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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 獻 探 討 

第一節、中小企業 

(一) 中小企業定義 

中小企業的定義一般可從質和量兩方面來定義：(胡名雯，1992；王永正

等，1998；經濟部，2001) 。 

1. 質的定義 : 

質的定義是採取較主觀的判斷方式，以相對的觀念作為中小企業界定

的標準。一般學者對中小企業在質的方面定義為「在經濟上的市場佔

有率相對較小，在管理上業主多採取事必躬親的作風，而不隨意假手

於專業管理人士，決策上業主可以不受限制獨斷獨行的企業」。美國

Small Business Act 則定義中小企業為「可獨立擁有、獨立經營以及

在同業間不具支配地位的企業」。 

2. 量的定義 : 

量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依照企業的總資產、全年銷售額、全年生產值

及企業員工數等。 

我國中小企業處對中小企業的認定標準如下：(經濟部，2001) 

(1)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台幣8,000 萬

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 人者。 

(2) 農林漁牧業、水電燃汽業、商業、服務業年營業額在新台幣1 億

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50人者。  

 

本研究對於中小企業採取量的定義，亦即中小企業處所頒布的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如表2-1台灣中小企業認定標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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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台灣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中小企業 規模 

行業別 原則 例外 
小企業 

製造業 

營造業 

礦業 

土石採取業 

實收資本額八千萬

元以下者 

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二

百人者 

經常僱用

員工數未

滿二十人 

農林漁牧業 

水電燃氣業 

商業 

運輸倉儲通信業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工商服務業 

社會服務及個人服

務業 

前一年營業額在新

台幣一億元以下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五

十人者 

經常僱用

員工數未

滿五人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91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二) 中小企業的特質 

瞭解在台灣中小企業的背景之下所獨具的特質，將有助於了解中小企

業導入 B2C電子商務的考量因素。經過對許多相關文獻的整理後，將各家

說法列於表 2-2： 

表 2- 2：台灣中小企業特質相關論述 

作者 中小企業特質 

高孔廉、王約

成(民 83年) 

1. 大部分為家族企業。 

2. 大部份未達到經濟規模的階段。 

3. 大部分廠商皆直接或間接從事國際貿易的活動。 

4. 大部分為以加工為主之中下游企業或中心工廠之衛星工廠

或協力廠商。 

蕭逸之(民 85

年) 

1. 家族企業型態經營。 

2. 缺乏專業管理知識。 

3. 員工招募及訓練不易。 

4. 財務結構不穩定。 

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民 88年) 

1. 具高度的企業家興業精神，勤勞奮發及勇於冒險使中小企業

充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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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小企業特質 

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民 88年) 

2. 決策過程迅速使資源運用效率提高，因應環境變化的反應速

度快。 

3. 規模相對較小，在訂單的接取及產能的調整等方面顯露高度

彈性。 

4. 發揮專精的特長，在行銷、生產及技術等專業領域具利基優

勢。 

5. 透過個別企業體間的分工與合作，締造了完整的產業網路，

使產業聚落效果發揮淋漓盡致。 

黃世英(民 90

年) 

1. 具有高度適應及應變能力。 

2. 具有旺盛的企業理念及奮鬥精神。 

3. 企業規模小易分散風險。 

4. 經營方向趨向高度出口導向。 

5. 具有彈性。 

6. 對利權的排他性格。 

7. 自我分散風險的結果。 

8. 經營全靠人治而非靠組織。 

9. 缺乏資金借貸成本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中小企業概況 

根據經濟部 91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90 年全國企業總家數有

1,098,185家，比 89年增加 6,940家，年增率為 0.64%。若以企業規模

別觀察，中小企業家數有 1,078,162家，占全部企業家數 98.18%，大企

業有 20,023家（占 1.82%），如圖 2-1。 

 

 
 
 
 
 
 
 
 
 
 
註：圖 2-1中之中小企業定義係按民國 89年修訂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表 2-1。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89、90年營業稅徵收統計磁帶資料運算而得。) 

89年

中小企業 大企業

107.0 (98.08%)

2.1 (1.92%)

90年

中小企業 大企業

107.8 (98.18%)

2.0 (1.82%)

單位：萬家

圖 2-1  民國 89年及 90年企業家數及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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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90年全球經濟不景氣，但台灣中小企業家數卻增加 7,852家，

年增率為 0.73%；大企業則減少 912家，衰退幅度達 4.36%。（表 2-3）90

年中小企業家數占全部企業比率，由 89年 98.08%微升至 98.18%。 

大企業就業人數 113 萬 3,794 人，占全國就業總人數 12.08%；中小

企業就業人數 728萬 7,766人（占 77.67%）；受政府雇用有 96萬 980人

（占 10.24%） 

 

第二節 資訊系統委外 

一、資訊服務業的定義和範圍  

所謂資訊服務業者（IT Services Provider），泛指提供產業專業知

識及（或）資訊技術的業者，其客戶為一般企業或組織機構。由於企業內

部及其供應鏈夥伴間的日常作業流程，牽涉複雜且多樣的營運資訊與知

識，企業藉由資訊服務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可以將企業營運所產生的資訊

和知識，加以創造、協作、管理、存取，創造出整合化、網路化和最佳化

的企業資訊系統。 (資策會 ECRC 研究員劉芳梅 2003) 

資訊服務業（IT Services Industry）和電子化服務業（e-Business 

Services Industry）兩個名詞經常在研究報告或報章雜誌中出現，然而，

各機構對「資訊服務業」和「電子化服務業」的界定方式不盡相同，在深

入探討上述兩個名詞之前，可先探究「企業資訊化（information 

business）」和「企業電子化（e-Business）」的差異。1970年代到 1980

年代，由於電腦運算能力提高、價格下降，使企業電腦普及率逐漸提高，

帶動「企業資訊化」的風潮；在 1990年以後，由於網路通訊技術迅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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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電腦連網應用可大幅改善企業營運效率和效能，因此，企業在評估資

訊化專案時，「企業電子化」已經成為核心的議題。  

部分專家和業者認為，資訊服務業的範圍包含所有企業資訊應用服

務，而電子化服務業則專指提供企業網路相關應用服務的部分。由這個觀

點來看，資訊服務業的範疇大於電子化服務業。舉一個最簡單的情境為

例，企業使用電腦代替人工作業，屬於資訊服務業者的服務範圍，如果企

業進一步希望將這些電腦連網，則需要在資訊服務業者中，尋找可以提供

電子化服務廠商的協助。另外部分專家和業者則認為，在網際網路應用蓬

勃發展之後，資訊技術與電子化技術已經密不可分，因此將資訊服務業和

電子化服務業視為同義詞。  

二、資訊服務業的分類  

資訊服務產業所提供的服務範圍相當廣泛，舉凡企業資訊化所需的硬

體設備、應用軟體、網路連線和系統整合等服務，皆包含在資訊服務產業

的服務範圍之內。單一業者通常無法獨立提供所有資訊服務，而是專精於

特定某些資訊服務，由此可知，資訊服務產業由許多不同類型的業者所組

成。  

研究機構 Gartner 每年定期發表全球資訊服務業和電子化服務業的

研究報告，大體而言，Gartner認為資訊服務業和電子化服務業的界線不

易清楚切割，因此兩者皆採取相同的分類方式和項目。  

Gartner對資訊服務的定義為，利用專業的商業和技術知識，以便企

業或機構創造、管理、最佳化，以及擷取商業流程和資訊。值得注意的是，

在 Gartner的研究報告中，資訊服務業的範疇較電子化服務業大，Gartner

界定兩者的方式為，在資訊服務業涵蓋的範圍內，提供多層次分散式運算

（n-tier distributed computing）、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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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和相關標準、以瀏覽器做為使用者介面，以及利用網路傳輸應用軟體

