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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章將詳細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設計與方法。首先說明研究之設計，以

及為何選擇歷史分析以及個案研究的搭配。接著分別說明本研究如何應用歷史分

析以及個案研究兩個研究方法。之後，則說明本研究資料分析與撰寫原則。為使

讀者繼續閱讀本文時，能掌握整體方向，本章最後將說明研究後續陳述的整體架

構，以及後續章節的安排。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之選擇 

 

本研究由「利基者」的角度出發，選擇相對於 Microsoft、Oracle、SAP 等國

際大廠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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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也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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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整個研究分為「歷史分析」與「個案研究」兩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歷史分析 (Pettigrew, 1990; Mason et al., 1997)來進行環境面的探

討，主要研究整體軟體產業，以及資訊安全產業的發展沿革，以了解整體軟體商

業生態系統、和資訊安全軟體相關的幾個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個案公司所參

與的資訊安全商業生態系統本身的形成與變遷，作為第二階段個案研究的基礎。

在歷史分析中，釐清和資訊安全軟體相關的「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其變化，也

是主要的研究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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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第二階段，則選擇五個成功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作為個案，進行探索

性的個案研究，探討五個不同的軟體公司，如何調整經營模式來因應環境的變

化。在個案研究進行的過程中，本研究也不斷比對個案資料與歷史分析中的資

料，以了解個案公司和環境變化的關係。而探索性個案研究的資料來源，包括了

歷史資料以及訪談。以下說明本研究為何選擇這樣的研究策略與研究設計。 

 

首先，歷史研究提供了人們一個由過去認識現在以及未來的管道(Bloch, 1953; 

Shafer, 1980; Mason et al., 1997)。史學家運用科學的方法，來發掘過去所發生事

實的情境、背景、因果關係，以及發展方向，並藉由豐富描述，提供瞭解現況與

預測未來的基礎。在商業與管理研究領域中，歷史取向的研究，如哈佛大學著名

的企業史學者 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針對美國企業的歷史研究(e.g. Chandler, 

1962; Chandler, 1977; Chandler, 1990)，由於其分析的時間範圍長，而關注的層面

也非常廣泛，綜合了經濟、政治、社會，以及組織內部等各種層次，對於學界及

實務界，均有深遠的影響。而 Mason et al. (1997)也認為，在資訊管理(MIS)領域，

使用歷史方法來進行研究，最重要之處在於「情境」(context)。亦即，了解 MIS

現象發生的組織、個人、社會、政治，以及經濟環境25( Mason et al., 1997)。而這

個目的，對於軟體來說，特別適合。 

 

軟體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人造物」(artifact)。它和硬體以及一般產品不同之

處，在於其不具實體(lack of physicality)的特性。軟體本質上是一種「演算法」

(algorithm)，本身無法單獨存在，但可以被塑造成各種不同的形式，儲存於各種

不同的媒介(例如磁片、光碟、硬體等)，同時，也能以各種不同的方式來傳遞以

                                              
25 原文如下：….the principle produc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s context—an understa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dividual,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in which MIS 
phenomena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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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例如線上下載與使用等)。其存在以及體現的形式，由「人」(human)決定，

因此和「人」是無法分割的。由於人是群居的動物(social animal)，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interactions)，形成了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活動，同時，也受到

這些活動的形塑。因此，軟體經營模式的變遷，除了技術的演進之外，和組織、

個人、社會、政治，以及經濟等環境因素，都息息相關。若僅著重其中的一個或

少數幾個面向，勢必無法完整而真實地描繪這個現象的本質。其次，在探討長時

間的「變遷」或「變革」(change)這個議題時，因果關係通常不會是「線性的」，

也不會是「單一的」(Pettigrew, 1990)26。此外，如前所述，經營模式也牽涉到的

是價值網中的許多參與者。因此，歷史分析的「多面向」(multifaceted)、「整體

性」(holistic)，「跨層次」(multi-level)，以及「相互連結」(interconnected)的特

性(Pettigrew, 1990)，極適合運用於軟體經營模式變遷的研究。同時，也符合商業

生態系統研究的整體觀。 

 

