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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就軟體商業相關文獻、經營模式相關相關文獻，以及商業生態系統

研究相關文獻，將一一回顧與探討，同時，也由軟體產業發展的歷史，來回顧資

訊產業中，商業生態系統的形成與變遷。之後，則進行總結，並說明對於本研究

的意涵。同時，在第本章最後，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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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商業生態系統」等，以釐清研究的範疇。 

 

第一節 軟體商業相關文獻回顧 

 

有關軟體商業(software business)的研究，首先要提到的是軟體史學家 Martin 

Campbell-Kelly。Cambell-Kelly 為英國 University of Warwick 電腦科學

(Computer Science)教授，長期致力於電腦以及軟體歷史的研究。在 1995 年時，

他在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期刊發表的文章中，為電腦軟體產業自 1950

年代至 1990 年代的發展，做了詳盡的歷史分析。他描述了軟體產業的歷史發展，

認為軟體公司經歷了三種形態的演進：(1) 專案承包(Software contractors)，(2) 套

裝軟體 (The packaged-software industry)，(3) 個人電腦軟體 (The personal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1950 年代末期，剛開始有軟體公司時，軟體公司的

經營方式，是承包專案企業、政府，或影體廠商的專案，為這些客戶撰寫獨一無

二(one-of-a-kind)的電腦軟體。這時候的軟體公司，不論在企業文化、組織能力，

以及和客戶的關係等各方面，都類似營造工程公司(civil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到了 1960 年代，套裝軟體公司興起，銷售標準、不需客製化的軟體給企業、政

府等機構用戶。套裝軟體公司的直接競爭對手是硬體製造廠商(當時的硬體廠商

也提供軟體給用戶)，而當時的套裝軟體，可以歸類為資本財(capital good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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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硬體類似。到了 1970 年代末期，隨著個人電腦的問世，個人電腦軟體公司

也隨之興起。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 Microsoft 了。 

 

作者在文中也提到，1980 年代的軟體產業相關報告中，還並未把個人電腦軟

體視為一個獨立的產業區隔(sector)。作者並推測可能是因為個人電腦軟體和套裝

軟體雖然銷售對象不同(前者銷售給個人，而後者銷售給企業)，但二者都是生產

以及銷售標準、不需客製化的軟體，和專案承包的經營方式，有明顯的區別。在

這篇文章中，作者認為套裝軟體和個人電腦軟體，在客戶型態、經營方式、企業

文化以及組織能力等各方面，都有很大的不同；同時，個人電腦軟體業後來的規

模，足以和專案承包以及套裝軟體相批敵。因此，將個人電腦軟體獨立分類來探

討。 

 

隨著歷史的演進，個人電腦持續地蓬勃發展，使得人們對於軟體的印象，大

多侷限於 Microsoft 等大型個人電腦軟體廠商，認為這就是電腦軟體。作者認為

以歷史整體的角度來看，其他兩種軟體經營方式被嚴重地忽略了，同時，人們對

於軟體產業的印象，也太過侷限於像 Microsoft 這樣的大型軟體公司。而為了進

一步讓人們更正確認識個人電腦軟體產業，Campbell-Kelly 於2001年在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發表了名為 “Not only Microsoft: The maturing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 software industry, 1982-1995＂的文章，詳述個人電腦軟體產業的發展

(Cambell-Kelly, 2001)。Campbell-Kelly 認為，利基型軟體公司，對於個人電腦軟

體產業的整體發展，有其重要性。個人電腦軟體產業之所以能夠如此蓬勃發展，

並不僅是因為 Microsoft，而是 Microsoft 加上其他眾多利基型軟體公司，共同創

造了這個規模龐大的市場。這篇文章是少數軟體商業相關研究中，提到利基型軟

體廠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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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軟體史的研究之外，較著重實務面的管理顧問公司，也對軟體商業作了

相當詳盡的研究。2000 年時，麥肯錫(McKinsey)顧問公司在歷經了一年半的研

究，訪問了一百多家軟體公司，四百五十位高階主管之後，出版了 Secrets of 

Software Success 一書(Hoch et al., 2000)1。書中將軟體產業區分為三個區隔：專業

軟體服務(professional services)、商業應用軟體(enterprise solutions)，以及大眾化

軟體產品(mass-market products)。專業軟體服務公司以承接專案為主，為個別企

業量身訂做開發軟體。其服務內容除了軟體開發之外，也包括資訊科技諮詢服

務，以及軟體系統的維護等。例如 Andersen Consulting, IBM Global Services, EDS, 

Computer Science Corporation 等，便屬於專業軟體服務公司。商業應用軟體(如

Oracle, SAP, Computer Associate, PeopleSoft 等公司屬於此類)主要生產和銷售標

準的軟體給企業用戶。而大眾化軟體產品(如Microsoft, Adobe, Computer Associate

等公司屬於此類)，則生產與銷售標準的套裝軟體給個人用戶(後來也銷售給企業

用戶) (Hoch et al., 2000)。這三個軟體產業的區隔，大致上與 Cambell-Kelly (1995)

的分類相似，只是用來描述三個類別的名詞不同。 

 

Secrets of Software Success 一書除了區分以上三個軟體產業區隔之外，又進一

步說明了軟體產業中，產品業(product business)和服務業(services business)的不

同。書中首先以「銷售量」(sales unit) 和「產品化程度」(degree of productization)

兩個面向，來區分軟體產品業和服務業的不同(圖 2)。軟體產品業的銷售量以及

產品化程度都高，尤其是大眾化套裝軟體產品，而軟體服務的銷售量以及產品化

程度都低。很可惜的是，書中並沒有進一步詳細解釋「產品化程度」(degree of 

productization) 的觀念。但由書中的敘述看來，「產品化程度」描述的是一個相

對於「客製化程度」的觀念，指的大約是「標準化」的程度。也就是說，一個寫

                                              
1 中譯：數位式競爭，張國鴻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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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程式，若可以不再大幅修改，而可以同時提供給很多人使用，則其「產品化

程度」較高。 

 

 
圖 2：軟體三大市場區隔產品化程度與銷售量 

 

在區分了軟體產品業和服務業的不同之後，作者們在書中也更進一步說明，

軟體服務公司與軟體產品公司雖然都屬於＂軟體業＂，但二者的特性與管理重點

並不相同。書中列舉了專業服務業與軟體產品業之數項比較(見表 2)。 

 

表 2：專業服務與軟體產品之比較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s) 軟體產品 (product business) 

 邊際成本 幾乎固定(constant) 趨近於零 
 市場結構 高度細分化 趨向高度集中化 
 地理特性 相當區域性，但全球化趨勢漸漸形成 高度全球化 
 客戶關係 一對一 一對少數、一對許多 
 關鍵性數據 產能運用率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市場佔有率 (既有顧客基礎) 

(product business)

(service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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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重點順序 1. 人力資源 
2. 軟體開發 
3. 行銷與業務 
4. 策略 

1. 策略 
2. 行銷與業務 
3. 人力資源 
4. 軟體開發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 Hoch et al.(2000)及張國鴻譯(2000)整理. 

 

此外，作者們在書中也強調，不論是對於專業服務公司或軟體產品公司來

說，結盟活動(partnering activities)都是軟體公司持續成長所必要的。聯盟(alliance)

不是僅僅為了方便，而是攸關軟體公司生存的關鍵(a matter of survival)。作者指

出，在軟體業中的聯盟，不論在數量(number)、平等性(equality)、或是重要性

(importance)等各方面，都和其他產業中的聯盟有很大的不同。有些全球最成功的

軟體公司，甚至讓出了 80%的收入與其策略盟友分享。軟體公司在一天之內，和

成打的新盟友在研發、行銷、配送，或互補產品等各方面進行合作，也相當常見。

而軟體公司與盟友之間的關係，和傳統的供應商與製造商關係

(supplier-manufacturer relationships) 非常不同，因為客戶對於想要合作的軟體公

司，有很多選擇，而軟體公司以及其盟友，都可以和客戶直接簽約，並不具排他

性。 

 

另一方面，雖然聯盟關係對於軟體公司來說極為重要，但軟體公司的聯盟關

係，多半是非正式的(informal)，鮮少有書面合約的簽訂。軟體公司的聯盟網

(partner webs)通常建立在一個共同的技術平台上，而這種大型的盟友網絡(partner 

networks)，往往由數百或數千個盟友所組成，而成員可以自由地加入或退出這種

網絡。許多聯盟網絡之間，存在激烈的競爭，而在一個聯盟網之內，成員們除了

為整體的共同利益而合作之外，成員之間卻也互相激烈競爭。這樣的產業生態，

是其他產業中所無法見到的。軟體公司無法不靠聯盟而單獨成長，因此，如何管

理聯盟關係，是軟體公司生存與成長的關鍵。作者們也提到，軟體公司在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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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網」(software webs)，亦即，軟體的聯盟網絡中，扮演著兩種不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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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肯錫的 Secrets of Software Success 出版四年之後，Campbell-Kelly 在 2004

年時，匯總了自己過去對軟體業的研究以及豐富的歷史資料，出版了 From Airline 

Reservations to Sonic the Hedgehog: A History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一書

(Campbell-Kelly, 2004)。書中對電腦軟體產業自 1950 年代起，至 1995 年的歷史

發展過程，有更詳盡描述與分析。書中對軟體公司形態的分類，大致不變，但受

到 Secrets of Software Success 的影響，種類的名詞則稍微更改，成為 (1) 專案承

包商(Software Contractors)；(2)企業軟體產品(Corporate Software Products)；(3)大

眾市場軟體產品(Mass-Market Software Products)。 

 

Cambell-Kelly 的軟體史研究，巨細靡遺地記錄了軟體產業自誕生開始之後的

發展歷程，讓人們了解到，軟體公司的形態，是隨著歷史發展而持續變化的。雖

然軟體產業自 1950 年代誕生以來，整個歷史至今不過短短五十多年，但軟體公

司的經營方式，卻歷經了大幅的演進。作者也提到，本書的時間切割點為 1995

年，之後的變化，並不在本書的涵蓋範圍，但作者也預期，由於 Internet 的影響，

未來軟體產業，將面臨較過去更為劇烈的變化。因此，軟體公司的經營方式，也

勢必須要隨著歷史的發展，不斷地調整。 

 

軟體商業的研究，除了軟體史學者以及顧問公司的研究之外，也在商管領域

逐漸發展。例如，在 2004 年時，MIT 史隆管理學院教授 Michael A. Cusumano 出

版了 The Business of Software 一書(Cusumano, 2004)。此書為第一本純粹以商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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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看軟體的專書。作者自 1997 年起，在 MIT 史隆管理學院開授軟體商業(The 

Software Business)的課程；累積多年的資料之後，於 2000 年向出版商提出出書

的構想，之後於 2001 年 12 月中開始撰寫，並於 2003 年 11 月完成。這本書和作

者的前一本暢銷書 Microsoft Secrets 一樣，並非純學術著作。Microsoft Secrets 主

要訴求為一般大眾，而 The Business of Software 則是以實務界人士為目標讀者。 

 

在 The Business of Software 一書中，作者由過去和實務界人士互動的經驗中

發現，軟體公司最重要的經營決策之一，是選擇要作為一個產品公司或服務公

司。他將軟體公司的經營模式分為兩大類：(1)產品公司(product company)，以銷

售軟體產品為主，軟體產品的營收佔總營收的大部分。(2)服務公司(services 

company)，以銷售軟體服務為主，服務營收佔總營收的大部分。另外，許多公司

使用混合模式(a hybrid solutions model)來經營，同時銷售產品與服務(Cusumano, 

2004)。 

 

作者發現，平均來說，軟體產品的毛利，遠高於軟體服務，因為在固定的產

品研發成本回收之後，每多賣出一套軟體產品的成本幾乎接近零(僅有金額不高

的材料成本)2。因此，許多軟體公司都比較傾向走軟體產品的路線。甚至有許多

服務起家的軟體公司，例如近年來興起的印度軟體服務公司，都竭盡所能的想要

「產品化」( productize)。然而，多數軟體產品公司隨著公司的成長，服務營收比

重愈來愈高。而整體來說，服務營收超過產品營收的軟體公司，也愈來愈多。亦

即，許多的軟體產品公司紛紛變成軟體服務公司了。另一方面，軟體服務公司想

                                              
2 基於對實務的觀察，本研究認為，Cusumano 對於「軟體產品的毛利，遠高於軟體服

務」的看法，是基於軟體產品的銷售已經相當成功。若是軟體產品銷售的量不夠大，不

足以回收初始投入的產品研發成本，則不但沒有利潤，還會面臨虧損。因此，解讀「軟

體產品的毛利，遠高於軟體服務」的看法時，必須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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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轉型成為軟體產品公司，除了透過併購之外，卻幾乎沒有成功的例子3 

(Cusumano, 2004)。 

 

此外，作者認為，產品與服務二者本質不同，即使採取混合模式來經營，軟

體公司也必須選擇一個主要的策略取向(a primary strategic orientation)。亦即，選

擇做為一個產品公司或服務公司。但這種選擇不是二選一，而是選擇要著重於哪

一種經營模式。作者建議，軟體公司應該隨著經濟景氣的變化，以及公司或產品

不同的生命週期階段，來調整產品與服務之間的比例。景氣不好的時候，以及公

司或產品趨向成熟的時候，應該要多著重服務。 

 

綜觀以上有關軟體商業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現象。第一，軟體商業研

究大多由歐美的角度出發，偏重大型軟體公司，對於利基型軟體公司的著墨仍相

當缺乏。第二，雖然研究者關心的焦點以及面向各有不同，但大多數的研究者都

同意，由於產業的變化劇烈，經營模式是軟體公司成功的關鍵。軟體公司必須隨

著環境的變化，調整經營模式，才不會很快地被淘汰。然而，過去軟體商業研究

中，對於經營模式，主要仍停留於靜態的分析，對於經營模式的變遷，較少著墨。

例如，Cambell-Kelly 的軟體歷史研究，提供了軟體商業發展動態歷程的豐富資

料，但由於其為歷史研究，時間的範疇主要聚焦在 1995 年之前。對於近來 Internet

以及開放碼軟體對於軟體經營模式的影響並未著墨。而Secrets of Software Success 

一書中，提出許多經營管理上的建議，但主要是靜態的(static)分析與建議，同時，

也並沒有充分說明經軟體公司應該如何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整其經營模式。而 

                                              
3 基於對實務的觀察，本研究認為，作者此處的論點，較限於大型以及成熟的軟體服務

公司。許多軟體產品公司，在創業之前或草創初期，其實主要以承接小型、零星的專案

來支持公司的運作，並以這些專案來作產品功能觀念印證(proof of concept)。等到公司

營運較上軌道之後，才會在市場上推出產品。 



 25

Cusumano(2004) 雖然點出了軟體公司面臨同時使用產品與服務兩種經營模式的

挑戰，但作者的建議，似乎過於簡化。而作者對於經營模式隨著環境的變遷，也

沒有太多的著墨。 

 

