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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行動通訊科技的日益進步，行動電話已經不只是行動電話，

而漸漸跨入新興媒體的領域之際，我們也發現在這個每日貼近消費者

的新媒體上，消費者的態度及認知影響到此市場的擴展。而究竟在這

個消費者主控性強的媒體上，消費者對不同環境態度是否有異，其接

收資訊的意向、行為又是如何，而消費者的使用者特性會不會對認知

的態度、意向、行為有影響，即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本研究根

據TRA及TAM假設結論認知有用性及易用性方面，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

手機的「有用性」「易用性」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態度」愈正向。

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易用性」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有用

性」愈正向。態度及使用行為意願方面，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

「態度」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行為意願」愈正向。消費者知覺到

使用3G手機的「行為意願」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使用行為」愈正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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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就現在科技的進步第三代行動電話(3G)的發展以及他的創新與未

來的市場的應用，已經對現在的電信業及各國政府有很大的願景；這

次我們希望可以藉由此研究了解消費者對 3G手機的接受度如何!!探討

現在消費者對於 3G手機的接受度，讓我們了解現在的消費者對於現在

3G手機的接受度以及使用率。本章將從研究者動機出發，蒐集相關文

獻、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並且用問卷去獲的現在消費者對於現在 3G

手機問卷分析，了解 3G手機對於現在的趨勢。 

 

我國自九十二年七月首間第三代行動通信系統業者“亞太行動寬

頻＂開台後，已由持有率飽和的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系統進入3G （ 3rd Generation ） 多元服務的市場。

UMTS （ Universal MobileTelecommunication System）全球行動通訊

系統運用CDMA（CodeDivisionMultiple Access）分碼多重存取技術提

供比以往GPRS（General Packet RadioSystem）更大的頻寬，加上可拍

照錄影、收發MMS（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多媒體簡訊、email、

下載圖鈴、Java 程式（遊戲）、PIM（Personal InformationManagement）

個人資訊管理、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定位尋人及能進行影

像電話的高階手機；應用服務以封包計價，透過3G 手機高速傳輸技術

讓使用者取得即時資訊，享用娛樂、新聞、金融、路況、交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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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等多媒體影音服務。 

 

 

 

1.1 研究背景環境與動機 

   日本的 3G用戶已超過 6成，現在日本的手機除了最基本的通話、

收發 email、上網、照相功能、搭載 IC 晶片、GPS 等功能已很普遍之

外，還加上錢包、鑰匙、定期車票、員工證、音樂撥放、電視等功能，

可以說是多樣化到不行，幾乎想做什麼事都能用手機就解決的日子已

不遠，在台灣的手機還是大量使用在通話、簡訊之時，日本現況 3G使

用情況： 

1.1.1網路 

在日本因為科技發展，所以幾乎是跳過電腦時代直接開始

用手機的，電腦的普及率比台灣要來得低，大部分的人都習慣

使用手機上網，所以手機上網後能做的事也被廣為開發。 

 

1.餐飲店折價券：只要到一些餐飲店的門口，使用手機讀

取商家資訊，就可以下載折價券到手機中，在結帳時只要出示

就能享有折扣。 

2.股市即時買賣：透過手機上網到證券公司的網站就可以

了解自己所持有的股票股價變動，並可即時線上買賣股票。 

3.高速下載：現在日本手機的通信已高速化，像是 au所提

供的 CDMA WIN功能已可達到最高 2.4Mbps，NTT DoCoMo

的 FOMA 和 VODAFONE 目前則最高可達 384kbps，NTT 

DoCoMo甚至在今年夏天要推出最高可以達 3.6Mbps的機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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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mail：日本的手機可收發 email已行之有年，最新的 email

功能是可以利用寄 email來遠端搖控設定家裡的DVD錄放影機

預約錄影。 

 

1.1.2紅外線 

很多人可能覺得有紅外線功能沒什麼了不起的，台灣有很

多手機也老早就有紅外線功能，只是用得很少而已，但日本手

機的紅外線功能幾乎都是讓你可以輕易在生活上使用到的。 

1. 搖控器：日本有搭載紅外線功能的手機有很多都能直接

當作家裡電視和 DVD 錄放影機的搖控器使用。 

2. 電話交換：現在在台灣交換手機電話時，還是得用傳統

的方法一個人唸一個人輸入，然後再撥打到對方的手機留下電

話的記錄，但在日本已可做到用紅外線功能就能輕鬆交換彼此

的電話號碼和手機 email address。 

 

1.1.3 手機錢包 

不同於電子錢包需要事先付費或是購買點數，日本手機的

錢包功能是分先付跟後付，後付的就等於信用卡的付款機能還

整合了認證功能。 

1. 悠遊卡機能：將台灣的悠遊卡機能整合入手機(JR 東日

本的Mobile Suica、近畿圈的 ICOCA，07 年 3月後關東地區還

將推出整合地鐵、私鐵和公車的 PASMO)，只要靠手機在電車

站的出入閘門感應，就可以達到進出車站閘門付費，甚至也可

以直接在車站內的商店購物。 

2. 自動販賣機：目前在日本可對應手機錢包服務的自動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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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機已慢慢增加，將來甚至打算進一步給常以手機錢包購買的

顧客依手機認證的購買次數給予折扣，除此之外像是香煙販賣

機也可靠手機錢包的認證來做年齡確認。 

3. 計程車付費：好比台北的悠遊卡在台灣大車隊的計程車

可以直接扣款付費一般，日本雖然刷卡付計程車費也是行之有

年，但是刷卡需花較多的時間，使用手機錢包只需感應個 1秒

即完成付費動作。 

4. 購入票券：利用手機錢包還可以先行上網購入所想觀看

的電影等的入場券，在開演前再到電影院印製票券的機器上列

印出票券即可。 

5. 鑰匙和員工證：由於手機錢包也兼具認證功能，故以手

機錢包的認證來代替鑰匙的公寓大樓已增加，甚至在一些大樓

連坐電梯時也需要經過認證才能到所居住的樓層。此外，日本

的一些公司也直接將其用作員工證來確認進出公司的時間和

開啟自己的電腦設定等。 

 

1.1.4GPS 

GPS 功能將在 07 年 4 月後會成為日本 3G 手機的基本功

能，原因在於以手機播打 110或 119通報的情況激增，為解決

手機難以確認所在位置的情況，因而總務省要求未來以手機的

通報要結合 GPS定位情報，以縮短到事故現場的時間。 

1. 衛星導航：透過電信公司所提供的衛星導航，可確認自

己的所在地並告知欲前往的地點該如何前往，也可以透過所在

位置的情報搜尋附近有無所需商家。 

2. 計程車預約：透過 GPS 的定位系統和計程車公司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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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系統結合，達到快速叫車的功能，並由搭乘者的手機與計程

車上的衛星導航系統連線，快速提供目的地的情報。[1] 

 

 

 

以後 3G發展會讓你想得到跟想不到的功能，推成出新應用到每一

個生活層面，而成為商務上或生活上不可或缺的好伙伴了。3G服務將

逐漸走向大眾市埸，而在台灣 3G手機的應用不是很熱絡，所以要探討

3G手機與消費者接受度。 

 

 

 

 

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背景，本研究主要以 3G 行動通訊為研究主

題，探討消費者對 3G 行動通訊之認知與使用行為。 

故本研究將主要的目的歸納成以下幾點： 

1.瞭解我國電信業者在手機的發展趨勢。 

2.瞭解消費者對於 3G之認知程度及使用狀況。 

3.以認知有用與認知易用來了解消費者對 3G採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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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流程 

確定研究方向:決定研究方向，並且針對研究主題的研究範圍進行

探討。 

蒐集相關文獻:針對我們所研究的方向，進行蒐集以及整理。 

確認研究架構:透過整理、蒐集進行研究的架構確定並確認研究分

析方法。 

問卷設計:根據研究架構的變數來定義，並依照文獻設計問卷。 

問卷修改:針對問卷進行討論，並且抽樣問卷，根據結果來修改問

卷。 

問卷回收:將問卷的準確度提高，並且將修改後發放出去的問卷收

回。 

統計分析:將回收的樣本做整理，並以統計軟體分析找出影響消費

者的因素。 

研究結果:根據統計分析結果，說明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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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 

確定研究方向

蒐集相關文獻

確認研究架構

問卷設計

問卷修改

問卷回收

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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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下列相關研究資料可發現3G 行動電話的高速數據傳輸和先

進技術所能提供的多樣服務使其成為未來必然的趨勢，而手機和服務

的使用操作介面設計、功能和產品特點都可能是各消費族群於購買3G

意願的考量要項。 

2.1 無線通訊發展史 

2.1.1第一代行動通訊系統 

第一代行動通訊系統，為類比式（Analog）的行動電話系統，

主要用於語音傳輸。其所使用的技術如AMPS（Advanced Mobile 

Phone Service；先進式行動電話服務）、NMT（Nordic Mobile 

Telephone；北歐行動電話）、TACS（Total Access Communication 

System；完全存取通訊系統）等，其中最為人熟知的為美國於1980

年所發展的AMPS系統，因此又稱為北美行動電話系統，其涵蓋

範圍遍及美國全境，且有80%的美國行動電話用戶採用這套系統

（而AMPS也是台灣第一個引進的行動電話系統『以前中華電信

的090字頭之門號），於1989年開台營運，至2001年11月30日正式

關閉』）。這是一種蜂巢式系統，其傳輸訊號以FM (Frequency 

Modulation；調頻)訊號的形式調變（與F M廣播形式相同，只是

頻率的範圍不同）。使用的頻率為800MHz，其優點為傳輸距離長

（比GSM900以及GSM1800還長），音質好，穿透性佳，沒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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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困擾，不過其缺點為容易受外來的電波干擾，造成通話的品

質不佳、容易遭到他人竊聽通話內容及盜拷，且擴充功能差，因

此已逐漸被取代。 

 

 

2.1.2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 

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有鑒於第一代行動通訊系統的缺失，因

此在1 9 9 0年代，廠商便開始發展新一代的數位式（D i g i t a l）

行動電話系統，可提供語音、數據、傳真傳輸，以及一系列加值

型的服務，其與類比式行動電話系統最大的差異，在於所傳送的

資料已完全數位化了，而且在容量、安全性等多方面都比類比式

系統改善許多。目前全球現有的數位式行動電話系統包含以下四

種： 

1.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全球行動

通訊系統）：是在1990年代早期由歐洲首先提出，亦是歐洲地區

行動電話的通訊標準。採蜂巢式細胞概念（以多個小功率發射機

的基地台，取代一個高功率發射機的基地台『Base Station』）來

建構其通訊系統，提供無線語音與數據服務。目前在歐洲與亞洲

（為目前我國行動電話業者主要所使用的系統，使用900MHz與

1800MHz 的頻率）普及率相當高，亦為全球普及率最高的系統，

在2001年全球9.4億行動電話用戶中佔有65.0 %，另根據GSMA

（GSM Association）最新公佈的數據顯示，2002年全球190餘國

新增的1.8億GSM用戶，截至2002年底全球G S M用戶累計已有

7.9億戶，在全球人口中平均每7個人當中就有1人使用GSM系

統，推估2003年底或2004年初時，全球GSM用戶累積將破10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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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關。不過在美國僅有少數 PC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rvice；個人通訊服務）業者採用（使用1900MHz的頻率）。 