另一方面，歷史分析方法著重於過去的事件的研究取向，對於研究者無法操

控或接觸的過去，提供了一個良好的管道，讓研究者藉由分析史料來對過去事件

有相當程度了了解與掌握。但在探討當時發生的事件時，個案研究方法則提供了

更多的證據來源。學者也建議在一個研究中，可以使用一個以上的研究策略，以

善用其在特定的情境中所擁有的特定的優點(e.g. Yin, 1980)。因此，本研究在第

二階段，選擇使用個案研究法來進行。主要的目的與理由，除了獲取更多的證據

來源之外，更重要的，在於希望能由五個成功的利基型軟體公司，調整經營模式

的過程中，找出較細微的(fine-grained)及獨特的(emic/idiosyncratic)發現。同時，

也能充分了解個別公司與其環境之間的關係。 

 

                                              
26 原文如下：… causation is neither linear nor singular. (Pettigrew, 1990: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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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進行，首先由第一階段的歷史分析，找出與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相關

的商業生態系統，以及這些商業生態系統之間關係的變化，以及在各個商業生態

系統中，廠商關係的變化，以及其對資訊安全軟體商業生態系統的影響。 

 

歷史分析之後，接著進入第二階段的探索性個案研究。在這個階段，本研究

將由第一階段歷史分析中所得到的粗略的(coarse-grained)、普遍的(etic/pervasive)

發現為基礎，對個案公司進行研究。由於軟體經營模式的變遷，在現有的知識基

礎，以及過去的的文獻資料，都無法提供概念架構或假說，因此，第二階段的個

案研究，仍屬於「探索性」(exploratory)的研究。以下就兩個研究方法做更詳盡

的說明。 

 

第二節 歷史分析 

 

在先前的「研究流程」一節當中，本研究已初步將 Mason et al. (1997) 提出

歷史研究方法應用於資訊管理研究的七個步驟作一簡要說明。本節中，筆者將就

歷史分析的範圍，以及其中的「蒐集證據」、「批判證據」、「找出模式」三個

步驟，做更詳盡的說明。 

 

首先，本研究歷史分析的主要資料來源，以美國軟體市場為主。主要的原因，

是由於電腦軟體的起源在美國，同時，美國也主導了電腦軟體的發展歷史。探討

軟體經營模式的變遷，必須由電腦軟體的起源開始，同時，其變化的過程，也只

有從美國市場來觀察，才能一得全貌。這個觀點與 Campbell-Kelly (2004)相同。

Campbell-Kelly 雖然是英國人，但他也認為，軟體的歷史必須由美國的角度來

看。因此 Campbell-Kelly (2004)書中的絕大部分資料，也都是以美國為主。但本

研究的時間切割點，與 Campbell-Kelly (2004)不同。Campbell-Kelly (2004)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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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割點，為 1995 年，作者主要是站在歷史學家的角度來看，認為 1995 年之後軟

體產業的發展，仍方興未艾，待沉澱之後，才能不失客觀地寫為歷史。但本研究

的目的並非在於紀錄軟體發展的歷史，而在於由歷史分析的方法，探討軟體經營

模式的變遷。而軟體經營模式在 1995 年之後，變化較 1995 年之前，變化更為多

元與劇烈。因此，本研究中歷史分析的時間範圍，設定為軟體產業起始的 1950

年代末期，一直到現今。 

 

在「蒐集證據」部分，本研究的歷史分析部份，主要的資料來源，包含「主

要史料」（primary sources）以及「次要史料」（secondary sources）。「主要史

料」一般又稱「直接史料」或一手史料（firsthand information），係指與史實在

時空關係上，最為接近的史料；包括了事件發生時，實際觀察者或參與者直接的

記載與遺物，或當事人在事後的追記，以及及同時代人的記載等(Gottschalk, 1969; 