或內容的業者，稱為電子化服務業。  

Gartner以類似樹狀圖的概念勾勒資訊服務範疇，大分類之下包含多

項較小的分類，最小的分類就是具體的資訊服務。資訊服務的第一層分類

包括「產品支援服務（product support services）」和「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兩大類。 

從 Gartner Group於 2002年 5月發表的資訊服務業分類中專業服務

包括「顧問服務（consulting services）」、「開發與整合服務（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services）」、「教育訓練服務（training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IT 管理服務（IT management services）」、「企業

流程和交易 IT 管理服務（business processing and transaction IT 

management services，BPTM）」等五種類別（如表 2-3所示）。其中第

５項企業流程和交易 IT 管理服務（BPTM）是企業流程委外（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的一部份。BPTM 提供企業金流服務，例如

信用卡、支票、薪資和健保等，此外，BPTM 亦提供企業流程中，各種專

業知識的外包服務，例如物流、採購、人力資源、財務會計和客戶關係管

理等。  

表 2-3  Gartner的資訊服務業分類 

第一層分類 第二層分類 第三層分類 第四層分類 

企業顧問服務 
顧問服務 

IT顧問服務 

應用軟體開發服務 

整合服務 開發與整合服務 

導入服務 

教育訓練服務  

營運服務 

應用軟體 IT管理服務 

專業服務 

IT管理服務 

服務台 IT管理服務 

- 



 7

第一層分類 第二層分類 第三層分類 第四層分類 

 企業流程和交易 IT管

理服務 
- 

 

(資料來源：Gartner 2002.5) 

 

三、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屬於資訊服務業的項目 

行政院主計處於 2001年 1月公佈第七次修訂的行業標準分類，其中 K大

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下 72中類「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和

73 中類「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屬於本研究所定義之資訊委外

服務業。72中類包含 7201「電腦軟體服務業」、7202「電腦系統整合服

務業」和 7209「其他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三個細類；73 中類包含 731

「資料處理服務業」和 732「資訊供應服務業」兩個小類，其中 732小類

又可分為 7321「網路資訊供應業」、7322「新聞供應業」和 7329「其他

資訊供應服務業」三細類。ASP 服務業則屬於 7321「網路資訊供應業」

如表 2-4所示 

表 2-4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屬於資訊服務業項目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名稱 列舉 定義及內容 

K       
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 
  

凡從事法律、會計、建築及工

程技術、專門設計、電腦系統

設計、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

顧問、研究發展、廣告等各種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之行業

均屬之。 

  73      
資料處理及資訊

供應服務業  
  

凡從事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等

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732     資訊供應服務業   
凡從事網路資訊及新聞資訊等

供應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7321 網路資訊供應業 

資料庫服務 

電子郵件服

務網路搜尋

凡從事提供網際網路服務或以

網際網路連線提供工商、科

技、電子、交通運輸、氣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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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名稱 列舉 定義及內容 

服務 各類資訊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60  600  6000 電信業 

有線通信服

務無線通信

服務衛星通

信服務 

凡以有線電、無線電、光學、

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從事

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

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

之訊息等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四.電子化服務業市場規模  

(一) 全球電子化服務業市場規模  

Gartner 預估全球電子化服務業市場規模將由 2000 年約 758 億美

元，成長為 2005年的 5,273億美元，複合成長率為 47%（如圖 2-2所示：

全球電子化服務產業市場規模）。在 Gartner的電子化業分類中，開發與

整合服務佔電子化服務業營收比率最高，以 2002年為例，開發與整合服

務佔資訊服務業營收 44.8%，其次為 IT管理服務（17.2%）。至於成長最

快的資訊服務業別則是企業流程和交易 IT管理服務，其 2000 年到 2005

年的複合成長率為 110.9%，其次則是 IT 管理服務（53.8%）、顧問服務

（48.7%）、開發與整合服務（34.4%）、軟體維護和支援服務（28.0%）

以及硬體維護和支援服務（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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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全球電子化服務產業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Gartner 2001.3) 

 (二) 台灣電子化服務業市場規模  

根據 Gartner的研究報告，台灣電子化服務業市場規模將由 2000年

的 2億 2,430萬美元，成長為 2005年的 13億 1,020萬美元，複合成長率

為 42.33%，台灣電子化服務業市場規模約佔亞太地 5%。值得注意的是，

根據 Gartner 的預估，2000 年到 2005 年台灣電子化服務業的複合成長

率，不僅低於全球複合成長率（47%），更明顯低於亞太地區平均複合成長

率（62%），和亞太地區鄰近先進國家相較，台灣電子化服務業成長率相對

較低，例如澳洲為 50.78%，中國大陸為 87.74%，香港為 51.81%，南韓為

48.95%，而新加坡為 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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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策會 MIC於 2003年 6月所做的調查統計，台灣資訊服務業市

場營收為新台幣 1,429億元，由於受到 2000年 NASDAQ網路股重挫、2001

年 911恐怖事件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景氣持續不振，連帶也造成台灣資

訊服務業市場不復見過去五年的高成長。2001 年台灣資訊服務業市場營

收為新台幣 1,334億元，成長率僅 12.4%；2002年市場營收為 1,429億元，

成長率更創新低，只有 7.1%。同時 MIC預估 2003年資訊服務業市場營收

為新台幣 1,576億元，主要的市場驅動力來自寬頻內容豐富化，提高使用

者上網需求，加速網路服務的成長；全民數位學習的帶動，使數位學習產

業興起；線上遊戲預計維持 2002年熱度；數位台灣計畫之 IT應用商機浮

現，帶動系統整合及專案服務市場；以及金控公司的營運整合，刺激金控

整合資訊系統建置的需求；而全球景氣逐漸轉趨樂觀，預計企業也將於

2003年增加其 IT 支出。我們可以從圖 2-3看出台灣軟體服務 2002年市

場規模有 889億新台幣，2003年將成長到 988億新台幣。 

圖 2-3    2000~2003年台灣資訊服務業市場規模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2003年 6月） 

我們可以從行政院主計處 2003年 4月公佈的「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結果（2003,4）依照第七次行業標準分類，得知台灣資訊服務業者家數眾

多，投入的員工人數亦頗為龐大，如表 2-5所示：這些資訊服務業者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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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超過新臺幣 1,000億元的資訊服務產值，我們可以從 72中類「電腦

系統設計服務業」、73中類「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和 60中類「電

信業」三項總廠商家數為 5,415家，員工人數為 95,448人。更進一步分

析，上述三項分類的廠商結構卻不盡相同，「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和「資

料處理及資料供應服務業」的平均每家廠商員工人數僅分別約 11 人和 7

人，「電信業」則為 1,448人，顯示前兩者的廠商組成以中小企業為主，

而電信業則由員工人數較多的大企業組成。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ASP 業者

大都為以中小企業為主。 

表 2-5 2001年台灣資訊服務業者家數,員工人數及營收統計表 

分類編號

（中類） 
名稱 廠商數 員工數 

平均員

工數 

營收（單位： 

千元） 

72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3,664 39,931 11  115,315,819 

73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

服務業 
 1,721  12,073  7 34,280,882 

60 電信業  30 43,444 1,448 30,743,340 

72+73總和  5,385 52,004 10 180,340,04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結果 2003年 4月,本研究整理) 

註：分類編號依照第七次修正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我們也可以從表2-5得到屬於73中分類的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