2.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分碼多工接取）：

原為美軍為了軍事通訊的需求而開發出來的一種技術，而

QUALCOMM公司將其推動商用化，近來在市場上已成為一種可

靠且高效的民用無線通訊解決方案。CDMA是一種擴展頻譜技

術，主要是將通訊端的訊號數位化後，再利用所有可得的頻寬來

分散傳送，每道訊息傳輸都會被分派到一個序列碼，等全部接收

到之後再加以重組，因此CDMA可增加所提供的語音通道總數，

系統整體容量隨之大幅提高。目前有韓國、日本、美洲地區及香

港等地使用，而韓國在1996年投入商業營運後，其用戶佔有全球

CDMA用戶一半以上，成長相當快速。 

3.TDMA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分時多工接取)：T D 

M A技術是以時間座標基礎，利用時槽（Time Slot）的概念，即

在一段時間內，其通話採用某種頻率傳送封包，完成後即釋放該

頻率給其他需要使用者。其主要是使用於美洲大陸。 

4.PDC (Personal Digital Cellular；個人數位蜂巢式系統)：PDC

規格的開發是由日本ARIB（Association of Radio Industries and 

Businesses）在1990年正式擬定，於1991年由日本郵政省公佈該

標準，為日本的TDMA數位式行動電話標準，使用800MHz和

1500MHz的頻率。由於日本政府為了扶植其國內無線通訊產業進

而與歐洲電信大廠進行相抗衡，因此採用極為封閉的市場策略，

自行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系統。也因為如此，在進行國際漫遊時，

其他國家大部分的手機均無法在日本直接進行漫遊，而必須經過

換機的動作。而目前PDC的用戶僅在日本地區。由於無論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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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或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都是以語音通訊為主要用途，然而在

網際網路的風行下，行動電話也開始加強其網路的功能。由於

GSM所提供的數據傳輸速率（9.6Kbps），不足以應付多媒體網路

內容的傳送，因此G S M組織開始制定一系列的升級方案：如

HSCSD（High Speed Circuit SwitchData Service；高速電路交換數

據服務『數據傳輸速率為5 7.6Kbps』）、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整合封包無線電服務『數據傳輸速率為

115Kbps』）、EDGE（Enhanced Data Rates for GSM Evolution『數

據傳輸速率為384Kbps』）等二．五代過渡性的系統，如此將可解

決網路「塞車」的問題。 

 

2.1.3第三代行動通訊系統 

第三代行動通訊系統為了面對多媒體時代的來臨，行動通

訊將需要更高的傳輸速度，有鑑於此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國際電信聯盟）的 ITU-R（Radio 

communication sector；射頻通信部門）從1985年就開始著手規劃

FPLMTS （ Future Public Land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未來公眾陸上行動通信系統，其重點則在無線接取

『Wireless Access』技術方面）。在 1996年 時FPLMTS更名 為

IMT-2000（International Mobile522003T elecommunication-2000；

國際行動通訊系統2000，為ITU第三代行動通信之通稱，泛指傳

輸速率在384Kbps以上的技術）並訂定使用頻寬、技術標準、網

路互連規範，及全球通行的系統標準。而取名IMT-2000是因為該

系統的無線通訊頻率位於2,000MHz附近，傳輸速率可達2,000 

Kbps，而且正式商用系統預定在西元2000年推出之故。至1998

年8月底，提交至ITU的第三代行動通訊無線傳輸技術提案共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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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地面無線通訊技術有10個，6個為衛星通訊技術），以

CDMA、TDMA及FDMA（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分頻多工存取）等三大類技術來發展，而其中由於CDMA的通話

品質與高容量的用戶數優於其他的技術，因此在ITU第三代行動

通訊無線傳輸技術提案中，幾乎都是以CDMA的基礎來發展。至

目前為止，在所有的提案中以CDMA為主流技術的3種標準規範

最受到矚目，分別是由日本和歐洲共同推廣，最早商業運轉的

W-CDMA、美國提出且深受南韓支持的CDMA2000、已及大陸自

行研議的TD-SCDMA等三種系統，而這些標準均具有頻譜利用率

高、網路覆蓋範圍廣等特點。 

1.W-CDMA（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寬頻

分碼多工接取）W-CDMA除了編碼是採用CDMA技術外，核心網

路（如交換機等）還是採用GSM系統（只有手機與基地台必須更

新），所以W-CDMA被視為GSM的升級。W-CDMA採用了 5 MHz 

的寬頻網路，傳輸速度在每秒 384 Kb 到 2Mb 之間，且在同一

個傳輸通道中，W-CDMA同時可以支援電路交換與分封交換的服

務，因此消費者可以同時利用電路交換方式接聽電話，然後以分

封交換方式存取網際網路，提昇行動電話的使用效率。然而其最

佔有優勢的地方是在於它是提供GSM邁向3G服務的相容平台，

由於現今採用GSM系統業者其用戶佔有全球六成以上的市場，在

眾多業者不斷研發下，將助於技術的不斷優化及成本的降低，同

時在進行全球漫遊也更加便利，因此在成本考量之下，多數GSM

系統的業者在面對3G時代的來臨時，將選擇升級到W-CDMA（目

前我國所核發的五張 3G執照中，除了亞太行動寬頻使用

CDMA2000外，其餘業者選擇W-CDMA）。 

2.CDMA2000 CDMA2000 是由CDMA One所演變而來的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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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通訊技術，其資料傳輸的速度在每秒 384Kb 到2Mb 之間。

CDMA技術在從窄頻邁向寬頻的時程上，有其自成一脈的體系軌

跡，分別是：CDMAOne（IS-9 5A）、CDMAOne（IS-95B）、

CDMA2000 1X、CDMA2000 1XEV、CDMA2000 3X（根據IMT

的定義從CDMA2000 1X之後都被界定為3 G的技術，但是事實上

一般業界普遍認為要到3X之後才可以真正的和W-CDMA一樣可

以稱為真正的3G）。目前CDMA2000技術較W-CDMA為成熟，因

此自其商業營運以來，其行動電話用戶遠高於W-CDMA之用戶

（目前日本採CDMA2000的電信業者KDDI已有200萬3G用戶，遠

超過採W-CDMA的業者NTTDoCoMo的12.7萬戶）。不過由於目前

歐洲仍還未有電信業者採用CDMA2000的系統，因此要在全球漫

遊時，相較W-CDMA就顯得較為困難。 

 

3.TD-SCDMA（Time Division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分時同步分碼多工接取）TD-SCDMA是一個混

合多個標準的技術（包含CDMA、TDMA等），由大陸的大唐電

信集團自行研發，1999年時開始與德國Siemens（西門子）公司

合作開發；在2001年4月時已完成了首次通訊展示；2002年2月更

由大唐電信與Siemens聯合進行首次戶外移動通話試驗，預計

TD-SCDMA將可以最快的商用化。TD-SCDMA是目前由華人提

出且主導的唯一國際標準，就國際間的政治角力而言，標準是市

場的制高點，TD-SCDMA的提出對大陸技術進步有重大意義，因

此大陸官方目前正積極發展TD-SCDMA，以中國龐大的行動通訊

市場的誘因，吸引了如Motorola（摩托羅拉）、Nortel（北電）等

國際大廠加入TD-SCDMA論壇，一起參與TD-SCDMA的技術研

發。3G即將改變人類的生活方式行動電話的發展由早期第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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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比式、到現在第二代數位式一路發展下來，未來將要面對完全

不受頻寬束縛的3G。其傳輸速率將高達2Mbps，是目前GS M行

動電話（其傳輸速率為9.6Kbps）的500倍。除了可以使用單純語

音及數據資料交換外，將來3G主要的應用範圍將以影像、多媒體

為主。將來在3G逐漸完成後，從手機上下載影片觀賞；旅遊路途

中的電子地圖、商品交易的無線電子錢包、利用內建的攝影裝置

可讓交談的雙方，透過手機內建的攝影裝置，看到彼此的即時影

像、視訊會議的功能，讓使用者隨時隨地都可以進行跨國商業談

判，而這一切的一切將會逐漸的夢想成真，改變人類未來的生活

方式。[2] 

 

 

2.2 手機消費行為研究 

2.2.1行動通訊服務業者促銷活動對購買意願、購後使用行為及

再購買意願之影響 

Grant and Schlesinger (1995)[1]曾指出，企業增加獲利的方法

有三種，一為吸引顧客，增加客戶數；二為提高顧客的使用率；

三為與顧客保持長久而良好的關係。我國開放行動電話業務至

今，總用戶數已達24,479,825 人，而每百人持有率亦成長至

108.64%。大部分業者固然可吸引到許多的顧客，並擁有龐大的

用戶群，然而在提高顧客的使用率上，各家卻皆面臨到用戶貢獻

度（Average Revenue PerUser, ARPU）下降的問題，即許多消費

者不願使用或者使用量逐漸降低；此外業者也面臨未能與顧客保

持長久關係的困難。針對上述問題，國內外眾多研究中，卻較少

有學者做一整合之研究。因此本研究即運用購買意願、購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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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以及再購買意願之相關理論以探討行動通訊服務業者之促

銷活動對於消費者之購買意願、購後使用行為以及再購買意願之

影響，並冀能透過本研究提供行動通訊服務業者在擬定促銷活動

時之參考。 

以行動通訊服務促銷活動為主，透過「實驗設計」與「實證

研究」兩種不同之研究方式進行假設的驗證，並說明「門號搭配

手機折扣優惠」的促銷活動在消費者申辦之時的確較「門號搭配

通話費優惠」能吸引消費者購買，然而消費者之購後使用行為卻

並非與當時之購買意願成正向關係，即消費者對於「門號搭配手

機折扣優惠」有較高之購買意願，但是在購後使用行為上，卻不

如「門號搭配通話費優惠」的消費者，而選擇「門號搭配通話費

優惠」的消費者也因具有較多的購後使用行為而有較高的再購買

意願。本研究證實了消費者對不同的促銷活動具有不同的購買意

願，而消費者之購後使用行為將受到其當初選擇之促銷活動所影

響，其購後使用行為則將進一步影響其再購買意願。[3] 

 

2.2.2行動通訊服務顧客意願 

由消費者的角度觀之，可發現消費者對於簡訊(SMS)或鈴聲

下載外的大多數無線寬頻數據應用，都缺乏付費使用之意願，導

致服務業者多無法真正由無線寬頻應用來獲致收益。本文將透過

無線寬頻應用在供給面及需求面的差異分析，來探討無線寬頻應

用的發展瓶頸與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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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營運商積極推動的無線寬頻服務型態，以及消費者實際使

用的服務情形可發現，彼此存在有極大差異。而形成這些差異的

主要原因，則在於營運商所提供的服務是否能滿足消費者對於無

線寬頻服務的期望。 

(一)未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市場面因素 

各地消費者對於應用服務的需求與接受度存在有文化上及

區域性的差異，而最基本的核心問題點在於不同情境下，該服務

對消費者所提供的成本效益便有所不同，如歐美消費者普遍認為

付費價格過高，為行動音樂及行動電視服務付費的意願亦不高，

但日韓消費者卻願意為行動影音服務付費。除了社會文化所造成

的消費者需求差異外，在市場面上影響消費者需求的因素尚包

括： 

1. 手持終端使用者介面不符合消費者使用期望 

消費者使用手機服務的習慣已建立在簡單不複雜的按鍵設

計(如按一個鍵即可通話)，若加入上網或影音服務等行動數據服

務功能，勢必讓手機操作更為複雜，若將過去在電腦或 NB操作

上的思維套用在手機的網路服務上，消費者必須花費更多的時間

精力才能點選到所需要的服務，此將不符消費者使用手機的期

望，進而降低對服務的使用意願。 

2. 行動服務缺乏個人化誘因 

圖 2-1台灣 3G手機市場佔有率 資料來源：經濟日報 200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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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消費者使用服務的效用程度，該服務必須讓消費者有

