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描述與分析 
本章將先針對四家個案公司進行描述，分別是勝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旭

聯科技股份公司、天下趨勢知識網路股份有限公司、育碁數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每一節基本上都會包含公司基本資料、重要大事記彙整、受訪者基本資

料、創業各期劃分說明、創業各期資源狀態介紹、資源運用想法以及變動

狀況等，最後一節再針對個案進行分析比較。 

 

根據之前文獻探討中可得知目前數位學習產業還在新興發展階段，屬於新

技術應用於新市場情形，因此整個產業之遊戲規則尚未明確，所有廠商與

顧客皆是根據自己本身過去經驗進行市場開發探索，而且自從去年起，政

府公部門之意願與預算配置對於數位學習產業之未來發展影響很大。 

 

第一節  勝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個案背景介紹 

勝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勝典）於 2000年 7月底成立於高雄市，

由中山大學教授與畢業校友共同成立，成立初期員工人數 8人，目前員工

人數已達 75人，公司資本額約 2500萬元，公司目前定位為：華文市場的

數位內容提供者。 

 

勝典目前專注於數位學習的內容部分，主要營運範圍為：提供客戶完整的

數位學習解決方案。服務內容有數位學習系統建製規劃輔導、教材 E化顧

問輔導、量身訂做課程及套裝數位化教育訓練課程。公司大記事如下表所

示： 

 



表 4-1-1  勝典大記事 

時間 重要事件 

2000.7 成立於高雄市，員工人數 8人 

2000.9 「教材企劃部」成立 

2000.10 協助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南區研訓中心舉辦「電子

學習高峰會」，正式發表 E-Learning課程 
「媒體製作部」成立，員工人數 12人 

2000.11 「系統開發部」成立，員工人數 18人 

2000.12 協助日月光半導體(股)公司進行教材 E化專案 

2001.1 執行鈺禾興科技(股)公司行銷專案 
「行銷企劃部」成立，員工人數 22人 

2001.2 執行中美和石油化學(股)公司網路課程專案 
執行泛亞電信(股)公司解 FUN樂園網路行銷專案 
執行泛亞電信(股)公司 TVBS芝麻英語行銷專案 

2001.3 執行泛亞電信(股)公司教育訓練 E化專案 
執行保德信 2001義工菁英獎頒獎典禮行銷專案 

2001.4 執行泛亞電信(股)公司報馬仔網路行銷專案 
執行泛亞電信(股)公司知識管理 E化專案 

2001.5 與育碁策略聯盟，協定勝典專注於內容開發，育碁專

注於平台開發，並且共同提案爭取客戶 

2001.11 與育碁共同合作獲得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的投標案--「e 等公務員線上學習計畫」 

2002.2 「e 等公務園」正式上線，目前上線人數破萬 

2002.8 與嘉惠科技合作，將嘉惠引進的 Skill soft 與 Loma 等
套裝課程中文化，並藉由嘉惠所引進的 Leading way
課程開發技術進一步提升了原本教材開發的核心能力

2003.3 員工達 75人 

資料來源：勝典網站，個案訪談，本研究整理 

二、創業分期說明 

在本個案中，將勝典科技成立之前（2000年 7月）視為第一階段；將公司



成立一直到決定放棄平台（大約 2001年 5月）時視為第二階段；將放棄

平台業務，專注於內容製作至今視為第三階段。 



三、第一階段 

概念產生與發展 

蘇總經理為謝副總的學弟，兩人在碩士班是同一位老師指導的學生，因此

很早就彼此認識。之後謝副總去大陸工作兩年，蘇總經理一退伍即考上中

山企研博士班，之後便一直跟老師作 e-learning相關研究，因為中小企業

處在北中南成立研訓中心，北部是政大、中部是東海、南部是中山，蘇總

經理就跟老師在南部做一些 e-learning加值研究，之後覺得這是一個新興

產業，而且有發展性，因此在和老師討論後便決定創立公司，在一開始蘇

總經理其實沒有確定到底要做什麼，只是想說要做跟 e-learning有關的東

西。 

 

在一開始構思時，蘇總經理原先認為因為勝典從中山大學出來，與中山在

長期上可能會有一些合作機會，後來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後來便

直接去攻企業市場。 

 

在創業前，蘇總經理認為市場上廠商都是在平台這個領域，在教材方面大

部分看到之情形都是串流影音，在經過一些 study後發現教材國外其實不

一定是用串流語音方式在做，蘇總經理那時候就想做一些與當時市場不大

一樣的東西，這也是埋下勝典最終選擇內容製作領域的原因之一。 

資源狀態 

蘇總經理與謝副總皆為中山企研畢業，具有中山相關的人際網絡關係。蘇

總經理屬早期接觸 e-learning者，因此對於這方面產業瞭解較多；此外謝

副總在大陸兩年幫其親戚從無到有建立一座工廠，一直到通過 ISO認證，

這實際建廠與營運經驗，對勝典之創立與營運亦非常重要。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與取得方式 

在整個創業所需資源之考量上，蘇總經理一開始時大概只考慮資金和人的

問題。在資金取得方面，蘇總經理有寫一份 BP去找董事與個人股東去要

一些資金，後來找到最主要的股東就是是長谷建設老闆鍾先生，那時候長

谷建設出四百萬，其他六百萬由勝典創業團隊自己湊，因此勝典創立期初

資本額一千萬。 

 

蘇總經理在找到資金之後，第二個重點就是實體設備，這方面鍾先生以優

惠的價格將長谷建設的辦公室租給勝典，第三個就是找人。蘇總經理當初

在中山研究 e-learning產業時就有一個工作室，大概三、四人，那時就有

在 interview一些人，這些都提供勝典在創立時良好的人力基礎。 

資源運用想法 

在此階段，蘇總經理資源使用上其實只有一個想法，最重要的就是找錢，

所以很多動作都是在找錢上面。 

四、第二階段 

公司定位與切入市場 

蘇總經理說勝典一開始也想做 total solution，那時候因為廠商不多，顧客

也才剛開始要做 e-learning，所以那時候大家都會問你：你有沒有做平台、

有沒有做教材，那我們當然都說可以，因為希望顧客的 BASE能夠擴大，

因此勝典一開始想做全方位的提供者，就是技術、服務跟 Content三塊。

勝典 2000年 7月成立，接下來三個月大概就是做一些初步研發，在勝典

剛成立時有兩組人，一組在開發平台，一組在開發教材，在平台方面希望

找到一個較核心的 Function，在教材方面希望找出較一般化之製造流程。 

 



營運項目 

在勝典剛成立一段時間之後，蘇總經理發現專案很難作，那時為了活著，

加上機運，勝典和泛亞電訊在 2001年簽下 e-learning完整解決方案，整的

專案收入占勝典 2001年整年營業額約一半，泛亞從顧問、平台到教材全

部都委託勝典做，而勝典所開發的平台也只賣這一次（因為原已決定不繼

續開發平台了），因此泛亞算是勝典的第一個完整的案子，而泛亞之所以

會選擇勝典，主要是因為泛亞在南部，他們覺得 e-learning廠商都在台北，

在溝通上很麻煩。 

 

也因為泛亞的關係，勝典也跨入行銷相關業務，一般作行銷案件時間很短

但是收入很快，勝典那時候有一小組人在做泛亞的 e-marketing，但 2002

年之後，勝典就已經漸漸淡出這市場，還是有兩三位員工在負責維護泛

亞、保信人壽等一些相關專案，而這部分在今年做一些調整之後可能會整

個都拿掉。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蘇總經理認為最缺乏的是合適的 sales人員，他認為要賣企業學習的 Sales

不像一般賣 IT的 Sales，必須要有MBA與 IT的背景，也就是需要具備雙

重領域背景的人。你必須從顧問角度切入，定位為 sales consulting去協助

企業發展 e-learning，這中間需要許多溝通與互動，你會遇到人力資源部門

人員，你會遇到資訊部門人員，會遇到電子商務的人，會遇到業務單位的

人，你要如何在第一時間從企業策略之角度讓他知道做-learning、做

e-learning教材事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這是很難的。因此蘇總經理認為比較

容易切入這個市場。 

 

蘇總經理說其實勝典之前有 hire許多 Sales，但是後來不論怎樣 train都沒

辦法真上戰場，所以這方面人才十分缺乏，而且目前在 e-learning產業做

的較好的公司，都會有一、兩個這樣的人才。 



資源變化與取得方式 

勝典剛成立時有八個人，蘇總經理和謝副總作業務，有兩位專任教材設

計，多媒體有三位，一位助理；勝典一開始的八個人比較沒有 IT背景的人，

但是後來 2000年 8月時就陸續找一些 IT背景的人來做系統開發。 

 

在公司營運方面，長谷建設老闆直接將他們的管理制度、規章移轉給勝

典，讓勝典可以很快的達到正常運轉狀況，這對一個新創事業來說是非常

重要的。至於營運制度建立之作法，蘇總經理認為有兩個途徑：一是直接

從別的公司移轉過來，一是找一些有經驗的人來作。 

 