業，每年營收平均低於二仟萬元，所以我們也可以了解 ASP大都為中小企

業。 

五、 資訊委外的動機與起源 

為了將公司有限的資源做最佳的分配，以便使得組織獲得最大的利

益，使得資源能集中在產生最大附加價值的活動上，這就是外包的動機及

起源。簡而言之，外包（Outsourcing）就是將企業非核心業務，以合約

的方式交由其他的服務者負責（Labbs,1993）。更明確的來說，如果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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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外面的組織能作的比自己公司更有效率而且更便宜，則此份工作便

可以考慮交由外面的組織來做(Minoli,1995)。 

六、資訊委外的定義 

由於學術界上對資訊系統委外的闡述相當多，再加上委外活動也不斷

地擴大，所以對於資訊系統委外定義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以下是國內外相

關文獻中，專家學者對資訊系統委外所下的定義。如表 2-6。 

表 2-6：國內相關文獻中對資訊系統委外之定義 

作者 資訊系統委外之定義 

Cavinato 

&Joseph(1991) 

企業為均衡成本與資產，利用最新科技，快速充實資訊能力及

資訊設備操作的功能，以簽約方式委外給資訊業者，並負擔部分或

全部的責任 

Loh & 

Venkatraman(19

92) 

藉由外部承包者，使組織中與資訊基礎建設的全部或特定原件

有關的實質或人力資源，可以產生重大貢獻。將組織資源的使用，

技術或是人力，由組織外的單位負責其管理責任。 

Takac(1994) 類似資產移轉，即將電腦、網路和人員的移轉，甚至成立合資

分公司來經營。 

Minoli(1995) 將資訊系統或通訊功能的全部或一部份交由第三者去做。 

卜一（民 86年） 從企業外部尋找出企業內部所需要及適合的資源，再由企業向

外部購買這些資源，諸如服務設備等，彼此建立長久的合作關係。 

李坤清（民 87年） 將組織內部資源相關業務，經由與外部廠商訂約，以執行該業

務（包括軟硬體開發、系統維護、資料維護、網路建構管理等功能）

的一種交易行為。 

張家偉(民 89年) 企業界藉由契約的締結方式，在考量組織本身資源與經營策略

後，將企業特定範圍的原有資訊作業系統，移轉予外部資訊服務業

者來負責，並建立彼此互蒙其利的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 資訊系統委外之變革 

 

資訊系統委外的發展，係經由初期的American Airlines、American 

Hospital Supply 以及Merrill Lynch 等成功運用資訊系統的案例，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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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主管體認到企業可以藉由資訊系統提昇其競爭力和客戶的轉置成

本，藉此贏得顧客忠誠度。企業雖然體認到資訊系統的重要性，但是卻面

臨自行開發資訊系統的風險和成本，資訊需求的日益增加和資訊人才的短

缺，使得資訊系統委外的概念逐漸成形(Arnett,et al., 1993)。早在1963

年美國著名的食品商Frito-Lay委託EDS公司代為處理該公司的資料，即已

開始了資訊業務委外服務的先趨，再加上1989 年時 Kodak 公司將大量的

資訊活動分別委託給IBM、DEC、Businessland三家廠商後，引起了業界與

學界的廣泛討論。自此許多企業群起效尤，包括Continental Bank、

Continental Airline、Xerox 等，紛紛採取資訊委外的方式。因為Kodak 

公司的創舉，使得資訊活動委外普遍被視為管理資訊系統的重要方法之一

(Rao & Choudhury，1996)。到1990 年代前期，已經有超過半數的大型跨

國性組織和企業加入資訊系統委外的行列(吳采菽、李建復，1991 年)。

1990 年代末期，在網際網路的企業應用逐漸成熟之際，資訊系統的範疇

已經從產業內部擴大至全球市場，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全

球運籌(Global Logistic)等名詞均是耳熟能詳，企業e 化、網路化也被

視為網際網路時代的生存之道，Intel 前任總裁Andy Grove 便曾經大膽

斷言：「未來五年之內，所有的公司都會是.com 公司」。於是拜網際網

路技術成熟與應用的普及所賜，1998 年在北美出現所謂應用軟體服務供

應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的行業，ASP 結合了傳統的

委外以及網際網路的特性，使得整個應用軟體的使用成本大幅降低，於是

ASP 恰好替軟體業者和中小企業搭起一座橋樑。 

 

八、台灣資訊委外市場仍不成熟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2001年台灣資訊作業委外全年經費約

新台幣 179億元，衰退 8.4%，以軟體開發與維護為主要委外業務（如圖

2-4所示）。以機構來區分，民營企業約佔 70%，政府行政機關約佔 20%，

公營事業機構佔 8%，餘為學校或研究機構。2002年台灣資訊委外市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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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熟，之前大規模投資的 IDC與 ASP的營運模式仍有待考驗，整體市場

恐怕成長有限。 

圖 2-4    2000~2001年台灣資訊作業委外全年經費概況 

單位：新台幣萬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資策會 MIC整理，2003年 6月） 

第三節 應用軟體租賃服務 ASP 

一、資訊委外與 ASP的比較 

根據美國著名研究機構Gartner Group 對於資訊委外的分類，依照委

外業務的屬性將市場區分為資訊技術委外(IT Outsourcing；ITO)與商業

流程委外(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網際網路創造新興的

委外模式後，依照客戶使用環境的共享與否，衍生為應用軟體服務供應商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與企業服務供應商(Business 

Service Provider；BSP)。 

雖然ASP 是從傳統的資訊委外服務演變而來，但兩者之間有許多地方

存在著差異，以供給面來說，軟體開發業者ISV (Individual Software  

Vendor)透過ASP 擴展中小型企業市場，ISP 透過ASP 提供加值服務，顧

問諮詢公司透過ASP 解決問題諮詢。以需求面來說，企業對資訊應用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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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已從過去軟體與硬體的整合，轉變為軟體與軟體的整合，從客製化到

套裝化，即從買軟體到買服務。 

資訊結構的延伸性與應用系統上線使用的速度，是企業考量投資資

訊系統的重點，ASP 正巧滿足企業的需要。傳統資訊委外服務是透過硬

體，提供客製化的到府服務，其經營模式是採用一對一的方式，而ASP 業

者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套裝化的線上服務， 讓顧客以租賃的方式獲得

軟體的使用權，其經營模式是採用一對多的方式，玆將各家說法列表於

2-7將資訊委外與ASP作一比較。 

表 2-7 資訊委外與 ASP的比較 

資料來源 比較項目 傳統資訊委外服務 ASP 

資訊委外環境 大型主機 網際網路 

委外管理重點 硬體設備 應用軟體 

軟體應用模式 客製化 套裝化 

軟體採購模式 購買或自行開發 租賃 

周樹林 

(2000年 1月) 

引述資策會 MIC 

ITIS整理，1999年

11月 

服務配送模式 到府服務 線上服務 

委外經營模式 一對一 一對多 

委外型態 自行管理 供應商管理 

目標客戶 大型企業 中小企業 

價位 昂貴 大幅下降 

張嘉洲 

(2000年 6月) 

 

收費方式 一次買斷 彈性收費 

資料存放地點 企業內部 遠端 

所有權的移轉 外包商會移轉給企業 ASP所有 

本研究 

導入時間 長 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ASP服務的類型 

 

根據目前ASP 廠商所提供的軟體型態及各學者之研究，我們可以分為:  

1.  Dawna Travis Dewire(2000)認為ASP 業者在發展初期的服務項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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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應用軟體，如企業資源規劃(ERP)、商務軟體、語音服務中心