切身的效益，而由於每個消費者對於服務所追求的效用不盡相

同，故個人化將是發展關鍵。個人化的重點除服務內容的個人化

(如個人化新聞、個人 LBS資訊)外，還包括使用者的個人價值創

造，如該服務是否可為使用者創造實用性的價值(如 mobile mail、

手機下單)，或是娛樂性的價值(如鈴聲、聊天)，或是兼具高實用

性與高娛樂性的價值(如交友)等。 

(二) 未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技術面因素 

就技術面而言，目前手持終端所面臨的問題包括電池續航力

不佳、CPU處理能力、螢幕小、傳輸速度慢、連線品質不佳等。

雖然傳輸速度及連線品質可因 WiMAX、HSDPA 等新興無線技

術發展而改善，但這些新興技術何時商用化仍是問題，另外包括

電池、CPU、螢幕等亦存在技術發展瓶頸，短期內尚無法有效突

破。除上述終端問題外，在技術面上影響消費者使用意願的因素

尚包括無縫接取環境及安全性的考量，茲分述如下： 

1. 無縫接取環境尚未成形 

現階段由於 2G 行動通訊網路的覆蓋率較廣，亦較少存在漫

游(Roaming)的問題，因此行動語音及簡訊服務較為多數人所接

受。但對以無線影音服務為訴求的 3G或WLAN、WiMAX網路

而言，由於在推展初期，覆蓋面積有限，再加上漫遊問題尚未有

效解決，消費者僅能在特定的區域使用服務，故限制了無線數據

服務的開展。此外，雖然雙網服務提出結合 WLAN 與行動網路

的概念，讓消費者可在有WLAN覆蓋的區域使用WLAN服務，

在 WLAN 沒有覆蓋的區域使用行動網路服務，但由於目前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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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換網路的機制尚未建立，仍需消費者以手動切換網路，在無法

自動無縫接取下，亦影響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接受程度。 

2.安全交易環境尚未建構 

消費者相當重視交易安全，在使用無線網路服務時，勢必牽

涉到金流的問題，如果消費者無法消除對於付費流程與安全機制

的疑慮，除小額付款的服務外，將不容易獲得廣泛消費者的接受。 

 

 

2.2.3結論 

全球市場3G都碰到發展的瓶頸關鍵是「二少一高」-手機少、

服務少、價錢高，讓3G發展停滯不前，所以可以利用低價手機促

銷刺激買氣，讓3G走出不同的天空是關鍵之一。對消費者而言，

服務必須要有明顯或與眾不同的效益，消費者才會願意付費使

用。也因此，營運商所推出的服務應針對特定族群或特定市場，

才會較容易鎖定需求。消費者的換機 需求與使用行為相關，業

者必須以特定訴求來吸引消費者購買新機，調查顯示，多數學生

換機考量續約優惠價格，而商務主管及專業人士則以3G升級服務

為主要考量。如果所推出的服務是針對所有行動用戶，則該服務

的收費必須低廉，或是可由消費者自己創造個人價值，如MMS、

IM或Mobile Mail等，才較易獲得消費者的認同與接受。也由於行

動服務的收益將來自於消費者價值的創造，故預期由消費者自己

創造服務內容，也將成為無線寬頻應用的主流服務之一。[4] 

 

2.3 行為模式 

本研究以理論基礎來發展研究架構，以Dishaw and Strong(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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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技接受模式(TAM)及Fishbein和Ajzen(1967)提出的理性行為理論

(TRA)，來了解消費者對3G手機的認知與行為。 

 

2.3.1  TRA理性行動理論(TRA) 

理性行為理論是由 Fishbein 和 Ajzen 於1967年所提出預

測個人行為態度意向之理論。其理論基礎係源自社會心理學，綜

觀態度、意向及行為三者間依存關係。其間經由不斷發展、驗證

後，1980年提出主觀性規範，建構出四者間完整的架構。此理論

認為行為意向會受到「態度」及「主觀性規範」所影響。而個人

行為最直接影響的決定因素就是行為意向，至於其它可能造成行

為影響的因素，皆是透過行為意向間接影響行為。因此，當個人

對行為的態度愈正向，則行為意向愈高；反之，當個人對行為的

態度愈負向，則行為意向愈低。 

  另一方面，主觀性規範涉及社會習俗、他人意見或壓力等相

關因素，相對的也就影響了行為意向。此外，直接經驗與態度同

時存在時，也會直接影響態度與行為之間的張力。所以，個人的

態度透過對事物或狀況所反應的行為，將會形成個人經驗。[5] 

理性行為理論(TRA)之相關研究  
Fishbein與Ajzen (1975)[3]提出之「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以下簡稱TRA)」；經常被運用於解釋個人的決

策行為模式，過去學術研究皆對TRA的解釋能力具相當程度之肯

定，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影響網路使用者留下個人資料給網站的決

策行為，亦屬於個人的行為模式之範圍，因此亦適合以TRA來探

討。本節將針對TRA的定義與其應用加以分析探討。  

TRA主要是透過態度與行為意圖，以預測個人之實際行為

(actual behavior)。TRA主張個人的實際行為受其「信念(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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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態度(attitude toward behavior)」、「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行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TRA不管是在解釋能力或理論簡潔程度上皆獲得相當程度的支

持。TRA架構共包括以下5類元件：「信念」、「行為態度」、

「主觀規範」、「行為意圖」、「實際行為」等(如圖2-2)。  

根據Fishbein與Ajzen (1975)的主張，個人的「行為意圖」將決

定其「實際行為」；而個人之「行為態度」與外在之「主觀規範」

會共同影響「行為意圖」；個人「行為態度」則是受到一些外部

變數影響，這些外部變數 主要為個人對某一特定行為的想法或

評價，亦即為「信念」。TRA的各構面定義如下：「行為意圖」

指個人對進行一種行為的意願。「行為態度」指個人對從事某特

定行為可能產生的結果所抱持之感受。「主觀規範」則是指對個

人重要的人認為，此人應進行某一特定行為的預期看法。其中，

主觀規範的衡量是由「規範信念(normative belief)」和「依從動機

(motivation to comply)」的乘積和所構成。所謂「規範信念」指的

是個人知覺到重要的他人或團體認為他是否應該採取某項特定

行為的壓力；「依從動機」則是指個人在是否採取某項特定行為

時，對於這些重要的個人或團體對其所抱有期望的順從意願。  

過去學術研究中有許多TRA的應用，例如：Guerrero等人

(2000)[4]將TRA應用於商業行為中，分析一般的顧客與專業人士

在購買食品時，對知名品牌所持有的印象與個人特質影響其決策

的狀況，結果顯示樣本「對知名品牌的態度」與「特別優惠(special 

offer)」對「購買意願」具顯著作用，研究理論解釋樣本行為的能

力達73%。資訊科技領域中，也有學者將TRA應用於電腦使用者

個人行為與系統使用之探討，例如：Loch與Conger (1996)[5]探討

科技日新月異的環境中，有那些因素會影響電腦使用者在面對與



29 

道德相關行為的決策制定時，以TRA為基礎架構，並結合「個人

形象(self-image)」、「個性弱化(deindividuation)」、「電腦認知

(computer literacy)」為影響道德態度的外部因素，研究發現「道

德態度」與「主觀規範」同時會對「行為意圖」產生顯著影響。

而Liker與Sindi (1997)[6]為瞭解影響員工日後持續使用專家系統

協助其工作的意願為何，在TRA的架構下發展其研究模型，研究

發現TRA解釋員工持續使用系統的意願與行為達顯著水準。  

Karahanna等人(1999)[7]也以TRA發展研究模型，探討Windows 

3.1的系統使用者在系統尚未開始使用時「建置系統的意願」，與

在建置後「持續使用系統的意願」。樣本包含Windows 3.1使用

者161人與潛在使用者107人，依兩類群體分析後發現，在尚未使

用系統時主要由「主觀規範」影響其「行為意圖」，但系統建置

後便由「控制認知(perceived voluntariness)」與「持續使用系統的

態度」共同影響其「行為意圖」，理論的解釋能力達一定之水準。

此外，也有學者將TRA應用於個人生涯規劃 (Felton et al., 

1995)[8]。  

前述學者的實証研究整理如表2-1，從相關研究中不難發現許多

研究議題都對TRA的解釋能力具相當程度之肯定。此外，為了有

效解釋與預測資訊科技使用者之使用行為，Davis (1986)[9]甚至

以TRA結合資訊系統使用的應用情境，發展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提供使用者在接受資訊科

技時之一般化認知行為理論基礎；而Ajzen (1985)[10]則以TRA建

構計劃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該理論廣泛

的為很多研究者應用於探討個人採取某一特定行為的主要理論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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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被應用在許多領域當中，並有效地解釋與預測人們的特定

行為。因此，本研究將以 TRA為基礎，整合 Dayal等人(1999)[11]

提出之「信任金字塔」，並加上個人特質－「信任傾向」，探討在

TRA架構下各變數影響網路使用者信任網站，並在網站上留下個

人資訊之意願的情形。[6] 

 

 

 

 

 

 

 

 

 

 

 圖 2-2 理性行為理論架構圖 資料來源：Fishbein,Ajze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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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理性行為理論(TRA)之相關研究[6] 



4 

2.3.2 科技接受模式(TAM) 

科技接受模式(TAM)是針對電腦科技的使用者接受新資訊

系統的行為所發展出來的理論，目前經常做為解釋使用者對新資

訊科技的接受度，亦即選擇的信念及態度所形成的關連，以預測

最終使用者使用的接受度(Succi and Walter, 1999)[12]。科技接受

模式可以用來達成管理的目的，亦即透過科技接受模式解釋與預

測資訊科技的接受情況，進一步操控外在因素，來影響使用者內

部的認知與信念，進而增進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接受度，達到資

訊科技的順利推動。 

 

為確定本研究TAM 模型的內涵與範圍之完整性，故本章節

將各學者的理論加以彙總整理，茲分別說明如下： 

 

2.3.3  科技接受模式的內涵 

科技接受模式，由Davis 於1989[13] 年提出，是以理性行為

理論(theory of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特別針對科技使用行

為方面所發展出的模型。理性行為理論模型常用於探討人類行為

的意圖 (Ajzen and Fishbein, 1980)[14]，此理論指出人類行為的表

現決定於個人的行為意圖，而行為意圖受個人對此行為的態度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與主觀的標準所影響 (Davis, 1989a) 

[13]。依據理性行為理論，一個人對於某種行為的態度，以及和

此行為相關的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stoward the behavior)會共

同決定其行為意願，然後再進一步產生行為本身。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的發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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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年，而且也受到相當的重視，發展至今，科技接受模式已被

用來解釋使用者對新資訊科技的接受度。Morris & Dillon 

(1997)[15]等認為不論此系統是否實際被使用，科技接受模式提

供研究者及實務者一個較簡單及節省成本的方法來預測系統成

功的程度。 

 

科技接受模型承續TRA 的基本精神，認為信念會影響態

度，進而影響意願，再轉而影響實際行為，然而科技接受模式和

理性行為理論最大的不同是，科技接受模式並未將社會規範包含

在模型中，這是因為主觀規範是來自於外在文化的影響，並不容

易測量。根據Hartwick & Barki (1994)[16]以TRA 理論的研究發

現，當使用者對新科技的知識尚未清楚時，主觀規範有較大的影

響力，但在系統發展完成後，態度對行為意願的影響較顯著，而

Davis et al.(1989b)[17]認為社會規範此一構念在科技接受度上影

響不大，因此並未將之納入科技接受模型中。 

 