在組織與個人能力方面，蘇總經理認為經營企業市場需有兩個關鍵能力。

一個是專業教學設計人才，勝典很幸運剛好有兩個從國外回來的人；另一

個是懂企業管理的人才，也就是企管背景的人，因此勝典一直希望多找些

企管背景的人。 

 

蘇總經理認為與泛亞電信合作是勝典的重要轉捩點，因為泛亞 e-learning

專案，勝典可以接觸各部門的代表，而從相互瞭解中可以找到許多勝典可

以做的東西，例如和行銷部門的人接觸，發現勝典作動畫的能力可以用來

作網路廣告，，後來聊一聊又發現多媒體的人在行銷上還有許多發展空

間，這些都是勝典早期重要收入來源。 

 

此外也因為和泛亞的合作案算是國內少數全方面的案子，從平台、教材到

導入顧問都是勝典負責，這對勝典的名聲建立是很有幫助的，也因為藉由

像中美和石化、日月光、泛亞等南部的客戶，才創造勝典在市場上較好的

名聲，也才讓勝典真正能踏入 e-learning產業。 

資源運用想法 

謝副總認為在資源使用上，勝典比較像利用 try error的方式去接觸或抓住

機會或運氣，因此機會到哪，資源就會到那裡去。謝副總認為勝典的變化



其實不是跟著策略走，而是跟著市場需求走，或是說跟著運氣走，例如說

泛亞電訊，那真的是運氣，而剛好勝典掌握運氣掌握的不錯。 

五、第三階段 

重大挑戰或營運轉變說明 

蘇總經理認為勝典第一次重大轉變可說是決定只作 content時。這決定是因

為在作一些研究之後，蘇總經理與謝副總認為勝典並不能同時作兩件事，

在教材設計方面，勝典有兩位從國外回來的教材方面碩士，因此在教材設

計上較具有優勢；而平台廠商都在台北，客戶也都在台北，因為作平台開

發系統分析很重要，所以需要較長時間與客戶溝通協調把整個流程搞清

楚，所以距客戶遠是很不利的，而且勝典之平台技術相對其他競爭廠商並

未具競爭力，加上在開發平台上只有一兩個 IT的人不構成為能與對手長期

抗戰之核心團隊，因此就決定只作教材，不與其他廠商直接競爭（因為當

時所有廠商幾乎都是平台、教材都作），轉而希望能與其他廠商有更多的

合作機會。 

營運項目 

謝副總認為一開始時勝典比較想作別人的代工廠，就是說如果你有客戶他

需要課程，那我就幫他做。此外勝典與育碁策略聯盟，自 2001年年底一

起標下「e等公務園」標案後，便一直聯手進攻政府專案，在合作上由勝

典負責 Content，育碁負責平台。 

資源變化 

在資源上一個變化是發展與其他廠商間之合作關係，因為勝典專注在教材

製作，不直接與其他平台廠商競爭，應此有許多合作機會，例如與育碁合

作標下「e等公務園」政府標案。 

 

在人員方面，目前勝典約有 75位員工，大約有 30個企畫，30個多媒體人



員，5個 IT人員，5個行政。此外在資金方面，勝典於 2002年 7月增資至

2500萬，嘉惠科技投資一千多萬元取得 51%股份，2002年第四季長谷建

設鍾老闆將手上股票全數賣給嘉惠集團，因此目前勝典約三分之二的股票

屬嘉惠集團所擁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原始創業股東所擁有。 

 

蘇總經理說在 2001年第四季之後，嘉惠集團幫勝典導入國外的「課程開

發系統」，這套系統提供ㄧ個快速且結構化之開發教材方式，這對於組織

來講是一種生產方式的改變，整個人力、生產流程都需調整，導入這個系

統之後，讓勝典在整個開發上較有效率，2002 年上半年幾乎都在做系統

使用相關之調整與微調，就是讓員工較熟悉整個運作流程，而這讓勝典在

content製作方面之技術又有所提升。 

 

謝副總說勝典希望創ㄧ個課程代工模式，在過去課程製作比較像是多媒體

的創作，比較不像知識的模組化、結構化，由於勝典整個導入國外系統，

從整個技術到觀念都作更改，因此算是生產方式的重大改變，在技術上和

我們原來的東西有一段很大的落差，有的是可以沿用的，有些是要作調整

的，後來發現在改變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可分成下面兩類：一是技術的瓶

頸，一是生產流程的改變。後來發現這工程比原來想像的要大很多，一直

花了半年，還靠一兩個嘉惠科技給的專案一直不斷嘗試才成功。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蘇總經理認為關於如何善用 e-learning特質，如何將數位技術用到最好，

使其發揮學習上最大功效的能力是最重要且缺乏的。此外蘇總經理認為由

於台灣發展較國外晚一點，因此在核心技術方面（課程設計）勝典透過與

美國原廠（Skill force）合作獲得。勝典現在花比較多時間研究的是如何在

同樣的系統、同樣的生產設備下，如何將國外合作廠商所提供的 solution

發揮到最好。 

 

謝副總認為製程能力是另一個很重要且缺乏的能力，這是一個整體的能

力，製程你可以將它 set up好，可是熟悉這個製程的大量團隊在哪裡，這

牽涉到你所能提供的 capacity有多大，例如你ㄧ個禮拜能作幾小時教材，



因此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是我們不僅是團隊人數的增加，是 Capacity的提

升，其實勝典到 2003年 6月就會增加到一百人，但真的能作這件事的人

還停留在六、七個，因此產量沒有增加，因此要增加能管理整個課程製作

流程的人。 

 

謝副總認為此外還有一些周邊能力是很重要且缺乏的，一個是管理能力，

因為勝典的員工要不是一畢業就進勝典，就是工作一、兩年就進勝典，因

此都沒有管理經驗，但當勝典發展到一定的規模之後，在一些比較行政管

理、或是需要專業判斷的部分應該需要有專業的經理人來幫忙，因此找管

理的人才是很重要的關鍵，但這又牽涉到如果從外部空降，目前內部員工

是否會願意接受。此外一個是具銷售能力的人一直是很缺乏的，你要如何 

讓對方認為很有價值，願意花錢買，這之前提過這需要跨領域的人才。 

資源運用想法 

謝副總認為勝典作決策時很少是因為策略，往往是因為實際需要，通常都

是一直作一些微調，一直調到最適合的狀態。例如因為現在有七十幾個員

工，日常行政很亂，所以就要劃分部門，這是因為行政的需要；例如勝典

一開始也沒想到要放棄平台，老實講就是說其實沒什麼涉入，慢慢地，自

然而然 Content的部門越來越大，自然而然學會製作動畫，然後慢慢地往

那方面走，所以不是說想ㄧ個很偉大的策略，而是每天每天的微調。 

 

謝副總提及勝典目前依課程製作對象之不同分成四個部門，就是銀行、保

險與金融、政府（針對政府標案）、科技相關（針對像工研院這樣的對象），

在不同部門都有對該領域知識深入瞭解的人才，這樣是為了能做出對方真

正需要、覺得有價值的課程，因為這才會有價值，而不是很淺的加值、只

是提供很廉價的服務。 

 



第二節  旭聯科技股份公司 

一、個案背景介紹 

旭聯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簡稱旭聯）在 1996年 7月成立於台南，為台灣

最早的網路公司之一，初期以提供「網際網路資料庫軟體」產品為主，在

1998年因網路市場逐漸成熟，旭聯科技開始積極投入網站經營，其主要的

網站之一「網路同學會（www.cityfamily.com.tw）」，目前累計會員已逾八

十萬人，社團總數亦逾六萬個社團，已是台灣最大的虛擬社群網站。 

 

旭聯目前經營主軸為網路學習事業，提供各級學校、企業機關、補教業完

整專業的網路教學平台建置及整體服務。旭聯客戶群包含許多大專院校及

企業機關，如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科法所、彰化師

範大學、國家圖書館、巨匠電腦、中國生產力中心、和泰汽車、台灣人壽…

等等學校及企業，協助其建置網路學習平台。旭聯大記事如下表所示： 

 

表 4-2-1  旭聯大記事 

時間 重要事件 

1996.7 旭聯科技在台南成立 

1996.8 成功開發網路人力資料庫系統（www.jobbank.com.tw） 

1996.9 成功開發 Cable Internet System網路有線電視系統 

1996.10 成功開發 Super Radio System網路電台系統 

1997.1 與高雄市政府、慶聯有線電視、港都有線電視合作，推出電

子便民網路有線電視系統 

1997.2 成功開發出 Net-Merchant網路商城程式 

1997.5 成功開發出 Building Internet System網路大樓系統 

1997.7 旭聯科技台北公司成立 

1998.5 推出新版網路工作銀行 www.jobbank.com.tw網站 

獲 TVBS週 刊評為「最人性化的求職網站」 

1998.7 推出 City Family網路同學會網站，目前為全台最大虛擬社



群，擁有超過 250萬會員 

1998.11 協助國內最大型型錄公司—統一型錄，建置網路電子商務 

系統，率先開發出網路即時線上 Online SSL付款系統 

1999.4 與國內主要郵購業者統一型錄合作，針對不同屬性 社群推

出相應產品與廣告，首創國內網路分眾行銷、結合虛擬社群

與電子商務先例 

1999.7 獲商業週刊評鑑為台灣最值得投資的社群網站 

1999.8 獲宏碁集團投資 

1999.11 成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華人區域社群網站 

2000.2 City Family網路同學會會員數突破 50萬人。新股東加入：

宏網集團、宏碁科技、台灣大哥大、中時科技、中經合、中

華國際開發、廣達集團及裕隆 

2000.5 推出 e-learning網路教學平台 

2000.8 宣布跨足網路教育事業，宣布將與 Hi Net合作建置最大的網

路學園（E-learning Mall），推出Wisdom Master（智慧大師）

網路教學平台 

2001.5 陸續與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國立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