軟體商業的研究，近幾年來受到較多的關注，但仍在萌芽階段，尚待更多相

關的研究，來豐富這個領域。Käkölä (2003)因此在 IEEE 的一個研討會中發表的

論文呼籲，雖然軟體商業(software business)的國際研究社群已逐漸形成，但仍需

要更多研究者的投入。而軟體商業的研究，應該以一個整體的(holistic)、過程導

向的(process-driven)、跨功能別(cross-functional)，以及跨領域(multi-disciplinary)

的角度來看軟體公司。其中，縱向跨時(longitudinal)的研究極為重要，例如經營

模式的歷史演進(historical evolution of business models)。而經營模式到底是什

麼，以及其所涵蓋的範疇，則有需要在研究進行之前，作更進一步的澄清。因此，

我們將在下一節當中，回顧經營模式相關的文獻。 

 

第二節 經營模式相關文獻回顧 

 

自從 1990 年代末期網路熱潮以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s)即成為學

界與實務界極為熱衷的研究與討論議題。一般通俗的商業或資訊相關雜誌，對於

經營模式的報導與討論極為廣泛。而學界也對經營模式極為重視，由其是在電子

商務研究的領域，經營模式更是重要的研究主題。 

 

在眾多的研究中，學者們對於經營模式，有不同的研究取向與焦點，也因此

而有不同的定義。我們以學者們提出的時間順一一說明。首先，Timmers (1998) 在

Electronic Markets 期刊發表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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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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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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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Timmers, 1998)。 

 

Amit & Zott (2001) 是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發表的文章，研究內

容與對象是 e-business。他們認為，「經營模式」描述了交易(transactions)的內容

(content)、結構(structure)，以及統治方式(governance)，而這些交易是為了掌握商

業機會來創造價值而設計的5(Amit & Zott, 2001)。Amit & Zott (2001) 進一步區別

了「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 與「營收模式」(revenue mode)，認為「營收模

式」是指由經營模式所促成產生營收的特定模式6，例如訂閱費(subscription 

fees)、廣告費( advertising fees，以及交易性收入(transactional income)等。作者認

為「經營模式」和「營收模式」二者是互補(complementary)但不同(distinct)的觀

念。「經營模式」主要關心的是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 而「營收模式」主要關

心的是價值獲取 (value appropriation)。 

 

到了 2002 年，Magretta (2002)於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發表的文章則指

出，經營模式不是新的觀念，早在百年前就已存在。Magretta (2002) 認為，「經

營模式」是一種「解釋企業如何運作的故事」(“stories that explain how enterprises 

work”)。而好的經營模式，回答了 Peter Drucker 的老問題：誰是我們的客戶？(Who 
                                              
4 Timmers (1998)原文如下：“An architecture for the product,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flows, includ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business actors and their roles; a description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or the various business actor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sources of 
revenues.＂ 
5 Amit & Zott (2001)原文如下：“A business model depicts the content,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of transactions designed so as to create value through the exploitation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6 原文如下：“A revenue model refers to the specific models in which a business model 
enables revenue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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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customer?)客戶認為有價值的是什麼？(What does the customer value?)而好

的經營模式，也回答了每一位經理人都應該問的問題：我們如何在這個事業上賺

錢？(How do we make money in this business?)什麼樣的基本經濟邏輯，解釋了我

們如何能夠在合理的成本下，提供價值給客戶？(What is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logic that explains how we can deliver value to customers at an appropriate cost?)  

 

在 2004 年時，Lumpkin & Dess (2004) 於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發表的文

章，則認為「經營模式」是「解釋一個企業如何在競爭環境中創造價值並賺取利

潤的一種方法或一組假設7 」(Lumpkin & Dess, 2004)。 

 

在 2005 年時，司徒達賢(2005)於管理學的新世界一書中，對於經營模式描述

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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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稱為「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經營模式包括幾項內涵：「企業生存於哪個

產業價值網？誰是主要的服務對象？與哪些人共同合作創造價值？在產業價值

網中，本企業負責哪些價值活動以及價值的創造？本企業創造價值的流程與方法

為何？創價流程的特色何在？本企業憑什麼可以比其他同業更受到其他共生者

和顧客的歡迎？用什麼方式，從誰可以獲得穩定的營收？」(司徒達賢，2005) 

 

雖然眾多學者對於「經營模式」的定義，由於關心的對象與層面而有所不同，

但由以上的描述，不難看出學者們對於「經營模式」的定義，或多或少都提到了

兩個層面：一個是焦點廠商在網絡中和其他相關廠商以及客戶之間的相互關係，

另一個則是「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以及「價值獲取」(value capture)的方式。

                                              
7 原文如下：“A business model is a method and a set of assumptions that explains how a 
business creates value and earns profits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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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學者們共同關心這兩大層面，其原因不難理解。對於客戶而言，「價值」的

來源，漸漸由單一的公司，轉至一群公司組成的價值網(value network)。因為在

許多產業中，尤其是與 Internet 相關的產業，單一的公司通常無法單獨滿足顧客

所有的需求，而需要許多公司一起合作，共同創造價值，來滿足客戶的需求。組

織(或公司)之間，以及產業之間的界線，越來越模糊。以公司或產業作為策略的

分析單位，有其侷限之處。相對地, 以經營模式作為分析單位，可以跨越組織及

產業的界線，因為一個公司可以使用多個經營模式，而一個經營模式也可能牽涉

到許多公司的合作。但合作之後，利益如何分配，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出面主導

的公司，往往希望能獲取較多的利益，但若攫取了過多的利益，或是整體分配不

公平，無法讓所有參與價值創造者都滿意，則合作關係無法長期維持。 

 

綜合先前有關經營模式的研究，不難發現，經營模式所關心的，不外乎是(1) 

企業在產業價值網中的定位(亦即，焦點廠商在網絡中和其他相關廠商以及客戶

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2)創造價值並換取生存資源的方式(亦即，「價值創造」

與「價值獲取」的方式)。因此，本研究採用司徒達賢(2005)的對經營模式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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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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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達賢 (2001)認為，「許多性質各異的機構及其間錯綜複雜的多元關係，

形成了企業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而「在此一環境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並經由靈活地合縱連橫，為組織創造有利的生存空間，就是所謂的網絡定位策略」

(司徒達賢，2001，頁 59)。 

 

另一方面，經營模式創新的重要性，並不亞於技術創新(Magretta, 2002)。甚

至，經營模式創新的智慧財產權，也某種程度地被認可(在美國可申請 business 

method patent) (Hunter, 2004)。雖然這種專利的爭議仍然相當大，但經營模式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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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重要性可見一斑。但「經營模式」的創新，牽涉到「變遷」(change)，若是

沒有任何變化，則不可能有創新。因此，了解經營模式的變遷，對於經營模式的

創新，是極重要的。而有關經營模式變遷的研究，在目前更是鳳毛麟角。 

 

雖然經營模式變遷的文章及研究較少，但學者們也有著墨。Mitchell et al. 

(2003) 認為，「經營模式」指的是企業存在的意義，說明了企業希望自己如何為

顧客和企業擁有者創造利益，以及企業如何經營。他們對於「經營模式」以七個

層面來觀察：1.誰是經營模式的利益相關者？ 2.提供哪些產品和服務？ 3.這些

產品和服務何時可以提供？ 4.在哪裡提供？ 5.這個企業為什麼存在？ 6.交易

如何進行？ 7.顧客支付的價格？而他們的研究發現，績效頂尖的企業，是那些

不斷檢討以及更新經營模式，以適應環境變化的公司。這些公司大約每二至四

年，就會更新一次經營模式。許士軍(2004)也呼應 Mitchell et al. (2003)的看法，

認為「一般而言，真正的經營模式所包含的不是某一單項要素，而是各種關鍵成

功要素（key success factors）所組成的「模態」（pattern），例如所提供給顧客

的價值、經營範疇、巿場對象、通路結構、形象和訴求以及政策等。在這樣的新

情勢下，企業面臨的問題不再只是如何發展一種有效的經營模式，而是如何才能

繼續不斷調整和改變原有模式以因應新的問題。這代表經營模式的連續創新——

一種今後企業經營必須面對新變局和尋求解決方案的嶄新挑戰」(許士軍, 2004)。

因此，經營模式的變遷，對於企業來說，影響甚鉅。以「經營模式」作為分析單

位，探討其變遷的過程，對於企業來說，應可提供相當的洞見(insight)。 

 

如上述，本研究採用司徒達賢(2005)的對經營模式的定義。在此定義之下，

經營模式的變遷，主要牽涉到兩個部份。首先，經營模式的變遷，牽涉到「企業

在產業價值網中定位」的變化。亦即，焦點廠商調整其在價值網絡中，和其他相

關廠商，以及與客戶之間的相互關係。其次，經營模式的變遷，也牽涉到「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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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並換取生存資源的方式」的變化。亦即，焦點廠商調整其「創造價值」與「獲

取價值」的方式。而在軟體產業中，這些變化，非常適合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觀點

來探討。主要的原因，是由於軟體產業和其他如汽車產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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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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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度水平分工，而每個單一企業，僅負責一部份價值創造，無法完全滿足客戶所有

的需求。而每個廠商所從事的業務範疇不一，廠商的業務範疇亦常有重疊。其次，

使用者的自主決定權：廠商和客戶有直接關係, 而在採購與建置時, 客戶通常自

主決定提供個別產品(或服務)的廠商。例如向聯強購買 Acer 的硬體，向展碁國際

購買 Microsoft 的軟體，由 Accenture 提供顧問諮詢服務，最後由精業公司提供建

置與售後服務。在這樣的狀況下，客戶每次採購時，都牽涉了多個軟體、硬體、

通路，或是服務廠商，而在每一次採購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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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多

時候，廠商與廠商之間並沒有交易的關係，但因為技術上的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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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關係密切。因此，廠

商之間有「競合」(co-optition)的狀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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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變(fluid)。而傳統的「供應商—客

戶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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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軟體商業研究，主要以「軟體服務 vs. 軟體產品」的二分

法，或是「專業軟體服務、商用軟體產品、大眾化套裝軟體產品」三種分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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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來區分軟體公司的經營模式。但現今的軟體公司，所處環境複雜，絕大多數

的軟體公司，也不再是單純的「軟體服務」公司或「軟體產品」公司，而是同時

提供服務與產品給客戶，而客戶的對象，也往往包含了一般大眾(個人消費者)

以及企業(包括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因此，本研究認為，採用一個新的觀念架

構，來分析軟體的經營模式，有其必要。 

 

筆者在研讀了相關的研究與文獻之後，發現「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的觀點，非常適合使用在軟體經營模式的探討。主要原因有四點：第

一，商業生態系統關心廠商之間因「互相連結」(interconnectedness)而產生的關

係，使其非常適合使用於分析價值單元「零碎」(fragmentation)的產業。這樣的

產業由於高度分工，單一廠商通常無法完全滿足客戶的需求，而需要多個廠商共

同合作。例如軟體業以及半導體業(Iansiti & Levien, 2004b)。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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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商業生態系統的「整體觀」(holistic view)與「系統觀」(systems thinking)，

而較不探討單一或片面的競爭或合作關係。競爭與合作兩種關係同時被考慮及分

析，因此相當適合軟體產業的情境。第四，商業生態系統觀點關注的是一群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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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跨越了

產業的界線。對於經常需要和軟體產業之外的硬體、通路、電信服務、資訊服務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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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在下一節當中，也針對

商業生態系統研究的相關文獻，作詳盡的回顧。 

 

第三節 商業生態系統研究相關文獻回顧 

 

以生物學的類比，來描述經濟或管理現象的研究，並非新的領域。「演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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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以及「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 ecology)等研究

領域，早已分別大量引用生物學上「演化」(evolution)以及「族群生態學」(population 

ecology)的觀念，來探討經濟的變遷，或是組織的變化。「演化經濟學」由生物

上的「演化過程」出發，探討經濟發展的過程，其研究的對象與主題在於「經濟

發展的過程」。「組織生態學」主要類比生物學中的「族群生態學」，分析單位

為「組織族群」，而研究的主題，在於組織族群整體的現象，如「生成率」、「死

亡率」等，以及影響這些現象的因素。而「商業生態系統」引用的是生態學中「生

態系統」(ecosystem)的概念(Tansley, 1935)。而「商業生態系統」(business ecosystem)

的觀念，則引用生物上「生態系統」(ecosystem)( Tansley, 1935)的觀念來作為類比，

探討商業網絡(business network)中的各種現象(Iansiti & Levien, 2004a,b)。表 3 中

列舉了生物學以及生態學在這幾個領域中應用的實例。 

 

表 3：生物學與生態學觀念在經濟及商管領域的應用 

 

經濟與 
商管學門 

演化經濟學

(evolutionary 
economics) 

組織生態學

(organizational 
ecology) 

商業生態系統 
(business 

ecosystem) 

代表作 Nelson & Winter 
(1982) 

Hannan & Freeman 
(1989) 

Moore (1993, 
1996); Iansiti & 
Levien (2004a,b) 

類比的 
生物觀念 演化(evolution) 

族群生態學 
(population 

ecology) 

生態系統 
(ecosystem) 

分析單位 (經濟發展的)過程 (組織)族群 (商業生態)系統 

研究的重點 經濟發展的過程. 組織族群的生成, 
興衰, 與死亡. 

商業網絡中廠商與

環境以及廠商之間

的關係. 