Shafer, 1980)。例如，過去遺留下來的實物、文件資料如歷史人物的函件、著作、

手稿、日記等，以及事件發生的觀察者或參與者所提供的報導。在本研究中，主

要史料的來源，包括個別公司的年報，以及新聞稿等第一手的文件資料。「次要

史料」一般又稱「間接史料」或「二手史料」（secondhand information），是指

在時空關係上，由非直接參與或觀察到事件發生者，所做的報導，或是與史實間

隔甚遠的的史料(Gottschalk, 1969; Shafer, 1980)。如轉述、轉手的史料、或後人編

纂的史書等。本研究的次要史料來源較多，包括了學術期刊 (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IEEE Software, ACM Communications )、資訊以及商業雜誌 

(Software Magazine, PC Magazine, Fortune, Forbes)、報紙(Wall Street Journal, 經

濟日報, 工商時報, 電子時報)、資訊業相關網站(CNet, ITHome)、軟體史與電腦

史書籍(Campbell-Kelly, 2004, Campbell-Kelly & Aspray, 2004)、產業分析報告

(Gartner, IDC, 資策會 MIC 等機構之研究報告)、美國政府出版資料(SIC, 

NAICS )，以及 Hoovers 公司資料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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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證據」方面，一般鑑定做為歷史證據的資料，由兩方面進行，一是

「外部考證」(external criticism)，另一則是「內部考證」(internal criticism)。「外

部考證」主要是對資料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亦即對資料的真偽或完整性

進行考證，而「內部考證」則是對於資料的「可信性」(credibility)進行考證，亦

即對資料內容的概念、涵義，以及陳述進行考證(Gottschalk, 1969; Shafer, 1980)。

本研究由於時間與當今距離並不遙遠，在「外部考證」方面，並不像遠古歷史的

考證那麼困難。諸如個別公司的年報以及新聞稿等，一般而言，都在有關的管理

單位(如美國的證卷交易管理委員會 SEC 等)的監管範圍內，因此，「真實性」已

獲得相當的確認，沒有太大的問題。而在「可靠性」方面，本研究主要的處理方

式，是藉由多重資料的比對，來驗證資料內容之間的概念與涵義之一致。此外，

對於有疑問的資料內容，本研究也由諮詢業界專家，來確認其意涵，以避免因報

導者的專業能力不足，或立場的偏頗，所造成在可靠性方面的疑慮。 

 

而在「找出模式」方面，本研究則藉由資料分析(data analysis)與形成觀念架

構(conceptual framework)之間的來回往覆過程(iteration)，確認因果關係

(causation)，並遵照 Mason et al. (1997)所述「建立同理心」(establish empathy)的

方式，將自己放在歷史發生的時空，來揣摩當時的當事者的立場，以增進歷史分

析結果反應真實狀況的程度。而本研究在「找出模式」的部份，最主要的目的，

在於找出與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相關的商業生態系統，以及這些商業生態系統之間

關係的變化，以及在各個商業生態系統中，廠商關係的變化。 

 

如前所述，本研究在「找出模式」時，一面進行「述說故事」以及「撰寫文

章」的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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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進行比對。待個案研究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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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之後，再將個案發現與理論方面的文獻進行比對，亦即，進行 Eisenhardt (1989)

所述的”enfolding litera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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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下節(第三節)中，將先就「個案

研究」的方法以及進行方式，做一詳盡說明，並於第四節中，說明「述說故事」

與「撰寫文章」的原則與作法。 

 

第三節 個案研究 

 

本研究的第二階段，是以第一階段歷史分析的發現為基礎，進行探索性的個

案研究，以了解不同軟體公司調整經營模式細緻的過程(fine-grained processes)，

以及其獨特的(emic/idiosyncratic)現象。選擇探索性個案研究方法的理由如下：

一、對於目前文獻以及理論尚不足的新研究領域，賴探索性個案研究極為適合(e.g. 