國立清華大學簽約，提供e-Learning線上教學系統的完整解

決方案與服務 

2002.5 標下 1600多萬元的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Learning Portal 

2002.7 旭聯「智慧大師」教學平台由資策會認證通過，為國內第一

家符合 SCORM 1.2 標準的廠商，目前約佔台灣學校 70%市

場 

2003.2 旭聯在台大之 e-Learning系統遭駭客入侵，導致學生無法正

常使用部分課程，但已迅速解決 
資料來源：旭聯網站，個案訪談，本研究整理 



二、創業分期說明 

在本個案中，將旭聯真正跨入數位學習產業之前視為第一階段1（約為 1999

年年底以前）；將旭聯從幾位研發人員進行 e-learning平台研發、從平台業

務切入市場的過程視為第二階段（約為 1999年年底以後至 2001年年中）；

把旭聯將整個公司之經營重點放在 e-learning市場至今（約為 2001年年中

之後）視為第三階段。 

三、第一階段 

概念產生與發展 

張總經理提及當初旭聯會想跨入 e-learning產業，主要是為了找出路，而

在網際網路這產業中，當時覺得比較可能賺錢的就 E-commerce、入口網

站、廣告、E-learning、ASP、On-line GAME這幾個，但這些模式你不可

能全作，一定要找 niche，其中 E-commerce是每個入口網站、Portal都會

有的，旭聯也有作，但作得並不好，也作不贏人家。 

 

此外張總經理評估旭聯本身之能力，認為因為網路同學會網站，所以旭聯

其實和學校建立蠻不錯的關係蠻，因為許多學校的校友會是旭聯建的，因

此旭聯和學校有連結，且那時候覺得 e-learning的某些核心 code其實是

community，因為 community本身就有學習功能，因為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交換意見，就像 BBS中的精華版。因此張總經理覺得旭聯應該往 e-learning

那方向 approach，而且在 e-learning領域並沒有 leader，這符合旭聯在做網

路 Business判斷時一貫的原則，而且 e-learning未來的產值又相當大，因

此旭聯便在 1999年年底跨入 e-learning領域。 

                                                 
1 雖然旭聯成立於 1996年，但因為之前營運範圍並不包括數位學習，所以本研究以其真正

開始跨入數位學習產業時來當作第二階段的開始 



資源狀態 

在當時旭聯資本就已經一億多，在當時 e-learning產業中算是蠻大的。此

外張總經理提及因為經營網路同學會所累積的經驗與能力，不僅讓旭聯掌

握顧客（因為網路同學會有許多和學校的接觸），也掌握技術，因為整個

e-learning平台技術，例如討論區、投票區、公佈欄、大家夾檔互傳等等動

作，其實都有 community的概念，而這在作網路同學會時就已經累積部分

技術能力了。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與取得方式 

張總經理認為平台技術是一個重要技術，在取得技術方面，旭聯是用與學

校合作的方式把平台技術整合進來，此外另一個最缺乏的資源是找出真的

能賺錢的 Business model，每個人都可以想出許多的 Business model，但誰

知到到底有什麼Model是能賺錢的，所以那時候幾乎每家網路公司都賠

錢，差別只是賠多賠少。 

資源運用想法 

張總經理提及因為當時旭聯因為資源夠，所以同時投幾個比較有潛力的領

域，所以當時旭聯也有投入 e-commerce、on-line game，只是後來失敗，在

初期時投入之金額都很少，大概就是三五個人作研發。 

 

因此張總經理認為旭聯會跨入 e-learning產業，不大算是因為高瞻遠矚、

清楚的看見其未來發展，而是根據過去的經驗，找幾個感覺較有潛力的領

域去嘗試的結果。 



四、第二階段 

公司定位與切入市場 

旭聯剛進入 e-learning市場時主要目標為平台，此外選擇學校為其第一個

主要市場，張總經理當時認為 e-learning第一個會起來的地方一定是學校，

而且旭聯相較於企業市場，旭聯對學校較熟悉，當時旭聯在學校方面已經

有十幾個不錯的連結關係，因此學校業務算是有點基礎，不用從零開始。 

營運項目 

旭聯在此時營運項目有 e-learning（賣平台、與 Hi Net合作推出線上學習

入口網站、與學校合作推出線上學習課程）、幫政府經營網站以及部分網

路廣告，而且旭聯也曾試著跨入線上遊戲，只是後來失敗。張總經理提及

之所以會有幫政府單位經營網站此業務，是因為很多政府單位，像人事行

政局，在網站建起來後自己不會經營，那就想不如就連建網站的工作都整

個外包，而這樣的案子大概就是幾個既存的入口網站公司會來競爭，因為

這樣的案子並不僅僅是建置網站，還涉及如何讓人來你這網站、如何讓他

們間有交流的關鍵能力。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張總經理提及就線上學習平台系統而言，必須有以下幾個重要核心能力 

1. Domain Know how：這包括 IT技術與對老師、學校的瞭解，而且旭聯

會針對教師或學校回饋的需求或問題進行修改，就這樣不斷累積旭聯在

平台上的 Base。 

2. 不同的科目的需求是不一樣的，例如教英文跟教資訊的需求是不同的，

因此旭聯以模組化設計，滿足不同教學的需求。 

3. 平台在開發過程需留下足夠的文件供後續維護以及改版時參考。 

4. 系統設計時需要有足夠的 API方便其他人增加應用系統或程式。 

5. 平台需不斷跟隨標準改版：目前 e-learning產業是跟隨國際 SCORM標



準，而要不斷跟隨標準進行更新其實是很累人的。 

 

此外張總經理提及，在此階段旭聯本身最缺乏的是具有 e-learning實際導

入經驗 Know-how的人，這個其實在台灣五大顧問公司2裡面號稱有一些人

有，但都只是號稱，因為他們都是國外 paper的經驗，也就是母公司對美

國某公司或國防部導入之經驗，但那畢竟不是台灣的經驗，加上他們索價

非常高，所以就另外找方法。 

 

旭聯主要以以下方式獲得導入 e-learning的 Know-how： 

1. 找國外 e-learning的同業：藉由與國外-learning廠商或做 e-learning相關

的公司合作，因為他們都會有些導入的 know-how，在合作上旭聯可能

代理他們的產品幫他賣，或是利用策略聯盟方式取得 know-how，例如

旭聯就跟新加坡一些公司做一些聯盟，他把導入的 know-how給旭聯，

旭聯幫他代理課程，所以兩邊利益是合在一起的。 

2. 自己找相關書籍來看，並藉由自己實際嘗試獲得導入相關 Know-how。 

 

張總經理提及當在賣平台時，比較缺乏的會是經銷商通路，像敦陽、衛道、

愛群等。當銷售對象為政府單位時，你可能就必須要跟資策會、Seed net

等較知道政府標案管道的廠商合作，當然你也可以選擇自己建管道或通

路。 

資源變化與取得方式 

張總經理提及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在資源上主要有以下幾點變化 

1. e-learning相關研發人員之增加：從原先只有幾個研發人員到幾乎佔一

半技術人才，而且也因為這方面越來越重要，因此一些重量級的公司成

員便逐漸調到這裡來。 

2. 地理區域的擴散：因為要接近顧客，所以台北公司的人就越來越多，目

前主要模式為台北業務相關，研發在南部。 

                                                 
2五大顧問公司：Arthur Andersen 、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 Seloitte Consulting/ICS 、 