 

「演化經濟學」引用的是生物學的「演化」觀念。例如，Nelson & Winter (1982)

於其經典著作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中，吸收了 Schum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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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創新理論(Schumpeter, 1951)，並引進了達爾文「優勝劣敗，適者生存」的

物種演化思想，認為在經濟中，也有類似生物界「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 (或

稱「天擇」)的現象，企業在市場中互相競爭，獲利的企業得以成長擴張，而無

法獲利的企業則逐漸衰退，最後面臨被淘汰的命運。而企業要在競爭中脫穎而

出，必須不斷創新，以擴大其生存的優勢，因此，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力。

而兩位作者也提出了「例規」(routine)的觀念，認為每個企業有其例規，企業的

例規之間存在一定的差異性，它們構成了企業之間相互區別的特徵。而例規是企

業知識與經驗累積之後形成的，在一段時間內將保持相當的穩定性，但有時候企

業會透過「創新」(innovation)來調整其例規，以適應市場的狀況。而企業的例規

以典章制度以及「組織記憶」(organizational memory)的方式保存於組織中，就如

同生物上的「基因」一般，是可以「遺傳」的。 

 

 Nelson & Winter (1982)受到廣泛的矚目。在兩位作者出版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一書之後，愈來愈多的經濟學家致力於以演化的角度

來探討經濟發展的理論。演化經濟學的文獻激增，在 1991 年時，甚至有演化經

濟學學術期刊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的誕生。演化經濟學於是成為經

濟學中的主流之一。將經濟的發展視為一種演化過程的想法，因此廣為經濟學家

們所接受。 

 

「組織生態學」與「商業生態系統」研究，均引用了生態學(ecology)的觀點，

運用於組織理論中的研究學門。但兩者所引用生態學的分析單位與觀念層次並不

同。生物上的「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環境之間交互作用

的科學(e.g. 洪正中等，1993；金恆鑣譯，2002)。而依照分析單位(研究對象)的

不同，生物上的「生態學」又可以分為(1) 「個體生態學」(ecophysiology or 

environmental physiology)，研究生物物種(species)的單一個體或許多個體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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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之間關係；(2) 「族群生態學」(population ecology)，或稱「種群生態學」，

研究同物種個體群所組成的族群(population)以及其與環境之間的關係；(3) 「群

落生態學」(community ecology)，或稱「群聚生態學」或「群體生態學」，研究

生物群落8(community)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群落中多個族群的分佈狀況與交

互作用等，以及(4)「生態系統生態學」(ecosystem ecology)，研究有生命的生物(

包括動物和植物)及無生命的環境(例如水、空氣、陽光、土壤等)所組成的生態系

統(ecosystem)，以及生態系統中的結構與現象(周光裕、明延凱，1995)。而也有

生態學者將「生態系統生態學」與「群落生態學」視為是同一個層次的，因為群

落是各種生物在特定空間內的集合體(多個族群的集合)，而生態系統是有生命的

群落與無生命的環境綜合而成的系統(e.g. 金恆鑣譯，2002)。對於生態系統是否

與生物群落屬於同一個層次，生態學家至今仍有不同看法，有的學者認為生物群

落生態學就是生態系統生態學，而另一些學者則把二者劃分為兩個層次來看待。

但不論如何劃分，1960 年代之後，由於地球人口、環境、資源不足等威脅人類

生存的挑戰日趨嚴重，生態系統研究逐漸成為生態學研究的主流(孫儒泳等，

2000)。 

 

「組織生態學」是 1970 年代末期，由社會學家開始發展的一種組織理論。

組織生態學者主要運用「族群生態學」的概念，來研究一群組織共同體與其環境

之間的相互作用。組織生態學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Michael T. Hannan 與 John 

Freeman 兩位作者在 1977 年於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發表的”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一文(Hannan & Freeman , 1977)，首次將族群

生態學的觀念引進組織形式(organizational forms)的研究中。組織生態學者主要研

                                              
8 “Community”一詞，植物學家一般譯為「群落」，而動物學家一般譯為「群聚」。二

者譯名不同，但所代表的觀念實為相同 (金恆鑣譯, 2002)。本研究一律採用「群落」來

代表”community”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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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對象(分析單位)為組織族群(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亦即，一群生存條件

類似的組織，並致力於探討組織族群的生成(founding)、成長(growth)及死亡

(mortality)的過程及其與環境轉變的關係。 

 

在眾多的學者接著進行了許多實證研究之後，Hannan 與 Freeman 於 1989

年出版了 Organizational Ecology 一書，詳細地說明並剖析組織生態學的觀念與實

證研究。綜合來說，組織生態學者認為，組織有「結構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

使得大幅的改變並不頻繁。而組織族群由於賴以生存的環境條件相同，亦即，「生

存利基」(或稱「生態區位」、「生態位」)(niche)相同，經過競爭後，某些組織

由於具有生存所必要的特性，因此得以留存。長久下來，存活的組織都具有相同

的特徵，造成所謂「同形」(isomorphism)的狀況。組織生態學者們也發現，一個

組織族群的生成率(rate of founding)9以及死亡率(rate of mortality)，受到生存於相

同利基的組織數量多寡，以及利基的負載能力(carrying capacity)10的影響。當處

於相同利基的組織數量很少時，組織族群的生成率(rate of founding)會隨著利基中

組織的數量而升高，但族群生成率隨著組織數量增加到一個高峰之後，由於競爭

的關係，反而會隨著組織數量而降低。而負載能力愈大的利基，可以容納的組織

數量就愈多。一個利基的負載能力，受到環境因素(例如經濟、社會，以及法律

等)的影響(e.g. Hannan & Freeman , 1989)。 

 

「商業生態系統」研究和「演化經濟學」以及「組織生態學」的出發點不同。

「商業生態系統」引用的是生態學中「生態系統」(ecosystem)的概念(Tansley, 

                                              
9 一個組織族群的生成率(rate of founding)是指該族群中新組織成立的速率。而死亡率

(rate of mortality)是指該族群中組織滅亡的速率。 
10 一個利基的負載能力(carrying capacity)是指該利基提供生存於其中的組織所需資源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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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這個概念是由英國生態學者 Arthur George Tansley 於 1935 年首度提出，

主要強調生命體(organisms)與物理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不可分割，應視為一

個整體(Tansley, 1935)。「商業生態系統」援用了這種整體觀(holistic view)，以

整體的「系統」為分析單位，主要探討的是系統中的物種(廠商)與環境，以及系

統中不同物種(廠商)間的交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 

 

研究商業生態系統的學者認為，雖然生物學的觀念經常被引用於企業研究

上，但過去的應用太過狹隘，研究的焦點過於著重物種的進化上，或是競爭的層

面(e.g. Moore, 1996)。商業生態系統學者們認為，隨著技術與環境變化迅速，愈

來愈多產業的界線日趨模糊，甚至消失。產業的高度分工，使得單一的公司已經

無法完全滿足客戶所有的需求。在今日，愈來愈多企業的命運與其他企業的命運

聯結在一起；許多企業面對相同的環境，或立足於相同的利基，使得這些企業彼

此之間，存在著命運與共(share a common fate)的現象。一個企業的興衰，往往對

其周圍相關的企業，也有關鍵性的影響。而企業的成功，也受到本身並不擁有，

但掌握在其他企業手中的資源影響甚鉅(Iansiti & Levien, 2004a,b)。 

 

然而，與自然界中的生態系統不同的是，人類以及人類所組成的企業具有「自

主選擇」(conscious choice)的能力，但生物在這方面的能力極為有限。因此，商

業生態系統中，企業的決策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不像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物

那樣，受到自然環境「命定」的侷限。 

 

「商業生態系統」這個名詞，最早是由 James F. Moore 於 1993 年在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發表的”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一

文所提出(Moore, 1993)。Moore(1993)建議，「產業」(industry)的觀念應以「商

業生態系統」來取代，因為現今許多的經濟活動，都不是在單一產業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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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跨產業的。而 Moore(1993)所指的「商業生態系統」，包含了企業、客戶、

供應商(suppliers)、主要生產者(lead producers)、競爭者、以及其他的利害關係

者(stakeholders)，包括融資機構、商會(trade associations)、標準制定者(standard 

parties)、工會(labor union)、政府單位，以及其他利益團體(interested parties)等。 

 

Moore (1993)也提出商業生態系統生命週期(life-cycle)的概念，將商業生態系

統的生命分為四個階段：(1)誕生(birth)；(2)擴張(expansion)；(3)領導(leadership)

或權威 (authority)；(4)自我更新或死亡(self-renewal or death)。在每一個階段中，

企業各有不同的競爭以及合作上的挑戰，並應該採取不同的管理行動(Moore , 

1993)。James F. Moore 接著在 1996 年將 1993 年的文章加以擴充，出版了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 一書(Moore, 1996)。書中的架構與文章類似，也是基於上

述商業生態系統生命週期的四個階段，分別給予不同的建議。表 4 中列出了

Moore (1996)對於商業生態系統所處的不同階段中，合作與競爭兩方面的挑戰與

作法。 

 

表 4：商業生態系統生命週期中不同階段的挑戰 

 

商業生態

系所處的

發展階段 

領導者所

面對的整

體挑戰 

合作的挑戰 競爭的挑戰 

開拓的階

段 
價值 與顧客和供應商攜手合

作，共同確立新的價值定

位，並定義出能比既有供應

者更有效提供這類價值的

新典範。 

保護你的理念，不要讓可能正

在構思類似貢獻的其他競爭

者有可成之機。 

擴張的階

段 
決定性的

份量 
與供應商和夥伴合作增加

供應量，以提供新貢獻給廣

大市場，並達成最大的市場

涵蓋度及決定性的份量。 

瓦解其他類似理念的實踐，以

主宰關鍵市場區間的手段建

立市場標準的地位，並鎖住決

定性的前導顧客、關鍵性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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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以及重要的行銷通路。

權威階段 領導協同

進化 
對未來提出令人折服的遠

景，鼓舞供應商和顧客攜手

合作以繼續改善生態系。 

對於生態系內的其他參與

者—包括主要顧客及重要供

應商—維持強大的談判優勢。

更新階段 持續的績

效改善 
與創新者合作，一起將新理

念帶入既有的生態系中。 
確保高不可攀的進入障礙，避

免創新者建立其他的生態

系。維持客戶的昂貴變節成

本，以爭取時間將新理念加入

自己的產品與服務當中。 

 資料來源：蘇仲怡譯(2001), p.117. 

 

仔細分析 Moore (1993, 1996)的論述，我們可以發現，作者主要針對在生態系

統中佔有領導地位的「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11提出建議，主要的著眼點

在於如何和自己主導的生態系統中其他族群合作，並防止他們投靠到其他的生

態系統，以確保自己主導的生態系統能長久維持，不被其他的生態系統所取代。 

 

Gossain & Kandiah (1998) 接著引用 Moore (1993, 1996)商業生態系統的觀

念，來強調 Internet 在現今的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兩位作者認為，在 Internet 興起之後的網路化經濟環境中，組織之間的連結

性(connectivity)大幅增高，因此，企業應該善用新的網路科技，與夥伴(partners)

以及供應商(suppliers)合作，建構新的商業生態系統，以提供新的資訊、產品，

及服務，共同為客戶創造出新的價值。Gossain & Kandiah (1998)認為，商業生態

系統的基礎類似一個整合的價值鏈(an integrated value chain)，但傳統價值鏈的觀

念，並無法確實描述商業生態系統。其原因如下。 

 

                                              
11 Moore (1993, 1996)僅於文中提到「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是在生態系統中佔有

領導地位的物種，但並未詳細說明其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 



 39

首先，價值鏈並未強調一個企業與其客戶、夥伴，以及供應商之間的共生關

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商業生態系統並不僅僅是一種更有效率的資訊流與資

料的共享，或是像傳統價值鏈中，價值是在每一個「鏈」之中「附加」上去的，

而是要能透過企業與其客戶、夥伴，以及供應商之間的合作，創造出單憑本身的

能力所無法創造出來的價值。此外，由於企業與其客戶、夥伴，以及供應商之間

的關係，愈來愈緊密(intimately linked)，也不斷地變化，使得客戶、夥伴，以及

供應商的角色，以及資訊、產品與服務的界線愈來愈模糊。在這樣的狀況下，商

業生態系統比傳統的價值鏈分析，更能描述這種不固定的關係(fluid 

relationship)，並提供一個較有效的分析架構。 

 

Gossain & Kandiah (1998)也提到，傳統價值鏈低估了「品牌」的重要性；在

商業生態系統中，一個企業可以透過與眾多供應商及夥伴的合作，跨越過去競爭

者與互補者的角色，來透過一個單一的品牌，提供各種產品與服務。例如，IKEA

就建構了新的商業生態系統，連結了數百個供應商與製造商，並與他們分享各種

資訊，提供他們各種技術協助、租用設備(leased equipment)，以及諮詢，使他們

能夠製造出符合世界級品質水準的產品，並透過 IKEA 的品牌銷售到全世界。而

在 IKEA 以網路為基礎，建構這樣的商業生態系統以前，這些小型的供應商與製

造商，大多數是無法接觸到這些客戶，更遑論將產品銷售給他們。因此，IKEA

所建立的商業生態系統，對於自己和合作夥伴，都創造了新的價值。 

 

Gossain & Kandiah (1998)對於商業生態系統的分析與探討，點出了資訊科技

對商業生態系統的影響，以及廠商可以如何運用 Internet 來建構其商業生態系

統。但與 Moore (1993, 1996)類似的是，Gossain & Kandiah (1998)也僅針對生態系

統中具有主導地位者，例如 IKEA，提出建議。對於仰賴品牌商(如 IKEA)的供應

商與製造商，應如何在其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中，和其他廠商共創價值，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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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資源，並無著墨。 

 

商業生態系統的研究在 1998 年之後，沉寂了許多年，到了 2004 年，才有

Macro Iansiti 與 Ray Levien 兩位作者，在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中發表

了”Strategy As Ecology”一文(Iansiti & Levien, 2004a)，並於同年將文章延伸擴展

成 The Keystone Advantage 一書(Iansiti & Levien 2004b)。Iansiti & Levien (2004a)

以生物上生態系統的類比，來描述商業生態系統，認為商業生態系統與生物生態

系統類似，其特徵為大量鬆散連結的參與者(loosely interconnected participants)，

而這些參與者的效能(effectiveness)和生存(survival)，深受其他參與者的影響。亦

即，生態系統中的所有參與者，彼此命運與共(share a common fate)。因此，生態

系統整體的健康極為重要。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可以使得所有參與者都能夠繁

衍生息；但如果它不健康，所有參與者都會深受其害。 

 

Iansiti & Levien (2004b)更進一步闡述商業生態系統中的不同角色所適合的

策略。作者們引用生物生態系統中「利基物種」(niches)以及「關鍵物種」(keystone 

species)(或稱「基石物種」)的觀念，將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廠商，也分成兩大類：

大多數的廠商不具主導地位，是所謂的「利基者」(niche players)，而少數具有主

導地位的廠商，是所謂的「關鍵者」(keystones)。而「關鍵者」可能因為在價值

創造與價值獲取上，採用了不同的策略，而成為「坐收漁利者」(hub landlords)，

或是成為「支配者」(dominators)。 

 

在生物生態系統中，「關鍵物種」對於整個生態系統有決定性的影響，若是

關鍵物種消失，則整個生態系統往往會面臨崩潰的危機。而「利基物種」雖然為

數眾多，但個別的「利基物種」若是消失或是絕種，對於生態系統並無太大的影

響。在商業生態系統中，也有類似的狀況：「關鍵者」數量不多，但具有主導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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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影響整個商業生態系統的興衰，而「利基者」數量龐大，但個別的「利基者」，

則對於整個商業生態系統並不具有主導能力，影響力也不大。但「利基者」整體，

卻對於商業生態系統有很大的影響。若是大量的「利基者」無法存活，則整個商

業生態系統會面臨崩潰瓦解的命運，而「關鍵者」也會受到波及，無法置身事外。

而和生物生態系統不同的是，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可以選擇其策略作為，不像

生物生態系統中的物種，只能接受大自然的安排。 

 

作者們接著說明，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具有主導地位的廠商，有幾種不同的

策略選擇，包括成為「關鍵者」(keystones)、成為「坐收漁利者」(hub landlords)，

或是成為「支配者」(dominators)。而作者們的研究發現主導廠商選擇扮演「關

鍵者」的角色，是最成功的策略。 

 

首先，「關鍵者」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建立平台(platform)，提供了「利基者」

所需要的各種資源，為「利基者」創造許多生存空間，並妥善照顧眾多「利基者」

的利益，來維持整個商業生態系統的健康，達成多贏的局面。在這樣的狀況下，

參與這個生態系統中的眾多利基型廠商，可以蓬勃發展，而生態中的「物種多樣

性」(diversity)得以維持，而整個生態系統抵禦外來威脅的能力，也會因而增強。

因此，「關鍵者」是具有主導地位廠商的最佳策略選擇。作者並舉出實例，認為

Microsoft12、Wal-Mart、TSMC(台積電)、eBay 等廠商，選擇扮演「關鍵者」的

角色，為許多的「利基者」創造了生存空間，維護了整體商業生態系統的健康，

因而獲得相當的成功。 

                                              
12 本研究認為，Microsoft 是否屬於「關鍵者」，而不是「支配者」，有進一步討論的

空間。在某些市場中，例如文書處理與辦公室軟體市場中，Microsoft 事實上表現出了

「支配者」的特質。作者們也承認「關鍵者」有時也會在某些市場中扮演「支配者」的

角色，但認為其目的是為了整體商業生態系統長期的健康。此一論點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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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具有主導地位的廠商，選擇成為「坐收漁利者」(hub landlords)。這種策