然而就TAM 與TPB 的比較上，Mathieson（1991）[18]以及

Taylor & Todd（1995a,1995b）[19][20]亦歸納比較TAM 與TPB 模

型之間的四項差異：（1）TAM 比TPB 的模型簡單；（2）TPB 

著重在廣泛的行為預測，並沒有特定應用在資訊系統使用接受的

研究上；（3）TPB 需要針對不同的情境來為行為的信念、規範

信念與控制信念來發展量測工具；（4）TPB 所包含的所有建構

無法以TAM 來取代。由此可知，TAM比TPB 更適用應用在一般

科技的使用行為上之解釋。 

整體來說，TAM 特別之處有二(Davis, 1989a)[13]：一為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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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了TRA 中主觀的行為標準(Subjective norm)與規範性的信念與

動機(Normative beliefs and motivationto comply)；二為導入了兩個

認知信念，分別為認知有用性、認知易用性(Davis,1989a)[13]，

認為認知有用性與易用性會影響使用科技的態度。其主要構念描

述如下： 

 

(一) 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Davis et al.(1989b)[13]

對認知有用性的定義為「在組織環境中，使用者對於使用特

定的資訊系統將會提高其工作績效或學習表現的期望主觀

機率。」換言之，當個人認為系統的有用程度愈高，他/她會

對此一系統抱持的態度愈正向。 

 

(二 ) 認知易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Davis et 

al.(1989b)[13]的定義是「使用者所認知到學習使用資訊系統

的容易程度。」使用者認知易用性，也會強化使用者對科技

的認知有用性，例如使用者選擇使用此資訊科技，可能因為

它的容易使用，不用花費心力去學習其他技術，可節省更11

多的時間與精力去完成工作。就一套系統的設計而言，系統

是否簡單易學，將會影響使用者接受系統的動機，進而影響

使用的行為。 

 

 

(三) 使用態度（Attitude toward Using）：意指使用者使用資訊科

技的態度同時受認知有用與認知易用影響。當使用者感覺到

系統有用程度愈高，則對系統所持的態度會更趨向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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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行為意願（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TAM 假設資訊系

統的使用決定於行為意願，此與TRA 及TPB 類似，但不同

的是，TAM 認為行為意願同時受個人對使用系統的態度與

認知有用所影響。 

 

 

 

TAM 中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是整個模式的核心，主

要目的是提出一般化的理論，經過理論的驗證後，能夠解釋科技

接受度的決定性因素為何，來說明大部份的科技使用行為。TAM 

模型提供一個理論基礎來瞭解外部因子對使用者內部的信念

(beliefs)、態度(attitude) 與意圖(intention)的影響，進而影響科技

使用的情形(Davis et al., 1989b)[13]。 

 

TAM 模式相關研究方向可分為： 

(一) 概念與模式建立：確立有用性與易用性兩個概念是存在的。 

(二) 信效度之驗證：Davis (1989a)[13]為了衡量有用性與易用性

而發展出一份量表，後來的學者分別從不同角度驗證此量表

圖 2-3 TAM模型 資料來源：[5] 



8 

之信效度。 

(三) 模式修訂：增刪原本TAM 模式之概念與關係，或是探討其

外部變數。 

(四) 雖然TAM 主要用於解釋組織內資訊系統的採用，其實模式

中之一般化的構面也可以應用於其他研究 (Davis et al., 

1989b)[13]。由於網路普及化，資訊系統的特性較以往不同，

所以近年來探討TAM 模式運用於網路環境中的資訊系統研

究逐漸增多。 

 

科技接受模式在網路科技的應用 

 

由於近幾年來資訊與通信科技蓬勃發展，為了提昇服務品

質、降低成本以及提昇競爭力，企業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的投資快速的成長，如何令使用者接受新科技成

為實行新科技時的重要議題。因此，網路上的應用工具就成為預

測使用行為的主流，利用科技接受模型(TAM)來探討使用者接受

新的網路科技的決定性因素為何。如電子郵件（Adams, Nelson & 

Todd, 1992[22]; Davis, 1993[13];Segars & Grover, 1993[23]; Chin 

& Todd, 1995[24]; Szajna, 1996[25]）、語音郵件、全球資訊網

(Fenech, 1998[26]; Lederer et al., 2000[27]; Lin & Lu, 2000[28])、網

路商店 (Chen et al., 2002[29];Gefen, 2003; O’Cass & Fenech, 

2003[30])以及電子商務(Horton et al., 2001; Selim 2003)[31]等。由

於使用網路的人口不斷地增加，且電子商務的交易也快速成長，

因此以TAM為基礎的網路應用工具來預測使用行為的研究也將

成為重要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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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ajna（1996）[25]基於驗證、修正TAM 的原始模型，遂以

61 位商學研究所學生為對象，並選擇電子郵件系統的使用作為

科技接受度的指標。大部分的研究對象都不曾使用過電子郵件系

統，因此在研究開始時便給予一小時的教學課程，並在課後要求

學生完成認知有用及認知易用問卷（Davis, 1989a）[13]。接著便

給予學生16十五週的時間自由使用電子郵件系統。十五週後，再

次要求學生填寫認知有用及認知易用問卷以及這十五週來電子

郵件系統使用的頻率。研究分析顯示，系統使用前，除了認知上

的易用程度對使用意願沒有顯著影響外，其他的影響關係都與原

始模式相同；而在系統使用後，分析結果與使用前大致相同，但

是認知上的有用程度對自我報告的使用頻率有直接顯著關係存

在。 

 

Elena & Detmar（1999）[33]針對電子郵遞的使用者接受情形

的研究中，利用TAM分析100 名的使用者對電子郵遞的接受度。

研究中的變項包括有「對實用性的感受」、「對使用容易度的感

受」，以及四個外部變數：「社會態度」、「社會影響」、「對

使用者有益的訓練與支持」及「實體的可接近性」。研究結果發

現，使用者對電子郵遞的接受度會受到「對實用性的感受」的影

響，而「對實用性的感受」會受到「對使用容易度的感受」的影

響。至於在外部變數方面，「社會態度」與「社會影響」兩因素

會影響「對實用性的感受」，「實體的可接近性」會影響「對使

用容易度的感受」，而「對使用者有益的訓練與支持」此一因素

對「對實用性的感受」與「對使用容易度的感受」則沒有任何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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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erer et al. (2000)[27] 將科技接受模型應用在全球資訊網 

(World Wide Web,WWW) 的接受上，研究結果支持科技接受模

型，並證實「易了解性」 (Ease ofUnderstanding)和「易尋找性」 

(Ease of Finding)可預測「自覺易用性」 (PerceivedEase of Use)。

Straub et al. (1997)[7] 調查美國、瑞士和日本這三個國家，航空

公司使用電子郵件的情況，發現美國和瑞士的調查結果支持科技

接受模型，而日本則否。因此，可知國家文化的不同會影響科技

接受模型是否能解釋使用者行為。 

 

Gefen and Straub(2000)[34]探討使用者在接受資訊系統時，

任務(Task)的不同對認知易用性是否有不同的影響。該研究以電

子商務為例，共收集了217 個樣本。研究發現，依任務不同，認

知易用性會有不同的影響。譬如，當任務是消費者利用網站進行

「購物」，那麼認知易用性就不會影響消費者對資訊科技的接

受﹔另一方面，如果消費者是利用網站來「搜尋」產品，那麼認

知易用性就會對消費者是否接受資訊科技有所影響。 

 

黃素芳(2001)[7]從求職者的角度，利用科技接受模型，以問

卷調查的方式，來探討個人對於「網路招募」之「認知易用性」、

「認知有用性」與「安全性認知」及對其使用「網路招募」來找

尋工作意願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求職者對「網路招募」的「認

知易用性」與「使用意願」並不存在有顯著相關性。而求職者對

「網路招募」的「認知有用性」及「安全性認知」與「使用意願」

有顯著的正相關。求職者對「網路招募」的「認知有用性」中，

其「時間性」、「空間性」及「娛樂性」與「使用意願」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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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相關。求職者對「網路招募」的「認知易用性」與「認知有

用性」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Hong、Thong、Wong & Tam（2002）[35]針對香港公開大學

所建置的數位圖書館利用TAM 模型進行585 位使用者進行驗

證。此研究調查了個人差異（包括：電腦自我效能、搜尋領域的

知識）及系統特徵（包括：適宜性、專用術語、視窗設計）做為

使用數位圖書館的意願。結果發現個人差異及系統特徵顯著地影

響數位圖書館的認知易用，此外，適宜性極度影響數位圖書館的

認知有用。 

 

苗裴明（1999）[8]針對影響使用者接受企業內網路資訊系統

因素之研究中，結合TPB 與TAM，由動機與行為觀點來探討使

用者對於企業內網路環境資訊科技的使用行為。研究結果發現使

用者普遍缺乏網路技能，而且網路電腦自我效能對使用者使用系

統的意願影響最深。企業內網路上的資訊系統，是無法和其所建

構之網路環境隔絕，使用者縱然處在通透的網路環境下，對網路

的基本操控技能仍是必要的。 

 

另外，有許多學者將科技接受模型做了擴展。例如Gefen & 

Straub(1997)[34]在原有的認知易用性、認知性兩個變項以外，增

加了「性別」這個變項，根據392 份問卷回收並分析後發現，「性

別」的確影響使用者的認知。先前相關研究也顯示「樂趣性」

(playfulness)會影響使用者對WWW 的使用(Atkinson & Kydd, 

1997)。Moon& Kim(2001)在「認知有用性」和「認知易用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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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增加了有樂趣性 (Playfulness)這個變項來解釋使用者接受

WWW 網站的因素，研究發現，樂趣性的確會影響使用者是否

接受WWW 網站。Chen et al. (2002)[29] 採用擴充型科技接受模

式探討線上消費者對於使用購物網站的態度與行為意向，除了認

知有用性和認知易用性，另外增添了創新擴散理論中的「一致

性」，最後證實認知有用性、認知易用性以及一致性對於消費者

態度有顯著的影響，且認知易用性與一致性會影響認知有用性。 

 

對於網站使用的接受模式方面，Lin & Lu (2000)[28]認為資

訊系統品質（ISQuality ） 是TAM 模式的外部變數， 並提出資

訊系統品質是由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回應時間

（Response Time）及系統取得能力（SystemAccessibility）等三

個構面組成，且探討這三個構面是如何影響網站使用者的接受

度。該研究以139 個網站使用者為測試對象，結果顯示在網際網

路的環境下，使用行為符合TAM 這個模式。另外發現到網站的

回應時間也是影響使用者行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其結果表示，除

了網站內容及時間性外，快速展示的網頁是必須的，而且網站不

應該放置不必要的插圖，以延遲網頁顯示的時間。 

 

馮炫竣(2000)[9]以科技接受模式為主要理論基礎，用模式中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兩項認知因素，並考量「風險性」此一

認知因素，以上述三項認知因素來測量消費者對三種網路銀行的

認知程度。研究結果發現，不同特性的消費者群體對三種電子銀

行在認知有用性、認知易用性與風險性的認知上均有明顯之差

異；消費者對三種網路銀行的瞭解程度愈高、金融交易的需求程

度愈高、或是該網路銀行服務愈方便取得使用、技術上的限制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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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則消費者對認知易用性與任知有用性的認知也會愈高，而風

險性的認知會愈低。 

 

由於使用網路的人口不斷地增加，且電子商務的交易也快速

成長，因此以TAM 為基礎的網路應用工具來預測使用行為的研

究也成為重要的趨勢。根據上述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在網際網路的

環境下，網路環境下對新科技的使用行為符合TAM 這個模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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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3G現況 
   去年開始，電信業者紛紛開台，3G起跑後，3G，再也不是個