Noda & Bower, 1996)。二、對於「經營模式變遷」這樣的過程，量化研究並無不

適合，而需要藉由質性研究來探索這種過程的變遷(e.g. Van Maanen, 1979; Yin, 

1983)。三、為了探索細緻及獨特的過程，進入現場(field)是必要的。而個案研究

方法，在這方面可以提供了調查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方法所無法得到的視野

(insight)(e.g. Yin, 1983)。四、由探索性的個案研究所得到的研究發現與命題，可

為後續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礎(e.g. Noda & Bower, 1996)。 

 

本研究選擇了五個成功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以及五個失敗(或較不成功)的

公司，作為個案。個案選擇的標準與原則，是基於複現邏輯(replication logic)，而

非為了抽樣邏輯(sampling logic)27 (Yin, 1983)。亦即，個案的選擇，是以可以提

                                              
27 Yin(1983)所述的抽樣邏輯(sampling logic)，是指「機率上的抽樣」，目的在於找出可

以代表母體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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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較多、較豐富的觀念的個案為主，而非為了個案在母體中的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 (Miles & Huberman, 1994)。筆者採用 Patton( 1990) 所建議的

「目的性選樣」(purposeful sampling)28來選擇個案。選擇個案的標準，接近

Patton( 1990) 分類中的「強度選樣」(intensity sampling)，選取具有較高密度資訊

和強度的個案進行研究。資訊安全軟體公司，相對於 Microsoft, Oracle 等具有

主導地位的國際軟體大廠來說，屬於「利基者」，因此符合本研究以「利基者」

為研究對象的標準。而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由於變化快速，複雜度高，牽涉的價值

網中的參與者(各種軟硬體與服務廠商)相當多，參與者之間合作與競爭等各種關

係，也不斷地在變化，可以提供的資訊密度相當高。因此，本研究選擇資訊安全

軟體公司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來探討「利基者」經營模式的變遷。個案公司的

選擇，亦採取同樣的原則。 

 

本研究在探索性個案研究的部份，資料來源有兩類。主要的資料來源，和歷

史分析類似，仍仰賴公開可得的文件資料，包括個別公司的年報、新聞稿、資訊

以及商業雜誌(例如 Business Week, Software Magazine 等)、報紙(例如 Wall Street 

Journal, 經濟日報等)、資訊業相關網站(例如 CNet)、產業分析報告(例如 IDC, 

Gartner, 資策會 MIC 的產業報告等)、以及 Hoovers 公司資料庫等。此部分的資

料，大約佔了整體個案資料的 70%至 80%左右。而次要的資料來源，則為訪談。

訪談的目的，不在於進行深度訪談，或以訪談內容作為個案資料來源，而在於印

證主要的資料來源中的可靠性(credibility)，包括事實上與觀念上的可靠。由各種

資料中所得到的資訊，本研究亦進行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 (Denzin, 1978; Yin 

                                              
28 Patton (1990)提到的＂sampling＂的觀念，是指「非機率抽樣」，類似紮根研究方法

(Glasser & Strauss, 1967)中的「理論抽樣」，目的在於找出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較多資

訊的研究對象為。為了和 Yin(1983)的＂sampling＂觀念有所區別，本研究將這種「非機

率抽樣」翻譯為「非機率選樣」，以區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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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以確定其一致性。訪談所取得的資料，大約佔整體個案資料的 20%至 30%

左右。 

 

本研究選擇的軟體公司所參與的業務領域，主要涵蓋「安全威脅管理」(threats 

management)，包括了防火牆軟體(firewall)與入侵偵測/防禦軟體(intrusion 

detection/prevention software)，以及「安全內容管理」(secure content management, 

簡稱 SCM)，包括防毒軟體(antivirus software)、反間諜軟體(anti-spyware)、反垃

圾郵件軟體(anti-spam software)、郵件安全軟體(email security software)、網頁過

濾與安全軟體(web filtering and security software)等。這個範圍符合了產業分析公

司 IDC 於 2007 年所提出的「安全內容與威脅管理」(secure content and threat 

management, 簡稱 SCTM)分類領域。而其他資訊安全領域，如實體安全(physical 

security)、屬於密碼學(cryptography)領域的加密/解密軟體(encryption/decryption 

software)，以及簡稱 3A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administration)的認證/授權/

管理軟體等，由於業務性質相差較大，參與其中的軟體公司和防火牆、入侵偵測

/防禦，以及防毒/反間諜軟體這類公司的互動較少，關係較不密切，因此並不納

入研究範圍。此外，有些軟體公司如 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2006 年更

名為 CA Inc.)等，雖然參與了資訊安全的業務領域，但由於資訊安全僅佔其總營

收的一小部分，因此，也不納入研究範圍中。 

 