略角色，本質上是一種「價值竊取者」(value thief)—僅致力於價值的獲取，但卻

不創造價值。他們不斷地將整個系統所創造出來的價值，完全據為己有，或甚至

剝削、犧牲生態系統中的「利基者」，置整體生態系統死活不顧。先前爆發醜聞

的「安隆」(Enron)即為一例。作者們認為，「坐收漁利者」的策略是不一致的，

因為他們竭盡所能地獲取價值，但卻不願意相對地負擔維護整體商業生態系統健

康的責任，最後整個商業生態系統崩潰，「坐收漁利者」自己也會受到波及，反

而危害到自己的生存。因此，「坐收漁利者」對於具有主導地位的廠商來說，是

最不可取的策略。 

 

Iansiti & Levien (2004b)也提到，有時候廠商成為「坐收漁利者」，並非有意

剝削「利基者」，也可能因為錯估了本身在的商業生態系統中影響力，獲取了過

多的價值，而未能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妥善將價值分配給「利基者」，而不慎成為

了「坐收漁利者」。例如 Yahoo 初創時，就因為沒有將足夠的價值分配給合作的

廠商，使得許多合作的廠商一度面臨破產，進而危及 Yahoo 本身的生存。所幸在

調整之後，解決了這個問題。因此，作者也呼籲廠商必須小心謹慎，避免無意間

成為「坐收漁利者」。 

 

另外，有些具有主導地位的廠商，選擇扮演「支配者」(dominators)的角色。

「支配者」主要透過「垂直整合」或「水平整合」的方式，跨足某些「利基者」

從事的業務，將其納入本身的業務範圍，並由公司內部自行創造價值，同時獲取

自己所創造出來的價值。例如早期的 IBM 以及 Apple，一手包辦了電腦硬體、作

業系統，以及各種應用軟體，就是選擇扮演「支配者」角色的作法。作者們認為，

Microsoft 將其作業系統作了相當程度的開放，並提供 API(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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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ing Interface)等技術資源，以幫助各類應用軟體廠商，在其作業系統上

開發並銷售軟體，和 Apple 對比，Microsoft 選擇扮演了「關鍵者」的角色，而

Apple 則選擇成為「支配者」。換言之，「支配者」與「關鍵者」很不同的是，

「支配者」通常透過垂直或水平整合的方式，攫取了「利基者」的機會，不留生

存空間給「利基者」，而「關鍵者」則盡力創造生存空間給「利基者」。 

 

Iansiti & Levien (2004b)也進一步分析，雖然在環境穩定、變化不大的狀況

下，「支配者」可以獲致相當程度的成功(例如早期的 IBM 垂直整合的作法)，但

總體以及長期來說，「關鍵者」較「支配者」要來得成功許多，因為「關鍵者」

維護了商業生態系統整體的健康，使得生態系統中許多參與者都能受惠，因此促

進了生態系統的永續性(sustainability)。表 5 中列舉總結了 Iansiti & Levien (2004b)

所述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各種不同角色以及其策略作為。 

 

表 5：商業生態系統中的角色與策略分類 

 

策略 

(Strategy) 

定義 

(Definition) 

存在的特性 

(Presence) 

價值創造 

(Value 
Creation) 

價值獲取

(Value 
Capture) 

焦點與挑戰 

(Focus and 
Challenges) 

關鍵者 

(Keystone) 

積極促進

生態系統

的整體健

康，並藉以

使企業本

身獲得持

續的績效.  

一般來說在網絡

中不常看到(low 

physical 
presence), 佔據

網絡中的節點也

不多. 

將大部分

所創造出

來的價值

留給網絡

整體; 將內

部所創造

的價值廣

泛地與他

人分享. 

在整個網

絡中廣泛

地分享價

值，並在

選擇在某

些領域中

獲取價

值，兩者

互相平衡.

專注於創建平台以及

在整個網絡中分享解

決方案. 主要的挑戰

是在平衡”價值分享”
與”價值獲取”的同

時，仍然能持續創造

價值. 決定要選擇哪

一個領域來支配, 是
另一個重大挑戰. 

支配者 

(Dominator) 

透過垂直

整合或水

平整合來

在網絡中許多地

方可以看到(high 

physical 

自己負責

大部分的

價值創造. 

自己獲取

了大部分

的價值.  

主要專注於控制與所

有權—定義、擁有，

並主導網絡中所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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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與控

制網絡的

一大部分.  

presence), 並佔

據了大多數的節

點. 

的大部分活動. 

坐收漁利者 

(Hub 
landlord) 

竭盡所能

地擷取所

處網絡中

的價值，但

並不直接

控制網絡. 

在網絡中不常看

到, 佔據網絡中

的節點也不多. 

幾乎未創

造任何價

值; 仰賴網

絡中其他

成員創造

價值. 

自己獲取

了大部分

的價值. 

本質上是一種不協調

的策略. 這類企業不

願控制網絡, 但卻將

其作為唯一的價值來

源. 他們由網絡中盡

可能地擷取價值, 同
時也因此使得自己的

生存處於危險當中. 

利基者 

(Niche 
player) 

發展特殊

的能力, 來
和網絡中

其他的公

司區隔. 

單一個體在網絡

中不常看到, 但
當他們得以在網

絡中生存發展時, 
其整體數量龐大, 
構成了生態系統

的大部分. 

在一個健

康的生態

系統中, 他
們全體共

同創造了

相當可觀

的價值.  

獲取自己

創造出來

的價值的

大部分. 

善用所處生態系統中

關鍵者所提供的服務, 
並專攻特定領域, 在
這些領域中, 他們已

經擁有, 或未來將可

以發展出獨特的能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根據 Iansiti & Levien (2004b, p.75)整理 

 

Iansiti & Levien (2004a,b)論述的重點，主要也是針對生態系統中具有主導地

位的「關鍵物種」提出建議。在 Iansiti & Levien (2004b)中，作者們對於「利基

者」僅提出了靜態的建議，認為利基者最重要的策略要素為「創造價值」與「管

理風險」。利基者應妥善利用生態系統中「關鍵者」所提供的資源與能力，並透

過專門化(specialization)以及持續創新，來創造價值。在「管理風險」方面，利基

者應避免過度依賴，並保持機動性與彈性，來管理各種風險。例如，被關鍵者套

牢、關鍵者衰敗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滅亡，或關鍵者變成支配者而攫取了利基者

的生存空間。而「利基者」也可以設法建立平台，以提高自己的重要性。例如

nVidia 就是朝這個方向進行的。然而，Iansiti & Levien (2004b)對於利基者的建

議，雖具參考價值，但由於其「靜態」的特性，並未詳細說明利基者在成長過程

中，面對環境的變化，其他相關廠商角色的改變，或是本身角色的改變，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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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本身和相關廠商之間的關係。 

 

第四節 軟體研究中的類似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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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探討。

事實上，在軟體研究領域中，也已有學者援用類似的觀念，來探討軟體商業中的

現象，雖然他們並未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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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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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M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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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似「塑造者」和「追隨者」的觀念，在 Cusumano & Gawer (2002)以及

Cusumano (2004)中也可發現。Cusumano & Gawer (2002)與 Cusumano (2004)使用

了「平台領導者」(platform leader)和「互補者」(complementor)這兩個名詞，來

描述這兩種角色。但與 Hoch et al. (2000)稍有不同的是，Cusumano & Gawer (2002)

與 Cusumano (2004)中所述「平台領導者」，主要是在技術上提供作業系統等平

台的廠商，而「互補者」則是在這些平台上開發應用軟體的廠商。而 Cusumano & 

Gawer (2002)主要針對「平台領導者」提出建議，以 Intel, Microsoft, Cisco，以及

NTT DoCoMo 等成功的領導廠商為例，認為「平台領導者」應設法建立以自己

為中心的生態系統(ecosystem)，吸引許多的「互補者」一起參與，在面對其他想

要成為「平台領導者」的競爭廠商(作者們稱此類廠商為”wannabe”)時，才能脫穎

而出，繼續保持「平台領導者」的地位，而不被其他廠商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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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麥肯錫在 Hoch et al. (2000)中的調查，成功的軟體公司中，兩種角色都

有，且比例相近，廠商並沒有因為是「塑造者」或「追隨者」，就特別成功或失

敗。Cusumano (2004)也同意這個論點，認為「平台領導者」和「互補者」沒有高

下之分，都有成功的可能。而 Hoch et al. (2000)也提到，同一家軟體公司，在不

同的聯盟網中，可能分別扮演塑造者與追隨者的角色。例如，SAP 一方面在其

R/3 商用軟體聯盟網中，扮演塑造者的角色，而另一方面也是 Windows NT 及 Unix

作業系統網中的追隨者，同時，也遵循網際網路通訊協定的標準(Internet protocol 

standards)。因此，塑造者與追隨者這兩種角色，並非互斥的，而是視其在資訊科

技系統中不同的層次而定。Hoch et al. (2000)是少數持「相對觀」來看待這兩種

角色的研究。 

 

雖然 Hoch et al. (2000)區分了「塑造者」與「追隨者」這兩種角色，但並未

就這個觀點，進一步闡述軟體公司應如何擬定策略，在不同的聯盟網中分別管理

這兩種角色，同時，也並未提到兩種角色是否互相影響，或如何轉換。Hoch et al. 

(2000)在書中僅提到，成功的塑造者，會讓出價值大餅中的一大塊，與追隨者分

享13。而塑造者若是讓出太少的價值與追隨者分享，通常會導致失敗。蘋果電腦、

IBM 的 OS/2 與 Microsoft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軟體之爭，就是最好的例子。但

塑造者為了追求持續的成長，可能會在原有的聯盟網路內擴張，難免會危及網內

的追隨者，或甚至會跨足原來網內盟友的業務，把盟友逐出市場。例如 Microsoft

跨足試算表軟體業務，將 Lotus 1-2-3 逐出市場。作者們對追隨者提出的兩個建

議，一是加入幾個聯盟網以分散風險，二是在聯盟網中的次級網(subweb)，建立

特優的聯盟關係(privileged relationship)，例如 Intuit 在 Microsoft 的聯盟網內，組

成自己的個人理財服務次級網，或是像專業軟體服務公司 Keane Inc.努力建立並

                                              
13 原文如下：Successful shapers give away a large share of the value pie to their ad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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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與客戶的良好關係。 

 

Messerschmitt & Szyperski (2003)則使用了「軟體生態系統」(software 

ecosystem)這個名詞，來描述軟體產業中的商業生態系統。兩位作者於所着的

Software ecosystem : understanding an indispensabl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一書中

提到，在現今的軟體產業中，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a total solution)通常需要多個

公司共同來提供。因此，產業中眾多公司的合作(cooperation)以及競爭

(competition)，就變得非常重要了(Messerschmitt & Szyperski, 2003, pp.199)。 

 

作者們在書中提到，軟體產業和相關的資訊科技產業的歷史發展，由於市場

的力量，使得整個產業由垂直整合走向「階層化」(layered)。而相鄰的兩個階層

之間在技術上具有相依性(dependency)。作者們以圖 3 說明了軟體以及相關資訊

科技產業的「階層」(layers)。 

 

 

 

 

 

 

 

 

 

 

圖 3：資訊科技軟硬體產業的階層與相依性  

(圖中箭頭代表「建構於」(“built on”) ). 

Application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software 

Equipm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Semiconductor and photonics devices 

Software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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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在上方的階層(upper layer)，「建構於」(built on)下方的階層(lower layer)。

換言之，「上層」必須運用「下層」的技術，兩者在技術上必須互相配合，因此

產生了相依性。 

 

作者們進一步說明，除去一般不包含在軟體產業的「內嵌軟體」(embedded 

software)不計，在軟體產業中，最基礎的架構觀念(the most fundamental 

architectural concept)，是將軟體拆解(decomposed)為「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 or applications)以及「基礎建設軟體」(infrastructure software or 

infrastructure)14。亦即圖中的最上面兩層。「應用軟體」的客戶是最終使用者(end 

users)，其設計以及價值訴求都是針對最終使用者特定的需求而定，因此，功能

性(functionality)以及可用性(usability)是客戶評價應用軟體最重要的標準。另一方

面，「基礎建設軟體」則是一種提供「服務」或是「資源」給應用軟體的軟體。

「基礎建設軟體」支援多個應用軟體，但並不侷限於其中任何一個應用軟體。「基

礎建設軟體」的客戶為應用軟體開發廠商(application developers)以及維運廠商

(operators)，其設計以及價值訴求，則在於能夠提供眾多應用軟體所需要的服務。

因此，一個基礎建設軟體若能讓愈多的應用軟體在上面運作，其價值愈高，因為

對於使用者來說，投資於這個基礎建設軟體相當划算。而一般來說，技術方面的

性能(performance)、穩定性(stability)，以及可得性(availability)等，是評量一個基

礎建設軟體的主要考量因素。而應用軟體的性能(performance)以及某些技術特性

                                              
14 例如，Microsoft 的 Windows 作業系統軟體，屬於基礎建設軟體，而 Office 則屬於應

用軟體。又如，昇陽的 Solaris 作業系統軟體，是一種基礎建設軟體，而在 Solaris 上開

發的各種企業功能(如財務會計等)軟體，或行業別(如製造業等)軟體，則屬於應用軟體。

但「基礎建設軟體」是一個較為廣義的名稱，並不僅限於「作業系統」軟體，同時也包

含了一系列基本的工具（例如編譯器，資料庫管理，存儲器格式化，文件系統管理，用

戶身份驗證，驅動管理，網路連接等各方面的工具）。更廣義的「基礎建設軟體」，甚

至也包含了如資料庫軟體(database)等「中介軟體」(middleware)。「基礎建設軟體」與

「應用軟體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後續有更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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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通常也決定於該應用軟體所架構的基礎建設軟體。例

如，同樣的繪圖軟體，跑在使用 Intel CPU，執行 Windows 的電腦上，和跑在使

用 SPARC CPU，執行 SUN Solaris 的電腦上，執行的速度會有所不同。 

 

然而，「應用軟體」與「基礎建設軟體」的分野，並非一成不變的。Messerschmitt 

& Szyperski (2003)提到，為了節省軟體開發的時間與成本，在應用軟體中一再重

複使用的一些功能，放進基礎建設軟體，亦即，變成基礎建設軟體的一部分。例

如，許多應用軟體都需要「認證」(authentication)以及「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

的機制，來管理與控制哪些使用者可以使用應用軟體中的哪些功能。這種管控的

機制，是許多應用軟體所共同需要的，但和每個應用軟體本身特有的功能，例如

財務會計、生產排程等，卻是分開的(separated)。將這種管控的功能放進基礎建

設軟體，讓各個應用軟體在需要的時候，才將它喚起(invoked)，可以省下每個應

用軟體中各自發展管控機制的麻煩，同時又可以達到集中管控，亦即，一次管控

多個應用軟體中使用者身份與存取權的目的。因此，就有了專事「認證」

(authentication)與「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的管理軟體出現，而這種管理軟體，