KPMG 、 Ernst Young 



3. 增強與其他企業之合作銷售關係：有更多的人來幫你接觸顧客，而且可

以幫你掌握案子的進度，藉由伙伴的合作，讓旭聯建立對學校、政府或

企業綿密的經銷網。 

4. 增強與其他企業之技術合作關係：例如 search engine、同步溝通的平台

等一些對旭聯來說需要但並非核心能力的元件，則採用外包給其他合作

公司方式獲得。 

資源運用想法 

張總經理提及在此階段主要想法為先將平台、AP作出來、做好，當然因

為 e-learning領域發展的不錯，市場慢慢出來了，因此公司資源便不斷往

這方面發展，其實這中間並沒有ㄧ個很重大的轉變，比較像是一種很自然

的策略移轉現象。 

五、第三階段 

重大挑戰或營運轉變說明 

張總經理認為 community這塊市場3最終是會和 e-learning結合在一起的，

例如旭聯現在幫人事行政局經營終身學習入口，就接觸到四十萬個公務

員，公務員的學習需求十分明顯，一年要學習二十個小時，不管什麼課程，

你學插花也行。另外ㄧ個公務人員學習社群的案子，那個案子也是很大，

是四年的案子，目的就是要讓公務人員互相分享知識，例如要如何寫公

文、如何寫案子，這些 Know how的學習與分享，就由 e-learning公司來

協助建立ㄧ個學習機制，把一些好的課程變成 e-learning課程讓大家來學

習。 

 

張總經理認為像上述這類型的專案，如果單單只是運用 community的機

制，讓上面很熱鬧，其實吸引不了很多人，也吸引不了太久，因此必須結

合 e-learning相關機制，因此旭聯會幫顧客建平台、建系統、服務，一切

                                                 
3 community市場指如網路同學會網站等經營重點在如何經營會員間交流活動之業務 



都是希望把學習的元素放到裡面去，也就是讓公務員、消費者、企業、或

是老師、學生都可以跟旭聯買後面學習的服務，可以買課程、買 call center

買…，所以旭聯慢慢的就變成ㄧ個核心，就是專心作學習這件事情。而且

學習不一定只有 e-learning，因為 e-learning的定義很廣，包括混和式學習，

例如在政大公企中心就是四分之三實體課程、四分之一 e-learning課程。 

 

張總經理強調旭聯現在的定位在 service provider，在 e-learning中購買平台

與 service的經費比可以高達八比二左右，換句話說如果有 100元，你應該

拿二十塊去買平台，用八十塊去買 content以及服務，包括導入的 consulting

包括相關的教育訓練，因為其實 e-learning是ㄧ個很難建立的習慣，因此

要辦很多活動，要和 HR合作，將績效與 e-learning作結合，這都需要我們

幫他作活動，作導入，包括課程設計，如果只是作單向的互動那也很無聊，

如果要做雙向互動，那你可能要買很多線上輔助工具來幫你，這是一般規

模不大的公司、或老師自己帶的 team沒辦法支援的的；此外像 call center

的服務，旭聯禮拜一到禮拜天都可以接電話，這有幾家作得到。 

營運項目 

旭聯在此階段的營運項目主要為整體 e-learning建構與經營之專案、學校

線上學習平台、教育入口網站的經營、與學校合作共同開設網路學分班，

以及網路同學會與相關網路廣告。 

 

張總經理提及旭聯目前想作的是一塊一塊的教育市場，例如公務人員學習

市場、國高中生或考研究所等補教市場，還有大企業的教育訓練市場，在

與顧客接觸上，旭聯可能自己作，也可能會藉由實體公司，因為他們的力

量較大，由他們帶頭，然後再委託旭聯作。所以旭聯就是要與每個領域最

大的公司合作，藉由雙方的合作將一塊塊市場吃下來。 

資源變化 

張總經理提及在資源上主要有以下兩個變化： 

1. 旭聯放棄網路旅遊市場，廣告那邊全部交給廣告代理商作，而人力全部



轉調到 e-learning這邊。 

2. 和實體公司合作增加，例如由實體公司（如巨匠）去賺實體教育產業的

錢，旭聯就幫他們作 e-learning這一段加值，或是由實體公司去爭取案

子，再委託旭聯作。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張總經理認為比較欠缺的資源有以下幾點： 

1. 作 service的人才不足，尤其旭聯目前準備要以服務為主。 

2. 因為旭聯現在的Model是要作網路大學，所以需要有知名的學校站台，

就像旭聯現在跟政大公企中心合作。 

3. e-learning相關專業人才缺乏：這是大家都面臨的問題，因為這個產業

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不僅是MBA，其實可以有很多的文科、教育科系、

文法的都可以進來這個產業，而且大家還需要像導入、製作、設計研發

等人才，此外當一個大企業要進行 e-learning的時候，也會從 e-learning

公司挖一些的人進去，加上這產業因為剛在發展，人才原本就不夠，因

此就更缺乏了，而這方面政府已經有在作培訓的動作了。 

資源運用想法 

張總經理提及，在資源運用上，旭聯就更加集中在 e-learning產業，例如

網路同學會方面之 community能力就會併到 e-learning中以發揮綜效，而

旅遊市場、On-line Game就收掉。此外在接觸顧客上，旭聯一方面自己接

觸，一方面藉由增加合作伙伴，運用合作伙伴的力量共創雙贏。 



第三節  天下趨勢知識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個案背景介紹 

天下趨勢知識網路股份公司（以下簡稱天下趨勢）成立於 2000年 4月，

是由由天下遠見雜誌出版社以及趨勢科技公司共同成立，企圖以天下遠見

長期累積的課程內容以及趨勢科技的技術能力與國際行銷經驗作為競爭

後盾，之後再購併資策會所屬的龍門課站，獲得學習平台—e-IDEA，因此

在資源上具相當之優勢，天下趨勢原先定位為「e-learning完整解決方案提

供者」，提供企業教學平台、內容與導入顧問等所有服務，目前天下趨勢

已於 4月 30日結束營運，結束營運前之營運主軸為提供企業導入 e-learning

相關顧問服務，並銷售 e-learning學習平台。天下趨勢大事記如下表所示： 

 

表 4-3-1  天下趨勢大記事 

時間 重要事件 

2000.4 天下趨勢成立 

2000.07 天下趨勢知識網「影音知識頻道」開播，邀請眾多知名企業

CEO分享經營管理經驗，並於七月底與 PC Home ePaper合
作「天下趨勢知識報」。 

2000.8 原資策會龍門客棧經營團隊加入，並移轉教學平台的技術與

經驗，公司調整經營模式，定位為 e-learning的完整解決方

案提供者 

2000.8 與和信集團的松誼企管進行策略聯盟，提供網路教學所需之

教學平台、教材製作、教育訓練及軟硬體建置，並共同合作

開發線上教材 

2001.3 成功開發「X treamer 教材編輯軟體」，可整合簡報資料和聲

音影像，協助線上教材快速產生 

2001.4 協助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建置「電電 e學網」，

開辦包括網路基礎課程、經營管理類、通訊科技類、相關產

業技術等課程 



2001.7 辦公室遷出信義計畫區，進行第一次組織精簡 

2001.8 與美商麥格羅‧希爾〈McGraw-Hill〉進行策略聯盟 

2001.8 「Xtreamer 1.1版教材編輯軟體」正式上市 

2001.8 與國立中山大學合作開辦線上碩士學分班 

2001.9 與全世界最大的 E-Learning 公司「Smart Force」策略聯盟，

引進 200 門課程 

2002.4 與智展科技策略聯盟，共同銷售MCG多媒體題材產生工

具，提供企業或教育單位串流影音教材製作軟體。 

2002.5 總經理韓慧文離職 

2002.8 總經理凌明源就職，開始調整組織結構與企業定位 

2002.9 成立「企業導入顧問服務部」， 協助企業運用 E-Learning 

2002.10 eIDEA4.0數位學習管理平台全新改版上市，此平台已通過資

策會 SCORM1.2測試 

2003.4 正式結束營運 
資料來源：蔡敦浩、藍紫堂（2003），天下趨勢網站，個案訪談，本研究整理 

二、創業分期說明 

在本個案中，將天下在摸索營運方向階段，也就是決定跨入 e-learning產

業前視為第一階段（大約 2000年 9月以前），將決定作-learning完整解決

方案提供者一直到放棄 Content製作的市場前視為第二階段（大約 2000年

9月至 2002年 9月），將決定專注作顧問服務與平台業務至結束營運視為

第三階段（2002年 9月至 2003年 4月底）。 

三、第一階段 

概念產生與發展 

周協理提及天下趨勢是 2000年 4月成立，本來是希望能做一個線上的頻

道，天下趨勢經營一個線上頻道，是訪談性質的影音頻道，在節目中找許

多知名的企業老闆或教授，談的都是關於管理或電子商務的發展，天下趨



勢原來是想做這樣的頻道。 

 

周協理提及天下趨勢在 2000年 9月合併資策會作 e-learning這方面的

team，因此帶來這方面的一些關係，也就是因為資策會他們帶來平台方面

之技術與研發能力，還有帶來他們之前經營龍門客棧所累積 B to C直接面

對消費大眾的學習市場經營經驗，因此那時候我們常辦一些對外開課的工

作，所以那時候就是經營一些程式語言或是電子商務相關課程，在網路上

上課，對外招生，所以當時天下趨勢決定把 B to C市場當作一個發展重點。 

資源狀態 

周協理提及在第一階段天下趨勢大致已經具備平台技術與研發能力、B to 

C經驗，以及從天下以及趨勢兩間母公司移轉而來的良好品牌形象，此外

初期資金就已經一億多元，且所有應該有的實體設備天下趨勢也全部擁

有；此外資策會團隊算是國內較早期經營 E-learning這方面的團隊，因此

包含人才的部分，包含對於學習領域有所瞭解的人，對於-learning這個領

域有所瞭解的人才相較於國內其他 e-learning廠商算是較充分的。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與取得方式 