此外，由於軟體產品產業中，「網路效應」(network effect)以及「報酬遞增

定律」(law of increasing returns)的現象非常明顯，使得廠商具有「大者恆大」的

特性。因此，在每一個市場區隔中，市場佔有率名列前矛的廠商，才有較長期的

生存空間(Hoch et al., 2000; Cusumano, 2004)。然而，軟體廠商「領先地位不管如

何強勢，都不能保證長久」(張國鴻譯，2000)。對於軟體廠商來說，如何迅速達

到，並持續保持市場的領先地位，是能夠長期存活最重要的課題。而以生態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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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看，「永續性」(sustainability)以及「存活」(survival)正是關心的焦點。因此，

本研究選擇資訊安全軟體產業中，市場佔有率持續保持前三名的廠商，作為成功

的個案公司。 

 

在上述的研究範圍與選擇標準下，本研究篩選出了五個在資訊安全軟體領域

具有領導地位的公司，以創立時間的先後排列，分別為 Symantec, Trend Micro, 

McAfee, Check Point, 以及 Internet Security Systems(簡稱 ISS)這五個公司。前三

個公司(Symantec, Trend Micro, McAfee)成立較早，均於 1980 年代成立，早期也

都以防毒軟體為主要業務，之後 McAfee 與 Symantec 分別於 1998 年以及 2000

年，透過購併跨入了其他的資訊安全領域，包括防火牆軟體以及入侵偵測/防禦

軟體。而這三個公司，在防毒軟體相關市場上的佔有率，多年來持續保持前三名，

且與第四名有相當大的差距。這三個公司的市場佔有率加總，大約佔了整體防毒

軟體市場的 70%，且多年以來持續如此。後兩個公司(Check Point, ISS)成立較晚，

均於 1994 年成立；其中 Check Point 以防火牆軟體為主要業務，而 ISS 以入侵偵

測/防禦軟體為主要業務。這兩個公司，分別為防火牆軟體以及入侵偵測/防禦軟

體市場佔有率第一名的廠商，其中 Check Point 多年來在防火牆軟體市場的市佔

率大約維持在 50%上下，而 ISS 在入侵偵測/防禦軟體市場的佔有率，多年來也

都維持在 30%以上。 

 

另外，本研究也選擇了五個失敗或較不成功的公司，包括 ACSI、ESaSS、

EliaShim/eSafe、Raptor Systems(簡稱 Raptor)，以及 Axent Technologies(簡稱

Axent)，作為對比。前三個公司(ACSI、ESaSS、EliaShim/eSafe)以防毒軟體為主

要業務，Raptor 以防火牆軟體為主要業務，而 Axent 則以入侵偵測/防禦軟體為主

要業務。這五個公司都因為經營模不佳，造成致公司營運的困難，最後被其他的

廠商所收購。其中，ACSI 於 1992 年時就已出售給其他廠商，而另外的四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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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陸續被其他的廠商所收購。事實上，在資訊安全軟體產業發展過程公，和這五

個公司狀況類似的公司還有很多，本研究僅以這五個公司來說明失敗的利基者，

在經營模式上所犯的錯誤。 

 

本研究在個案研究的部分，主要探討五個成功的公司如何調整經營模式，並

將這五個公司與失敗或較不成功的公司作比較，以了解其中的差異。而研究的重

點，在於成功的公司，在參與商業生態系統，以及調整和其他廠商之間的關係的

作為，和失敗的公司，有何差異。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了解，成功的

「利基者」，如何隨著環境的變化，動態調整其經營模式。 

 

個案研究主要以三個不同的時間階段為主軸，分別探討三個階段中，成功的

資訊安全軟體公司，如何調整其經營模式，以獲得成功。其中第一個階段為 1986

年到 1993 年，第二個階段為 1994 年到 2000 年，而第三個階段為 2001 年至今。

而前兩個階段探討的重點，在於比較成功的公司與失敗的公司，在作為上有何差

異，使得成功的公司能夠脫穎而出，並繼續生存。而第三個階段(2001 年至今)