通常被歸類為基礎建設軟體，或是基礎建設軟體(如網路作業系統)的一部分。而

所謂的「中介軟體」(middleware or middleware software)的問世，也是基於同樣的

道理。 

 

Messerschmitt & Szyperski (2003)也提到，大多數的軟體公司通常專注於應用

軟體或基礎建設軟體其中之一，僅有少數例外。作者們歸納三種主要的例外：(1) 

某些公司兼營基礎建設軟體與應用軟體兩種業務，例如 Apple(尤其是在從前)與

Microsoft；(2) 有些公司結合基礎建設軟體與顧問服務(consulting services)兩種業

務，例如 IBM 與 Compaq；(3) 有些公司則結合了基礎建設軟體與應用軟體客製

化委外開發(contract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s)兩種業務，例如 IBM。作者們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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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點出了「應用軟體」與「基礎建設軟體」的分野，並非一成不變，但並未進一

步說明，軟體公司應如何隨著產業的演進，來調整其產品設計與定位，以及和產

業中其他軟硬體公司的關係，以避免失去競爭力而遭到淘汰。 

 

雖然軟體研究領域的學者們，也援用了類似「商業生態系統」的觀念，也將

廠商的角色，按照其主導力以及影響力，區分為「塑造者」與「追隨者」，或是

「平台領導者」與「互補者」。但上述文獻中，對於廠商角色的變遷，以及造成

變遷的背景，則並未詳細說明。本研究認為，在了解利基型軟體公司經營模式的

變遷之前，有必要先充分暸解軟體產業發展的沿革，以及其中商業生態系統的整

體樣貌。因此，在下一節當中，本研究首先將回顧過去軟體史文獻中所記載的軟

體產業發展史，以了解軟體商業生態系統是如何形成的。接著引述學者對於軟體

商業生態系統的變遷的相關文獻，然後介紹過去對於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實證研

究，以說明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角色持續變化的狀況。 

 

第五節 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形成與整體樣貌 

 

Campbell-Kelly (2004)以及 Hoch et a (2000)對於軟體早期發展的歷史，有詳

盡的記載。本節所回顧歷史文獻的主要的資料來源，除了這兩本書之外，尚包含

了梁應權、胡頂立譯(1999)，以及電腦史期刊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ㄧ、軟體於 1950 年代由硬體逐漸分出 
 

1950 年代初期，「軟體」(software)這個名詞尚未問世。這個名詞大約在 1959

年的時候才出現(Campbell-Kelly, 2004)。當時電腦的世界是所謂的「大型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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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frame)的天下，這些大型主機主要是由一些主機電腦廠商，例如 IBM、NCR、

Remington Rand 等所製造出來的。此時的電腦產業，垂直整合程度極高。這些大

型主機製造廠商，包辦了所有軟硬體的設計、開發、製造、銷售，以及售後服務

等所有的價值活動。當時電腦使用者所需要的程式(programs)，主要由電腦硬體

製造商提供。亦即，大型主機的製造商，會提供讓這些主機硬體得以運轉的所有

軟體(Hoch et al.,2000)。 

 

除了電腦硬體製造廠商所提供的軟體之外，如果電腦使用者需要特定用途的

軟體，一般都由使用者自行撰寫。此外，使用者之間互相分享，是另一個重要的

軟體來源。隨著電腦的發展，大型的政府以及企業，除了購買電腦硬體之外，也

會自行以專案的方式，開發所需要的軟體。有一些非常大型的政府及企業專案，

培養了許多程式設計師(programmers)，也就是撰寫軟體的人才。例如兩個著名的

大型專案，一個叫做”SAGE”，是一個國防工業專案，由美國國防部委託 Rand 

Corporation 進行，開發空中防衛系統。另一個著名軟體開發專案叫做”SABRE”，

是一個由美國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委託 IBM 開發的航空訂位系統。這

些大型的政府及企業專案，培養了很多程式設計的人才。到了這些專案結束之

後，這些人才漸漸流出，散佈到全美各地，成為後來軟體專業服務公司的人才基

礎(Campbell-Kelly, 2004)。 

 

二、早期軟體專業服務公司仰賴硬體大廠而生存 
 

軟體專業服務公司在 1950 年代末期陸續成立，到了 1960 年代前半期，由大

型主機電腦的速度、容量以及數量大幅的增加，電腦硬體的發展相當迅速。無論

是硬體廠商、政府或者是企業，對於軟體開發的需求也因此急劇增加。在需求不

斷快速增加的狀況之下，他們不得不把軟體的開發委外進行。軟體專業服務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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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模式也因此持續蓬勃發展。到了 1967 年，全美大約有 2800 家的軟體服務公司。

軟體服務公司的成立，使得軟體由硬體獨立出來，漸漸形成了一個產業

(Campbell-Kelly, 2004)。但此時的軟體產業，僅是一個附屬於硬體，相對規模非

常小的次產業。此時電腦軟硬體的商業生態系統，仍是以幾個主要硬體廠商，如

IBM、NCR 等為中心，周邊僅有一些規模很小的軟體服務廠商，依附著這些硬體

大廠而生存的狀態。 

 

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角度來看，這個時期的資訊科技產業，IBM、NCR 等垂直

整合程度極高的硬體大廠，主要扮演了「支配者」的角色。它們自行負責了大部

分的價值創造，同時也獲取了絕大部分自己所創造出來的價值。但由於許多小型

軟體服務廠商的出現，這些「支配者」某種程度也扮演了「關鍵者」的角色，提

供了這些小型軟體服務廠商生存所需的資源。但整體來說，產業垂直整合程度非

常高，「支配者」仍是資訊軟硬體商業生態系統中的主要角色。 

 

新興的軟體服務公司，為了維持營運的穩定以及促進公司的成長，紛紛尋求

可以節省成本，或可以增加收入的方法。有些公司除了承攬軟體撰寫專案之外，

也跨足進入其他各種電腦相關服務的領域。例如資訊處理服務 (processing 

services)、時間分享服務 (time-sharing services)15、設備管理 (facilities 

management)，以及系統整合(systems integration)等，成為綜合性的資訊服務廠

商。例如 CSC(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 1959 年成立), EDS(Electronic Data 

Systems, 1962 年成立),等公司，即屬於此類。這類軟體服務公司，或資訊服務廠

                                              

15 由於當時電腦硬體極為昂貴，許多機構用戶無法負擔購置整台電腦硬體的費用，因

此，有些軟體服務公司或硬體廠商也提供電腦硬體的「時間分享」，讓使用者可以租用

電腦硬體，並按使用時間多寡來計價與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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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主要承接大型企業或政府等客戶的各種專案。隨著公司的成長與多角化，這

些軟體服務公司提供愈來愈多的服務。隨著與客戶的互動，經驗不斷累積，使得

軟體服務公司對客戶的環境與需求瞭如指掌，也更能瞭解客戶的需求，兩者的關

係也因此更加密切。長期下來，體服務公司與客戶愈來愈互相依賴，產生了類似

生態上「互利共生」(mutualism)的關係。 

 

而另一些軟體服務公司，則開始發展並銷售標準、不需客製化的「套裝軟體」

(software package)產品。這種不再客製化，而將寫好的軟體提供給很多客戶使用

的軟體產品，在 1964 年 4 月 IBM 在推出了 System 360 (S/360) 標準平台

(Campbell-Kelly, 2004)之後，需求激增，而軟體產品公司也因此蓬勃發展。 

 

三、IBM S/360 標準平台區隔了基礎建設軟體與應用軟體兩個階層 
 

IBM 的 System 360 (S/360)系統，是當時第一個容許軟體和周邊設備相容，應

用在許多電腦上的系列產品家族。S/360 很快地成為當時在業界廣受歡迎的標準

平台。根據歷史資料的顯示，從 1969 年到 1971 年之間，IBMS/360 系列的市場

佔有率高達 80%(Campbell-Kelly, 2004)。IBM 推出 S/360 平台，在電腦史上的一

個重大意義，就是「基礎建設軟體」(infrastructure software)(或稱系統軟體”systems 

software)和「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的分離，以及標準平台(standard 

platform)的出現。簡單地說，所謂基礎建設軟體或系統軟體，是指讓電腦硬體可

以運作的軟體；而應用程式，是為針對使用者的某種應用目的所撰寫的軟體。例

如，根據各行各業不同的需求(如保險業、航空業、汽車業等)，或者是根據不同

的企業功能的軟體需求(如人事、行銷、會計等)，來撰寫特定功能的軟體，其目

的是應用於不同的行業或企業功能。基礎建設軟體和應用軟體的分離，對於軟體

的生產面影響甚鉅。許多軟體公司可以專注於應用軟體的開發，而將系統軟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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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以及維護，留給硬體廠商負責。 

 

標準平台的出現，對於軟體的需求面，也同時產生了很大的衝擊。S/360 這

種標準平台的興起，使得同樣一份軟體的寫出來，可以讓很多使用 S/360 的公司

也可以使用。這種不需客製化的「標準軟體」，在功能上也許比不上完全良身訂

做的客製化軟體，但由於其成本遠較客製化軟體低，使用者因此願意犧牲部分功

能的需求，以較低的成本購買標準化軟體使用。而客戶的接受，也更進一步加速

軟體廠商撰寫標準套裝軟體的意願。 

 

四、IBM 分拆銷售軟硬體創造了新的生存空間 
 

到了 1969 年，IBM 將軟硬體「分拆銷售」(unbundle) (Hoch et al.,2000)，更

進一步為軟體產品市場創造了相當大的生存空間。軟體產品廠商逐漸引進智慧財

產權的保護機制之後，軟體產品的銷售得以大幅成長，成為另一種主流軟體經營

方式。而接著而來，在 1969 到 1970 年間出現的迷你電腦(microcomputers)，以及

後來電腦「小型化」(downsize)的風潮，使得擁有電腦硬體的成本大幅降低，大

多數的企業可以負擔得起擁有自己的電腦和軟體。購置電腦硬體的成本負擔降低

後，節省下來的成本，讓企業用戶可以使用於軟體，因此，也更進一步促進了對

軟體的需求(Campbell-Kelly, 2004)。 

 

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角度來看，系統軟體/基礎建設軟體和應用軟體的分離，是

資訊科技逐漸走向「階層化」的第一步。而上大型「支配者」—IBM—行為的改

變(將軟硬體分拆銷售)，以及電腦硬體「小型化」的趨勢，創造了許多新的生存

空間。而其後續影響，就是 1970 年代中期新的「物種」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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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物種」—企業軟體產品公司—於 1970 年代出現 
 

1970 年代中期，新的「物種」—「純」企業軟體產品公司，亦即創立時就提

供企業用軟體產品的公司—前仆後繼地成立。這些公司主要是以銷售企業用軟體

產品為主要的經營模式，最知名的幾家公司包括 1972 年在德國成立的

SAP(Systeme, Anwendungen und Produkte in der Datenverarbeitung, 英文翻譯為

Systems,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in Data Processing)、1976 年在美國成立的

CA(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Inc.)，以及 1977 年在美國成立的 Oracle 等

(Hoch et al.,2000)。這些公司主要提供企業軟體(enterprise software)產品，給許多

不同的大企業所使用。各式各樣不同行業別、功能別的商用軟體產品公司，也隨

著整個資訊產業的發展而陸續成立。 

 

六、大型企業軟體產品公司逐漸形成生態系統，零碎的現象浮現 
 

這些新的物種發展迅速，累積的客戶基礎(customer-base)遽增，因而在軟體

產業中的影響力愈來愈大。各式各樣的相關服務廠商，例如提供諮詢服務或是教

育訓練的廠商，隨著這些企業軟體公司的蓬勃發展而成立。而較早成立由軟體服

務公司轉型而來的綜合性的資訊服務廠商，例如 EDS, CSC 等，也開始提供這些

企業軟體公司的軟體產品給他們的客戶(Hoch et al.,2000)。以這些大型企業軟體

公司為核心的商業生態系統，也一個一個地逐漸發展成形。演變至後來，像 SAP、

Oracle、CA 等大型企業軟體公司，也開始扮演「關鍵者」的角色，各自擁有一

群規模大小不等的「利基者」圍繞在其週邊，仰賴其所提供的資源存活與成長。 

 

這些大型的企業軟體廠商以及其相關商業生態系統的蓬勃發展，使得軟體產

業開始漸漸地朝著水平分工的方向演進。硬體廠商愈來愈專注於硬體的研發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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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而軟體廠商則提供各種不同的軟體給企業用戶。而整個軟體產業由於發展迅

速，分工也愈來愈細，不同的軟體公司漸漸專注於某些專業領域，整體產業價值

活動「零碎」(fragmentation)的現象，也隨之顯著。以往由一個公司就可以滿足

客戶所有需求的狀況，漸漸地不復存在，取而代之的是，數個軟硬體公司，共同

提供產品與服務，來滿足客戶的所有需求。 

 

七、消費性軟體於 1980 年代開始蓬勃發展 
 

到了 1970 年代中期，積體電路(integrated circuit)技術的突破與微處理器

(microprocessor)的問世，造就了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 PC)的發展。在 IBM

主導的個人電腦硬體架構成為主流之後，相容(compatible)的個人電腦廠商大量成

立，個人電腦的銷售速起飛，之後成為資訊產業最大的一個市場區隔。許多大眾

軟體產品(mass-market software products) (Hoch et al.,2000)，或者稱為消費性軟體

產品(consumer software products)，也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而蓬勃發展。 

 

在個人電腦問世之後，最具有主導力的軟體公司，當然就是 Microsoft 了。

Microsoft 在 1975 年成立，以撰寫個人電腦使用的作業系統為主要業務。由於

Microsoft 的 DOS 平台以及後來的 Windows 平台使用人數一飛沖天，成為個人電

腦業界的「標準平台」，帶動了架構於 Microsoft 平台上相關消費性應用軟體的

蓬勃發展。許多知名的軟體公司也在這個時期成立，例如 Lotus 在 1979 年成立，

Adobe 在 1982 年成立，而 Intuit 在 1983 年成立(Campbell-Kelly, 2004)。這些個

人電腦應用軟體公司，主要在 Microsoft 的 DOS 平台以及後來的 Windows 平台

上，開發各種功能不同的應用軟體，提供一般大眾使用。以 Microsoft 為中心的

商業生態系統，也隨之逐漸成形。愈來愈多的應用軟體公司，在 Microsoft 的 DOS

以及 Window 作業系統上開發各式各樣的軟體。而代理和經銷個人電腦軟體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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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商，也因此蓬勃發展。整個以 Microsoft 為核心的商業生態系統，呈現一片欣

欣向榮的景象。 

 

八、消費性軟體與企業軟體本質相異，形成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 
 

個人電腦的問世與普及，以及消費性軟體產品的爆炸性成長，對於軟體商業

生態系統有重要的意涵。在個人電腦問世之前，電腦是一種企業的資本投資

(capital investment)，其經濟性質和機器設備、廠房等類似，是一種「資本財」(capital 

goods)。而資本財的目的不在於直接滿足人類消費的需求，而是用來生產其他的

貨物。但當個人電腦問世之後，電腦開始開始走進了家庭，成為個人直接使用的

「消費財」(consumer goods)，其經濟性質和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品類似。而在

