議價力量。 
降低供應商議價力量。 

尋求吸引力「內容」 降低替代品威脅程度。 
降低供應商議價力量。 
增加消費者使用意願。 

發展差異化特性 降低替代品威脅程度。 
降低購買者議價力量。 
降低供應商議價力量。 
發展服務定位屬性。 

加強使用便利性 改變消費者使用習慣。 
降低使用者進入門檻。 
擴大目標客戶群。 

內 
 
 
部 
 
 
經 
 
 
營 
 
 
面 

環繞客戶需求導向主軸 增加使用者的好感度。 
擴展「經驗產業」效應。 
降低供應商議價力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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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 DMIP 平台服務關鍵成功指標 

    確立我國 DMIP 平台服務之關鍵成功因素之後，為進一步探求關鍵成功指

標，接續關鍵成功因素分析成果，對相關業者進行訪談。 

 

訪談對象以我國 DMIP 平台服務相關業者中，司掌經營策略業務者為主，包

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數位內容策略小組副組長 嚴建琴 女士、數位聯合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 程嘉君 先生、隴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白玉錚 先

生、以及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特助 王世銘 先生。 

 

受訪者以自身經驗與長時間的觀察，分析其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點，

並以本研究所分析之關鍵成功因素為基礎點，提出具體之意見及觀點。 

 

訪談者一致表示，我國 DMIP 平台服務環境與技術已趨成熟，而且為未來必

然發展趨勢。發展過程中會面臨怎樣的問題無從得知，加上目前處於起步階段，

還有許多困難點必須釐清和面對。 

 

「尋求吸引力內容」與「營造規模經濟」是受訪者一致認定必要的關鍵成功

因素，並且具有指標性；而基於 DMIP 平台服務處於初始階段，面對每一階段的

變化，以及未來將面臨的競爭，需要長時間的經營，因此「擁有充足的資源」與

建立「經營模式」也為成功指標性之一。 

 

此外，DMIP 平台服務以隨選、互動、自主為其訴求特性，受訪者也都強調

在各個層面瞭解、及滿足客戶需求的重要性，故整理分析後，本研究認為「環繞

客戶需求導向主軸」也為經營 DMIP 平台之服務關鍵成功指標。 

 

承上述，本研究整理分析受訪者意見，確立我國以 DMIP 平台經營數位影視

資訊服務之關鍵成功指標包括： 

 內容層面。 
 規模經濟。 
 資源運用。 
 客戶需求。 
 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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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MIP 平台服務競爭能力五角圖 

DMIP 平台服務關鍵成功指標包括「內容層面」、「規模經濟」、「資源運

用」、「客戶需求」、「經營模式」，五項指標的重要性相等，過於偏頗都將對

業者造成威脅。 

 

以五力分析的架構來看，在 DMIP 平台的產業鏈中，不論是現有競爭者、潛

在新進者、替代品、供應商、乃至於購買者，對於 DMIP 平台服務都應該有一套

評估的準則，做為業者評估自身與競爭者能力、供應商選擇合作伙伴、以及購買

者決定服務時的考量標準。 

 

本研究根據 DMIP 平台服務之關鍵成功指標，認為可將其分為「內容」、「規

模」、「資源」、「服務」、「經營」五個評比範圍，繪製 DMIP 平台服務能力

五角圖，做為評估 DMIP 平台服務競爭能力的準則，如下圖 5-1 所示： 

 

 

 

 

 

 

 

 

 

 

 

 

 

 

圖 5-1：DMIP平台服務競爭能力五角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分析整理(2005) 

 

內容、規模、資源、服務、經營五個範圍的能力表現，影響著 DMIP 平台服務整

體的營運，本研究認為其個別範圍應考量的項目如下： 

 

 

內容

規模

資源服務

經營 

內容品質 
 內容數量 
 內容來源 

客戶數目 
 服務範圍 

資金 
 人力 
 設備 

 策略成熟度 
 策略執行力 
 產業鏈完整性 

 客戶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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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面向 

內容的影響對 DMIP 平台服務來說相當重要，本研究認為可就平台服務所擁

有之內容的「品質」、「數量」、以及「來源」三個項目做評分。 

 