(Call Center)等系統。而ASP 將來發展的趨勢是朝向銀行業、零售

業、銷售管理、醫療影像，群組軟體等新的領域進軍，開拓市場。 

2. 根據IDC（Gillan et al.,1999）按照應用軟體複雜度將ASP 的服務

分成： 

（1） 分析性應用軟體，分析單一商業問題用途的應用軟體，例如：

財務分析、客戶流失分析、網站分析和風險分析等。 

（2） 垂直型應用軟體，適用特定產業的應用軟體，例如：製造業的

MRP、醫療業的帳單系統、保險業的理賠處理等。 

（3） ERM 應用軟體，例如：會計、人力資源管理、物料管理等。 

（4） CRM 應用軟體，例如：銷售自動化、客戶服務和行銷管理等。 

（5） 電子商務軟體，例如：商品上下架管理系統、社群系統、搜尋

引擎、金流服務等。 

（6） 合作型應用軟體，例如：群組軟體、email、視訊會議系統等。 

（7） 個人用途應用軟體，例如：辦公室自動化文書處理軟體、遊戲

軟體、教育軟體、家庭生產力軟體（home productivity）等。 

 

本研究將ASP 服務類型分為： 

1. 電子商務平台：如WWW 網站、線上採購系統、線上付款系統、B2C 電

子商務系統 …… 

2. 高階軟體: 如 ERP、SCM等系統 …… 

3. 人事會計軟體：如財務系統、人事薪資系統、差勤系統、進銷存系              

統 …… 

4. 群組軟體：如Lotus Notes、Microsoft Exchange …… 

5. 辦公室軟體：如文書處理系統、公文管理系統、電子郵件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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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電子商務 

 

一、電子商務簡介 

電子商務是指透過電腦與資訊網路來達到交換商品有關資訊及完成

商品交易的活動。根據 Zwass(1996)對電子商務所下的定義：「使用通訊

網路來從事商業資訊分享、維持商業關係，以及進行商業交易活動」，各

種應用網路科技來從事商業活動的行為，均可視為電子商務。網路購物是

屬於網路行銷的一部份，利用網際網路互動媒體的特性，可以提供企業在

線上進行互動行銷的活動，做為一個和消費者溝通的管道，同時企業在網

際網路上也可以提供商品、服務給消費者（Hoffman and Novak, 1996）。

Alba et al. (1997) 進一步將網際網路具有的互動特性，定義為「互動

式家庭購物」（Interactive Home Shopping, IHS），互動式家庭購物為

賣方與買方雙向互動溝通的過程，這裡所指的互動性包含回應時間及回應

情境兩個構面，然而定義為家庭購物並不限定於家庭內發生，而是指在實

體商店外的互動過程。資策會（1997）對於網路購物流程有以下描述：商

店透過網站站台進行廣告、促銷等行銷活動，消費者在產生購買動機後，

透過全球資訊網（WWW）進行瀏覽、訂購及付款的動作，網路商店亦透過

全球資訊網，將商品型錄及影像以多媒體方式呈現在消費者電腦畫面，消

費者不必出門只需在家中透過電腦連線即可以進行商品的選購。而針對台

灣網路交易及運送現況，電子商務狹義的定義為「靈活運用電腦網際網路

所進行之各項有金額往來之電子商業交易行為」。 

廣義電子商務的定義則係指「結合資訊科技與各種通信技術，並透過

電腦間連線以電子化方式從事各種商業活動」，故企業運作資訊科技改善

經營方式如企業資源管理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供

應鏈管理系統(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電子市集(Electronic 

Marketplace E-Marketplace)等均可屬之，所獲得的經濟效益均視為主要

衡量指標。可見電子商務的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從企業與企業間的電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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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交換(EDI)、利用網路進行商品線上交易、服務及資訊販售，到政府的

資訊基礎建設等議題，均在電子商務的研究範圍之內。 

美國商務部在 1997年公佈的電子商務白皮書中，將電子商務概分為

兩大類： 

1. 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Business to Business） 

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務是指企業之間利用電腦科技和網路所從事

的商業活動，其重點在強調企業間的整合運作。如：電子資料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時點銷售系統(POS; Point of 

Sale)、快速回應(Quick Response; QR，或稱為Efficient Customer 

Response; ECR)，以提昇經營績效，亦即本研究所稱的 B2B 電子商務。 

 

2. 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Business to Customer） 

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主要是以商業網站為主，消費者利用網

路獲得企業相關的資訊以及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企業利用網路無

遠弗屆之特性以拓展其行銷範圍，並且可透過線上傳遞資訊或服務以

節省交易成本，亦即本研究所稱的 B2C 電子商務。 

 

二、網路商店 

「網路商店」通常也稱作「電子商店」、「電子商場」或「虛擬商店

（virtual store）」，其意義是指建立在網路上的虛擬商店，而消費者

可在家中透過網路連線來選購商店的貨品及服務。而網路商店所販賣的產

品之型錄及影像以多媒體的方式，透過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呈

現在消費者的電腦畫面（Yesil，1997）。根據經濟部商業司所指的網路

商店，廣義的定義是指在網際網路上提供商品或服務，並提供訂購用的「表

單」（Fill-out Forms），可以接受消費者直接「線上訂購」（On- line 

Take out）的網站。若是僅有廣告、或是需透過電話、傳真、劃撥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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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才可以訂購商品或服務的網站，就不列入考慮。而嚴格定義的網路商

店則是指從瀏覽、訂購、付款、扣帳等所有交易流程都在網路上完成的，

才可以稱為電子商店（經濟部商業司，1997）。經濟部商業司將電子商店

定義為：「透過網際網路，企業將產品或服務，存放在所屬網站上，並提

供下單功能，供消費者進行消費之存續於網際網路的商店。」（經濟部商

業司，2002） 

Trader and Shaw（1997）兩位學者在探討電子商務對於傳統產業結

構的衝擊時，依據其對顧客交易流程的衝擊程度不同，共分為兩個階段。

在網路商店介入之後，第一階段是指市場機制（market mechanism）數位

化，最主要是降低顧客在搜尋產品相關資訊時所付出的時間、人力、金錢

等成本，此外還可以較低的價格來購物，因此中間商可能會由價值鏈中消

失，相較於傳統市場而言，更能維持其 profit margin。第二階段則是產

品本身和通路都數位化，如電子雜誌、報紙、書、音樂、電影等，其他讓

買賣雙方投入的活動，如行銷、訂單處理程序、通路、付款甚至產品的研

發都可以在線上完成。以廣義的定義而言，這兩階段都是網路商店的範疇。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 B2C ASP業者提供網路開店服務的經營模式，中小

企業採用 B2C ASP提供的服務在網路上開設網路商店，他必須考慮各種可

能的經營型態，因此本研究將網路商店定義為：任何有使用網際網路提供

企業資訊或資源給消費者的公司，在金流方面則必須經由線上交易，至於

物流方面則根據其產品或服務的特性，經由實物寄送或是線上傳遞的方式

進行皆可。 

網路商店於網際網路中所提供之商品，除了傳統的商品外，隨著技術

的發展與經營者的巧思，新型態的服務亦不斷產生。然而面對這些不同的

產品或服務，B2C ASP 應該如何來規劃網路開店的服務模式呢？Brock

（1997）提出的十個評估網站效益的步驟中，第一點即是使用者必須清楚

的定義開設網站的目的，也就是強調網站成立必須訂定明確的目標，因此

首先要確實了解經營目標，及本身產品的屬性與整體價值鏈的運作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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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與網際網路的特性相整合，方能決定適當的網路商店型態，以期發揮