掛在廣告上的名詞，不但今年每家都將持續擴建近千個3G基地台增加

涵蓋率外，也將整體用戶數的成長上看三百萬戶。  

根據資策會MIC預估，二○○六年3G行動電話將突破一億支規模，

並預計佔全球行動電話比重二七％，相較於二○○五年的一二％，比重

成長一倍多；預估二○○九年之後高頻寬的3G行動電話就會以五三％超

過2G的四七％。 

    更重要的是，在覆蓋率增加、速度提升的背後，更代表著許

多廠商角色的大轉換。不論是手機業者、電信業者、甚至音樂、娛樂、

動畫業者，都開始朝手機上小小的兩吋螢幕移動，掀起一場競合的新

賽局。 

    根據目前的國內3G現況，以下列系統業與手機業作為本研究

資料的考量要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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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統業 

電信媒體春酒上，董事長賀陳旦向媒體宣示，期待今年底拿下 3G

用戶數一百萬戶、和五○％市佔率為目標，不但要穩住龍頭地位，

更要擴大與第二名的距離。  

電信龍頭賀陳旦的一番豪語，不但讓二○○六年台灣 3G 行動市場，

一開春就瀰漫著一股不小的煙硝味，更有著帶頭衝刺 3G市場的企

圖心。  

事實上，自從去年七月電信業者 3G 紛紛開台後，台灣用戶數

的成長一直受到侷限，表面上到去年底電信三雄號稱 3G用戶總數

高過於五十萬，但大多「中華電信不甘 3G市場仍舊是三分天下的

局面，」今年二月初的中華數都只是使用 3G SIM卡的用戶，而實

際擁有 3G手機的只有六～七萬，約一○％左右的用戶數。  

「台灣目前的 3G用戶數是『虛胖』的情況，」新進業者威寶

電信總經理王柏堂認為，目前很多消費者仍舊是把 3G 當作是 2G

的單純語音來使用。因為消費者雖然拿了 3G SIM卡，但沒有搭配

3G 手機使用的話，仍舊只能語音通話，完全不能使用 3G 服務，

也無法刺激 3G服務市場和相關價值鏈。  

問題的另一個大癥結就在於期待 3G 起飛的電信業者身上。面對

3G新的戰場，台灣電信業者並不打算強拉市場全力投入，而是採

取緩步前進的心態。  

許多手機業者和內容業者私下指出，由於台灣的電信三雄都

是上市公司，做任何改變都會影響到 ARPU（Average Revenue Per 

User；用戶每月營收貢獻度）和股東權益，所以態度上比較保守。 

去年電信三雄的行動電話服務營收約一千八百多億，屬

於 2G業務的「語音」仍佔整體營收比重九○％以上，而相反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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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數據」服務的比重不到九％，整體營收還不到一五○億；

當語音仍舊是電信業者的金雞母時，業者很難大刀闊斧捨棄容易

又穩定的收入，積極開發３Ｇ市場。 

即便如此，許多人還是看好二○○六年會是個 3G起飛的關鍵

點。「就像是飛機起飛前的滑行，今年會是個 take off（起飛）的關

鍵點，」諾基亞通訊系統事業部台灣暨香港區域總經理王建亞看

好，今年台灣的 3G用戶有機會衝到三百萬。  

威寶本身並沒有 2G基礎，自然得在 3G上全力衝刺，從

威寶在手機的高補貼策略（○元就可以買到 3G 手機），和通路運

作的彈性定價，相較於電信三雄而言，投入更多的資源和行銷費

用，讓整個市場會有滾雪球的效應，愈做愈大。  

其次，在 3G基地台的覆蓋率方面，以龍頭中華電信來說，就

要從現今二六○○座的 3G基地台，年底前增加到四○○○多座，

讓各大都會區的使用涵蓋率更好，也有助於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另外，以往 3G手機款式不足，價格太高影響使用意願，開始有了

改變。  

遠傳電信內部統計資料顯示，目前 3G用戶數約十萬，僅不到

2G客戶二二○萬的一○％，可是 3G卻比 2G客戶高出五．一八倍

的數據使用量。和去年八月剛開台相比較，3G 積極用戶（active 

user）使用無線上網的每月營收貢獻度，半年內就增加了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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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台灣電信業者 3G服務費用比較[13] 

 

 

3.1.1  3G 的定義 

3G ( third generation )，是第三代行動通訊的簡稱。它是一

種新興的無線通訊技術，可即時高速擷取網際網路服務。3G 

將增進並擴大我們日常生活的機動性。 行動性是行動網路服

務最基本的要素。而 3G 則在強化行動網路的功能，提供我

們隨時隨地高速上網，擷取內容豐富的休閒娛樂、查詢資訊及

從事行動電子商務。而無須只靠個人電腦、家庭電腦或電視機

才能享有這些服務。3G 也可將現代商業不可或缺的服務項目

賦予機動能力：例如網際網路與企業網路的資料擷取、視訊會

議以及互動式應用程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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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3G 的動力 

行動通訊與網際網路服務齊頭並進，快速成長，再加上行

動網路服務的預期成長趨勢，許多的相關服務都將因 3G 的

高速存取與多重服務功能而受惠。我們在工作、休閒或是娛樂

方面的溝通方式已經因為行動通訊系統與網際網路的快速成

長而改變。一直以來，行動電話都是最暢銷的通訊設備。行動

用戶的總數在未來兩年還要再成長將近一倍，亦即從 2000 年

中期的 6 億左右提升到 2002 年的 10 億。易利信預測 2001 

年間全球行動電話的使用率，將比有線電話來得普及。在 2003 

年，行動上網的用戶總數將超過有線上網的總數。行動通訊服

務的品質與種類，以及手機的各項功能都將日新月異，不斷改

進。現在消費者大多還是以手機與人交談，但這種情況將會改

變。另外一項不斷擴充的科技領域是網際網路。網路的資料交

換技術早已囊括電信「骨幹」網路傳輸量的一半以上。未來大

多數的通訊與資訊服務的開發也都是以 IP 架構為基礎。對多

數電信業者來說，行動數據將成為收入的主要來源。試想電子

郵件的成長對網際網路上 IP 傳輸量所帶來的影響－您就可

以看出，同樣的趨勢，也會推動行動數據的成長。IP 世界與

行動通訊之間的加成效益是非常驚人的。事實上，大部分的預

測也指出，2002 年高達 10 億的行動用戶也同時是網際網路

用戶。目前的行動網路，其原始設計全都是針對窄頻的語音數

據通訊。這些網路正在經歷轉型，採用新興技術及方法，藉以

增強數據傳輸速率以及提高行動網路的存取速度。於此同時，

各種需要透過高速傳輸數據的創新服務也將陸續上市。現今，

行動通訊服務正逐漸轉移到 3G 時代，所以持續的榮景將是

可以預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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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3G額外功能 

用戶在非固定地點狀態下可以機動地透過快速、操作簡單

以及以服務為導向的方式，擷取所需要的資訊、應用軟體或各

項服務。從服務方面來說，3G 提供兩項額外功能。首先，3G 

的行動服務功能更強，費用可以較為低廉。第二，3G 的嶄新

服務內容將更為廣泛，例如，過去以文字為主的電子郵件轉變

為行動多媒體訊息後，將會變得更為普及。使用者的擷取速度

可提高到 2Mbits / s － 比目前 GSM 的標準傳輸速度起碼

快 40 倍。這種高速處理量將可支援傳送高品質的圖形影像服

務。封包交換網路可讓使用者永遠都保持連線狀態，而且只需

依照接收或傳送資料的多寡來付費，無需像目前以連線時間長

短計價。3G 也可讓使用者在一個手機上，同時執行多重連

結。例如，用戶可以在連接遠端資料庫擷取資料的同時播放影

片，而且不受干擾。 

 

3.1.4  現有的網路將提供 3G 服務 

對於現在使用 GSM、TDMA、PDC、或 CDMAONE 系

統的電信業者, 易利信正在發展可以用原系統漸進升級至提

供 3G 服務的策略。GSM、TDMA、CDMAONE 業者可以採

取逐步演化方式，利用增加的無線頻寬來提供 IP 服務。 對

於 GSM 業者，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採用 GPRS，亦即在行動

網路上採用封包數據傳輸。如此可增加使用者的傳輸頻寬，讓

行動業者率先提供完全封包數據服務。計費方式是以數據傳輸

量而非通話時間而定。下一個步驟則是建置 EDGE，採用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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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傳輸技術來強化網路的功能，使用者數據傳輸可達 

384kbit/s。或是建置  WCDMA，數據傳輸速率可高達 

8Mbit/s。也可考慮同時建置二種系統。 

    蜂巢數位封包數據 ( CDPD ) 技術目前早就可供 TDMA 

業者採用。雖然 CDPD 技術的傳輸率只有 19.2kbit/s，但是

可以讓業者提前推出封包數據服務。如果要提高數據傳輸率，

TDMA 業者可以先移轉到 GSM、GPRS 及 EDGE 網路，然

後再移轉到WCDMA，或 CDMA2000 。採用 CDMAONE 系

統的業者透過現有網路已經推出 QuickNet Connect 電路交換

數據服務以及封包數據功能，速率可達  14.4kbit/s。

CDMAONE 業者可以先行建置 CDMA2000 1X，提供同步語

音數據服務。該語音傳輸速率是 CDMAONE 的兩倍，封包

數據平均速率為  144kbit/s。到  2002 年，業者便可建置 

CDMA2000 1xEV-DO，即第二階段的 CDMA2000 。該技術

讓使用者進行純數據通訊時，業者可以機動性地提供高峰傳輸

速率  2.4Mbit/s，而當用戶需同時使用語音與數據時，

CDMA2000 1X 系統則可滿足此需求。到 2003 年，業者將可

透過 CDMA2000 1xEV-DV，以傳輸率高於 2.4Mbit/s 提供同

步語音與數據服務。所有這些移轉過程都將使用 1.25MHz 頻

段。 

GPRS 

GPRS ( 整合封包無線通訊服務 ) 是在 GSM 和 

TDMA 網路上執行封包數據傳輸服務。該技術目前是

全球業者邁向 3G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GPRS 提供行動用戶更快的傳輸速度，通常是 

40-50kbit/s，所以特別適用於「突發暴量」的網際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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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業網路。如果加上 EDGE，傳輸速率可以變得更

快，用來支援 3G 服務。 

有了 GPRS 行動裝置，用戶便可隨時保持連線，

如隨時收發電子郵件。GPRS 提供端對端 IP 連結，可

以連接企業  LANs、 ISPs 以及業者自己的服務 

LANs。GPRS 上網幾乎是立即的，而且收費也是以實

際的數據傳輸量而非以通話時間來計算。GPRS 使用

封包傳輸技術，所以只有在實際傳送數據時，才會用

到網路的資源與頻寬。因此，無線頻寬的使用可算是

非 常 有 效 。 GPRS 也 可 強 化 機 器 對 機 器 

( Machine-to-Machine ) 的應用服務。GPRS 可立即隨

時上網，高速傳輸數據，並且能夠有效地使用無線頻

譜，因此非常適合電子零售、物流業以及遠程通信等

相關應用。GPRS 支援所有普及的數據通訊協定，包

括 IP。因此 GPRS 行動裝置可以從世界任何地方連

接任何網路，擷取任何資料。 

 

EDGE 

EDGE ─  即增強型數據速率，是完全符合 

IMT-2000 標準的技術，目前在邁向 3G 的過程中正

被廣泛地採用。它可以利用一種被稱作  8PSK 

( octantal phase shift keying ) 的高階調頻機制，大大

增強各種無線技術如 GSM、TDMA 及 GPRS 使用

的頻寬。雖然 EDGE 重複使用 GSM 載波頻帶及時

槽架構，但是並不表示該技術只限用於 GSM 系統：

它是一般性的無線介面，可用於各種分時多重存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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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 包括 GSM 與 TDMA )，有效提供高傳輸率。

