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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首先說明本研究的背景與動機，包括理論面與實務面的動機，接著說明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之後，再簡介研究流程。本章中研究流程僅為簡介，詳細

研究設計與方法，將留待第三章中，進行更詳盡的說明。在簡介研究流程之後，

本章將說明研究範疇，以及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最後，則將說明論文章結的安排。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實務面的動機 
 

(一) 軟體及軟體產業的重要性 

 

軟體產業自 1950 年代末期由硬體產業獨立出來之後，就不斷地蓬勃發展。

經過五十多年，隨著大型主機、迷你電腦、工作站、個人電腦，以及網路設備等

各種硬體的發展而不斷成長。到了 2004 年，全球軟體產業的總產值達到了六千

億美元(US$600 billion) (Cusumano, 2004)。在今天，軟體無所不在，它已經是人

們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軟體使得許多技術、經濟，以及社會活動得以順利

進行；尤其是各式各樣組織(包括政府、學校、企業等)的運作，都建構在軟體的

基礎上。 

 

軟體產業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趨重要。自 1993 年起，全球資

訊軟體的產值，首度超過硬體產值(資策會 MIC, 1999)之後，繼續不斷成長。到

了 1997 年，「全球資訊業總產值約 4400 億美元時，軟體總產值就占了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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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超過硬體總產值 14 個百分點；到了 2000 年，全球軟體產值更達 61％，

預計未來 10 年將成長到 65％」(新新聞周報, 2001)。除了相對於硬體的重要性之

外，軟體產業低成本，高獲利的形象，使其一直是投資大眾長久以來最鍾愛的標

的之一，在扶植新創公司的創業投資產業亦然。根據 PriceWaterhouseCoopers 與

美國創投協會等共同於 2004 年第一季發表的 MoneyTree Survey，軟體產業再度

擠下生物科技產業，由創投界投入總金額的第二位，重新站回第一位。在 2004

年的第一季，全美創投界投資軟體公司的總金額高達九億五千六百萬美元

(US$956 million)，而投入金額排名第二的生物科技產業，總金額則為九億四千三

百萬美元(US$943 million)，稍微落後軟體產業。到了 2006 年的第二季，全美創

投界投資軟體公司的總金額成長到十三億四千四百萬美元(US$1344 million)，佔

當季創業投資總金額的 20%，而投入排名第二的生技產業，總金額則為十一億八

千萬美元(US$1180 million)，佔當季創業投資總金額的 17.56% (MoneyTree Survey, 

2004; MoneyTree Survey, 2006)。軟體產業的吸引力可見一般。 

 

(二) 台灣軟硬體產業的失衡現象 

 

雖然軟體產業在全球受到高度的矚目與重視，但在台灣，硬體製造卻一直是

資訊產業中的主角。根據經濟部的統計，台灣在 2005 年已是全球第二大資訊硬

體生產國。許多資訊硬體產品，例如筆記型電腦（NB）、主機板（MB）、無線

區域網路產品（WLAN）、液晶面板（LCD MNT）、數位用戶迴路端末設備(DSLCPE)

及光儲存產品（ODD）等之全球市佔率已超過七成，居世界第一。但「2004 年

台灣軟體工業、資訊服務業總產值不到同年台灣資訊硬體工業產值的二分之一，

此與全球軟體工業、資訊服務業的產值遠超過資訊硬體業產值，且差距持續在拉

大中的趨勢相反，顯然台灣軟體業有極大的發展空間」(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2006)。可惜的是，「多年來有關台灣軟體產業發展的討論雖然是一直持續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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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研等單位共同參與進行，但往往最後結論大多又是因為沒有分類而

混為一談，而所呈現的策略性建議也僅多是一些零碎的片段」(劉龍龍, 2006)。有

關軟體產業相關的研究，顯然仍存在值得努力的空間。 

 

(三) 軟體商業研究的缺乏 

 