最大的效益。因此B2C ASP所提供的服務是否能符合中小企業主的需求也

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三.網路商店經營模式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B2C ASP業者提供網路開店的經營模式，因此中小

企業在採行網路開店ASP所提供的服務時，將依中小企業採用不同的功能

模組而建立不同的經營型態的網路商店，而不同的經營型態的網路商店會

導致價值鏈流程有所改變，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價值鏈流程改變也

會對交易流程與交易成本造成影響，因此若是採行適當的網路商店型態，

使價值鏈流程與網路商店特性配合得當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縮短交易流

程。由此可知網路商店不同的型態會對經營績效造成影響，以下便針對一

般商業網站的各種型態作一探討。 

依據現有文獻對於網站功能的探討（林朝賢，1995；鄭君宏，1997），

大致可將商業網站分為下列三個不同型態，且各種型態可能同時存在。 

1.  公司、產品或行銷活動介紹，以提高企業形象或產品推廣。 

2.  提供顧客服務及資訊搜尋。 

3.  提供線上交易服務。 

網路商店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經營模式，由純粹只做網頁來廣告公司的

產品或形象推廣，到直接在線上訂購、付款與取貨的模式。以上三種不同

經營模式的網路商店都是本研究B2C ASP提供服務的研究範圉。 

同時以廠商的角度而言，網路商店又可依其販賣的商品或是組成商店

之不同，有下列幾種經營模式（資策會網路商業應用資源中心，1997）： 

1. 單店(Store)：擁有自己獨立的網址與網站，從行銷、廣告、配送、

與客戶服務皆由自己處理。依營運規模又分為零售店(Retail Store)

與百貨商場(Department Store)兩種。 

2. 專賣店(Specialty Shop)：此類商店以提供單一種類商品為主，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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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豐富的相關商品資訊，因此瀏覽這網站，消費者除了吸收更

多的商品知識外，也更能促進其購買意願。 

3. 購物中心(Mall)：這類型態又可分為下列幾種： 

(1)   連結型購物中心：提供商場索引功能的購物中心，這類型的

商場本身提供銷售與客戶服務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消費者查

詢及索引各類商店網址的功能。 

(2)   小型購物中心：由少數幾家商店所組成的商場。 

(3)   專賣型購物中心：由單一類型的商店所組成，滿足消費者對

特殊商品的需求。 

(4)   大型綜合購物中心：由多種不同類型的商店所組成，提供消

費多元的商品/服務的選擇。 

(5)   區域型購物中心：針對某一特定地理區域內的消費者提供服

務。 

(6)   跨國經營型購物中心：具有跨國營運配銷能力的購物網站。 

以上六種不同經營模式的網路商店都是本研究B2C ASP提供服務的研

究範圍，惟第六項跨國經營型購物中心在台灣尚未有廠商提供此類具有跨

國營運配銷能力的購物網站，同時資策會在2002年11月的調查將台灣主要

經營網路商店的模式，分為單一性電子商店、綜合性電子商店、購物中心

及拍賣網站，如圖2-5所示，除了第四項拍賣網站外均為本研究範圍。 

 

圖 2-5  2001-2002年電子商店主要經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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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企業對個人電子商務推動計畫，資

策會 ECRC，2002年 11月) 

同時根據資策會的調查，在台灣的網路商店有67%是從實體商店進入

經營網路商店，另外33%為純網路商店，其中18%僅做線上交易無實體店

舖，其餘的15%則由網路商店進入實體店舖，經營電視購物，郵購及人員

直銷。如圖2-6所示。 

圖 2-6  2002年我國電子商店主要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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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企業對個人電子商務推動計

畫，資策會 ECRC，200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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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2C網路開店的價值鏈  

價值鏈的資訊內涵亦會影響到經營型態及策略，這裡所提到的價值，

是以公司的總收入來衡量。Porter（1985）提出企業價值鏈的觀念，價值

鏈是由價值活動（value activities）與利潤（margin）兩大部分組合而

成。其中，價值活動是公司所執行之各種不同的實體及技術活動，而利潤

則是公司總價值減去執行價值活動之成本而得。公司的價值活動須運用材

料、人力資源及某些科技以執行其本身的功能。各種價值活動必須使用資

訊及產生資訊，因此公司運用資訊科技的機會就能從此處著手考慮。再

者，價值活動又可區分為基本活動及支援活動兩部分，前者包括產品實際

生產、銷售、運送及售後服務等活動，後者則包含各種支援基本活動的功

能。而一個企業的價值鏈同時會和供應商、通路和顧客的價值鏈相連，因

此構成一個產業的價值鏈。由於每個產業的特性不同，價值鏈中的各項活

動的性質也不相同，在B2C ASP業者提供網路開店服務的每一個價值鍵，

均與中小企業採用其網路開店所設立之網路商店方式經營習習相關，因此

本研究將B2C網路開店之價值鏈，從建立電子商務平台、將商品資料上下

架、幫網路商店作行銷推廣活動、接到訂單後的訂單管理、金流處理、物

流處理到上線輔導及客戶服務等價值服務整理為圖2-7，並將各種價值活

動作概要說明以利研究及分析。  

圖 2-7 網路開店價值鏈架構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建置上線階段        銷售階段            售後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電子商務 
平台建置 
 

商品資料 
 上下架 
 

   行銷 
 推廣 

  訂單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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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商務平台建置:  

網路開店服務業者採用 NT、 UNIX 或 Linux O/S (操作系統)並且開

發應用軟體程式(Application Software)，建立後台管理系統(商家可以

自行將商品上、下架及訂價…等功能)，前台管理系統(供消費者在商品展

示網站輕易找到想要之商品並進行採購)等機制，並將主機伺服器置於網

際網路接點上，提供充足頻寬讓消費者上網瀏灠訂購商品。 

 

(二)商家資料上下架: 

商店擁有者(客戶)將每項商品資料如規格說明、影像圖片電子檔、價

格、使用說明…等等資料，依照 B2C ASP(網路開店業者)所提供的功能輸

入方式，從網路開店的後台將商品資料一一置入網路商店的展示空間並鍵

入商品之售價，再置入網路開店業者提供的購物車，供消費者點選即可進

行購買行為 (即可建立一個網路商店前台供消費者點選)。 

根據資策會的調查，商家在此商品上下架價值活動中所輸入之商品訂

價，與實體通路之訂價比較，有如圖 2-8之比較分析。電子商店所販賣的

商店訂價高於實體通路者的比例下降，由 2001年的 4%降到 2002年的 2%，

降幅達 50%，主要的原因在於消費者於網路購物必須付出額外的物流費

用，再加上訂價比市面高，將不利於電子商店的競爭；而電子商店的訂價

同實體通路者的比例較 2001年的 22%上升至 2002年的 28%，成長了 27%；

而電子商店的訂價比實體通低 0%至 10%的比例比 2001年減少了 1%，而訂

價低於 10%至 20%的比例更是由 2001年的 32%降到 2002年的 23%，減少的

比例為 28%；而訂價低於市面 20%以上的比例則是由 2001年的 4%增加到

2002年的 19%，增加的幅度達 35.7%。由這項有趣的數字顯示，訂價低於

市面 0%至 20%的電子商店比例正大幅減少，但在與市面同樣價格及訂價低

於 20%的比例正大幅上升，顯示目前國內電子商店的訂價策略正朝兩極化

發展。 



 25

圖 2-8  2001-2002年電子商店訂價策略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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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企業對個人電子商務推動計畫，資

策會 ECRC，2002年 11月) 

 