使用 EDGE 技術，業者可利用現有的無線頻段提供

無線多媒體 IP 應用，速率可達 384kbit/s。每個時槽

速率為 48kbit/s，無線通訊情況良好時，每個時槽可

達到 69.2kbit/s。EDGE 的一個主要優點是，可以和

現存的 GSM/TDMA/GPRS 網路整合，所費不多，

風險也小。EDGE 將可以非常有效率地利用現有的

第二代基礎設備，不致影響無線網路的規劃。也可以

重複使用許多現有的基地台。GPRS 封包交換節點將

不受影響，因為它們不受使用者傳輸位元速率的影

響。而且，交換節點的升級可從軟體來作。EDGE 頻

道將同樣適合一般 2G 服務，而且在 EDGE、GPRS 

及 GSM/TDMA 服務之間也無須使用固定的頻道。

如此，業者便可順利推出 EDGE 服務。為擴建增強

網路功能，舖設 EDGE 基地台設施是很重要的一部

分。因為 EDGE 在邁向 3G 的途徑中，可提供價格

低廉，傳輸速度又快的技術，所以可以視為 WCDMA 

的補充技術。 

 

WCDMA  

WCDMA ( 寬頻分碼多工多重擷取 ) 是寬頻

無線技術，可提供使用者以高速傳輸數據，而且，

比現有的無線技術更能有效地使用無線頻譜。

WCDMA 是符合 IMT2000 標準的寬頻無線介面

技術，目前應用在 UMTS（全球無線通訊系統 ）

及日本 ARIB 3G 系統。WCDMA 技術可以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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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行動通訊最佳化，充份利用 2GHz 頻段，以

便新頻帶可以充分發揮該技術的效益。例如，只

要一個 5MHz WCDMA 載波就可以處理混合型

服務，速率範圍從 8kbit/s 到 2Mbit/s。用戶的行

動設備將可同時接取數個服務。下一階段的升級

可讓未來 WCDMA 速率達到  8Mbit/s。因為 

WCDMA 無線介面使用類似 GSM/TDMA 的網

路信號協定 ( ANSI-136 )，所以可以重複使用現有

網路核心交換層級的一部分。 

 

 

CDMA2000 

 

    係以 CDMAONE 技術為基礎，使用極少的

頻譜  ( 1.25MHz ) 就可提供高容量的語音通

訊，和極具效率的數據服務。它比目前無線技術

的傳輸數據速率更快，頻譜使用方面也更有效

率。在設計上，CDMA2000 可以使用不同頻帶，

如目前的蜂巢及 PCS 頻帶。另外，也可以使用 

2GHz。CDMA2000 是符合 IMT-2000 標準的無

線介面技術，為全球的 CDMAONE 網路業者提

供一個簡易低廉的途徑逐步移轉到 3G。相較於 

CDMAONE，CDMA2000 更能提供高品質高效

率的語音通訊。而且也可以高速傳輸多媒體數據

資訊。為了能夠及早升級採用新技術，

CDMA2000 可分為數個階段來建置。這種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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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可讓業者順應市場的需求，逐次推出更大容

量的語音服務，及增加數據傳輸速率。

CDMA2000 也可加上 Mobile IP，讓消費者自由

擷取網際網路及企業網路資訊。CDMA2000 的

第一階段稱作 1X，目前已經問世，可提供兩倍

於  CDMAONE 的語音容量，傳輸速率為 

144kbit/s。第二階段 CDMA2001xEV-DO 可提高

數據處理量，高峰期的速率可達 2.4Mbit/s，而且

所需頻寬不超過 1.25MHz。這個階段的設計重

點在於能夠更快更有效地傳送數據。第三階段 

CDMA2000 1xEV-DV 強調語音與數據的即時功

能，並提高它們的傳輸效率。 

 

3.1.5  3G 是以 IP 技術為主 

所有新的行動網路服務都將由 IP 網路提供。IP 將

成為 3G 網路的傳輸技術，以提昇網路效率，並降低營

運成本。IP的即時功能可以快速處理各種網路要求。IP 

原是網際網路使用的連網技術，目前被應用於無線通訊

網路上。行動通訊產業現在正朝向全 IP 網路發展。IP 

技術可讓單一網路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總之，全 IP 網

路包括廣泛使用 IP 技術，以及提供新的行動網路服

務。最重要的是可以提供新類型的行動通訊服務，也就

是，通話時可看到對方影像的多媒體通訊服務。IP 是項

重要的技術，透過國際間的研發，將持續發展。例如，

最關鍵的新一代 IP 第六版 ( Ipv6 ) 將可支援無限制的

位址容量。如此，IP 非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多重服務技



25 

術，可以同時傳輸數據、語音和視訊，而不影響傳輸的

品質。所有行動網路服務都可在全 IP 網路落實。IP 技

術將應用在無線通訊網路的兩個不同層級中：第一個是

應用層。IP 是所有新行動網路應用的基礎。在這個層級

內，IP 執行於手機與手機間，或是終端機與應用伺服器

之間。另一個是資料傳送層。IP 在兩個節點之間傳送資

料或連結網路節點。對於行動網路應用及行動語音服務

而言，IP 的連結功能和層級式架構可增加彈性，也可降

低成本。在 3GPP'99 標準中，IP 並不被視為通用傳輸

技術，而 3GPP Release 4 ( R4 ) 則把 IP 配合 ATM，

作為 WCDMA 無線接取網路上可供選擇的傳輸技術。

目前 3GPP2 ( 第三代行動通訊合作夥伴方案二 ) 針對 

CDMA2000 網路為基礎的端對端 IP 解決方案標準正

在取得協議中。目前，3GPP2 正與 3GPP 緊密合作，

務必確保 3G CDMA 系統的核心網路及 IP技術的演進

能夠與 WCDMA 系統相容，反之亦然。另外，3GPP2 也

與 IETF 緊密合作，務必取得各種版本標準，如無線 IP 

與 IPv6 的一致性。就像 3GPP 的目標一樣，3GPP2 目

前正把電路交換網路 ( 僅語音 ) 界定階段性的演化標

準，以使其達最終可以支援全 IP 服務（ 語音、數據及

多媒體 ）標準。如何使新系統與現在既有系統相容也

是工作的重點。最重要的策略就是讓電信服務業者可以

在新標準下，立刻可以提供消費者高品質的語音、數據

及視訊服務。同時，不久的將來也可演進到 IP 網路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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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無線應用協定( WAP ) 

WAP 是個開放性的標準協定，可讓使用者透過手

機就可上網，擷取網際網路服務，如電子郵件、電子商

務及資訊等服務。 

WAP 最初是由易利信率先開發的，之後與摩托羅

拉、諾基亞及 Phone.com 等公司共同成立產業標準研

討組織 ─ WAP Forum。目前會員總數有五百多人，都

是各產業如電信、資訊科技、媒體及娛樂業的領導廠

商。會員仍在持續增加之中。 

WAP 是建立行動網路的基石，提供行動應用服務

的開發平台。這些行動應用都是以無線網際網路技術為

基礎。目前，WAP 是把現有的網際網路技術轉換到無

線網路環境。而且，能使行動網路成真的技術將超過以

往的任何技術，其中包括能夠以寬頻無線高速「隨時連

接」封包數據的手機，以及更高容量與更佳品質的核心

網路技術。封包數據技術 ( 可用於 EDGE 與 WCDMA 

之 GPRS ; 及用於 CDMA2000 之 Mobile IP ) 將能夠

提供更快更方便的服務。WAP 可支援所有的網路類型

與無線裝置標準，因此，極有潛力成為真正的全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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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手機業 

手機龍頭諾基亞就宣布，今年全球發行的手機當中，將有一

半是 3G 手機，手機通路商神腦國際營運總經理邱致忠認為，3G

手機的數量將會帶動另一波價格的低廉，他預估今年手機整體出

貨量約六五○～七○○萬，其中 3G手機約佔一○％～一五％。 而

在手機價格方面，中華電信也將在第三季開始推出六千元的平價

3G 手機，期望帶動３Ｇ市場新一波起飛。「在語音的營收幾乎沒

有成長的情況下，未來電信公司會愈來愈焦慮，」春水堂科技董

事長張榮貴認為，電信業者會更加積極投入 3G這塊有成長潛力的

數據服務市場。 

台灣地區的手機門號在 2006 年第三季達到 2,297萬戶，門號

普及率（手機門號數除以全國人口數 註一）高達 100%，從數據

上看來，每個台灣民眾至少有一個門號。早在 2003 年第三季，台

灣的手機門號普及率曾高達 113% 註二，台灣用戶對於行動通訊

的熱愛，也創下當時世界第一的紀錄。但在後續的時間內，電信

業者彼此合併且積極整頓手機門號的影響下，台灣地區的手機門

號數呈現下滑的趨勢，門號普及率也越來越低。本季再度回到

100%的普及率，足見行動通訊已成為台灣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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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手機門號在 2006 年第三季成長至 2,297萬戶，但成長率卻

比上季微幅下滑，只有 0.8%，是最近這四季來成長幅度最低的。自從

2005 年底，台灣的 3G開台以來，3G用戶一直是手機門號的主要成長

動力。截至本季為止，3G 總用戶數為 270.6 萬戶，比上一季增加了

23.4%。3G 開台不到一年，3G 用戶的成長率就已經比 2005 年底增加

了 103.2%。2006 年第三季每個月的 3G 用戶成長率也都突破了 7%。

3G用戶的逐步成長，證明台灣民眾對於新科技的接受度頗高，有利於

發展行動加值服務與創新應用。 

圖 3-1 台灣手機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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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行動上網用戶成長趨緩 3G 數據用戶達 GPRS一半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資料顯示，台灣

的行動上網（Mobile Internet）人數為 899萬戶，較上一季

增加 1.4%。透過 GPRS 行動上網的用戶約有 505萬戶，佔

行動上網總用戶的 56%。但 GPRS 行動上網用戶已有減少

的趨勢，取而代之的是 3G 數據服務與 PHS用戶  註三，

本季共有 384萬戶，較上一季增加 17.3%，也佔了行動上

網總用戶的 42.7%。 

圖 3-2 台灣 3G 手機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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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 GPRS與WAP用戶的逐步衰退，未來的行動上網主

力將會以 3G 數據服務與 PHS 用戶為主。3G 資料下載速率可達

384Kbps，而且國內電信業者紛紛推出 3G 網路卡給筆記型電腦

使用，3G 行動網路的服務範圍比起 Wi-Fi 無線網路更廣，對於

行動上網（Mobile Internet）而言，3G上網更為實用。 

而新的 HSDPA（又稱為 3.5G）更是增強了 3G 行動網路的

資料傳輸功能，讓資料下載速度提升到 1.8~3.6Mbps，HSDPA帶

來的行動寬頻上網，將比目前的Wi-Fi無線上網更具吸引力。而

且這樣的寬頻上網服務，直接面對了 2M ADSL有線寬頻的用戶

市場，也帶給消費者更多的選擇，更減少了有線網路「最後一哩」

建設的問題，可見行動上網將是值得關注的未來之星。 

 

 

圖 3-3 台灣行動上網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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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行動加值服務將帶來新的成長動力 

台灣的手機門號與行動上網用戶，一直以來都維持

在高水準的狀態。但行動加值服務卻一直維持在低水

平，只佔了行動通訊業者營收的 5%~10%之間。相對於

日本、韓國的高度發展，台灣的行動加值服務仍有極大

的成長空間。 

3G開台以後，3G用戶逐步增加更成為台灣行動用

戶的成長主力。3G與 HSDPA的出現，提供了行動上網

更優質的頻寬，也帶了更便利的行動通訊環境。行動加

值服務在台灣仍以簡訊、圖鈴下載等基本功能為主，唯

有創新的應用服務，才能讓用戶轉向行動加值服務，並

為行動通訊業者開創新一波的 ARPU 值（用戶平均收

益）。 

在推廣行動上網方面，除了 3G 之外，政府的

M-Taiwan（行動台灣）計畫更積極投入WiMAX（又稱

為 4G）的寬頻無線網路建設上，服務範圍更廣、資料

傳輸更快速的無線網路環境，將為台灣帶來更具競爭力

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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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阿貴 到 3G舞台當明星  