綜觀軟體相關的研究的主流，主要分為兩方面。一為由產業研究機構，如美

國的 Gartner Group、IDC，台灣的資策會、工研院等所進行，探討整體軟體產業

環境以及發展趨勢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於投資者裨益良多。另一則為學術研究，

主要著眼於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對於軟體技術或軟體研發領域多所著

墨。這些研究旨在探討軟體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對於程式設計師以及軟體工程人

員，有相當大的幫助。但有關軟體商業(software business)的研究，在國內外都還

處於萌芽階段。而對於軟體公司的經理人而言，最關心的是如何能由相關研究中

得到啟發，對於公司的經營有所幫助。因此，本研究在實務面的動機，主要在於

希望能藉由軟體商業的研究，提供軟體經營者在實務上的實質幫助。 

 

二、理論面的動機 
 

(一) 針對利基型軟體公司的動態研究有其必要 

  

如前所述，軟體商業的研究，在軟體研究的領域中，遠不及軟體技術一般受

到重視。事實上，軟體公司經營成功關鍵，不在於技術的優劣，而是在於管理的

良窳。1990 年代中期，IBM 推出的 OS/2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軟體，其技術遠較

Microsoft 的 Windows 更為優異，但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上，卻節節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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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拱手讓給了 Microsoft。這一段歷史，是一般大眾最耳熟能詳的例子之一。軟

體商業(software business)的重要性，由此可見一斑。所幸近年來，與來愈多的研

究者投入軟體商業研究的領域，使得這個領域的國際研究社群逐漸形成(Käkölä, 

2003)。 

 

在軟體商業研究的領域中，愈來愈多的研究發現，影響軟體公司績效的關鍵

因素，在於商業與經營管理層面 (e.g. Hoch et al., 2000; Cusumano, 2004)。然而，

軟體公司的經營，並非易事。雖然軟體產業整體發展迅速，而成功的軟體公司獲

利豐厚，但事實上，軟體公司的成功，並非普遍現象。軟體公司存在「低成立門

檻，高成功門檻」的特性。一般而言，成立軟體公司的門檻相當低，任何人只要

擁有不高的資金，和某種程度的技術能力，就能輕易地成立一家軟體公司。但要

能成功地經營一個軟體公司，並不容易。成功的軟體公司，「是異數不是常態」

(張國鴻譯，2000)。 

 

而軟體公司想要維持成功，更是困難。軟體公司的成功，通常很短暫。例如，

WordPerfect 在文字處理軟體市場上紅極一時，但市場領導者的地位保持了幾年

之後，就被 Microsoft 的 Office 所取代了(e.g. Hoch et al., 2000; Campbell-Kelly, 

2004)。這樣的例子在軟體業界不勝枚舉，顯示了軟體公司維持成功的不易。軟

體公司的淘汰率極高，且平均壽命較其他產業中的公司短(e.g. Hoch et al., 2000; 

Cusumano, 2004)。因此，軟體公司的長久生存，對於經營者來說，極具挑戰性。

尤其是對於資源較少，在產業中缺乏主導地位的利基型軟體公司來說，更是困難。 

 

在軟體業中，由於大型軟體公司如 Microsoft 等的主導地位太強，因此存在

著「大者恆大」的特性，使得利基型的軟體公司生存，受到大型廠商極大的影響。

在軟體產業的許多區隔中，若未能擠進市場佔有率的前幾名，通常很難生存(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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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 1995; Hoch et al., 2000)。但綜觀過去軟體商業的研究，大部分卻是以大型

的軟體公司如 Microsoft, Oracle 等為研究對象，所提出的觀點以及建議，也多適

用於大型的軟體公司。雖然利基型軟體公司在軟體產業中數量遠高於大型軟體公

司，但以基型軟體公司角度出發的研究，卻相對稀少。尤其是利基型軟體公司，

由創立開始，隨著環境變化而調整，以求得長期生存的動態研究，更是缺乏。因

此，在軟體商業研究中，針對利基型軟體公司的研究，尤其是利基型軟體公司的

動態變化，有其必要性。 

 

(二) 經營模式為軟體公司成功的關鍵 

 