(三)行銷推廣 

客戶(網路商店擁有者)製作商品說明或促銷資料文件發行電子報、製

作廣告橫條(banner)、利用網際網路或者其他媒體廣告商城網址、並且進

行折扣價格促銷活動，吸引消費者上網點選訂購。客戶採用 B2C ASP服務

建立網路商店，其目的無非是銷售商品給消費者，因此必需配合行銷推廣

活動才能讓消費者知道並且引起興趣再進行購買，所以 B2C ASP業者同時

亦提供行銷服務幫助客戶銷售其商品，然而電子商務的行銷推廣活動既多

且廣。針對網路商店在網路上的行銷推廣活動則可以採取以下兩種主要方

式：（一）與著名網路商城或者入口網站作策略聯盟，因為著名網路商城

或入口網站知名度高流量大較容易吸引人潮上網，（二）自行建立同類商

品的電子商店街，藉同質性的商品多樣化而且可以一次比較各廠牌的特性

來吸引人潮上網，根據資策會於 2002年對台灣網路商店的行銷推廣活動

所作的調查發現網路商店以與相關網站、入口網站及網路商城合作為最主

要之策略合作對象，如圖 2-9所示。其中有 23%-24%的網路商店與實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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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作策略聯盟也是一個有效的行銷推廣，然而 B2C ASP對於實體通路的建

立或推廣相較之下並無特別優勢，因此尚未有 B2C ASP為其客戶作實體通

路的行銷推廣活動。 

圖 2-9  2002年我國電子商店策略合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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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企業對個人電子商務推動計畫，資

策會 ECRC，2002年 11月) 

 

(四)訂單管理 

  消費者在網路商店點選商品的購物車後，網路開店系統會將此資訊

包括消費者姓名、運送地址、宅配時段、選購商品項目數目、價格、付款

方式、…等等資料送到網路開店的後台，網路商店的擁有者(客戶)則以

B2C ASP所設立的帳號及密碼進入管理後台進行訂單的後續處理。若在網

路商城訂購，則此商城的商品是由不同擁有者的網路商店所提供，此訂單

資料將以 e-mail 方式由網路商城系統自動轉送到此網路商店所登錄的

e-mail 帳號，後續的處理則由該網路商店負責。訂單管理功能包括訂單

設定、更新及查詢，若與後續物流作業連線時，可以線上查詢訂單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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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為處理中、出貨中、運送中、、、等作業狀態。 

(五)金流處理 

 消費者在網路商店或商城點選所要購買商品的訂購資料，同時選擇付

款方式，如採用信用卡付款，則要輸入消費者的信用卡號碼，若採用由

ATM轉帳，則消費者需由網路商店系統取得一組 14到 18碼之 ATM轉帳數

字(消費者在網路商店訂購時若採用 ATM付款時，網路商店系統將自動顯

示)，消費者可到任何一台實體 ATM 輸入此組轉帳號碼並進行轉帳動作，

即完成轉帳作業。有關付款方面的資訊則經由網路開店系統介面傳到負責

收款的金融機構或者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再由此類付款機制的單位透過

SSL加密處理的機制將消費者所應付的商品款項，從其所鍵入的信用卡發

卡銀行或 ATM轉帳的金融機構轉到商店或商城所指定的銀行帳戶，信用卡

線上交易流程如圖 2-10所示。 

金流處理除了信用卡線上交易之外還有非線上交易方式如銀行匯

款、郵政劃撥、信用卡傳真、貨到付款及郵寄現金袋等，這些非線上交易

方式不在本研究範圍，但採用便利商店繳款取貨或便利商店代收貨款服務

的方式，近年來日益為消費者所採用，此種金流服務方式將在金流服務廠

個案說明（第四章第四節）中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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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信用卡線上交易流程 

 
(資料來源:聯合信用卡中心)                

但是根據資策會 ECRC在 2002年 11月的調查，國人對於電子商務的

交易安全及認証機制感到懷疑的消費者高達 59%，因此針對電子商務的線

上交易機制的改進，負責金流的服務廠商責無旁貸，所以經濟部商業司及

資策會正積極推行 B2C交易履約保障機制，此機制係 B2C線上付款機制的

改進機制，由付款機制服務業者扮演中間第三者的角色，保障消費者向購

物網站購物後，取得交易所約定的商品與服務，同時也保障購物網站出貨

後可收到款項，其詳細作業流程如下： 

1. 消費者至網路商店網站購物。 

2. 消費者向付款機制服務業者進行付款。 

3. 於一定購物檢視保障期間(通常為七日)，付款機制服務業者先行

扣住款項，暫不付款給網路商店。 

4. 付款機制服務業者確認消費者己經付款後，通知網路商店進行出

貨。 

5. 網路商店以物流方式出貨給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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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路商店在消費者確認商品無誤或購物檢視保障期間期滿後，向

付款機制服務業者請款。 

7. 在購物檢視保障期間內消費者可無條件向付款機制服務業者取消

貨款給付，但付款機制服務業者必須在確認網路商店收到退貨並

扣除必要費用後，退回剩餘款項給消費者。 

其作業流程如圖 2-11所示 

圖 2-11線上交易履約保証流程 

網路商店

銀行/
付款機制提供廠商/
商城經營業者

1.消費者至網路商店購物

2.付款給付款機制
服務業者

4.通知
出貨

5.物流實體出貨

6.線上
請款

消費者

網際網路

SSL SSL

保障期間 3.暫時扣住
付款款項

7.無條件
取消付款

付款機制服務業者

(資料來源:資策會 ECRC) 

此機制除了保障交易履約之外，另一個讓消費者感到放心的地方

是，消費者所輸入信用卡資料的劃面是付款機制服務業者(金流業者)的系

統所產生，網路商店或商城的管理者無法看到，即無從取得消費者信用卡

資料的機會，因此可以減少一次信用卡資料被偷被盜刷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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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物流處理 

消費者在網路商店或商城點所選訂購商品的資料，有關交貨方面的

資訊如收貨者姓名、地址、希望送達日期、時段…等資訊則經由網路開店

系統介面轉到負責運送的物流公司:如貨運/快遞/宅配/便利商店的資訊

系統，同時網路商店的管理者可以依消費者的選擇，將消費者所訂購的商

品由商家自行送到便利商店的物流中心，後再由便利商店的物流系統送到

消費者所指定的全台近 6,000家便利商店取貨點，由消費者在指定時間內

前往取貨，或者依消費者選擇直接交由物流公司宅配到消費者手裏。 

 

(七)客戶服務 

 網路開店業者提供的客戶服務，包括客戶使用網路開店系統後的輔

導上線(包括網頁上傳、商品上/下架、電子報製作…等，並且輔導商家管

理系統的前後台…等)及系統的維護、新功能的增加…等，服務方式以回

覆 e-mail，專人接聽客服電話，客戶教育訓練…等。 

 

五.入口網站與電子商務 

 

(一) 入口網站定義 

「入口網站（Portal）」一詞，原意為「港口」，然而注意一下港

口本身具有的功能，其在於集結旅客與商（貨）品，在依其不同的目的

地將其一一地運送到世界各地去；同樣地，網路上的資訊如此龐雜、眾

多，每個網路使用者的需求又有相當的差異，因此對Portal 而言，其

最初被界定的功能在於提供一套分類篩選的搜尋引擎，幫助網友(消費

者)迅速過濾出有用、有價值的資訊（陳世運，2000）。本研究將有關

入口網站之論述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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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軟網站上的專業術語辭典對入口網站下的定義為：「一定範圍之