(二)規模 

規模經濟是 DMIP 平台服務關鍵成功指標之一，因此 DMIP 平台服務必須具有

一定的規模，可觀察其擁有之「客戶數目」多寡、「服務範圍」大小，做為評量

標準。 

 

(三)資源 

資源是 DMIP 平台服務的後盾，豐富或短缺對於其競爭力有顯著的影響，這

方面的能力，可直接就業者的「資金」、「人力」、與「設備」做評估。 

 

(四)服務 

DMIP 平台服務是數位影視多媒體資訊服務的提供者，傾聽客戶的聲音、滿

足客戶的需求，是服務的核心重點，因此在服務的考量範圍中，可依「客戶滿意

度」的調查結果，為此項能力的評比準則。 

 

(五)經營 

DMIP 平台目前尚未有完全確立的產業鏈與經營模式，各家業者都在試驗、

摸索，因此在經營的範圍內，可檢視平台服務業者的「策略成熟度」、「策略執

行力」、以及「產業鏈完整性」，做為經營能力的判斷。 

 

本研究界定 DMIP 平台服務競爭能力五角圖，所包含之五個範圍，適合目前

我國相關平台服務，進行其競爭能力的初步判斷。 

 

DMIP 平台服務不斷的在發展、進步，因此在五角圖個別範圍內，除本研究

所提出的項目之外，實際使用時應考量當時所處的環境，附加考慮其他相關可能

造成影響的因素，才能使五角圖所分析出的結果，更趨於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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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產業相關建議 

經過 DMIP 平台產業之五力分析、關鍵成功因素分析、與關鍵成功指標的確

立後，本研究歸納相關結論，針對國內目前的態勢，對相關業者提出經營建議。 

 

以五力分析的角度來看，本研究認為目前較有利之位置為「潛在新進者」，

而 DMIP 平台服務的機會點在「電視全面數位化」的階段；另外，需要特別關注

的是「引發周遭之產業效應」，以下將就上述三點做進一步描述。 

 

(一)有利位置-「潛在新進者」 

因應科技的匯流，媒體資訊服務走向三合一(Triple-Play)的服務型態，DMIP

平台服務正是以這樣的概念發展，在電信業者面臨寬頻網路連線市場日趨飽和的

情況之下，為了增加客戶業務的深度與黏度，因而發展數位影視多媒體資訊服

務，業界對於其發展性都相當看好。 

 

但是，其服務平台的發展所需耗費的成本高昂，內部面臨獲利模式尚未建

立，以及跨業經營經驗不足，而外部則要面對替代品強大威脅，與供應商高度議

價力量，和消費者對新事物的疑慮和膽怯心態。整個產業的發展態勢雖然方向明

確，但實際執行上仍舊不明朗。 

 

因此，本研究認為經營 DMIP 平台服務之業者，目前最好的位置，應維持在

「潛在新進者」的角色。雖然可能喪失「先行者」優勢，但在情況不明，尤其是

經驗尚未建立的狀況下，貿然進入只會增加承受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居於潛在新進者位置時，建議將資源、經費、與人力先投注於研發和探勘的

面向，並仔細觀察既有業者的發展狀況，隨時保持「做好進場準備，等待正確時

機」的狀態，如同「鴻海精密」的主要策略之一：「讓別人先衝，等到科技產品

進入標準化階段及市場規模夠大之後，再大舉進軍」(陳名君，2005)。 

 

(二)機會點-「電視全面數位化」 

「可以承受得起的產業變化對在位者有利，分裂性的產業變化則帶給挑戰者

機會」(李芳齡 譯，2002)，簡而言之，當產業發生變化時，機會點往往隨之而

來，只是把握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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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前進軍 DMIP 平台服務產業最佳位置是「潛在新進者」，那麼機會點

在哪裡？本研究認為機會點在於我國「電視全面數位化」階段的到來。 

 

目前我國影視資訊服務以有線電視平台為龍頭，市場佔有率約 80%，而這還

不包括所謂的「私接戶」，如果加上私接戶，有線電視的普及率可能逼近 100%。 

 