個人電腦上所使用的軟體產品，目標客戶為一般大眾，其經濟性質屬於一種消費

性產品。 

 

和企業用的軟體相比，消費性軟體產品的單價非常低，但銷售套數很多。加

上消費性軟體產品的「正回饋」(positive feedback) 與「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 
16特別強，使得這種軟體產品，和書以及音樂 CD 等產品的經營模式，有相當的

類似程度17。因此，消費性軟體公司，在企業文化、軟體開發的流程、技術層次、

                                              
16 正回饋(positive feedback)(或譯「正反饋」)，是所謂的「資訊經濟」中最顯著的現象。

簡單來說，正回餽指的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s)，
主要是指由於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或稱網路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y)，造成消費

者消費某商品所產生的效用，隨著該商品的消費人數的增加而增加的現象。對於正回饋

以及網路效應，Shapiro & Varian (1999) (中譯：資訊經營法則，時報出版) 書中有詳盡

的說明。 
17 這些所謂「知識產品」或「資訊產品」，常有「高製造成本，低再製成本」的特性，

因此，當有「殺手級應用」(killer application)或是「暢銷書」、「金唱片」出現時，大

眾軟體產品公司、出版商，以及唱片公司都會因此大賺一筆。但違法複製與散佈(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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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銷售方式、銷售通路，以及人員所需要的知識和能力等各方面，和先前所

提到的商用軟體公司，例如 CA、SAP、Oracle 等等，都有很大的不同。在這樣

的狀況下，我們可以發現，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中的參與廠商，和企業軟體商

業生態系統中的參與者，有很大的不同。先前在企業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活躍的

軟體廠商，例如 CA、SAP、Oracle 等，並未跨足個人電腦軟體業務領域。相對

地，在個人電腦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出現了新的參與者，例如 Lotus, Adobe, 

Intuit 等。 

 

而兩種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銷售通路也並不同。企業軟體廠商早期主要仿

照大型主機廠商如 IBM 的銷售方式，直接銷售給企業客戶。後來才漸漸和大型

資訊服務或系統整合廠商如 EDS 或其他小型的服務廠商等合作，由這些廠商銷

售其軟體給企業客戶，同時提供規劃、安裝、建置、調挍等服務，逐漸形成商業

生態系統。以 AP, Oracle 等企業軟體廠商的角度來看，它們扮演了「關鍵者」的

角色，而 EDS 等服務廠商扮演「利基者」的角色。而消費性軟體產品，主要透

過大型的通路商如 Tech Data (1974 年成立), Ingram Micro(1979 年成立), 

Synnex(1980 年成立)等來銷售。因此，個人電腦軟體商業生態系統，和企業軟體

商業生態系統，是兩個截然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其中各有其不同的參與者。隨

著時間的發展，兩個商業生態系統也開始有了一些重疊。例如，Microsoft 也跨入

企業軟體的領域，而 CA 也藉由購併跨入了消費性軟體的領域。而大型的通路商

如 Ingram Micro 等，也開始銷售企業軟體。但基本上兩個商業生態系統還是可以

明顯地區別出來。這也是為何過去軟體商業研究中，許多學者都將個人使用的「大

眾市場軟體」(或「消費性軟體」)，與企業用的「商用軟體產品」(或「企業軟體」)

作區分的原因。但事實上，在 1980 年代末期之後，許多軟體公司都兼營了兩種

                                                                                                                                             

的問題，常會嚴重侵蝕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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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性質的業務，同時發展並銷售消費性軟體與企業軟體。 

 

九、1990 年代後，軟體產業更加零碎 
 

1980 年代中期之後，整體軟體產業，也由於個人電腦的迅速發展與普及，加

上「正回饋」與「網路效應」的推波助瀾，使得產業在很短的時間內，變得更為

「零碎」。亦即，參與的廠商數量更多，但每一個廠商所專注的業務領域更窄了。

在這樣的狀況下，廠商之間的互動更為頻繁，而另一方面，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也

更為複雜。 

 

到了 1980 年代末期，區域網路(LAN, Local Area Networks)開始出現，並迅速

普及。「主從架構」(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成為資訊產業的主流。企業與各種

機構紛紛開始採用區域網路連接辦公室中的電腦(尤其是個人電腦)，來分享當時

仍然相當昂貴的資源，例如儲存空間以及雷射印表機。在區域網路的世界中，使

得許多電腦得以連接的「網路作業系統」(network operating systems)軟體，扮演

了關鍵的角色。而 Novell 公司的產品”NetWare”，則是 1980 年代末期至 1990 年

代中期，網路作業系統市場佔有率最高的產品。 

 

根據軟體專業雜誌 Software Magazine 的報導，1990 年代初期至中期，Novell 

NetWare 在區域網路作業系統市場的佔有率，大約都維持在 65%以上，遠遠超過

主要競爭對手如 Microsoft 的”LAN Manager”以及 Banyan 公司的”Vines”。事實

上，資策會 MIC 的研究顯示，1990 年代初期至中期，Microsoft LAN Manger 的

市場佔有率，從未超過 10%。一直到了Microsoft於 1996年推出了Windows NT 4.0

之後才改觀。因此，Novell 在區域網路的商業生態系統中，扮演了「關鍵者」的

角色，而後來的 Microsoft 亦然。許多軟體廠商，紛紛開始在網路作業系統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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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應用軟體。例如 Lotus 與 Microsoft 都開始發展區域網路電子郵件系統(LAN 

messaging systems)，分別推出了 Lotus cc:Mail 以及 MS Mail，提供企業客戶在區

域網路中傳送電子郵件。 

 

到了 1990 年代中期之後，Internet 迅速發展，企業紛紛將內部的區域網路與

外部的 Internet 連接，使得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很快地與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

統聚合(converge)，成為一個很大的企業網路商業生態系統。Novell 由於堅守自

己專屬的 IPX/SPX 網路通訊標準，遲遲不願支援 Internet 通用的 TCP/IP 網路通

訊標準，以致於錯失了成為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關鍵者的機會。而 Microsoft

在個人電腦作業系統的優勢，也不再像從前那樣重要。Microsoft 對於 Internet 商

業生態系統的參與，也由於腳步較慢，使得其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一直

無法取得主導的地位。一直到 1995 年由 Spyglass Inc.取得 Mosaic 原始碼的授權，

發展了第一版的 Internet Explorer，並內建於 Windows 95 中，才開始正式參與了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而 Microsoft 發展企業用的 Internet 相關軟體，也顯得步

履闌珊。日後逐漸成為網頁伺服器軟體主流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 

3.0，內建於 Windows NT Server 4.0 Server Pack 3 推出，已經是 1997 年 5 月的事

情了。因此，早期 Internet 迅速普及時，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提供基礎

建設以及設備的廠商，佔有了關鍵主導的地位，例如伺服器硬體廠商 SUN 

Microsystems (提供 Solaris 作業系統與伺服器硬體)、HP(提供 UX 作業系統與伺

服器硬體)；網路設備硬體廠商 Cisco、Lucent、Nortel 等；提供網路連線的大型

的網路服務供應商(ISPs)與電信業者(telcos/carriers)等。這些廠商在 2000 年前後

的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扮演了「關鍵者」的角色。 

 

在 2001 年之後，隨著企業 Internet 連線以及基礎建設的完備，以及網路泡沫

的破滅，這些廠商的影響力漸漸不如從前，而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關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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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變得較不明顯。整體來說，Internet 上的標準與架構如 XML, Web Services, 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大多數的軟體廠商，也

都開始讓自己的軟體產品支援這些標準與架構。個別廠商如 Yahoo, Amazon, 

eBay, Google 等的影響力也逐漸增加，但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個別廠商

的影響力，還無法達到像 Microsoft 在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中一樣的強大，可

以主導整個產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軟體產業更趨零碎的趨勢則是不變的。產業的分工變得更為精

細，且參與廠商也更為眾多，關係也變得更錯綜複雜。整個軟體產業中，包含了

許多的商業生態次系統，這些次系統之間又會互相影響。IBM 的前任執行長 

Louis V. Gerstner, Jr. 於其所着的 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一書中，以圖 4

中的「堆疊」(the stack)來描述資訊軟硬體產業的結構。屬於軟體的部份，在圖中

以灰色標出，除了讓硬體得以運作的「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s)軟體之外，

大致上可分為「應用軟體」(applications software) 與「中介軟體」(middleware 

software) 兩大類。而兩大類軟體中，又分為更多更小的次系統。例如，「應用

軟體」中，有「供應鏈」(supply chain)軟體、「顧客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軟體，和「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軟體等

產業區隔，而「中介軟體」的部份，則有「系統管理」(systems management) 軟

體以及「資料庫」(database) 軟體等次系統。不同的軟體商業次系統中，各有不

同的參與廠商。當然，也有同時跨足多個次系統的廠商，例如 Microsoft、IBM、

Oracle 等。廠商之間的關係也因此複雜化。整體來說，軟體產業顯現了高度「零

碎」(fragmentation)的特質，亦即，在整個產業中，參與的廠商眾多，而價值的

創造，乃是由許多不同的廠商，分別負責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客戶的需求，往往

涵蓋了多個廠商所負責的部份。唯有透過眾多廠商的協力合作，才能提供客戶所

需要的價值，滿足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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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資訊產業結構的堆疊  

資料來源：Gerstner (2003), p.155.  

 

Gerstner (2003)的軟體產業堆疊圖，概括性地描述了資訊軟硬體產業的結構，

也同時顯示了整個軟體產業高度零碎卻又互相連結的狀況。而著名的軟體專業雜

誌 Software Magazine，於每年公佈的「全球五百大軟體公司」(“The Software 500”)

報告中，將軟體依其功能與屬性，分為 42 個不同的區隔(business 

categories/business sectors)。由於軟體產業的樣貌變化既快且劇烈，所以 Software 

Magazine 每年的報告中，軟體產業區隔的分類，都有些許的改變。附錄一提供了

Software Magazine 於 2006 年”Software 500”報告中的 42 個軟體產業區隔分類。

另一個資訊產業分析與研究公司 IDC，也不定時地發表其軟體分類(taxonomy)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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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而每一次的報告中，也都對軟體的分類有些許調整。 

 

近年來，某些軟體市場又開始由高度的「水平分工」，逐漸走向局部的「水

平整合」與「垂直整合」。例如 Oracle 以原本的資料庫軟體為基礎，向其他鄰

近的領域擴張，陸續購併了 PeopleSoft、Siebel、Hyperion 等其他領域的軟體

廠商，整合了資料庫、ERP、人力資源管理(HRM)、客戶關係管理(CRM)，以及商

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等各種企業應用軟體。其它軟體大廠如 IBM 與

SAP，也有類似的策略作為。有些產業分析專家，以「堆疊大戰」(stack wars)來

形容近年來軟體廠商藉由購併，改變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程度，以贏得客戶更多

業務的現象18。而同樣的趨勢，也可以在資訊安全產業觀察到。本研究後續將對

資訊安全產業的歷史發展做更詳盡的剖析。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可以了解到，軟

體商業生態系統，是持續不斷變遷的。隨著歷史的演進，整個資訊產業垂直整合

與水平整合的程度，不斷地改變，因此使得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樣貌持續變遷。 

 

軟體商業生態系統樣貌的變遷，對於廠商的影響極深。例如，Nolan (2000)

描述了資訊科技產業由 1960 年代至 2000 年之間，由於三個「主流設計」(dominant 

designs)—大型主機(mainframes)、迷你電腦(microcomputers)，以及網路

( networks) —先後出現，使得資訊科技產業，以及組織運用資訊科技的方式，以

及組織結構與設計受到資訊科技的影響，在三個相對應的時間階段中，呈現了不

同的樣貌。作者將資訊科技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由 1960 年至 1980

年。在這個階段中，「大型主機」為主流設計。作者將此階段稱為「資料處理時

                                              
18 例如，CNet 產業分析專家 Martin LaMonica，在 2006 年 4 月 19 日以”Software’s Stack 
Wars”為題，撰寫了一篇文章來描述這種現象。全文網址：

http://news.com.com/Softwares+stack+wars/2100-1012_3-6062557.html  (2007 年 7 月 16
日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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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the Data Processing Era, 簡稱 DP Era)。第二個階段由 1980 年至 1995 年，而

「迷你電腦」(主要指個人電腦)為主流設計。作者將此階段稱為「微電腦時代」

(the Microcomputer Era, 簡稱 Micro Era)。第三個階段由 1995 開始，預計將持續

到 2010 年左右。在這個階段中，各式各樣的電腦開始連結，而「網路」成為了

主流設計。作者將此階段稱為「網路時代」(the Network Era)。作者也提到，在

「網路時代」中，剛開始時，「主從架構」(client-server)為主流設計，而之後很

快地就被 Internet 相關的「開放標準」(open standards)如 HTML, TCP/IP 等所取代，

而企業及各種組織紛紛採用 Internet 相關的標準與架構，來建構內部網路

(intranet)，並與外部的公眾網路 Internet 連接。作者在這篇文章中，對組織的形

態與運作，在三個不同階段中受到資訊科技的影響，作了詳盡的剖析。 

 

而「主流設計」除了對組織的運作產生影響之外，對於資訊科技廠商的影響，

也非常深遠。例如，Austin & Nolan (2000)詳細地描述了 IBM 受到「主流設計」

改變，急遽由盛轉衰，而在 Gerstner 接掌 CEO 後，迅速扭轉頹勢的過程。IBM

在主機時代盛極一時，一直到 1980 年代，美國企業受到日本企業衝擊時，IBM

也還是美國企業中的模範生。但到了 1990 年代，受到主從架構以及後來的 Internet

興起的嚴峻挑戰，頓時失去主導地位。在 1990 年時，IBM 還是全球獲利第二高

的公司，而短短一年之內，公司就由盈轉虧，在 1991 年第一季開始出現虧損，

之後情況持續惡化。在 Louis V. Gerstner 於 1993 年 4 月 1 日接掌 IBM 的 CEO 之

後，竭盡全力調整了經營模式，因此扭轉頹勢，在 1994 年底的財報中，重新出

現獲利。而 1995 年起，Gerstner 領導的 IBM 也意識到「主從架構」即將為 Internet

所取代，並全力調整公司策略。這次的調整，也造就了 IBM 之後多年的榮景19。

由此可見，即使如 IBM 這般具有決定性影響力的廠商，也必須隨著環境的變化，

                                              
19 IBM 後續的發展，Gerstner(2003)中有詳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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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其經營模式，才能維繫其長久的生存。 

 

十、軟體商業生態系統得到之實證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很清楚地了解，軟體產業整體所呈現的高度零碎的

狀況。在技術上來說，軟體與軟體之間，必須密切的銜接與配合，才能正常運作。

因此，各個區隔中的廠商，必須和其他區隔中的廠商，有相當程度的互動。而另

一方面，由於產業的分工精細，一個軟體公司的產品或服務，不可能涵蓋所有的

區隔，一個客戶的需求，通常需要許多個廠商的產品或服務來滿足。加上整個產

業環境的變化既快且又劇烈，使得產業區隔不斷地改變與重組。因此，軟體公司

之間的互動頻繁，關係改變迅速且又複雜。另一方面，整個軟體產業隨著歷史的

發展，形成了許多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在各個商業生態系統中，分別有不同的

「關鍵者」(或是「坐收漁利者」與「支配者」)，以及仰賴「關鍵者」來取得生

存所需資源的「利基者」。 

 

綜合來說，我們可以觀察到兩個主要的結論。第一，軟體產業隨著時間的發

展，由高度的垂直整合，走向水平分工，同時，「零碎」的狀況也愈來愈明顯。

第二，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樣貌，以及其中廠商的角色，也隨著時間不斷地變化。

不同的年代中，有不同的「主流設計」，因此出現了不同的「關鍵者」(或「支

配者」及「坐收漁利者」)與「利基者」，而這些角色也非固定不變，而是持續

變遷的。 

 

 這兩個結論，也可由相關的研究中得到驗證。首先，Iyer & Dreyfus (2006)於

其研究中，以圖 5 表達了軟體產業由 1970 年代高度垂直整合，走到 2000 年之後

高度零碎的狀況。而這種高度零碎的狀況對於本研究最大的意涵，在於其使得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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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產業非常適合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觀念架構來探討。 

 

 

圖 5：軟體產業由高度垂直整合走向高度零碎  

資料來源：Iyer & Dreyfus (2006), p.22. 