內的網站資訊入口。為了吸引使用者重複到訪，入門網站會整合各方

面的資訊，儘可能吸引大量的上站者，同時利用Banner作商品廣告賺

取廣告費。這樣的網站包括Yahoo!的服務與資源，如新聞、體育、娛

樂、天氣、商業、旅遊、佈告欄、聊天室以及搜尋等。」 

2. 「PC 百科全書網站」（www.pcwebopaedia.com）對「入門網站」的

定義：「入門網站乃是提供一系列資源與服務，包括搜尋網站、討

論區、電子郵件等。」 

3.  張肇顯，（2000）將入口網站定義為：「網際網路上經營的網站企

業，其主要功能在於提供資訊搜尋、網站連結，多樣化的活動與服

務，並具備匯聚使用者與長期維繫使用者中程度的能力。」張肇顯

（2000）在其「以智慧資本為基礎之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實務研究

―以台灣地區入口網站為例」研究之文獻中認為：就目前功能而

言，入口網站兼具內容網站、搜尋引擎、提供個人服務等三大功能。

隨著搜尋引擎的強化、網頁內容的增加、資訊技術的進步及互動式

多媒體的整合之下，消費者將能夠享有更多「專屬」的服務與資源，

因此「入口網站」它不只是提供搜尋引擎、活動與服務，其未來涵

義更應具有「個人化」意味。 

4. 1999 年Cohan 在「Net Profit」中對於入口網站定義，則正說明

到現今一般型入口網站之服務及現象；他認為：所謂入口網站（Web 

Portal），就是上網者開始瀏覽網際網路（Internet）的地方，它

們提供搜尋引擎、電子郵件、資訊內容提供、聊天室和其它服務。 

5. 王勝宏，(2000)認為有些入口網站希望自己能完成交易功能

（Transaction mode），有些則增加一些網站頻道（Web Channel）

來提供一些事業傳統的功能（Conventional mode of business） 因

此，像這樣的入口網站由此不難看出其期望一網打盡所有類型使用

http://www.pcwebopa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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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企圖，它們將儘可能地能滿足各類型各式各樣的選擇與需要，

此類入口網站如Excite、Lycos 和Infoseek。 

(二) 入口網站與電子商務 

不論哪個定義，都提到必須能使上網者(消費者)進入網際網路世界，

要進入網際網路世界就表示網際網路世界的資訊對上網者有價值，這個價

值表現在上網者對網際網路世界資訊的需求的滿足，因此入口網站帶領上

網者進入的世界必須有滿足上網者需求的服務。 

從另一觀點來看， Portal Site 其概念應為目錄服務提供者

（Directory Service Provider）及目的網站（Destination Web）的結

合。更進一步地說，所謂的Portal Site應定位為User Friendly Media 

Company ，而它提供下列四種最主要的服務： 

1、搜尋Search 的服務。 

2、資訊整合的服務。 

3、電子商務或網路購物的服務。 

4、提供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交流或匯聚的場所。 

 

入口網站從搜尋開始啟動網路的商機，而隨著上網率的普及，以及使

用者個別化需求趨勢，入口網站主要營收來源剛開始來自網路廣告，但是

近年來由於廣告點選率不高，慢慢使得網路廣告營收縮水，為此入口網站

慢慢發展其它營收的來源，開拓許多其它服務，如電子商務便是與網路廣

告成為目前入口網站的主要營收來源，儼然更促成了另一波經營模式的考

驗。因此總括而言，成功的網站已被證實需要有 4C 要素：內容

（Content ）、電子商務（Commerce）、社群（Community）、顧客化

（Customization）是故，入口網站同樣應具備這些經營要素，以能為使

用者創造價值，而能真正留住顧客的心。（方維琳，2001） 

從此項觀察結果來看入口網站與電子商務習習相關，因此不同的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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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 廠商應如何利用此項特性來使自己的服務更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則是

本研究的重點之一。所以本研究針對台灣入口網站、ICP及ISP 經營電子

商務的模式作次級資料的整理，觀察台灣主要ISP如中華電信Hinet、台灣

固網anet、亞太線上、和信超媒體，(由於Seednet並不直接介入電子商務

經營因此不列入比較)。在ICP方面則觀察台灣雅虎、網路家庭、蕃薯藤等

網站。同時為了與購物網站作比較特將東森寬頻(ISP)所建置的ET Mall

東森購物網也列入比較。並製作如表2-8:ISP/ICP入口網站經營電子商務

的模式比較表，希望能更清楚了解各入口網站採取何種經營型態進入電子

商務。 

表 2-8  ISP/ICP入口網站經營電子商務模式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本研究次級資料收集及了解，台灣入口網站的電子商務模式大致

可分為網路商城、網路開店與版位連結(即提供廣告頻道供連結)等方式，

所採取的策略有虛實結合、僅將流量轉化為交易行為，或是像自己經營一

家商店一樣親身參與目錄製作、進貨、物流配送每項流程，各家入口網站

經營模式與策略考量各有不同，反應出來的營收模式也相當多元，包括商

品上架費、固定月租費、抽取交易手續費、版位連結費及賺取產品差價等

不同營收模式。  

  入口網站 商城名稱 推出時間 屬性 經營方式 系統開發廠商 

HiNet Hiper Mall購物網 2000. 3 網路商城 自售、轉單 翊摩網景科技 

東森寬頻 ET mall東森購物 2000. 4 網路商城 自售 德國 Intershop 
蕃薯藤 賣蕃天 2000．6 網路商城 轉單、廣告頻道 蕃薯藤數位科技 

雅虎(台灣) Yahoo購物 2000．7 網路商城 轉單、廣告頻道 Yahoo美國原廠 

網路家庭 Pchome線上購物 2000．9 網路商城 轉單、廣告頻道 網路家庭 

雅虎(台灣) 網路開店 2002. 3 B2C ASP 轉單、廣告頻道 網勁科技 

HiNet 網路開店 2002. 4 B2C ASP 轉單、廣告頻道 超網路科技 

台灣固網 台固購物城 2003. 1 B2C ASP 轉單、廣告頻道 際標科技 

亞太線上 亞太立即購 2003. 4 網路商城 委託經營 思網科技 

和信超媒體 gigigaga購物網 2003. 5 網路商城 委託經營 思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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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入口網站電子商務大致上可以歸類以下營收模式 

－ 雅虎台灣洽收網路開店月租費、上架費、廣告頻道費 

－ 蕃薯藤賺產品差價、交易佣金、上架費，收入來源多元 

－ 網路家庭採自售方式賺取產品差價與上架費、廣告頻道費並行 

－ 中華電信採網路開店及網路商店並行方式 

－ 東森寬頻採與電視購物頻道並行方式，業績大都來自電視購物 

  和信超媒體 ISP 的電子商城委託思網經營外，同時與際標公司

〝台灣 e 通路〞策略聯盟，並提供百萬網公司版位連結…等方

式，收入來源多元 

各入口網站經營電子商務網址如下： 

亞太線上：http://unishop.apol.com.tw  

東森多媒體: http://etmall.com.tw  

雅虎(台灣)：http://tw.shopping.yahoo.com  

台灣固網: http://shopping.anet.net.tw      

網路家庭：http://shopping.pchome.com.tw  

蕃薯藤：http://shopping.yam.com.tw 

中華電信網路開店：http://eshop.hinet.net 

中華電信網路購物：http://shopping.hinet.net  

 

第五節 中小企業選擇B2C ASP之考量因素 

  一、企業採用ASP的意願 

依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MIC)於2001年2月，對於ASP的採用意願所

做的調查，共發出4,000份問卷，有效樣本827份(如圖2-12所示)，無論中

型或小型企業正評估採用ASP之企業佔受訪企業32％，約佔三分之一弱，

顯示出ASP模式的導入，仍需大力推動，反過來看，未來ASP產業仍有其發

展的空間及市場的潛能。 

http://unishop.apol.com.tw
http://etmall.com.tw
http://tw.shopping.yahoo.com
http://shopping.anet.net.tw
http://shopping.pchome.com.tw
http://shopping.yam.com.tw
http://eshop.hinet.net
http://shopping.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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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