軟體經營的議題相當廣泛，例如軟體開發、行銷等，都是重要議題。但大多

數的研究者均同意，長久以來，軟體經營團隊面臨最大的挑戰之ㄧ，在於如何找

到良好的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s) 。良好的經營模式，是軟體公司成功的關鍵

(Nambisan, 2001; Cusumano, 2004)。因此，本研究選擇經營模式為研究的主題。 

 

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這個名詞，自從 1990 年代末期網路熱潮開始，就不

斷地被提到。不論是在一般通俗的商業與資訊相關雜誌，或是學術期刊上，都可

以看到許多關於經營模式的報導或研究。綜觀過去經營模式的研究，雖然學者們

對於「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 的定義以及範疇不盡相同，但可以發現，經

營模式關心的重點，主要在於焦點廠商(the focal firm)在產業價值網中的角色，亦

即，和其他廠商和(或)客戶的關係，以及管理這些關係的作為。例如，Timmers 

(1998)認為，「經營模式」是一種產品、服務，以及資訊流的「架構」(architecture)，

這個架構包含了(1)對於不同的商業參與者(business actors)及其角色(role)的描

述，(2) 對於不同的商業參與者潛在利益(potential benefits)的描述，以及(3)對於

營收來源(sources of revenue)的描述(Timmers, 1998)。而司徒達賢(2005)於管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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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世界一書中，認為經營模式是指「企業在產業價值網中的定位，以及創造價

值並換取生存資源的方式」(司徒達賢，2005)。這個定義，和司徒達賢 (2001)於

策略管理新論一書中所述「網絡定位策略」所關注的重心類似。 

 

(三) 軟體公司的經營模式適合由商業生態系統觀點來探討 

 

分析經營模式的觀念架構有許多種，但軟體產業和其他產業，如汽車產業

等，有著很不一樣的特性。而這些特性，使得傳統的「競爭分析」，以及「策略

聯盟」等分析架構，都不適合用來探討軟體公司的經營模式。主要的原因，是因

為這些分析架構，都基於廠商關係清楚、容易識別，且固定不變的前提，簡化了

廠商之間的關係，來進行靜態的分析。 

 

首先，資訊以及軟體產業的價值單元非常「零碎」(fragmentation)。每個單

一企業，僅負責一部份價值創造，無法完全滿足客戶所有的需求，而需要和其他

許多廠商配合。其次，使用者通常有自主決定權，可以決定提供個別產品(或服

務)的廠商。每一次採購時，所牽涉到的廠商，以及廠商之間的關係也可能不同。

前一次採購案中合作的廠商，下一次可能轉變為競爭者。而廠商與廠商之間即使

沒有交易的關係，但也常因為技術上的相依(dependency)，造成了廠商之間必須

要有某種程度的合作，例如共同開發軟體產品。因此，廠商之間既競爭又合作。

多重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同時存在，而廠商之間的關係複雜(complex)而不固定

(fluid)。傳統的「競爭分析」，以及「策略聯盟」等分析架構中，廠商之間關係

通常很清楚，容易識別，同時，也建構在廠商關係單純而固定的前提上，因此，

並不適合用來探討軟體公司的經營模式。 

 

另一方面，商業生態系統觀點的幾個特色，使其極為適合使用在軟體經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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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探討。例如，商業生態系統注重廠商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對於環境影響極大

的軟體產業來說，相當適合。再者，商業生態系統的「整體觀」(holistic view)與

「系統觀」(systems thinking)，同時考慮及分析競爭與合作兩種關係，因此相當

適合軟體產業的情境。此外，商業生態系統觀點跨越了產業的界線，研究對象為

一群共同創造價值並分享價值的廠商，而這些廠商並不一定處於同一個產業。因

此。對於經常需要和軟體產業之外的各類軟硬體與服務廠商合作的軟體公司來

說，也非常適合。因此，本研究選擇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觀點，來探討利基型軟體

公司經營模式的變遷。 

 

(四) 過去軟體商業研究與商業生態系統研究的缺口 

 