周協理認為當龍門客棧進來後，整個團隊才算完整，所以那時候有一個技

術研發的部門，然後一個教材製作的部門，然後有一個Marketing的部門，

起先應該是只有這三個部門，後來才又成立一個教學部門；Marketing部門

是在做一些活動，此外因為天下趨勢要做 B to C的市場，因此教學部門要

做一些教學的規劃，或課程的安排以及整體的規劃活動。天下趨勢員工人

數從三十個人左右逐步成長到快五十個，最高點應該是五十個人，後來又

逐步減少，在人員比例上，技術與 content的人佔大多數，約佔 2/3，一向

都是此兩部分的人最多，這兩部門的人大概都十個人左右，其他部門的人

大概都五個人左右，那還有一些後勤單位，如管理部門。 



資源運用想法 

周協理提因為天下趨勢當時想作的是 Total solution，因此在資源使用上之

想法較接近第三種資源使用手段，同時去取得在平台、內容與服務上所需

之技術與能力，而且幾乎所有的能力天下趨勢都要自己掌握。但當然天下

趨勢也是會跟別人作策略聯盟，例如 Content就是跟學校一些老師合作；

此外在技術上，天下趨勢也會整合他人的技術，例如天下趨勢的平台是非

同步的，但如果客戶要同步的 solution，天下趨勢就不會自己發展，而會

去整合別人的技術進來。 

四、第二階段 

公司定位與切入市場 

周協理提及從一開始一直到此階段，天下趨勢從作影音頻道、B to C線上

學習，最後決定定位為作 B to B線上學習市場，而且是 total solution 

provider，這中間經歷許多的討論與抉擇。 

 

周協理提及在選擇天下趨勢主力要放在哪裡時，主要考慮的是到底是要做

B to C，面對許多的 End user，還是要把平台直接賣給大公司，做企業內部

的使用。這是兩種軸線，且事實上我們知道這兩者間之需求是有差異的，

這包含內部需要養的人，需要有的技術，內部的組織結構，這跟如果我們

是真的只有開發平台產品，開發課程內容產品，將他賣到企業內部裡面，

這整個 rule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到底是要經營 B to c還是 B to B市場，

這是我們在經營上面對的最大選擇。 

營運項目 

周協理提及在此階段天下趨勢最主要的產品為平台、教材以及對客戶的

training，因此總共三種。在教材方面天下趨勢有一些標準產品主要是從龍

門客棧那邊累積過來的，另外一個就是幫客戶作客製化的教材。 



 

在教材的設計與呈現上，周協理提及天下趨勢的教材一開始走的也是串

流，但我們很清楚影音串流的方式只是其中一種表現方式，而且對

e-learning來說，這是一個最基礎的要求，所以天下趨勢不會只用一種媒

體，因此幾乎都是使用了全部的媒體，因此天下趨勢教材的製作成本相較

於其他公司高很多。 

 

周協理提及天下趨勢當時在 content所有權方面之想法為自己擁有，因為想

說做了教材，一方面可以自己做線上經營，或是授權給別人使用，或是賣

給別人，因此可以創造收入，但後來發現並非如此；原本天下趨勢並不希

望作幫人製作教材的業務，但當切入 B to B市場時候發現，許多企業要的

課程我們都沒有，但因為客戶一定要，所以只好順應顧客需求，幫他製作

課程。 

 

周協理提及在此階段中，天下趨勢曾經與中山網大合開碩士學分班，總共

合作兩個學期，第一個學期為全面合作，第二個學期為教材授權。在全面

性的合作方面，是由天下趨勢負責學程初步規劃、招生推廣活動、教材製

作等，中山大學出老師，並給天下趨勢建議和審核。合作後其實招生狀況

不錯，但之後天下趨勢因為以下考量而沒有再投入學分班市場： 

 

1. 在對學生的服務提供上會有問題： 

因為是用中山的名義去招生，因此在行政作業上很難處理，比如說，中

山的行政人員忘記寄給學生結業證書，同學打電話來找我們，我們也只

能說已經對中山反應了，變成是很遠的溝通，我們覺得這樣對客戶不

好，所以建議中山要拿回去自己作，所以後來我們就把教材租給他們，

由他們自行經營與招生，之後再拆帳，而且如果他們往後還需要教材，

我們就繼續租給他們。 

2. 因為天下趨勢後來重心改成平台與開拓企業市場： 

而如果要繼續與中山全面合作，天下趨勢勢必要不斷投入去開發教材，

這與當時之發展主軸並不符合。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周協理提及此時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企業主力要放在哪裡，這一方面是因

為市場非常模糊，如果你問十個人 E-learning是什麼，你會得到十個版本

的回答，因此當我們在與顧客接觸時，在顧客覺得我們應該提供他們什麼

上都是很模糊的，再加上因為整個產業剛在興起，整個需求都很不確定，

因此我們很難看出來我們到底要把我們的主力放在哪裡。 

 

在解決顧客對 e-learning不瞭解的問題上，天下趨勢主要是利用辦說明會

或是利用比較專業且有經驗的 sales來與顧客溝通。 

 

此外，周經理認為此階段最重要的資源是整合性人才，至少對不同領域都

要有所涉獵，因為如果要全部瞭解很困難。比如說我要研發軟體產品，就

是找一位技術能力很好的同仁，但問題來了，因為我們這是 education，我

們是放到企業來被使用的，會寫程式的同仁其實對於企業訓練完全不瞭

解，所以當我們要設計我們產品時，對於為何要有這功能他可能完全不瞭

解，在做系統前端有一個是做 customer define，已決定我們產品的規格需

求，這一段就很困難做好，因為懂訓練的人不懂軟體，不懂得需要怎樣的

資訊才能去建構他的架構；而懂市場的人他要能把客戶之需求轉成訓練軟

體上之細節與架構，而這些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周協理認為如果就單一個專長來說，天下趨勢的員工都很優秀，但因為面

對的是整合性的環境，而他們在這方面發生困難，所以整件事情都是在整

合問題上面，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是做 total solution有關，因為需要整合

的東西就更多了。 

 

此外周經理提及這產業的銷售人才很難找，因為對企業來講 e-learning是

一個複雜的 project，這牽涉到好幾個單位，所以我們發現其實銷售的門檻

挺高的，也就是說去賣這個東西的人，你要很懂企業的教育訓練，且又要

懂軟體，此外這又是架在網路上做的事情，加上多媒體的運用，所以這些

你都要懂，因為如果出問題，顧客就會跑來問你為何東西不會動，在所有



事情都不太清楚的情況下，顧客總會希望你可以全包，所以我們發現整個

在銷售上非常困難，所以這方面的 sales幾乎都找不到，因為你要整合許多

知識。 

 

天下趨勢對每個新進的 sales都要花半年的時間把他們教到一個程度，但業

務人員的流失率本來就很高，再加上這行業很困難，所以壓力就很大，所

以流失率就更高了，如果待得下去，一方面就是有興趣，另一方面抗壓性

要有點高，而這應是整個產業的問題。 

資源變化與取得方式 

周協理提及因為決定從 B to C變成 B to B，所以天下趨勢有作組織重組，

將一部份作Marketing部門以及做教學、實務教學服務的人轉到新事業開

發部，作的就是天下趨勢對外策略性的一些特殊專案的溝通。 

 

周協理提及在決定做 B to B市場後，天下趨勢在發展主軸上也有一些調

整，比如說在策略上，在整個溝通的方向，以及對天下趨勢這公司的包裝

都不一樣了；此外還有開始去發展經銷的合作伙伴，因為我們不會全部都

仰賴我們自己的 sales去跑市場，因為台灣的面積與市場都不大，所以就南

北各找一家經銷商。 

 

此外後來會與 smart force合作引進課程，這是因為我們發現當在做 B to B

市場時，當我們把平台賣給客戶之後，並沒有辦法很成功，因為他們沒有

東西可以讀，這是因為國內教材的數量太少了，當時縱然我們手上 own有

一百多門教材，但其實大部分客戶要的東西都找不到。我們來講，其實每

一個教材要開發時間都是很長，因此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代理到直接可以用

且品質更好的教材，而且當時我們也希望透過跟 Smart force的合作，可以

瞭解、學到他們在市場上之作法，包括他們的一些技術、後端的一些 Know 

how，所以其實那不單單是從一個買教材的角度來思考；那當然中間有跟

許多人談過，也談了很久，只是最後選擇和 smart force合作。 

 