中，失敗的個案公司均已不獨立存在，因此，探討的對象僅為五個成功的個案公

司，而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這五個公司因應環境變化，調整經營模式的作為。

但由於資訊安全軟體產業至今仍處於持續演變的狀態中，因此，在第三個階段

(2001 年至今)中的個案研究，僅為描述性(descriptive)，並不具有規範性(normative)

的意涵。換言之，這五個廠商在這段期間調整經營模式的作為，並不代表就能使

公司獲致後續的成功，或維持長久的生存。此一部分的規範性意涵，仍有待後續

研究進一步釐清與證明。 

 

第四節 資料分析與論文撰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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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在「找出模式」時，本研究即一面進行「述說故事」以及「撰寫文

章」的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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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進行比對，進行往覆的過程

(iteration)。待個案研究全部結束之後，再將個案發現與理論方面的文獻進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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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述說故事」以及「撰寫文章」的原則，主要遵循 Langley(1999) 文

中所述的「敘述策略」(Narrative Strategy)。Langley(1999)列舉了多個分析、處理

以及陳述「過程資料」(process data)，使其產生意義(make-sense)的策略。其中的

「敘述策略」，主要是「情境主義者」(contexualists) (Pettigrew, 1990) 所使用的

方法。對於「情境主義者」來說，「敘述」並不只是將資料寫出，作為後續分析

使用，「敘述」本身就帶有一部份理論呈現(“theory presentation”)的目的，其功

能包括釐清各個分析層次之間的順序(“clarity sequence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提出各個層次之間的因果關係(“suggest causal linkages between 

levels”)，以及建立初步的分析主題(“establish early analytical theme”) (Pettigrew, 

1990)。 

 

事實上，對於傾向自然主義(naturalism)、詮釋主義(interpretivism)或建構主義

(constructionism) 的研究者來說，「敘述」本身就已經是研究的結果產出(product)

了(e.g. Lincoln & Guba, 1985; Stake, 1995)。抱持這種哲學觀的研究者，認為個案

研究不僅是一種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它的層次更高，是一種研究典範

(research paradigm)。當我們在進行一個探索(inquiry)時，目的應該是在於幫助讀

者能夠領悟(understand)，而不在於求取一個法則(law)。領悟(understanding)和內

隱的知識(tacit knowledge)類似，只能透過直接經驗，或如同身歷其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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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and vicarious experience)來達成。因此，傾向自然主義的研究者認為，當研

究者發表研究報告時，透過報告中的文字與敘述，來提供讀者一個如同身歷其境

的經驗 (vicarious experience)，是一個較能有效幫助讀者領悟的方式。而要達到

這個目的，「豐富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是不可或缺的 (e.g. Lincoln & Guba, 

1985; Stake, 1995)。 

 

本研究在究「述說故事」以及「撰寫文章」時，以「豐富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為原則，力求儘量保留所有的情境細節(contextual details)，而不做太

多的資料精簡。目的在於讓讀者得以根據自己的經驗，在閱讀本文之後，自行判

斷本研究發現的觀念以及想法，如何運用在其他的狀況。期盼本研究能做到

Langley(1999)所述，對於經驗豐富的讀者來說，在閱讀之後，會有一種「似曾相

識」(déjà vu ) 的感覺29。若是讀者在未來遇到類似的情境時，能有所啟發，則本

研究就不失有所貢獻了。 

 

除了前述的論文撰寫原則之外，本研究為了避免翻譯上的混淆，文中的公司

與產品名稱，一律以英文呈現，而不作中文翻譯。這樣的作法，除了避免混淆的

目的之外，也符合資訊科技業界一般的習慣，主要以英文來稱呼公司以及產品名

稱。而在技術專有名詞方面，則儘量以中文名稱來呈現，並在文中第一次出現時，

附加英文名稱於中文之後。而某些專有名詞，中文尚未有良好或一致的翻譯，則

採取以英文直接呈現的方式。 

 

                                              

29 Langley (1999) 敘述原文如下：Indeed, a good research of this type will often produce a 
sens of “déjà vu＂among experienced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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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後續陳述架構 