 

 其次，歷史分析也顯示，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樣貌，也隨著時間不斷地變化。

早期的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主要由數個大型的「支配者」，如 IBM, DEC, NCR

等，主導整個產業。而這些大型的「支配者」，創造了大部分的價值，也同時自

己獲取了所創造出來大部分的價值。而隨著時代與技術的變遷，大型支配者的角

色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如 Microsoft, Novell, Oracle, SAP 等「關鍵者」，而這

些關鍵者並不自己獲取了所創造出來大部分的價值，而是透過和較小的「利基者」

合作，共同創造更多的價值，而將所創造出來的價值，分享給這些利基者。隨著

某些市場的發展與成熟，某些「關鍵者」也會轉為「支配者」或是「坐收漁利者」，

進入原本「利基者」所棲身的市場，甚至將利基者逐出市場。例如 Microsoft 跨

足文書處理及試算表軟體市場即為一例。因此，在不同的時代中，軟體商業生態

系統的樣貌是不同的。而「關鍵者」、「支配者」、「坐收漁利者」，以及「利

基者」之間的角色，也不斷地隨著時間而變化。演變至今，整個軟體商業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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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呈現出的樣貌，大致上為幾個大的「關鍵者」(或是「支配者」與「坐收漁

利者」)(例如 Microsoft, Novell, Oracle, SAP 等)，和許多小的「利基者」。Iansiti & 

Levien (2004b)認為，這種樣貌，大約如圖 6 所示。而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樣貌，

也還在隨著時間不斷地變化中，尚未定形。 

    

圖 6：現今整體軟體商業生態系統樣貌示意圖 

資料來源：Iansiti & Levien (2004b), p.73. 

 

這個示意圖說明了整體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包含了許多較小的商業生態系

統。而資訊安全軟體即為其中之一。這類較小的「次系統」中的所有參與者，相

對於整體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的「關鍵者」(如 Microsoft, Novel 等)來說，都是「利

基者」。但在「次系統」中，有時也會有次系統自己的「關鍵者」。相對於次系

統中其他的參與者，這些「關鍵者」具有核心主導的地位，在整體軟體商業生態

系統中，他們還是扮演「利基者」的角色，和 Microsoft 等「關鍵者」仍有相當

程度的關係。換言之，許多廠商同時參與多個商業生態系統，而在不同的系統中

扮演不同的角色。這樣的現象，雖然在許多軟體產業歷史敘述以及實務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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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現，但一直尚未有實證研究的支持，一直到了 2006 年，才在 Iyer et al. (2006)

中得到了驗證。 

 

2006 年時，Boston University 的三位教授，於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發表了“Managing in a ‘Small World Ecosystem’: Lessons from the Software Sector”

一文(Iyer et al., 2006)。他們結合了數個資料庫的資料，研究了 509 個軟體公司，

由 1990 年到 2001 年之間的策略聯盟活動，以 6 個指標，來描繪出軟體公司之間

網絡關係的樣貌。這 6 個指標分別為(1)連結程度(degree of linkage); (2)夥伴數

(degree of partners); (3)路徑長度(path length); (4)群組係數(clustering coefficient); 

(5)網絡密度(network density); (6)小世界係數(small world coefficient)。而最重要的

研究發現是，在這 12 年間，軟體產業網絡，並非隨機無序的(random)連結，而

是逐年愈來愈明顯地呈現「小世界」的狀態；亦即，「高群組程度」(high degree 

of clustering)與「短路徑長度」(short path length)的現象。簡單地說，整個軟體產

業的網絡的樣貌，是由幾個大公司(如 Microsoft, SAP, IBM 等)為核心，而這些公

司的周邊群聚著許多的小公司。圖 7 為 2001 年時，以 Microsoft 的角度來看，軟

體聯盟網絡所呈現的狀態20。 

 

                                              
20 以不同的廠商為中心，所看到的軟體聯盟網絡樣貌會不同。本研究僅摘錄以 Microsoft
為中心的網絡圖作為代表來說明軟體聯盟網絡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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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01 年時以 Microsoft 為核心的軟體網絡狀態 

資料來源：Iyer et al. (2006), p.40. 

 

而 Iyer et al. (2006)也發現，在不同的年代中，處於核心地位的軟體公司並不

同。表 6 為 Iyer et al. (2006)的研究所列出，在不同的年代，以連結程度(degree of 

linkage)(亦即在某個時間點，某個公司和其他公司聯盟的次數)來看，處於網絡核

心地位的前五大軟體公司。表 7 則顯示了以「群組係數」(clustering coefficient)21

來衡量，不同的年代中，處於網絡核心地位的前五大軟體公司。雖然「前五大」

的名單因衡量標準不同而有些差異，但大致上可以看出，具有核心地位的公司，

                                              
21某個公司的「群組係數」(clustering coefficient)主要衡量它的盟友同時也是彼此的盟友

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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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所不同。 

 

表 6：1990 至 2001 年處於核心地位的前五大軟體公司(以和其他軟體公司的「連

結程度」來衡量)  

 

1990 1995 2001 

Apple Computer, Inc. Apple Computer, Inc. AOL 

Oracle Corporation Sun Microsystems, Inc. Sun Microsystems, Inc. 

Sun Microsystems, Inc. Oracle Corporation Oracle Corporation 

IBM IBM Microsoft Corporation 

Microsoft Corporation Microsoft Corporation IBM 

資料來源：Iyer et al. (2006), p.33. 

 

表 7：1990 至 2001 年處於核心地位的前五大軟體公司(以群組係數 clustering 

coefficient 來衡量)  

 

1990 1995 2001 

Software AG SAP AG Siebel Systems Inc. 

Novell, Inc. Sun Microsystems, Inc. Hitachi Limited 

SAP AG Apple Computer, Inc. NEC Corporation 

Apple Computer, Inc. Microsoft Corporation Fujitsu Limited 

Sun Microsystems, Inc. Novell, Inc. Vignette 

資料來源：Iyer et al. (2006), p.36. 

 

 Iyer et al. (2006)的研究發現，驗證了軟體產業中的商業生態系統，符合 Ians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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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ien (2004b)所描述商業生態系統的狀況。首先，在整個軟體商業生態系統

中，廠商之間的關係並不是對等的；「關鍵者」和「利基者」的角色，在軟體商

業生態系統中，的確存在。同時，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所扮演的角色，是隨著時

間而變化的。這對對本研究來說，意義重大，因為 Iyer et al. (2006)確定了軟體產

業適合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觀點，來探討其經營模式的變遷。 

 

由以上的歷史分析，我們可以清楚了解，商業生態系統中的「關鍵者」，並

非一成不變的。隨著時間的演進，不同的「關鍵者」或「支配者」陸續出現。有

些「關鍵者」由於環境的變化，逐漸失去了主導的地位，例如早期的大型主機廠

商。有些時候，「關鍵者」也會轉變角色，成為「坐收漁利者」或「支配者」，

跨入原本「利基者」經營的業務領域，使得「利基者」生存空間大幅縮減，或甚

至被逐出市場而無法生存。例如 Microsoft 將 Lotus 逐出試算表以及文書處理軟

體市場，即為一例。因此，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如何在產業價值網，或稱

「商業生態系統」中找到適當的定位，釐清和其他利益相關者的關係，以創造價

值並換取生存資源，成了軟體公司成功的關鍵。對於缺乏主導力的利基型軟體公

司來說，更是如此。然而，過去的研究中，不論是軟體商業研究，或是商業生態

系統研究，對於「利基者」的研究，卻相對地缺乏。在下一節當中，本研究將詳

細說明過去研究的不足之處。 

 

第六節  過去軟體商業研究與商業生態系統研究的不足 

 

 雖然過去軟體商業以及商業生態系統研究，帶來了許多啟發，但由於這方面

的研究，仍在萌芽階段，因此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綜觀過去的研究，我們可以

發現有幾個缺口。首先，過去的商業生態系統研究，大多以具有主導地位的廠商

的角度出發，針對大型廠商提供策略以及管理建議。對於「利基者」的建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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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在說明「關鍵者」的策略之後，附帶說明之，因而顯得有些過度簡化。而純

粹由小型、不具主導地位的廠商觀點出發的研究，仍付之闕如。這方面研究缺乏

的原因並不難理解，主要是由於過去商業生態系統的研究者多為西方學者，而軟

體產業主要由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所主導，因此，這方面研究開始時，當然會

先以大型、具有主導地位的廠商為對象。所採用的立場與角度，以及所提出的建

議，也因此會針對影響力較大的廠商。 

 

其次，過去軟體商業研究，雖然區分了具有主導地位的「塑造者」(或「平台

領導者」)，以及不具主導地位的「追隨者」(或「互補者」)，但並未詳細探討不

具主導地位的軟體廠商，應如何隨著環境變化而調整，以求得長期生存。此外，

過去軟體商業研究中，除了 Hoch et al. (2000)之外，大多採取了「絕對觀」

(absolutism)，認為在軟體產業中，「關鍵者」並不多，僅有 Microsoft, Oracle, IBM, 

Sun Microsystems 等國際大廠，可以稱得上「關鍵者」。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論

點，除了前述歐美國家主導全球軟體產業的因素之外，主要是研究者大多採取了

絕對觀，來認定「關鍵者」。因此，僅有 Microsoft, Oracle, IBM, Sun Microsystems

等國際大廠，才符合「關鍵者」的條件。而事實上，「關鍵者」、「支配者」、

「坐收漁利者」，或「利基者」的區別，應是一種主觀的認定；研究者若選擇不

同的焦點生態系統，其中的「關鍵者」就會不同。當研究者以整體軟體產業的角

度來看，當然，僅有 Microsoft, Oracle, IBM, Sun Microsystems 等國際大廠，才稱

得上是「關鍵者」。但若研究者選擇了軟體產業中的某一個區隔或是「次系統」

(sub-system)，例如客戶關係管理(CRM)軟體，或是資訊安全軟體時，在這些「次

系統」中，各有不同的參與者，也分別會有不同的「關鍵者」與「利基者」。在

「主系統」中扮演「利基者」角色的廠商，在「次系統」中對於其他廠商來說，

可能是「關鍵者」或「支配者」。因此，「關鍵者」和「利基者」的角色應是相

對(relative)的，視研究者所挑選「商業生態系統」而定，並非絕對的。然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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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觀」(relativity)出發，或是針對較小的「次系統」的研究，目前也仍十分

缺乏，因此，在這個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再者，過去商業生態系統的研究，多屬靜態(static)的橫斷面(cross-sectional)

研究，常常隱含了「利基者」角色固定不變的前提假設，認為「利基者」不會轉

換成「關鍵者」或是「支配者」。因此，對於「利基者」角色的轉變、為何轉變，

以及轉變之後如何調整與其他廠商的關係等，仍有待學者們進行更多的研究，來

發掘其中的現象與道理。而軟體公司在一段較長時間中的「生態系統動態」

(ecosystem dynamics)，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相關的研究問題，例如，環境

中的變化，對於「關鍵者」和「利基者」有何影響？隨著時間的演進，「關鍵者」

和「利基者」的角色是否會轉變？而角色轉變之後，對於其他參與者有何影響？

而不同的參與者，如何調整其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和其他參與者的關係，來因應環

境的變化？這些屬於動態(dynamic)以及縱斷面(longitudinal)的問題，在過去研究

中較少被探討，而本研究認為，若能了解這些現象以及背後的原因與過程，將對

於商業生態研究以及軟體研究都會有相當的貢獻。 

 

事實上，在商業生態系統中，「利基者」數量遠大於「關鍵者」，尤其是對

軟體產業而言。但針對「利基者」的研究，卻相對地較為缺乏，而其重要性卻無

庸置疑。此外，探討利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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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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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商業生態系統的觀點與架構，來探討處於

複雜而多變的軟體商業生態系統中的利基型軟體公司，如何調整其營運模式，以

因應環境以及商業生態系統中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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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本研究中商業生態系統與經營模式變遷的前提與定義 

 

一、本研究中商業生態系統的前提 
 

綜合過去相關文獻，本研究所中對於商業生態系統的定義，乃基於以下幾個

前提。 

 

首先，商業生態系統中的廠商，與生物生態系統中的生命體(living organisms)

不同。生物生態系統中的生命體，大多僅能接受大自然的安排，但商業生態系統

中的軟體公司，具有主體意識，來選擇與界定其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亦即，

軟體公司可以選擇參與或退出特定的商業生態系統，以及決定在商業生態系統中

和其他廠商的關係。而具有主導地位的「關鍵者」廠商，建立以自己為中心的「商

業生態系統」後，也因此必須努力維持參與廠商的向心力，或增進整個商業生態

系統的凝聚力。不同的商業生態系統，也常會為了爭取廠商的參與而互相競爭。

這些現象是自然界的生態系統中所沒有的。 

 

其次，在本研究中，商業生態系統的邊界(boundary)，採用焦點廠商的觀點

來界定；亦即，焦點廠商對於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邊界的認知，即為該商業生

態系統的邊界。這樣的界定方式，符合過去生物生態學研究(e.g.周光裕、明延凱，

1995)以及商業生態系統研究(e.g. Iansiti & Levien, 2004b)中，以研究的範疇來界

定生態系統的邊界的傳統，例如某個森林生態系統、某個個湖泊生態系統等，或

是 Microsoft 的開發者網絡(Microsoft developer network)、Wal-Mart 的供應商網絡

(supplier network) (Iansiti & Levien, 2004b)。 

 

此外，生態系統援用了系統理論(systems theory)的觀念，將系統(system)分為



 75

不同層次。一個生態系統可能包含了多個較小的「次系統」(sub-systems)。例如，

在生物生態系統中，某個「高山生態系統」，可能包含了一個「高緯度的森林生

態次系統」、另一個「中低緯度的森林生態次系統」，以及一個「湖泊生態次系

統」。而在商業生態系統中，也有類似的層次劃分。而「次系統」也可以依照研

究的需要，再劃分為更小的單位，亦即，「次次系統」(sub-sub-systems)。 

 