此外也因為天下趨勢主要股東之一為天下遠見雜誌出版社，所以在著作權



方面有天下的法務室可以提供協助，而且在與老師合作之合約內容以及合

作程序方面，也與天下人員進行多次商討，所以避免許多合作上之問題。 

資源運用想法 

周協理提及約在 2001年年底天下趨勢有作一次組織精簡，主要原因有兩

個： 

1. 我們看得出來市場不如我們預期，因此不希望 Head count無限制膨脹，

而且因應年底股東要看的財務報表 

2. 因為我們一直在變化，在變化的過程中，有些事情不做了，因此有些同

事的專長不大適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時候快運作一年了，我們需要

review同仁的績效。 

 

事後回想，周經理認為該次的組織精簡與人事調整與確定要走 B to B有

關，但其實在當時只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許多同事作的事情一直不夠

多。所以就是要事後來看才能理解為何有些人就是 performance不夠好，

或是事情不夠多，這是因為我們的方向在改變嘛，跟原來要他們進來做的

事不大一樣。 

 

周協理提及因為體認到市場不會如原先預期的那麼快起來，因此這階段最

重要的是有效的運用資源；所以在花錢上就會較小心，就會對許多事情作

較多的控管，例如對Head count的控管，還有對投資方面，因為我們跟Smart 

force也是談很久，關於以年計的版權，還有關於如何付款，對我們來講這

都是 cash flow的問題。 

五、第三階段 

重大挑戰或營運轉變說明 

周協理認為第三階段的階段點是天下趨勢放棄 Content製作的市場，大概

是 2002年 9月，我們原本 total solution涵蓋了平台、教材以及一些基本的

training，而後來我們把整個製作教材部分放掉了。此外，原本顧問部分是



沒有一個較正式的部門劃分，一般是當顧客有這需要的時候，我們會派遣

一些較資深的同仁去做諮詢的服務，而在我們放掉 content之後，才把這部

分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正式單位。 

 

在第一、二階段中，天下趨勢在平台與 Content上皆已累積不錯之能力，

周協理提及會選擇放棄 Content，主要是股東的決定，由於天下趨勢的的母

公司是趨勢科技，而趨勢是軟體公司，所以張明正要的東西非常清楚，就

是能標準化的，教材這件事情要做很大的投資，而且需要客製化，因此要

做標準化比較難，也不是趨勢擅長的。於是在趨勢張明正比較強烈的主導

下股東做這樣的決策。因為教材部分業務，已經變成客戶委託我們做的專

案很多，標準的教材銷售其實不是很好，如果要把課程發展到能變成標準

產品去銷售這路還很遠，這必須要量大到一個程度，而我們很清楚 Smart 

force在國外發展已經十年了才做到這樣，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營運項目 

周協理提及天下趨勢主要的營收來源一直是平台，因為假設市場夠大的

話，你只要研發一套，其他的只要一直複製即可，所以雖然平台研發的期

初成本真的很高，比如說我們就投資了一億去發展 idea學習平台，可是當

我們研發出標準化的產品後，就是靠通路在賣，正常來說這種產品的毛利

可以到 30%。 

 

周協理提及服務相關的收費就是依人頭或服務項目來收，這部分的毛利率

10%不到，就算你很會控管，最多像廣告公司收 15%服務費；content標準

化的教材有生命週期的限制，它要量大到某一程度，不然常常會發生有人

要跟你買可是找不到的狀況，所以除非你剛好有一個很熱門的 topic，才可

以不斷的去賣。因此作標準化教材，除非你像 Smart force一樣，擁有 2000

門教材的大規模，他現在的獲利很不錯，可是早期在發展的時候也是很困

難；單單一小門簡單的管理課程教材，從素材的取得到數位化製作，都要

30萬以上，但客戶認為一門課五萬元就很貴了，而且常常一系列的課程就

要十門，所以要賣很多客戶才能夠回本，而回本後才能賺錢。 

所以此階段天下趨勢不再接受客戶委託的課程製作業務，但會將這類專案



轉介給其他課程製作公司。且因為發現在賣平台時，用顧問服務來帶著賣

會比較容易，所以將顧問服務部分獨立出來，並做為訴求重點之一。 

資源變化 

周協理提及因為放棄課程製作，所以本來 content有十幾個人，後來留下來

5個資深的人，這是因為知道將來要作 consultant service ，所以留下來的

就是認為有能力轉型為作 consultant service的人。 

 

在課程銷售上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是自己的 Team不再做開發，不再接

受客戶的委託幫他們製作課程，而且將客戶服務及教材製作相關技術移轉

給天下趨勢的兩個經銷商。在製作教材的技術移轉方面，他們分別成立了

教材的團隊，然後天下趨勢將整個教材製做的 know-how、標準作業流程，

以及最核心的一些東西移轉轉給他們兩家，所以之後天下趨勢在教材方面

的客戶服務也都由他們來執行。 

 

此外，原本顧問部分是沒有一個較正式的部門劃分，一般是當顧客有這需

要的時候，我們會派遣一些較資深的同仁去做諮詢的服務，而在我們放掉

content之後，才把這部分獨立出來成為一個正式單位。 

 

對於一個軟體公司而言，RD的技術能力總是最重要的，所以這次轉型之

後，天下趨勢最多人力的部門就是技術部門，其他部門大概都是五個人。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周協理提及如果從內部來看，人才還是最缺乏的，尤其是 sales不斷在流

失，而對於人才培育方面，天下趨勢一直作很多的努力，也有自己使用

e-learning，順便瞭解顧客使用上之感覺，而且從第三階段開始，我們密集

的在內部作了非常多的訓練，一直努力將我們內部幾個比較資深人員的

know-how移轉給其他的同仁，也有做成教材放在網路上，這些方法都是

希望能快速的培養人才。 

如果從整個產業來說，因為 e-learning產業真的發展的很慢，市場需求一



直起不來，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此外周協理提及因為以下兩個原因，所以

天下趨勢幾乎沒有作政府相關單位的案子 

1. 政府標案之客製化程度非常高，這並不符合天下趨勢股東想要的東西，

因為他們就是要做標準性產品，但作政府標案在給他平台之後，還要有

一組人進去工作，作越多標案就要越多人。 

2. 天下趨勢對政府方面的瞭解與資源並不夠。 

資源運用想法 

在此階段，天下趨勢在資源運用上之想法主要受趨勢科技的影響很大，而

且因應市場需求一直起不來的狀況，所以主要是採取較保守的作法，放棄

課程製作業務並加強在平台及服務方面之能力。 

 

周協理提及天下趨勢花了許多的努力在增強其學習平台之能耐，例如從第

二階段到第三階段，天下趨勢的平台也從 3.5版轉成 4.0版，這中間花了

許多的時間與心力去作 customer survey，去瞭解 customer的需求，且我們

很清楚我們就是作企業的市場，而且就是大到某一種程度的客戶會用我們

的 idea平台，因此我們對市場發出問卷，最了深入的 focus的調查。 

 

天下趨勢在 4月 30日停止營運，主要是由於股東們的決定，而非經營與

資金問題，因為此時天下趨勢在企業學習平台市場擁有約五十名客戶，算

是領導廠商，對於天下趨勢停止營運這決定，周協理提及主要是股東們的

想法，而不是資金運轉的問題，因為天下趨勢在 2002年有過作一次增資，

假如一直賠錢的話，一直到 2003年年底都還有錢，而且一直到我們決定

不再做 e-learning，都還有人想對天下趨勢進行資金的投入。 

 

周協理認為 e-learning最大的問題一直是市場面的問題，而目前-learning

產業中之廠商應該沒有一家真的賺錢。 



第四節  育碁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個案背景介紹 

育碁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育碁）成立於 2000年 8月，由宏

碁電腦軟體事業群-企業運作軟體事業處之研發團隊，以及第三波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之教育訓練處專業資訊課程講師與諮詢顧問人員結合而成。 

 

目前育碁主要產品為數位學習平台（包括教育訓練管理系統、線上課程編

輯管理系統、線上考試系統、線上評量管理系統）以及相關顧問服務；此

外為降低企業內部自行建置教育訓練與學習系統以及行政工作負擔之軟

硬體設備的成本，推出 Training ASP（網路教育訓練系統租賃服務），提

供企業透過網際網路瀏覽器，快速導入新應用與享有外部社群資源，輕鬆

部署企業內部的數位化課程的管理及學習環境，使員工享有隨時充電與掌

握最新學習資訊與趨勢。育碁大事記如下表所示： 

 

表 4-4-1  育碁大記事 

時間 重要事件 

2000.8 育碁成立，且以育碁數位科技重新申請取得微軟認證技術訓

練中心，Lotus授權技術教育中心資格，Rational Software授

權訓練中心及 Sun授權技術訓練中心。此外與 Cisco 

Systems、宏碁科技、標竿學院、華峰網際等結盟為合作夥伴。

2000.8 
正式推出 Training ASP2000，提供企業線上租賃「教育訓練
管理系統」服務 

2000.9 取得 Oracle授權技術訓練中心(Oracle Approved Education 

Center) 