商業生態系統觀點，主要引用生物的「生態學」(ecology)中，「生態系統」

(ecosystem)的觀念，來探討商業網絡(business network)中，廠商與環境，以及廠

商與廠商之間的關係(e.g. Moore, 1993; Iansiti & Levien, 2004a,b)。而過去商業生

態系統研究，主要將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的角色，以主導地位的有無來區分。例

如，具有主導地位廠商包括「關鍵者」(keystones)、「支配者」(dominator)，以

及「坐收漁利者」(hub landlord)。而不具主導地位的廠商，則為「利基者」(niche 

player)。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大多數的廠商都不具主導地位，屬於「利基者」；

而「利基者」需要仰賴「關鍵者」所提供的各種資源，才能在商業生態系統中發

展。而具有主導地位，並創造生存空間給「利基者」的「關鍵者」，會因為特性

與作為的不同，而成為「支配者」(dominator)或「坐收漁利者」(hub landlord)。

過去研究主要發現，具有主導地位的廠商，扮演「關鍵者」的角色，對於長期的

生存較有利(e.g. Iansiti & Levien, 2004b)。表 1中列舉了商業生態系統中，參與廠

商不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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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商業生態系統中參與廠商的角色 

 

具有主導地位 不具主導地位 
角色 

關鍵者 
(keystone) 

支配者 
(dominator) 

坐收漁利者 
(hub landlord) 

利基者 
(niche player) 

特性 
與作為 

維持商業生態

系統整體的健

康, 並創造生存

空間給利基者 

通常透過垂直

整合或水平整

合的方式來管

控商業生態系

統,自行創造價

值, 並獲取網絡

中大部分的機

會, 不留生存空

間給利基者.  

剝削利基者, 攫
取生態系統中

廠商所共同創

造出來的價值, 
但自己不願創

造價值, 也不願

維護整個生態

系統的健康, 最
後也因此危及

自己的生存. 

仰賴關鍵者所提

供的服務與資

源, 在商業生態

系統中透過專門

化(specialization)
和其他的利基者

區隔, 並創造價

值, 以在商業生

態系統中存活.  

代表企業 

Wal-mart, 
TSMC(台積電), 
Microsoft 

早期的 Apple, 
IBM, DEC. 
Yahoo 初創時. 

Enron (安隆) nVidia (vs. 
TSMC),  
Intuit (vs. 
Microsoft)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 Iansiti & Levien(2004b)整理。 

 

事實上，在軟體研究領域中，也已經有學者開始援用類似商業生態系統的觀

念，雖然他們並不見得都使用「商業生態系統」這個名詞。例如，麥肯錫顧問公

司出版的 Secrets of Software Success 一書(Hoch et al., 2000)中也有類似的觀念。作

者們提到，在「軟體網」(software webs)，也就是「軟體的聯盟網絡」中，有兩

種不同角色的軟體公司：「塑造者」(shapers)(例如 SAP、Microsoft、昇陽等公司)

奠定軟體網的基礎(lay the foundations)，而「追隨者」(adapters)則在這個基礎上

發展並提供其產品與服務，進而使整個網絡擴展。Cucumano (2004)則由技術的

角度出發，以「平台領導者」(platform leader)以及「互補者」(complementor)來

區分這兩種角色。「平台領導者」建立平台，讓「互補者」依附在這些平台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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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過去軟體商業研究以及商業生態系統研究，雖然針對兩類角色都有類似

的區分。但不論是在軟體商業研究領域，或是商業生態系統研究領域，大多數過

去的研究，都站在具有主導地位的大型廠商的立場，以「關鍵者」這類具有主導

地位的廠商為研究對象，而提出的建議，也大多針對這類廠商。針對缺乏主導地

位的「利基者」的研究，則非常有限。而對於「利基者」的建議，通常也是在說

明「關鍵物種」的策略之後，附帶說明之，因而顯得有些過度簡化。 

 

同時，過去的研究多採「絕對觀」(absolutism)，僅將 Microsoft, Oracle, SAP, IBM

等國際大廠視為「關鍵者」，而其他較小的廠商都被視為「利基者」。事實上，

「關鍵者」與「利基者」，應該是相對的(relative)。例如，Adobe 對於 Microsoft

這樣的國際大廠來說，雖然是「利基者」，但對於許多仰賴 Adobe 所提供的資源

而生存的小型服務商來說，Adobe 卻是「關鍵者」。 

 