在生物生態系統的研究中，次系統或更小單位的區分，並沒有絕對的標準，

一般是依研究者的研究範疇與研究目的而定(e.g. 孫儒泳等，2000；金恆鑣譯，

2002)。本研究援用這樣的傳統。而在「主系統」與「次系統」中，可能有不同

的廠商，分別扮演(「關鍵者」、「支配者」、「坐收漁利者」，以及「利基者」

等角色。例如，主系統中的「利基者」，可能為次系統中的「關鍵者」或「支配

者」。換言之，本研究對於廠商的角色，採取「相對觀」。 

 

二、本研究引用的生態學觀念 
 

本研究除了引用既有商業生態系統研究中，廠商角色的分類(「關鍵者」、「支

配者」、「坐收漁利者」，以及「利基者」)之外，也類比了生物的生態學中的

其他觀念。以下逐一說明本研究所引用的觀念，並解釋本研究如何將這些觀念運

用在商業生態系統中。 

 

(一) 生態區位(ecological niche) 

 

首先，本研究使用了生態學中「生態區位」(ecological niche)(又稱「生態位」

或「利基」)的觀念。「生態區位」的觀念是概念是由 Joseph Grinnell 於 1917 年首

次提出的。Grinnel(1917)中，「生態區位」的觀念，主要是指物種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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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其所生活的「棲息地」(habitat)以及其物理條件(例如溫度、濕度等物理環境

因素)。Elton(1927)則將「物種的功能角色」，亦即，物種在食物網中的地位，納

入了「生態區位」的觀念。而 Hutchinson(1957)則將「生態區位」定義為「讓一個

物種族群得以繁衍的一組環境條件」22(Hutchinson, 1957)，並以「基礎生態區位」

(fundamental niche)以及「實現生態區位」(realized niche)來區別物種之間互動存

在以及不存在時的狀況。 

 

「生態區位」的觀念，經過許多生態學家的添補與修正之後，逐漸納入了更

多物種之間的互動因素，以及物種對環境的影響，而大致上代表了物種所處的環

境以及其本身生活習性的總稱(孫儒泳等，2000; 金恆鑣譯，2002)。這個觀念於

是成為物種生存依據的一個抽象概念。其含義不止是物理條件上的生活空間與條

件，也包括了物種在其所處的「棲息地」(habitat)中的「功能作用」(或「功能定

位」) (e.g. 孫儒泳等，2000)。本研究將這種「生態區位」的廣義觀念，類比於「商

業生態系統中」，並以「生存空間」(living space)來稱呼，其意義代表「廠商在商

業生態系統中生存的機會」。而「生存空間」受到環境中資源的多寡，以及廠商

間互動關係的影響。以往的「組織生態學」或「商業生態系統」中，均引用了「生

態區位」(ecological niche)的類比，並以「利基」(niche)來稱呼。本研究則採用「生

存空間」這個名詞以及定義，以和生物的生態學中的「生態區位」以及行銷學中

的「利基」觀念區別。 

 

                                              
22 原文為”(the set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ithin which a population can reproduce 
itself”。這組環境條件若畫成幾何圖，是一個多維空間(N-dimensional space)，每一維

(dimension)分別說明了相關的環境狀況(relevant environment conditions)。例如, 平均雨

量、平均溫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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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擾動(disturbance) 

 

其次，本研究使用了生態學中「擾動」(disturbance)與「種間關係」(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s)的觀念。生態學中的「擾動」，是指外部環境中，造成生態系、群

落或族群結構改變的不連續重大事件，如颱風、地震、火災，或火山爆發等(e.g. 

金恆鑣譯，2002)。「擾動」往往改變了生態系統中物種棲息地的樣貌，使得新

的生存空間出現，而新的生存空間除了既有的物種可能遷入之外，也常孕育出

新的物種。但另一方面，「擾動」也常改變生態系統中，既有物種的「種間關

係」。 

 

(三) 種間關係(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s) 
 

生態學家對於物種與物種之間的關係，稱為「種間關係」。而「種間關係」

有不同的類別。例如，金恆鑣譯(2002)將種間關係分為三大類：一、競爭 

(competition)；二、利用 (exploitation)，包括捕食(preditation)與寄生(parasitism)；

三、互利共生 (mutualism)。而「擾動」常會改變兩種物種間原本存在的關係。

例如，原本存在「互利共生」(mutualism)關係的物種，轉而成為「競爭」(competition)

的關係。而生態系統中群落或族群的結構，也常因「擾動」而改變。商業生態系

統中的廠商，並不會有如自然界中「捕食」與「寄生」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

廠商的「種間關係」簡化為「競爭」 (competition)與「互利共生」 (mutualism)

兩種23。 

                                              
23 生態學中的「捕食」與「寄生」，是指兩個物種族群間長期存在的關係。例如，獅

子捕食羚羊，這樣的關係延續許多代。而在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惡意購併另一個廠商，

可被視為一種「捕食」的行為，但這種「捕食」的行為，通常發生在兩個廠商之間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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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 

 

再者，本研究也引用了生態學中，「生態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 (或譯

「生態消長」)的觀念。生態學家將「生態演替」的觀念，分別應用在「生態系

統」(e.g. Gutierrez & Fey, 1980)與「個別物種」(e.g.金恆鑣譯，2002)兩個層次

上。 

 

在「生態系統」的層次上，「生態演替」是指隨著時間的過去，一種生態系

統類型（或階段）被另一種生態系統類型（或階段）替代的過程(e.g. Gutierrez & 

Fey, 1980)。換言之，在系統整體的層次上，生態系統的演替，是指不同的生態

系統之間，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互有消長的現象。在自然界中，生態系統的觀念是

動態的；地球上自有生命以來，至今長達數十億年之中，各類生態系統一直不斷

地發展、變化和演替。而商業生態系統也有類似的狀況。本研究應用「生態系統」

層次的「演替」觀念，來描述商業生態系統之間消長的狀況。例如，「區域網路

商業生態系統」興起後，其重要性逐漸超越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而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興起之後，其重要性也超越了「區域網路商業生態

系統」。 

 

而在物種的層次上來說，「演替」是指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由於環境中「擾

動」(disturbance)的影響，生物群落產生逐漸改變的現象(金恆鑣譯，2002)。如

                                                                                                                                             

防毒軟體廠商 McAfee 在 1998 年購併防火牆軟體廠商 TIS)，而非兩個「族群」之間 (e.g.
所有的防毒軟體廠商均購併防火牆軟體廠商)。因此，本研究並不將「捕食」與「寄生」

納入商業生態系統的「種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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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所謂「擾動」，是指外部環境中，造成生態系、群落或族群結構改變的重

大的不連續事件，如颱風、地震、火災，或火山爆發等(e.g. 金恆鑣譯，2002)。

而「擾動」的影響，除了先前提到的，常改變「種間關係」之外，也常造成生態

系統中物種的「演替」。舉例來說，火山爆發(擾動)之後，當地原有的物種均被

摧毀，而一段時間之後，開始出現青苔，在過一段時間之後，小草取代了青苔，

成為當地主要的物種。一段時間之後，小型灌木開始生長，逐漸取代草類，成為

當地主要的物種。這類物種消長與輪替的現象，即為物種族群或群落層次上的演

替(e.g. 金恆鑣譯，2002)24。本研究將物種層次上演替的觀念，應用於商業生態

系統中，「關鍵者」以及「利基者」的變化。在新的商業生態系統興起之後，往

往會有新的「關鍵者」出現，而這些關鍵廠商，往往異於舊的商業生態系統中的

關鍵者。例如，「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剛興起時，Cisco 與 SUN Microsystems

為關鍵者，而之前在「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中佔有關鍵地位的 Novell 與

Microsoft，在「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剛興起時，並不具有關鍵地位。 

 

(五) 非平衡生態學(noneqilibrium ecology)觀點 

 

除了上述生態學中的觀念之外，本研究主要採用非平衡生態學

(noneqilibrium ecology) 的觀點。傳統生態學大多基於生態系統處於平衡

(equilibrium)的狀態，來探討族群或群落的結構與物種關係。這種平衡觀點的前

提，是生物的棲息地(habitats )中已存在許多個體或物種，呈現飽和的狀態，而共

                                              
24 生態學家對於「演替」(succession)(或譯「消長」)的觀念，有些採取較採取較寬的定

義，應用於「生態系統與生態系統之間」，例如 Gutierrez & Fey(1980)，，而有些採取

較窄的定義，將演替界定於生態系統中物種族群或群落的關係變化與消長，例如金恆鑣

譯(2002)。本研究遵循較廣義的「演替」觀念，將這個觀念應用於「生態系統與生態系

統之間」，以及「物種與物種之間」的消長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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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活在同一群落(community)中的物種，處於一種穩定狀態。在穩定狀態下，

群落的物種組成和各種群數量的變化都不大。而「非平衡生態學」則認為，組成

群落的物種，始終處在不斷的變化之中，因此，自然界中的群落穩定的狀態，從

未存在 (e.g. Caswell, 1978; Price et al., 1984; Rohde, 2005)。這種「生態系統從未

達到平衡」的思考，和 Schumpeter (1951)「經濟從未達到均衡(equilibrium)」的

觀點，十分類似。 

 

在這樣的區別之下，平衡生態學關心的焦點，大多是系統處於穩定狀態(平衡

點)時的性質，對於時間和變異性則較為忽略(孫儒泳等，2000)。在這種穩定的狀

態下，Gause(1934)提出的「競爭排除原則」(Law of competitive exclusion)就會非

常明顯。「競爭排除原則」是指兩個物種不可能同時，或者是不能長時間地在同

一個生態區位(ecological niche)中，因為兩者之間會展開競爭，導致其中的一方獲

勝，可以留在原來的生態位繼續生存，而另一方則走向滅絕(Gause, 1934)。Gause

的競爭模型，事實上是把兩物種的競爭，視為一個封閉系統，而結局是一個物種

種使另一種滅絕。 

 

而非平衡生態學探討的重點，則在於生態系統或群落變化的過程。時間和變

異性是研究的重心。非平衡生態學採取開放系統的模型，接受「空的生態區位」

(vacant niche)的觀念，來探討物種的競爭。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相互競爭的兩

個物種，其中一種可能會滅絕，但也可能遷入另一個空的生態區位。 

 

非平衡生態學的觀點，應用於商業生態系統中，有其特殊的意涵。本研究認

為，廠商除了關注既有的生存空間以及競爭關係之外，也應該留意環境中是否有

新的或空的生存空間。在生態學中，空的生態區位可能來自環境中劇烈的擾動、

環境的永久變化(例如冰河的形成等)，或是物種行為的改變(例如遷出某一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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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類比至商業生態系統，我們也可以發現類似的現象。新的生存空間，可

能已存在廠商所參與商業生態系統，或未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中，等待廠商的發

掘。而和自然界生態系統不同的是，廠商還可以選擇創造新的生存空間。不論是

自行創造，或是和其他廠商共同創造生存空間，都是可能的。因此，本研究採用

「非平衡生態學」的觀點，來分析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其中參與廠商的角色與作為。 

 

三、本研究對「商業生態系統」與「經營模式變遷」的定義 
 

(一) 商業生態系統 

 

在上述的前提之下，本研究主要沿用 Iansiti & Levien (2004a,b)對於商業生態

系統的界定方式，將「商業生態系統」定義為「一群相互連結，共同創造價值與

分享價值的企業」 (a group of interconnected business firms who jointly create and 

share value)。同時，本研究也沿用 Iansiti & Levien (2004a,b)對商業生態系統的名

稱以及相對的範圍。Iansiti & Levien (2004a,b)提到商業生態系統時，主要有兩種

名稱。一是以整體商業生態系統的業務性質來稱呼，例如，半導體商業生態系統、

電腦軟體商業生態系統、資訊安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等。這種名稱代表的是在該

產業或產業區隔中，所有的參與者。二是以關鍵者的名稱來稱呼，例如，以

Microsoft 為核心的商業生態系統，稱為「Microsoft 生態系統」或”Microsoft 

Ecosystem”。而這種名稱代表的是以該公司為中心，所有一起創造價值與分享價

值的企業。 

 

(二) 主系統與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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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一個生態系統可以包含多個較小的「次系統」，而「主系統」與

「次系統」的劃分，則視研究者的需要而定。本研究主要研究的個案公司為「資

訊安全軟體廠商」，而這些廠商分別參與了不同的「商業生態主系統」與「商業

生態次系統」。為了後續研究觀念上的一致，於此定義並釐清本研究範疇中相關

的「商業生態主系統」(以下簡稱「主系統」)與「商業生態次系統」(以下簡稱「次

系統」)。本研究中，「主系統」與「次系統」定義如下： 

 

本研究中的「主系統」有三個，分別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區域

網路商業生態系統」，以及「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在這三個「主系統」中，

分別有不同的軟硬體廠商參與。一個廠商可能隨著時間的演進，參與一個或數個

「主系統」。而各個「主系統」中，也分別有其「關鍵者」、「支配者」、「坐

收漁利」者，以及「利基者」。同一個廠商，也可能在三個「主系統」中，扮演

不同的角色。而這些角色也並非一成不變，而可能隨著時間而變化。 

 

而本研究中的「次系統」僅有一個：「邊界安全次系統」。這個次系統包含

於「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屬於「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邊

界安全次系統」中，主要有防火牆軟體廠商、防毒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

廠商等各種資訊安全軟體與網路管理軟硬體廠商參與。而在「邊界安全次系統」

中的「關鍵者」、「支配者」、「坐收漁利」者，以及「利基者」，和「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並不同。防火牆軟體廠商、防毒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廠

商，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均扮演「利基者」的角色，但有些廠商(例如

Check Point)，在「邊界安全次系統」中則扮演了次系統「關鍵者」的角色。 

 

此處僅作觀念上的澄清。本研究後續將於個案研究中，詳細表列每個個案公

司在三個「主系統」與一個「次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角色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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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模式變遷 

 

本研究採用司徒達賢(2005)於管理學的新世界一書中對「經營模式」的定義，

將「經營模式」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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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達賢 (2001)認為，「許多

性質各異的機構及其間錯綜複雜的多元關係，形成了企業生存發展的生態環

境」，而「在此一環境中，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並經由靈活地合縱連橫，為組

織創造有利的生存空間，就是所謂的網絡定位策略」(司徒達賢，2001，頁 59)。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採用了「商業生態系統」的觀念架構。在這個觀念架構

下，本研究將「經營模式變遷」，定義為一種過程(process)，這個過程描述了「焦

點廠商如何選擇和調整所參與的商業生態系統，以及與其他廠商之間的關係」，

而其中的關係決定了廠商共同創造價值與分享價值的方式。換言之，「經營模式

變遷」，是指廠商為了因應環境的變化，動態調整其「網絡定位策略」的過程。

由於本研究主要採用「商業生態系統」的觀念架構，因此，並不以「網絡」相關

的觀念及語彙，來描述廠商動態調整其「網絡定位策略」的過程。但兩者本質上

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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