2000.9 成立數位化教材研發部 

2000.10 獲美商甲骨文公司（Oracle）授權為教育訓練中心（Oracle 

Approved Education Center） 



2000.11 與亞太教育訓練網合作，以整合外部合作機構的教育訓練資

訊於 Training ASP管理系統中 

2000.12 在原有之教育訓練中心外成立南京第二中心，提供更優質的

訓練課程環境品質 

2001.1 積極投入網路學習市場，推出「雅典學園」線上學習網站

(http://www.eTrain.com.tw) 

2001.3 與微軟攜手合作推出「Visual Studio .NET技術列 車」課程

訓練 

2001.4 推出 eHRD人力資源發展系統，除針對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TrainingASP做版本升級外，並整合了線上考試、課程編輯

管理子系統以及原有線上評量系統，使功能更完整並符合企

業人力資源發展之實際需求 

2001.6 與台灣思科、KPMG美商科爾顧問公司共同舉辦人力資源電

子化專題研討會 

2001.7 取得 Borland原廠授權 Learning Partner，推出 JBuilder程式

設計先鋒營 

2001.9 獲 Turbolinux授權成為獨家技術訓練中心 

2001.11 與勝典、英丰寶、標竿學院、訊連等廠商合作獲得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推出的「e等公務園」標案 

2002.2 「e等公務園」學習網正式上線 

2002.5 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共同推動『 e-Learning 種籽師資研習

營』,培養 e-Learning概念人才 

2002.7 訓練管理系統 Training ASP V3.2達到國際認證 SCORM1.2 

Level 3標準 

2002.9 國際 e-Learning平台大廠 Saba授權育碁成為台灣加值經銷

商，雙方合作提供在地深化整合導入及學習管理顧問服務 

2002.11 正式成為 ADL組織 SCORM Adopter 

2002.12 育碁配合集團發展調整組織，實體學習部分業務與人員轉回

第三波，育碁專注發展數位學習事業服務 
資料來源：育碁網站，個案訪談，本研究整理 



二、創業分期說明 

在本個案中，將育碁成立之前視為第一階段（2002年 8月之前），將育碁

成立一直到決定專注於平台領域發展期間視為第二階段（約為 2000年 8

月以後至 2001年下半年），將專注於平台發展至今視為第三階段（約 2001

年下半年以後）。 

三、第一階段 

概念產生與發展 

創立育碁之概念產生與發展過程，可以從三方面來說，一個是個人的想

法，此外就是集團發展策略與景氣好壞的影響。 

 

楊總經理提及宏碁集團在 1998、1999是比較發散的，整個集團的發展策

略對於投資新事業是比較積極的態度，所以不乏將內部部門事業部化，如

果能力夠了，準備夠了，集團就不排除你自己獨立出來，因為集團認為要

分才會拼，要拼才會贏；當然集團的發展策略也會跟產業景氣有關，如果

景氣好、機會多，就會覺得要多去接觸機會點，也因此宏碁集團從 2001、

2002年策略開始轉向收斂，對於許多子公司，要嘛就是放棄，要嘛就是重

組整併，所以搞不好慢個月就不會成立育碁了。 

 

楊總經理提及個人方面，當他決定放棄硬體，轉向軟體產業後，就從 Acer 

Brand Name歐洲 NB的 channel Manager，轉到宏碁軟體事業群，負責軟體

的 sales和 PM，那時就有個想法：要開拓一個新的事業模式。當時感覺宏

碁的文化是比較硬體的文化，所以如果要發展一個軟體公司，在這樣的組

織文化中是比較會受限，所以當時就跟他老闆說，他已經設定了一個目

標：再兩年就會帶一個 team出來。 

 

楊總經理提及在思考創業的過程中，第一個思考的是自己的 Base，當時他

所處的部門主要有作 B to B的 travel、內部商務活動的管理、內部管理（如



採購的系統）、訓練跟人力發展系統以及客戶關係管理 CRM的系統等領

域；此外基本上每一個產業都有機會，所以接著要思考的是你有沒有比別

人強，評估後覺得他們比較強的是在學習這領域，所以大概過了一年多就

選擇這領域要帶出去，當然那時候同時有跟其他公司在談其他的可能：比

如說 travel那邊有跟美國運通在談，另外就是跟第三波談像育碁這樣的公

司，最後選擇了育碁。 

 

因此楊總經理認為整個創業過程是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結合而產生的，整

個過程中必須經歷許多的溝通協商，例如跟團隊、跟提供資金的集團。 

資源狀態 

楊總經理提及當時在思考分析上，此階段主要的資源基礎有原先宏碁軟體

事業群中作教育訓練管理系統的團隊，以及宏碁在過去幾年做學習管理的

系統技術，這包括 source code、技術文件，以及宏碁、裕隆這兩個客戶。

此外第三波方面擁有原先整個教育訓練的資源與關係，例如講師、跟外界

企業的關係與教室及其他實體設備。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與取得方式 

在此階段最重要的是集團的支持與人才的取得，其實這會與當時之大環境

有關，因此楊總經理提及當時算是蠻幸運的，因為大環境還不錯，集團的

策略還為改變，而且人們對於網路、軟體產業的期望還算蠻高的，因此較

容易說服人參與創立新事業，因此他們在創業初期有一些蠻資深的人加

入。 

資源運用想法 

楊總經理提及在兩邊真正合併之前，其實兩邊各自有些想法及發展，在軟

體事業處這邊有一個資深的人領導，一直專注在平台方面，在教育訓練方

面基本上還是就既有的部分繼續做，在教育訓練上就想增加一些代理的，

比如說早期是微軟的 certify訓練中心，後來又有 oracle、cisco這種產品線



的擴充，所以基本上教育訓練這邊有做擴充，因應不同市場作不同產品其

實有在做規劃。 

四、第二階段 

公司定位與切入市場 

因為育碁不但具有第三波教育訓練處的相關資源，也有宏碁企業運作軟體

事業處相關資源，因此在公司剛成立時定位為完整解決方案提供者，當時

主要鎖定的市場為企業（五百大企業）與一般大眾（軟體認證相關課程）

的教育學習市場，而且育碁同時擁有提供實體與線上課程能力。 

營運項目 

楊總經理提及當時教育訓練方面主要客戶就是針對五百大的 HR部門，幫

忙做一些教育訓練課程，像MIS相關課程；此外也曾經切入長期班課程，

也就是像就業班，針對原先不是程式設計或MIS相關背景的人，可藉由上

完 600小時的完整課程，而具有從事相關工作的能力，但這課程只有開一

屆，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之後網路熱潮逐漸消退，整個需求巨幅下降，

另一方面是因為相較於勞委會補貼，一個人只要兩萬塊就可以上這類型的

課程，育碁的課程貴很多，因此縱然在品質上較好，但招生成果並不好。 

 

在數位化課程製作方面，這是一個新市場的切入，那部分已經有作一些像

office 200，office XP，MCSE等課程的數位化，雖然都已經做好了，但因

為客戶需求沒有那麼快起來，所以後來決定放棄。 

 

至於軟體這方面，就一直專注在平台的開發，主要業務為賣學習平台給企

業用戶，並提供顧客導入協助等專業服務。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楊總經理提到當時缺的東西非常多，要做產品的開發、市場的訓練、人員

的訓練、經驗的累積等，當時最注意的是產品的持續研發與客戶的開拓這

兩件事。 

 

楊總經理提及在技術與產品的提升與轉變方面主要有以下幾件事： 

1. 由原先用 C語言開發轉變成用 VB開發，這主要考量的是軟體設計人才

取得的困難度，因為 C語言的人才較難找。 

 

2. 引進一套軟體開發流程—Rational 

過去程式開發都是工程師自己寫，沒有什麼文件留下來，所以之後的

maintain就很難，所以決定導入軟體工程概念與作法在產品開發上，將

參與人員的角色劃分成 PM、SD、Programmer、QA與 QT，他們分工

如下：PM寫系統規格、寫技術系統規格，SD作系統架構分析跟 Define，

Programmer寫程式，QA和 QT做檢測，所有過程都要有文件留下來，

這樣在後續開發或維護上才方便。整個導入過程光是購買 Rational整套

軟體就花四百萬元，加上整個過程中花在人員訓練、組織調整等方面上

之努力，粗估整個成本至少上千萬，但非常值得，且非常重要，這讓育

碁在技術上相對於其他競爭者進步許多，這效果在短期看不出來，甚至

在一開始寫系統的速度反而會變慢，但之後不論遇到產品維護、升級、

新產品開發或是人員異動等狀況，整個價值就會顯現出來。 

 

3. 需要對研發團隊成員進行再訓練 

因為當初要出來時內部的協調出了一些問題，所以核心團隊沒有出來，

當時帶出來的是經驗較少的團隊，因此雖然有一些基礎，但還是必須經

過訓練才行，但後來這些人都成為很重要的幹部。 

 

此外在顧客開拓上育碁採用「直接銷售」方式，此外對於有些公司採用

channel，透過合作伙伴、經銷商去幫忙接觸客戶的作法，楊總經理認為這

會有以下問題： 



 