此外，過去研究多屬靜態(static)以及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研究，將「利

基者」的角色視為固定不變的，亦即，「利基者」永遠是「利基者」。因此，對

於「利基者」轉變為「關鍵者」或「支配者」、「利基者」如何因應「關鍵者」

角色的改變，或環境變化，來調整策略作為等「生態系統動態」(ecosystem 

dynamics)，仍缺乏詳細的探討。事實上，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利基者」數

量遠大於「關鍵者」。據 Hoch et al (2000)的估計，軟體產業中，具有主導地位

的「塑造者」(亦即「關鍵者」)與不具主導地位的「追隨者」(亦即「利基者」)

的公司數量，大約為 10:1 (Hoch et al,2000)。「利基者」有其重要性存在，但卻

被嚴重地忽略。另一方面，本研究也認為，探討利基者的經營模式變遷的動態，

對於利基者而言，較能提供深入而實質的幫助。因此，本研究以「利基者」為研

究對象，並採取相對觀(relativity)，來探討利基型的軟體公司經營模式變遷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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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dynamics)。 

 

(五) 理論面動機小結 

 

綜合以上討論，於此總結理論面的研究動機。過去的軟體商業研究，發現經

營模式為軟體公司成功的關鍵。而經營模式主要關心的則是企業在產業價值網中

的定位，以及創造價值並換取生存資源的方式。另一方面，由於軟體產業高度分

工、價值單元零碎，且多重競爭與合作關係同時存在，使得廠商之間關係複雜而

多變等特性，使得傳統競爭分析以及策略聯盟等觀念架構，並不適合用於軟體經

營模式的變遷。而商業生態系統注重廠商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並採取整體觀，同

時也跨越產業界線，極為適合用來探討軟體經營模式的變遷。然而，過去的軟體

商業以及商業生態系統研究，都偏重具有主導地位的「關鍵者」，持「絕對觀」，

且多屬「靜態」與「橫斷面」研究，因而產生了研究上的缺口。 

 

因此，本研究在理論面的研究動機，是希望能彌補這些缺口。透過對軟體經

營模式變遷動態的研究，能夠對於軟體商業研究以及商業生態系統理論，都能有

所貢獻。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如前所述，過去研究對於「利基型軟體公司」的關注較為缺乏。對於為數眾

多，但資源相對較小的利基型軟體公司來說，如何在複雜而多變的環境中，找到

適合的生存空間，以求取長期的生存，是相當艱鉅的課題。尤其是在本身對於產

業環境並不具有主導力的狀況下，欲維持長期的生存，更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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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採用「商業生態系統」觀點，以「利基者」的角度出發，選擇

屬於「利基者」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了解利基型軟體公司

維持長期生存之道。本研究主要探討處於複雜而多變環境中的利基型軟體公司，

如何調整其營運模式，來因應環境的變化，以維持長期的生存。研究問題如下: 

 

成功的利基型軟體公司，如何因應環境的變化，動態調整和其他廠商的關

係，以維持長久的生存？ 

 

而商業生態系統觀點中的「整體觀」與「系統觀」，強調同時關注單一個體

之間的關係，以及個體與系統整體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先以歷史分析來探討

整體環境面的變遷，作為個案研究的前導研究。歷史分析的目的，在於釐清資訊

安全軟體廠商在商業生態系統中的角色，以及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

而釐清了這些關係之後，才接著進行探索性個案研究，來探討利基型軟體公司成

功的因素。而此處所謂成功，主要是指「能夠維持長久的生存」。 

 

由於個案研究仍屬探索性，並無過去研究可供參考。因此，本研究儘量列舉

了各種值得研究的面向，期望儘可能由個案中發掘可供後續研究的洞見。個案研

究問題，主要探討的面向，包括了成功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在成長過程中，參與

了哪些商業生態系統?為何選擇參與這些商業生態系統？利基型軟體廠商參與這

些商業生態系統時，和哪些「關鍵者」合作？分別採取了哪些作為?而不成功的

軟體公司欠缺了哪些作為？ 

 

再者，隨著公司的成長，資訊安全軟體公司所處的環境以及所參與的商業生

態系統可能會有變化。而這些變化如何影響軟體公司調整經營模式的作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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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參與了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而成功的公司，和不成功的公司比較，在所處

的生態系統中，採取了哪些策略作為，來調整與其他廠商的關係?  