14%

32%
54%

大型企業

9%

32%
59%

不需要

評估中

暫時不考慮

圖2-12 2000年我國企業使用ASP分析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我們也可以從圖 2-12 看出中小企業暫時不考慮 ASP 服務的廠商佔

54%，高達受訪企業一半以上，表示 ASP服務概念的推廣仍有待加強。約

佔三成的受訪企業表示正在評估當中，因為中小企業選擇 ASP服務的考量

因素也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之一，玆將先討論中小企業選擇 ASP服務的考

量因素，後再探討選擇 B2C ASP的考量因素。 

 

二、中小企業選擇B2C ASP之考量因素 

有關討論如何選擇 ASP的考量因素之文獻相當多，經過整理後列出以

下四種不同研究機構所列出的考量要點。 

(一)、Business Finance(2000)的調查報告指出，一般企業評選ASP 時

最常提出的十大問題包括有： 

1. 應用軟體是否架設在共用伺服器或獨立伺服器？共用伺服器會

不會因為別人的資料流量太大而影響本身存取速度？ 

2. ASP如何確保資料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服務品質以及系統的擴充

性？ 

3. ASP 如何管理日常資料備份與緊急災難復原？ 

4. ASP 是否提供客戶安全的連線保證？ 

5. 除了瀏覽器，還需要哪些軟體或硬體設施才可以使用ASP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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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應用軟體支援服務是由ASP 負責？或是軟體公司？ 

7. ASP 是否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服務？ 

8. 軟體升級的程序為何？ASP 要如何管理？ 

9. 網路斷線或資料遺失時，ASP 要如何處理？ 

10. ASP 是否提供應用軟體存取與使用紀錄等詳細的報告？ 

 

(二)、張嘉洲(2000 年)指出，企業在評估是否採行ASP 方式建置資訊系

統時，有以下幾個議題： 

1. 公司是否有資源整合的需要？ 

2. 公司是否有利用網路爭取業務的需要？ 

3. 公司是否有利用網路和其他公司進行資源整合的需要？ 

4. 公司是否有能力在可容忍的時間內獨立完成？ 

至於在如何選擇適當的ASP 廠商方面，則進一步提出以下原則： 

1. ASP公司形象 

2. ASP要能保護重要、機密的資料 

3. 確定ASP在其相關產業，及所提供服務領域的專業性 

4. ASP 本身經營出問題後之後續處理相關措施 

5. 檢視ASP軟体升級制度 

6. ASP能否解決所有問題 

7. 對於ASP的收費精打細算 

8. ASP規模大者較有保障 

9. ASP公司的組織架構 

10. ASP的加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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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呂世傑(2000年)認為，企業在選擇ASP 廠商時有以下法則： 

1. ASP 的軟硬體平台包括硬體評估、網路評估、軟體平台評估以及

應用開發工具評估。 

2. ISV 的應用水平、ISV 的評估項目，包括對相關領域內行業的瞭

解、在市場上的聲譽、國際化能力以及經驗與技術。 

3. 公司的企圖與後續發展，公司營運目標是否符合企業需求、公司

是否有朝向國際化發展的規劃。 

 

(四)、ASP Industry Consortium(1999)的報告中提出，企業在評估ASP 廠

商時，有以下幾個關鍵議題： 

1. 資料中心營運 (Data centers and operations) 

對於企業而言，商務資料儲存在資料中心內，因此安全性必然

是首要考量，其中資料存取權限管理、資料中心人員管理、意

外防範機制、系統能否滿足企業成長的需求，都是必須注意的

問題。 

2. 服務水準協議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服務水準協議為ASP 與企業之間的服務保障契約，其中必須包

含客戶支援的服務水準、系統與資料安全性、系統效能、意外

狀況服務專員、更換ASP 廠商的成本等因素。 

3.軟體與硬體 (Software and Hardware) 

在ASP 的軟硬體設備方面，企業必須考慮ASP 能否提供所需軟

體、應用軟體的專業團隊、軟體的安裝及管理經驗等相關議題。 

4. 成本/價格 (Cost/Pricing) 

儘管ASP 標榜能夠節省資訊科技成本，但是仍然要考量到採行

ASP 方式的整體成本、及採行與不採行ASP 方式建置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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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成本差異。 

綜合以上四個不同考量要點外，本研究認為一般而言，非核心業務是

中小企業適合委外的考量項目之一，不過真正適合委外的項目應該是那些

對商業目標貢獻最大、而相對的風險較低的項目，因此中小企業選擇B2C 

ASP應用軟體租賃服務供應商除了要考量以上因素外，還需要考量該ASP

是否可以針對中小企業所最欠缺的行銷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因為在茫茫網

海中如何突出中小企業所建立的網路商店，讓消費者很迅速的找到他所需

要的商品，則需要積極而且有效的行銷活動，所以行銷服務對中小企業在

經營網路商店而言相當重要。 

 

同時本研究發現: 

1.我們從表2-5 發現歸類為73的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ASP 供應商

平均員工人數僅有7人，B2C ASP若能結合歸類於60的第二類電信業者

(ISP或固網業者)平均員工人數為1,448人，相信更有機會提供中小企業

客戶更多的行銷協助。 

2.我們從圖2-9 電子商店策略合作對象中，發現網站商店與相關網站(主

題式網路商店)與網路商城(綜合性商城)等策略性合作的比率相當高，

因此B2C ASP若能建立主題式網路商店(商店街)，例如手機商店街、印

表機耗材商店街、3C產品商店街…等專賣店式的網路商店街，如此一來

將有集客的效果，亦能達到協助客戶的網路商店商品行銷的效果。因此

B2C ASP可以幫助提供同性質商品的客戶建立主題式網路商城(商店

街)，或者與著名的網路商城如7-11綜合性網路購物商城策略聯盟，提

供網路開店業者多一個展示及銷售的空間。 

3. 我們從表2-8 ISP/ICP入口網站電子商務模式比較表中，發現自2000年

3月起ISP、固網業者、ICP…等流量大的入口網站紛紛踏入電子商務市

場，B2C ASP若能結合此類入口網站，每日增加的流量對客戶商品的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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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將有很大幫助。 

4. 我們從圖2-5 2001-2002年電子商店主要經營型態中發現雖然只有4%的

網路商店以拍賣的方式來經營，但是純拍賣的網站如eBay在全球網路

交易市集佔有率高達八五％，而且在廿七個國家擁有約三千七百六十

萬名註冊會員，在台灣主要拍賣網站如eBay和Yahoo拍賣網站的註冊會

員至少有一百七十萬名，而且據估計2003年台灣的網路拍賣交易將達

到新台幣一百億以上，如此龐大的流量及交易額對經營電子商務的業

者而言是一個極佳的策略合作夥伴，理論上拍賣網站的商品是由個人

(會員)依拍賣網站的規則自行上架，在約定時間內供有意購買的網友

(必需也是會員)自行上網喊價，最後由出價最高的會員取得最優先購

買權利。技術上若B2C ASP能將客戶的商品依拍賣網站的規則一一上架

到拍賣網站的各個不同拍賣分類項目內供會員喊價，如此一來客戶的

商品又多了一個展示及銷售的空間，因此與拍賣網站連結上架功能也

是B2C ASP能夠幫助中小企業的網路商店作行銷服務的項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