1. 通路商沒辦法賣出你的價值，因為他對這產業瞭解不夠。 

2. 當你做服務時還必須透過你的通路商，他們又可能會把客戶的需求扭曲

掉。 

資源變化與取得方式 

在資金方面，育碁成立之初期資金約為七千萬，後來有進行一次一千多萬

的小幅增資，這主要是考慮營運上之穩定度，那時候也讓一些後來團隊員

工入股，所以資本額變八千多萬。 

 

在人力資源方面，育碁主要的是講師與研發人員，在軟體方面，當時一起

出來的約有十三四個，大部分都是比較 junior的，但也有五、六個原先在

宏碁中硬體部門中蠻資深的人，因為網路熱潮而轉過來，但後來這些人又

回到他們自己的領域，最後之前那群年輕的人變成目前育碁很重要的幹

部。此外訓練事業處那邊則是全部的講師皆移轉過來育碁，因此算是都很

有經驗的人。 

 

此外育碁從宏碁集團中獲取平台系統與相關技術、文件；企業客戶數目就

裕隆、宏碁兩家（後來增加至十家）。辦公室、教室（有六間教室）等實

體設備主要接由第三波教育訓練處移轉過來。 

 

在其他無形方面，兩邊各自帶進之前所擁有的網絡關係，此外楊總經理提

及有一個的問題是在於組織文化衝突，因為兩邊的文化並不一樣，縱然兩

邊是關係企業，所以這也牽涉到一些組織整併上之 issue，沒有直接的衝

突，但是隱性的造成團隊伙伴在合作上之一些壓力，高層的互動都很好，

但在執行層次的就比較慢融入，此外因為兩邊的事業是處在不均等的狀

態：訓練事業處本身的 business是很 stable的，然後軟體這塊相對是比較

新，而且人也比較 junior，所以軟體事業這邊的 power比較 weak，所以在

互動上會比較不對等，這問題大概耗掉一年的時間，沒有造成生意上的困

擾，但在內部綜效的產生是不利的，比較像兩個 team放在一起，但實際上

沒有融合，這組織的衝突問題一年之後就較好了。 



資源運用想法 

育碁在資源運作上之想法，可以分成軟體與教育訓練兩邊來看。在軟體這

邊主要的想法是 focus，也就是較接近增強，就是一直專注在平台上。 

 

在教育訓練這邊主要是延伸擴充，一方面增加代理的業務，比如說早期是

微軟的訓練中心，後來又有 Oracle、Cisco；此外因為一方面覺得自己有教

育訓練的講師，一方面是市場對於課程有些需求，因此成立一個教材製作

的團隊，希望做一些課程開發來整合教育訓練與軟體兩邊，但後來因為需

求一直沒起來，且在資源有限下必須聚焦才能生存，因此就決定放棄課程

部分，所以那一塊是半年積極、半年思考轉型，接著決定捨去；還有訓練

教室也從六間擴充到九間。 

五、第三階段 

重大挑戰或營運轉變說明 

育碁在第三階段重要的營運轉變為將課程製作部分捨去，轉變成與勝典等

內容廠商合作，此外開始進入政府部門的公市場。 

 

楊總經理提及育碁原來是做企業市場，在 2001年下半年做一個重大的決

定，就是從新定義市場，認定自己是作組織市場，組織就不完全指企業，

包括政府，但育碁並不做學校、不作 end user，除了雅典學園那部分有點

像 B to C，但那是教材開發那個部門在做的，軟體部門 B to C市場完全不

作，因為這和自己的經營模式不合。 

 

楊總經理提及雖然育碁算是最晚進入政府市場，但在政府部門有最好的表

現，第一個是很成功的標下國內最大的 e等公務園標案，那是一千多萬的

案子，這案子育碁做出很好的成果，因為育碁很重視品質，對方單位素質

也很好，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做出非常好的 quality，之後育碁又拿下許多大

案子，像中央銀行、環保署、宜蘭縣政府、台電等等。 



 

此外育碁一直不進入學校市場主要是跟專業有關，一方面因為育碁在設計

平台系統時不是以學校的角度與需求去設計，因此如果要做符合學校需求

的平台系統，又要花非常大的投資，另一方面如果要賣平台給學校，這又

是另一個 sales channel，作學校的業務跟做企業的業務是不一樣的 style，

人脈關係以及運作方式都是不一樣的，因此楊總經理認為育碁沒有那麼大

的能力什麼都要做，能夠成功的企業一定是要能 focus，而且目前在原先的

領域中自己都還沒站穩住腳，都還沒獲利，憑什麼去進入新的市場。 

 

楊總經理提及在 2002年育碁有面臨競爭對手大幅降價的挑戰，如肯心、

為智都賣的很便宜，像為智系統開發加 service賣 19萬，這些廠商的想法

就是想用量取得市場，但最後並沒有成功，但卻把整個市場打亂了。 

 

楊總經理提及育碁的因應策略是「以不變應萬變」，還是堅守原先的

Business Model、原先的 price strategy，不走低價這種殺雞取卵的作法，雖

然這會比較痛苦，市場開拓較不易，但還是會有廠商買，一樣的，有人賣

耳機十塊錢，有人賣兩百，有人賣八百，都會有客戶，所以你就是以你的

scale去做你的事業，雖然會有虧損，但不會失去未來性，因為如果今天賣

一百，一個月後賣一百，以後還是可以賣一百，市場總有一天會回來，但

如果現在你賣 19萬，過了三個月或半年，你要賣 80萬，你要怎麼賣？誰

會買？因為你的 Brand、position都 low了，所以策略還是要 follow市場未

來發展以及該有的 Business sense。 

 

此外軟體不像硬體，有許多的內部成本，因此你要能真正計算出你的成

本，你不能用邊際利益來算，賣一套我一個 sales兩萬塊，service十萬塊，

所以賣十三萬就賺，不能這樣算，那你的內部成本、研發成本要不要攤？

如果沒有經過精密計算，許多廠商在面臨現在這景氣壓力，常常會 creative

一些非常不 make sense的策略，市場便會變得非常混亂。 

營運項目 

育碁在此階段的營運項目如下所述：教育訓練方面仍然是對企業提供員工



相關訓練服務。軟體方面主要是提供企業與政府部門學習平台，並提供顧

問服務，包括一些應有的規劃，如導入、變革處理、資源分析顧問等等， 

此外並藉由策略聯盟伙伴提供學習內容，像勝典提供內容，向訊連提供教

材製作工具，目前使用的客戶約有二十家。 

資源變化 

育碁在第三階段之資源有以下變化： 

 約 2002年 5月將訓練教室賣掉四間，剩五間。 

 約在 2002年年底訓練事業處切回第三波，育碁就繼續作數位學習部分 

楊總經理提及訓練事業處會切回第三波，主要是考量訓練事業處在第

三波中可以發揮綜效，但在育碁中並沒辦法產生綜效。 

 軟體這部分的人從原先出來十十幾個已經成長到三十幾個人 

楊總經理提及在人員分配上技術研發的人還是佔大部分，約百分之

七、八十，只是導入維護的人增加，因為現在有二十幾個客戶，於是

就要有 PM，要作客製化，要作導入，所以 service部分就會增加，相

較於很多公司到後來幾乎沒什麼研發（因為雖然他們一開始是有研

發，但當產品開始賣，便把研發人員調去作導入、作客製化、作專案），

育碁算是所有公司中研發最多的，因為我們還是很堅持我們要做

product研發，所以客戶部分有專門的 project team作。 

 

 組織文化重塑 

目前育碁的組織文化就很明確，就專注在專注在軟體部分。 

 

 consulting服務與大型專案管理能力之培養 

楊總經理提及一般大型計畫，平台廠商常常是 Project的 leader，像政

府 E等公務園的專案是結合五六家廠商一同拿到的，我們就需作整合

規劃與管理。 

 

 增加合作伙伴 

楊總經理提及在內容提供伙伴方面，育碁都是找最好的 partner合作，

像在課程製作就找勝典，有些不同課程就由不同公司提供，像英丰寶



就提供哈佛 Business school的課程、嘉惠就提供 Skill soft管理類課程、

巨匠也提供部分 IT課程。 

最重要及欠缺之資源 

楊總經理提及在這階段最重要的資源是人，因為這是人的 Business，主要

成本也是人，而整個公司制度都已經建好了。 

 

此外因為市場需求一直不振，所以後來有發展一些合作網絡，例如和勝

典，並不是透過他們賣平台，而是大家合作一起賣，例如一起標政府的案

子。 

資源運用想法 

育碁的訓練事業部在 2002年年底切回去第三波，所以現在就很 focus在數

位學習的平台上面，楊總經理提及因為市場不景氣，在資源有限下，必須

要 focus，所以之前便將教材事業處砍掉；後來分析後發現訓練事業部切回

第三波較適合，因為在第三波中可以發揮綜效，兩邊的客戶可以搭在一起

協同銷售，但在育碁中兩邊並不能創造綜效，因為我們的客戶無法搭在一

起協同銷售，就像兩個團隊在一起工作，但是沒有融合，所以後來兩邊協

商決定訓練事業部切回第三波，而育碁就專注在發展數位學習事業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