 

此外，在什麼狀況下，資訊安全軟體公司會改變其在商業生態系統中的角

色，選擇成為「關鍵者」或「支配者」，建立以自己為中心的商業生態系統?成

功的公司，和不成功的公司之間，在這方面的作為有何差異？而成功的資訊安全

軟體公司成為「關鍵者」或「支配者」之後，採取了哪些策略作為，來調整和其

他廠商的關係，以及發展以自己為中心的商業生態系統? 當環境中出變化時，這

些商業生態系統會受到什麼樣的衝擊與影響？而處於其中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

如何再度調整和其他廠商的關係？ 

 

第三節 研究流程 

 

商業生態系統觀點中的「整體觀」與「系統觀」，強調同時關注單一個體之

間的關係，以及個體與系統整體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為兩個階段，首先以歷

史分析來探討整體環境面的變遷，作為個案研究的前導研究，以釐清資訊安全軟

體廠商在商業生態系統中的角色，以及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接著再

進行探索性個案研究，來探討利基型軟體公司成功的因素。 

 

本研究的流程的兩個階段主要區分如下。在第一階段的前導研究中，先以歷

史研究方法(historical method)來分析以及探討軟體產業的發展沿革，以描繪出環

境面的變遷，並釐清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之間，以及廠商與商業生態統之間的關

係，作為第二階段個案研究的基礎。 

 

而第二階段，則選擇五個成功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以及五個較不成功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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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安全軟體公司，進行探索性的個案研究，比較成功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和不

成功的公司，在調整經營模式方面的差異，以了解成功的公司維持長期生存之

道。本節僅就研究進行流程，作一簡要說明。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一章中，將

進一步詳述為何選擇這些方法，以及這些方法中較為細節的作法。 

 

第一階段歷史分析的部份，主要遵循 Mason et al. (1997) 所提出歷史研究方

法(historical method)應用於資訊管理研究(MIS research)的七個步驟進行(見圖 1)。 

 

 

 

圖 1：Mason et al. (1997) 提出之歷史研究方法應用於資訊管理研究的七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中的「聚焦問題」，已於上一節中說明。下一節中將說明研究範

疇的界定。而「蒐集證據」、「批判證據」、「找出模式」的細節與作法，將在

「研究設計與方法」一章中詳述。而在「找出模式」時，本研究一面進行「述說

故事」以及「撰寫文章」的步驟，並比對文獻，建立書面的資料，並同時進入第

二階段的探索性個案研究。而在個案研究的過程中，仍持續地與第一階段的資料

與研究發現進行比對。待個案研究全部結束之後，再將個案發現與相關的文獻進

行比對，亦即，進行 Eisenhardt (1989)所述的「擁抱文獻」(enfolding literature) 

批判證據  
(Critique the 

evidence) 

蒐集證據 
(Gather 

evidence) 

界定範疇 
(Specify the 

domain) 

聚焦問題

(Focusing 
questions) 

撰寫文章 
(Write the 
transcript) 

述說故事 
(Tell the story) 

找出模式 
(Determin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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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ardt, 1989)。最後再進行討論與總結，來整理與撰寫全文，完成「撰寫文

章」的步驟。 

 

第四節 研究範疇與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首先，在歷史分析的部份，本研究中的軟體廠商指的是「創作軟體或提供軟