對網路動畫明星阿貴來說，不論是在網路還是手機上表演，「輕、

薄、短、小」的四大演出原則沒有改變，以製作網路動畫阿貴成名的

春水堂科技董事長張榮貴說，因為電腦和手機螢幕大小不同、加上節

奏感和使用情境的差異，讓手機上的表演和網路有著些許差異。 比方

說，因為觀眾在使用手機的情境可能比較吵雜，所以在音效製作上必

須單純些，以讓觀眾聽得清楚為主，加上手機螢幕比電腦小的關係，

所以阿貴的演出就必須盡量以特寫和近照為主，避免遠鏡頭造成觀眾

完全看不到阿貴本人細膩的表情演出。 看好這全新 3G 舞台新商機，

和成熟的收費機制，春水堂科技也預計兩年內將投入八千萬製作成

本，全力進攻這新舞台。  

口袋偶像 走上 3G伸展台  

「嗨！大家好，我是立威廉⋯⋯，」手機螢幕上那頭的三立電視

劇「綠光森林」男主角正對者手機上的觀眾說話，全新的 3G舞台，也

開始讓明星走出電視機，跨進新的表演天地。 透過偶像劇結合電信業

者，三立電視台還成立數位內容部，讓旗下各類節目重製、加值後，

轉換到各種媒體平台上呈現。不僅如此，台灣移動科技還成立「台灣

手機電視台」專門提供 3G專屬影音內容，就是要搶攻未來 3G影音的

新商機。手機觀眾和原先電視很不一樣的是，並沒有一次看上一個小

時節目的性質，為了符合新型態觀眾的需求，電視台開始重新剪輯後

製長時間的電視劇，把它變成每集十分鐘左右的內容外，還創造手機

原生內容，讓所有粉絲都能看見特製的獨家幕後花絮。同時為了打出

好口碑，在 3G的舞台上，往往同樣的電視劇，卻能夠比電視機前面的

觀眾，「搶先」幾天看到節目內容，為的就是要在新的舞台上發光發

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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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女主播 走上 3G報氣象  

「大家好，這兩天東北季風開始轉強，外出的民眾一定要多加件

衣服保暖，」這是黃雅玲剛進入主播台的播報，只是她所面對的螢光

幕並不是電視機，而是手機螢幕。日本民間氣象公司 Weathernews 和

遠傳電信公司合作，推出「OHA! 天氣」3G 服務，跨足 3G 新舞台，

在手機隨身攜帶的特性，在每則一分鐘的氣象預報，將實用的氣象資

訊，用娛樂的方式，結合在地文化與習俗，報給 3G的觀眾，希望在充

滿了戲劇和偶像的新舞台上，以有用資訊的提供，抓住觀眾的眼光。  

亞洲第一部 中文 3G手機偶像劇  

當手機逐漸成為新一代娛樂舞台時，為 3G打造「量身訂做」的戲

劇內容，成為另一波競逐的新焦點。為了擺脫其他來自網路、電視、

電影各路明星撈過界的壓力，專門針對 3G舞台所打造的明星偶像劇，

自然有著獨特的「原汁原味」。 日前由新加坡新傳媒製作的 3G 愛情

偶像劇《天⋯使我愛你》，從劇情腳本的編寫（每集以三分鐘為主，

符合手機時間短的收視習慣）、取鏡的方式（以近景與特寫為主）、

或是拍攝運鏡的快節奏，都是專為手機「小螢幕」的收視效果所特別

製作。有別於一般電視劇直接移植到手機上時，可能因螢幕過小而看

不清字幕或是主角的臉部表情。 相信在這全新的 3G 表演天地中，人

人不但都想跨行演出外，更有機會找到一群以往所沒有接觸到的新觀

眾和新機會。 

 

以目前 3G客戶已經突破三十萬戶的中華電信來說，因 3G頻寬的

提升，一月份 3G客戶 ARPU達一三○五元，比較 2G客戶 ARPU的七

三三元高近兩倍，看得出 3G 對電信業者的營收成長潛力。 另外，強

調內容服務的行銷訴求，也是 3G推廣的重要關鍵。從最近 3G手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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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訴求觀察，強調手機功能和服務對消費者的好處成為主流，「3G」

字眼不見得要出現在宣傳上。「談 3G技術會讓消費者退卻，」台灣大

哥大副總經理王中永指出，除了強調客戶聽懂的語言，並讓消費者了

解到 3G提供的價值才是關鍵，更要替客人提供 end to end（終端到終

端）的服務。遠傳電信總經理楊麟昇更是直言，「談 3G，服務絕對是

吸引消費者的關鍵，」3G科技本身什麼都不是，沒有服務的話，消費

者看見的只是更貴的技術而已。  

3G通訊科技的演進，即將帶起一場前所未見的市場競爭和版圖位

移，每個人都得吸口氣，走進前景不明的渾沌之中，沒有人是一定的

贏家，但肯定人人都有機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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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本文主旨在探討消費者對於3G手機認知與行為研究。本章共

分為六節，第一節為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第二節提出構面說

明；第三節為研究假說；第四節為抽樣方法；第五節為問卷設計；

第六節為問卷。 

 

4.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是以計畫行為理論為基礎，依據相關文獻探討影

響消費者購買3G手機的因素及採用意向。因此，研究重點將著重

於消費者行為與影響行為意願的相關因素與相關變數等要因之分

析。如圖3-1。 

 

 

 

 

 

 

認知有用性 

認知易用性 

態度 
 

行為意願 

使用行為 

H1

H3

H4

H1

H2

圖 4-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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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構面說明 

    本節將針對研究的各變數之觀念定義及操作型定義予以說明，包

括認知有用性、認知易用、態度、行為意願與使用行為。架構說

明如表4-1。 

構面 觀念定義 操作定義 來源 

認知有用 

在組織環境中，使

用者對於使用3G統

將會提高其工作績

效或學習表現的期

望主觀機率。 

使用者相信使用

3G系統之後，他的

工作績效可以獲

得提升的程度。 

Davis(1989) 

認知易用 

使用者所認知到學

習使用資訊系統的

容易程度。 

使用者相信使用

3G系統不需要耗

費任何力氣的可

能性。 

Davis(1989) 

行為態度 

意指使用者使用資

訊科技的態度同時

受認知有用與認知

易用影響。 

使用者對於3G的

態度。 

Fishbein & 

Ajzen(1975) 

行為意願 

TAM 認為行為意

願同時受個人對使

用系統的態度與認

知有用所影響。 

使用者認為科技

會增加他們的使

用率。 

Fishbein & 

Ajzen(1975) 

使用行為 影響信念的主要因 使用者受環境影 Hubona & 

表 4-1  架構說明 



37 

 

 

4.3 研究假說 

本研究針對消費者對於3G手機的認知與行為做研究。根據研究架構進

一步提出的假說，說明如下: 

根據TAM認為信念會影響態度，進而影響意願，再轉而影響

實際行為和TRA認為行為意向會受到「態度」及「主觀性規範」

所影響。而個人行為會直接影響決定因素就是行為意向，至於其

它可能造成行為影響的因素，皆是透過行為意向間接影響行為。

因此，當個人對行為的態度愈正向，則行為意向愈高；反之，當

個人對行為的態度愈負向，則行為意向愈低。根據敘述說明，提

出五項假說，整理如下: 

H1: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有用性」、「易用性」越高，則對於3G

手機的「態度」愈正向。 

 

H2: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易用性」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有

用性」愈正向。 

 

H3: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態度」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行

為意願」愈正向。 

 

H4: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行為意願」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

「使用行為」愈正向。 

素為態度，而態度

會影響使用行為。 

響使用程度。 Geitz(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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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抽樣方法 

    本研究所要調查的對象為消費者對3G的了解和使用程度，本研究

採用抽樣的方式，選定台中地區大學學生，共300位受訪樣本發出

問卷。 

    在幾乎人手一機的台灣市場上，隨著電信業者紛紛推出電信應用

服務，一般消費市場的3G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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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問卷設計 

    問卷的編制過程，首先以相關理論及文獻為依據，編製問卷的初

稿，並經由學者專家及前測後的建議做修正。說明如下： 

 

4.5.1 相關文獻蒐集 

     蒐集與本研究相關文獻，加以整理彙總，作為問卷內容之             

     依據。 

4.5.2 問卷初稿編製 

     經由相關文獻整理出的資料，進行觀念的定義以及操作化 

     定義。以文獻中學者專家所發展的相關量表作為依據，在 

     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加以適度修改，編製成本研 

     究之問卷初稿。 

4.5.3 學者專家審核 

     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敦請學者專家校閱針對問卷初稿內          

     容上提供建議。 

4.5.4 問卷初稿修正 

     根據學者專家所提供之建議進行修正。 

4.5.5 問卷定稿 

     經由上述程序，完成本研究的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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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 

本研究以台中地區大學學生作為研究母體，以下分為樣本描述、

敘述統計與信度、相關性分析、差異性分析四部分討論之。 

 

5.1樣本描述 

本研究在 300份問卷中，回收 290份問卷，扣除掉無效問卷 6份，

有效問卷 284 份，回收率 94.6%。人口統計變數之次數分配詳如表

5-1。 

 

表 5-1  人口統計變數之次數分配 

項目 類別 樣本數 百分比 

男 106 35.3% 
性別 

女 178 59.3% 

18~20歲 121 40.3% 

21~23歲 147 49.0% 年齡 

24~26歲 16 5.3% 

5000以下 71 23.7% 

5001~10000 105 35.0% 

10001~20000 86 28.7% 
所得 

20001~30000 2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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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敘述統計與信度 

本研究五個構面共計 30個變數，分別計算出其平均數及標準差，每

一構面並單獨計算 cronbach α，均在 0.8以上，顯示每一構面之信

度良好，詳如表 5-2 所示。在平均數方面，發現「易用性」構面之

分數較高，顯示受測者在知能及意圖上，與系統功能之本質概念是

較接近的；相較之下在「使用行為」構面上分數最低，顯示受訪者

對於 3G 手機的行為意願普遍不足，導致其使用行為之低落。至於

在標準差方面，五個構面之差異性普遍不高，主要原因是受訪者是

否了解及需要 3G系統有關，將在後續章節中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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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變數敘述統計與構面信度 

構面 衡量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信度 

使用 3G 手機可以讓我更快

完成上網。 

2.65 0.70 

使用 3G 手機將改善我上網

的功效。 

2.61 0.72 

用 3G手機上網，使我增加上

網的速度。 

2.63 0.77 

3G 手機將可以提高我上網

的效能。 

2.57 0.64 

3G 手機將可以很容易完成

我上網的目的 

2.65 0.68 

對我來說，使用 3G手機有助

於上網。 

2.51 0.77 

在我的生活當中，使用 3G手

機將可以讓我更快獲得資

訊。 

2.80 0.85 

使用 3G 手機將幫助我提升

工作效率。 

2.79 0.95 

使用 3G手機，將可以提升我

食衣住行育樂的購物便利。 

2.87 0.78 

有用性 

使用 3G手機，將可以提供有

用的服務及資訊。 

2.93 0.52 

0.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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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3G 手機將可以更容易