目前有線電視採用類比訊號傳輸，用戶可以很容易的用纜線自行分接，不過

一旦電視全面數位化後，數位訊號是採用一機一訊號的方式，收視戶無法自行分

接訊號，每一戶都必須是獨立的訊號源，甚至是每一台電視機一個訊號源。 

 

數位化後的影視資訊訊號無法私接，這些「私接戶」就必須浮出水面，並且

做出決定，決定接下來該選擇那一種服務？成為必須面對的抉擇。 

 

私接戶不見得會依照舊有習慣選擇數位有線電視，因為到時所有的平台服務

對他們來說都是全新的，必須認真思考後才能作決定，因此能推想「非私接戶」

也將進行選擇的動作。 

 

當然「機會點」的產生，不能說一定對誰有利，因為各個平台的起跑點將回

歸原點。 

 

但「電視全面數位化」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點，不論對現有業者或是潛在

新進者而言，市場將會因為全面的數位化而產生大變動，掌握市場時機，配合方

向正確之策略，必能有機會獲致成功。 

 

因此本研究認為：以「潛在新進者」之姿做好準備，等待「電視全面數位化」

的機會點進入，對於經營 DMIP 平台服務是最有利的。 

 

(三)關注點-「引發周遭之產業效應」 

未來人們的生活習慣將會隨著 DMIP 平台服務的崛起有所變化。 

 

電視機發明後，人們的生活作息開始因為節目表的安排而有所變化，常可聽

到長輩提起過去，只要中午播映布袋戲時，根本沒有人有心情上班、上課；也記

得從前八點一到，播放「楚留香」時，路上幾乎沒有半個人，或許這些說法有些

誇大，但也證明了人類生活的作息因為電視機的出現而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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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講求自己掌握影視資訊播放時間的時代來臨，隨選(On Demand)的觀念

大行其道，人們的生活形態將會產生另一階段的變化。 

 

如果每天晚上 8 點不用再固定守在電視機前面觀看連續劇，那麼會想要做

些什麼事呢？是運動？睡覺？還是購物呢？不論答案是什麼，都必須承認變化已

經來臨。 

 

重點在於這些多出來的時間，人們會想做些什麼事？本研究認為可能將會引

發周遭其他產業的興起與熱潮，舉凡「觀光業」、「休閒娛樂業」、以及「購物」。 

 

先談及「購物」，當然這一點是很容易推測的，隨著 DMIP 平台服務的發展，

客戶關係管理(CRM)應該落實的更徹底，對於客戶個人的興趣、喜好會有更深入

的瞭解，配合線上付費機制，「購物」的興起不難理解。 

 

針對「休閒娛樂業」與「觀光產業」的面向，「休閒娛樂產業」近年來一直

是國家政策發展重點之一，經濟部為配合其發展，制訂與推廣相當多的政策，並

輔導相關業者大力推廣。 

 

而我國「觀光產業」向來是重點發展項目，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94

年 1 至 4 月來台旅客累計 106 萬 9,387 人次，與去（93）年同期相較成長 18.49%，

高度的成長率也顯現出大好前程。 

 

本研究則認為 DMIP 平台服務對消費者生活習慣與型態的影響，不會衍生出

新的觀光或娛樂，而是會在「服務」與「型態」上發生變化，變得更貼近消費者，

順著消費者的需求而供給。 

 

建議 DMIP 平台服務業者，對於將引起的周遭產業效應多所觀察與研究，將

其納為整體產業鏈的一部份，有計畫的將之整合，並規劃整體策略，增加獲利率，

分擔風險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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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數位影視多媒體資訊服務正在起飛，本研究由於時間與經濟因素，鎖定國內

DMIP 平台為主要研究對象，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探訪其他相關平台服務。 

 

(二)全球數位影視多媒體資訊服務風行，雖然都屬先行者之列，但趨勢已不可

擋；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就全球主要市場或是亞洲鄰近市場為研究範圍，探究

其經營狀況與模式。 

 

(三)本研究認為隨選的數位影視資訊服務，將引領周遭相關產業變化，對於其可

能引發之「觀光」、「休閒娛樂」、「購物」等相關產業，未來後續研究者

可就其關聯性與發展性做為研究主軸，是值得研究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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