體相關服務，並以此維生的廠商」。以下各類廠商不包括在本研究的軟體廠商範

圍中: (1)銷售軟體，或提供軟體供給客戶使用，但完全不創作軟體之廠商，如通

路商等；(2) 純內容提供者 (如電子書、唱片公司等)，以及(3)網站及電子商務公

司。此外，某些電腦硬體廠商(如 IBM、HP 等)、系統整合廠商(如 EDS 等)，以

及顧問公司(如 Accenture 等)，軟體服務或產品也佔其整體營收的一部分。為求

觀察與分析的詳盡，本研究的研究範疇也包含這些廠商的軟體事業部及服務事業

部。這種範疇的訂定，與軟體專業雜誌 Software Magazine 的全球五百大軟體公

司(”Software 500”)範圍相當。 

 

其次，本研究採用商業生態系統觀點，並由「利基者」的角度出發，選擇了

成功以及失敗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而由於商業生態系統

研究主要沿用了生物生態系統研究中的整體觀(holistic view)，以整體的「系統」

為分析單位，來探討系統中的物種(廠商)與環境，以及系統中不同物種(廠商)間

的交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因此，本研究在進行個案研究前，將先對相關的

商業生態系統，進行歷史分析，以釐清個案公司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之範疇與樣

貌的變化，以及與個案公司有交互作用的廠商。易言之，本研究中，歷史研究的

對象，主要為「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和「資訊安全軟體」相關的部份，而個案

研究的對象，則選擇了數個屬於不同「物種」的成功與失敗個案公司。而歷史分

析以及個案研究進行的方式，包括個案公司選擇的方法與原則等細節，將於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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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中詳細說明。 

 

另一方面，由於「商業生態系統」觀點，主要關注「系統」的整體，以及商

業生態系統中的「物種族群」。對於個別廠商的「突變」等個體層次的現象與過

程，並不深入探討。因此，軟體公司個別的策略差異，並無法由「商業生態系統」

觀點與架構中得知。此一部分為「商業生態系統」觀點的限制。 

 

再者，由於軟體產業的變化不但快速、頻繁，而且劇烈。加上軟體與硬體及

相關服務，不易完全切割。軟體產業的範疇，因而不斷在改變。加上不同的研究

者，或不同的研究機構，對於軟體產業的定義，往往不盡相同。此外，軟體公司

在會計上營收認列的方式，個別公司之間有很大的差異。有些公司甚至連產品與

服務營收也未區分。因此，軟體產業的資料，不像其他產業一般完整而一致，在

分析上有相當的困難度(Campbell-Kelly, 2004)。 

 

此外，歷史研究以及個案研究，容易因研究者的觀察範圍、觀察地位、觀察

時間，以及本身的主觀，造成研究上的偏誤觀點，或是所蒐集的資料因代表性的

限制，無法建立普遍原則，在一般化的程度(generalization)方面，會有所限制。

因此，將本研究的結論推論至其他產業時，必須特別注意，以免造成過度或不當

的推論。 

 

第五節 論文章節安排 

 

 在本章(第一章)的緒論結束之後，本研究將於第二章進行文獻探討。其中，

軟體商業相關文獻、經營模式相關相關文獻，及商業生態系統研究相關文獻，將

一一回顧與探討，並綜合總結對於本研究的意涵。同時，在第二章之中，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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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詳細定義各個相關名詞，包括「經營模式」、「經營模式的變遷」、「商業

生態系統」(包括「主系統」與「次系統」)等，以釐清後續研究的範疇。在第三

章中，將介紹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方法，其中包括「歷史研究」以及「個案研究」

兩種研究方法在本研究中如何運用，以及論文撰寫的原則，並提供整體研究架構

圖。在第四章之中，本研究將呈現歷史分析的內容，說明與資訊安全相關的主要

商業生態系統，整體的歷史發展過程與系統間的關係演變，以及資訊安全軟體廠

商在其中的角色。在第五章中，則將針對五個成功的個案公司，以及五個失敗的

個案公司，依照防毒軟體、防火牆軟體，以及入侵偵測軟體三種類別，逐一敘述

各個公司經營模式變遷之詳細過程，接著比較成功的公司與失敗的公司之間的差

異，最後並分析成功與失敗的原因。而在第六章之中，將進一步說明本研究的重

要發現，並嘗試建立命題。第七章則進行總結，說明本研究的結論、對於理論與

實務的意涵與貢獻、研究限制，以及對於未來研究方向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