地完成我的工作。 

2.80 0.80 

使用 3G 手機對我的生活是

有用的。 

2.74 0.68 

學習操作 3G 手機對我來說

是容易的。 

2.96 0.88 

使用 3G 手機去做我想做的

事是容易的。 

2.83 0.86 

我對 3G 手機的操作是清楚

且充分了解的。 

2.60 0.96 

我發現 3G 手機的操作使用

是很有彈性的。 

2.92 0.70 

熟練地使用 3G 手機對我來

說是容易的。 

3.05 0.72 

易用性 

我發現 3G 手機是容易使用

的。 

2.71 0.94 

0.8410 

對我來說，能購買 3G 手機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2.71 0.81 

對我來說，購買 3G 手機是

很有價值的。 

2.52 0.85 

對我來說，購買 3G手機是非

常愉快的。 

2.59 0.92 

態度 

對我來說，購買 3G手機是有 2.62 0.77 

0.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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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 

我有能力會去購買 3G手機。 2.40 1.18 

我將有意願使用 3G 手機內

提供的功能。 

2.53 0.95 

我願意去購買 3G手機。 2.45 1.13 
行為意願 

我會因為親朋好友的使用

3G手機的影響，增加自己的

意願。 

2.23 1.08 
0.8097 

我會對新的流行 3G手機，感

到興趣加以購買。 

2.45 1.02 

我為了炫燿而去購買時尚

3G手機。 

2.13 0.86 

我會受電視、平面廣告而去

購買 3G手機。 

2.21 0.98 
使用行為 

我會因為 3G手機的特價，而

去購買 3G手機。 

2.73 1.19 

0.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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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相關性檢定 

H1:消費者知覺到使用 3G手機的「有用性」、「易用性」越高，則對

於 3G手機的「態度」愈正向。 

此假說之迴歸自變數有二個，採 Enter方式全部納入迴歸模式。

在共線性檢定部份 Tolerance 均大於 1.0，因此不存在共線問題。迴

歸總檢定部份，p-value=0.000，非常顯著，且解釋能力達 54.8%，

亦十分良好。但在個別係數檢定上，僅「易用性」呈現顯著，自變

數「有用性」不顯著。 

 

H2: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易用性」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

「有用性」愈正向。迴歸結果顯示，「認知易用」對於「認知有用」

顯著性是存在的，p-value=0.000，解釋能力為42.4%。 

 

H3: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態度」越高，則對於3G手機的「行

為意願」愈正向。迴歸結果顯示，「態度」對於「行為意願」用顯

著性是存在的，p-value=0.000，解釋能力為33.6%。 

 

H4:消費者知覺到使用3G手機的「行為意願」越高，則對於3G手機

的「使用行為」愈正向。迴歸結果顯示，「行為意願」對於「使用

行為」的顯著性是存在的，p-value=0.000，解釋能力為32.2%。 

整理 H1至 H4檢定之統計摘要，詳如表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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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假說 H1至 H4迴歸檢定之統計摘要 

假說 應變數 F 值 p-value Adj-R2自變數 係數 t 值 p-value TOL 

截距 0.156 -0.20 0.984  

有用性 -0.062 -1.183 0.238 0.574H1 態度 172.375 0.000 0.548 

易用性 0.781 14.816 0.000 0.574

截距 0.852 6.523 0.000  
H2 有用性 208.911 0.000 0.424 

易用性 0.652 14.454 0.000  

截距 0.567 3.575 0.000  
H3 

行 為 意

願 
144.284 0.000 0.336 

態度 0.582 12.012 0.000  

截距 0.112 10.311 0.000  

H4 
使 用 行

為 
135.210 0.000 0.322 行 為 意

願 
0.569 11.62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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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H1至 H4檢定之結果，以圖 5-1表示之。其中箭頭為實線者表關係

顯著，旁邊之數字代表迴歸係數；箭頭為虛線者表關係不顯著，不予

標示係數；而構面內之 adj-R2 為判定係數，代表自變數對應變數的解

釋能力。 

 

圖 5-1  研究架構分析結果 

 

 

 

 

 

 

 

 

認知有用性 
adj-R2=0.424 

 

認知易用性 

態度 
adj-R2=0.548 

 

行為意願 
adj-R2=0.336 

 

使用行為 
adj-R2=0.322 

0.652 

0.781 

0.582 

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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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差異性檢定 

在差異性分析方面，本研究分別考量性別不同、年齡、所得不同、，

對上述五項認知行為構面是否產生差異。 

 

H5：性別不同，會導致認知行為之差異 

本研究 284 個樣本，由此計算出男性有 106 人、女性有 178 人，

以獨立樣本 t檢定進行之，結果摘要如表 5-4。 

 

在表 5-4中可發現，性別之不同，對於「態度」、「行為意願」、「使

用行為」構面有顯著差異。從平均數分析，女性之強度均大於男

性，由此可見，女性認知 3G手機，對「態度」較高，覺得「行為

意願」較高，「3G使用行為」亦較高。統計摘要詳如表 5-4所示。 

表 5-4  性別差異對於認知行為之 t檢定 

男 女 

構面 樣 本

數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樣 本

數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變異

數 

相等 

t值 p值 

認知有用

性 

106 2.6783 0.4670 178 2.7152 0.6381≠ -0.559 0.576 

認知易用

性 

106 2.7252 0.5180 178 2.8883 0.6042 = -2.318 0.017*

態度 106 2.3226 0.8003 178 2.7169 0.6405 = -4.563 0.000*

行為意願 106 2.3145 0.9325 178 2.4532 0.8683 = -1.267 0.206 

使用行為 106 2.1769 0.9392 178 2.5000 0.6775≠ -3.095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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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受訪者基本屬性之不同，會導致 3G認知行為之差異 

有關受訪者基本屬性，本研究選定年齡、每月所得、等兩項類別

變數，對五個 3G手機認知行為構面進行 ANOVA檢定。結果發現

三項不顯著，「3G使用態度」不會因為年齡和所得有所影響。「3G

使用行為」不會因為年齡而有所影響。統計摘要詳如表 5-5所示。 

 

表 5-5  不同屬性的受訪者，對 3G手機認知行為差異之檢定 

構面 屬性資料 F值 p-value Post Hoc 

年齡 4.083 0.018* 1<3 

2<3 

所 以 24-26

歲對認知 

用性較高 

認知有用性 所得 12.438 0.000* 1<2 

1<3 

1<4 

所以 5000以

下對認知有

用性較低 

認知易用性 

年齡 6.670 0.001* 1<3 

2<3 

所 以 24-26

歲對認知易

用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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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7.973 0.000* 1<2 

1<3 

所以 5000以

下對認知易

用性較低 

年齡 2.480 0.086  
態度 

所得 0.502 0.681  

年齡 4.312 0.014* 1<3 

所 以 24-26

下對行為意

願較高 

行為意願 所得 11.250 0.001* 1<2 

1<3 

所以 5000以

下對行為意

願較低 

使用行為 年齡 1.982 0.140  



51 

所得 14.644 0.000* 1<3 

2<3 

4<3 

所 以

10001~20000

對使用行為

佔有較高的

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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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6.1結論 

3G是第三代行動通訊。它是一種新興的無線通訊技術，可提高高

速擷取網際網路服務。它將增進並擴大我們日常生活的機動性。而它

強化行動網路的功能，提供隨時隨地高速上網，擷取內容豐富的休閒

娛樂、查詢資訊及行事行動電華商務。無需只靠個人電腦、家庭電腦

或電視機才能享受這些服務。依據以上分析與討論，得到下列幾項結

論。  

1、本研究利用科技接受模式（TAM）作為研究架構之基礎，來探討消

費者對於 3G 手機認知與行為研究。結果發現路徑大致都顯著，顯

示研究架構尚稱理想。消費者對 3G 手機認知與行為，是符合本文

之研究架構，亦即符合 TAM與 TRA之構面關係。 

2、由問卷分析顯示平均 3G 手機接受程度也並不高。消費者使用購買

3G手機意願不高；對於 3G手機功能及加值服務不了解，吸引消費

者的程度並未很強烈。這樣消費者看到的只是更貴的技術服務而

己；處於飽和期的 2G市場消費者已經習慣於 2G的服務,而 3G的服

務雖然有提供更多的服務但使用影像電話的時候更是耗電，多媒體

的行動應用服務上 video或 TV的應用，播放長度是關鍵。 

3、在差異變數上，僅發現「3G 使用態度」不會因為年齡和所得有所

影響。及「3G使用行為」不會因為年齡而有所影響。在本研究發現

認為 3G 的殺手級應用會影響到 3G 使用態度以及行為，在於螢幕

小，無法看太久，精神上以及眼睛容易造成疲勞，雖然說是隨處可

看，但是在行走當中、做其他事情的時候，就不太可能盯著螢幕看，

要知道及時新聞，聽廣播比較實際。節目長度也會造成內容無趣，

反而手機短片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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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據資料分析結果顯示女性對於 3G 手機的認知行為態度均大於男

性，由此可見，女性認為使用 3G 手機能夠提高工作積效或學習表

現，容易取得資訊，3G手機設計上也比較流行、時尚、多媒體應用

功能比較講求，對於追求流行女性族群有極大市場商機。 

 

雖然在傳統桌上型電話很早就有影像電話技術，並且有成熟的產品（有

些 產品靠連線網際網路傳送影像資料，有些只要接上一般電話機即

可， 不須上網），但大部分的應用依然侷限在特殊的場合中，例如跨

國企 業之間的會議等，親人出國時相互連絡等，一般人很少有需求。

對於重視隱私權族群一般電話的使用已經超過百年，人們非常習慣把

電話放到耳朵旁邊說話。講電話的樂趣，常常是因為看不見對方。因

為人與人之間需要距離，當我們與其他人見面時，我們會整理服裝儀

容，然後相約在某個 場合見面。那就是一種距離。所以拓展 3G普及，

重心不應放在費率戰，應該回歸手機基本面，提供更多樣化、種類更

多的手機，搭配價格門檻降低手段，來吸引消費者申辦。而電信業者

若一味透過「客製化手機」設下技術門檻，也無法把餅做大，只會限

縮 3G 手機的經濟規模。 

6.2、建議 

隨著科技怏速的發展，現今的社會經濟環境與型態與過去已經完全不

同，在歷經網際網路的發達，行動通訊的便利性、流通性及完整性，

也使人們摸索出行動機訊的經營獲利之道。 

行動通訊與網際網路服務齊頭並進，快速成長，加上行動網跛服務的

預期成長趨勢，許多的相關服務都將因 3G的高速存取與多重服務功能

而受惠。以往的 2G手機消費者對於簡訊或鈴聲下載外的大多數無線寬

頻數據應用，都缺乏付費使用之意願，道致服務業者多無法真正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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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寬頻應用來獲致收益。藉由本研究之探討，歸納下列建議 

1、加強個人化的加值服務 

要提高消費者使用服務的效用程度，該服務必須讓消費者有切身的效

益，而由於每個消費者對於服務所追求的效用不盡相同，故個人化將

是發展關鍵。個人化的重點除服務內容的個人化(如個人化新聞、個人

LBS資訊)外，還包括使用者的個人價值創造，如該服務是否可為使用

者創造實用性的價值(如 mobile mail、手機下單)，或是娛樂性的價值(如

鈴聲、聊天)，或是兼具高實用性與高娛樂性的價值(如交友)等。 

2、客製化的服務 

對消費者而言，服務必須要有明顯或與眾不同的效益，消費者才會願

意付費使用。也因此，營運商所推出的服務應針對特定族群或特定市

場，才會較容易鎖定需求。消費者的換機 需求與使用行為相關，業者

必須以特定訴求來吸引消費者購買新機，如果所推出的服務是針對所

有行動用戶，則該服務的收費必須低廉，或是可由消費者自己創造個

人價值，如MMS、IM或Mobile Mail等，才較易獲得消費者的認同與

接受。也由於行動服務的收益將來自於消費者價值的創造，故預期由

消費者自己創造服務內容，也將成為無線寬頻應用的主流服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