 

為了使讀者在繼續閱讀本研究時，能較容易掌握本研究的整體架構，不致於

迷失方向，本節首先提供本研究後續陳述的整體架構圖，並接著說明整個研究陳

述的方式，以及後續的章節安排。 

 

 

 

 

 

 

 

 

 

 

 

 

 

 

 

 

 

 

 

圖 8：後續陳述整體架構圖 

歷史分析 
 
第一階段(1986-1993) 
 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 
 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 
 
第二階段(1994-2000) 
 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 
 區域網路商業生態系統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 
 三個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之演替 
 
第三階段(2001-現今) 
 描述環境中擾動的影響 

個案研究 
  

(1) 規範性個案研究  
(比較成功與失敗公司的經營模式， 
以了解成功的因素) 

   防毒軟體廠商 
   成功: Symantec, Trend Micro, McAfee 
   失敗: ACSI, ESaSS, EliaShim/eSafe 
    防火牆軟體廠商 
   成功: Check Point 
   失敗: Raptor 
   入侵偵測軟體廠商 
   成功: ISS 
   失敗: Axent 
 

(2) 描述性個案研究 
(描述繼續存活的公司經營模式之變遷) 

  Symantec, McAfee, Trend Micro,  
  Check Point, ISS 五個公司由 2001 年 
  至今經營模式之變遷 

 

說明研究發現並發展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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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簡單說明了本研究後續陳述的架構。如圖所示，本研究分為「歷史分析」

與「探索性個案研究」兩部分。「歷史分析」的目的，在於作為前導研究，在個

案研究進行之前，先釐清和資訊安全軟體公司相關的商業生態系統，以及廠商在

其中的角色。而個案研究主要分為兩部份，第一部分探討成功的資訊安全軟體公

司以及失敗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之間經營模式的差異，以找出成功的因素。而第

二部份則為描述性個案研究，主要描述在 2001 年之後，繼續存活的五個個案公

司，如何因應環境中的擾動，調整其經營模式。 

 

在「歷史分析」中，本研究主要探討資訊安全軟體廠商，在商業生態系統發

展與變遷過程中的角色，以及主要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以作為第二階段「探

索性個案研究」的基礎。。換言之，「歷史分析」的目的有二，一為探討「廠商

與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二為探討「商業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 

 

「歷史分析」主要於第四章中陳述。而陳述的方式，以三個時間階段逐一陳

述。第一階段為 1986 年至 1993 年，第二階段為 1994 年至 2000 年，而第三階段

為 2000 年至今。概略來說，在「第一階段」(1986-1993)中，資訊安全軟體自 1986

年開始出現，此時的資訊安全軟體廠商，主要為防毒軟體廠商。而這些廠商起出

參與了「個人電腦商業生態系統」，並扮演「利基者」的角色。之後，「區域網

路商業生態系統」興起，部份防毒軟體廠商也開始參與，並在其中扮演「利基者」

的角色。 

 

在「第二階段」中(1994-2000)，「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蓬勃發展，除了防

毒軟體廠商之外，防火牆軟體廠商以及入侵偵測軟體廠商開始出現。而廠商在

「Internet 商業生態系統」中扮演「利基者」的角色。之後，資訊安全軟體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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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形成了一個「邊界安全商業生態次系統」。在這個「次系統」中，不同的廠

商分別扮演了次系統中的「關鍵者」、「支配者」，以及「利基者」。另一方面，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中，三個「主系統」之間，存在「演替」(亦即「消

長」)的現象，後者的重要性與其中的「物種多樣性」，逐漸超越前者。 

 

而到了「第三階段」(2001 年之後)，由於環境中的劇烈「擾動」，產生了新

的生存空間，也改變了既有「物種」的「種間關係」。而另一方面，主要商業生

態系統中「關鍵者」的跨入，也嚴重壓縮了既有「利基者」的生存空間。 

 

在「個案研究」的部份，本研究選擇了五個成功的資訊安全軟體公司(包括

Symantec, Trend Micro, McAfee, Check Point, 與 ISS)，以及五個失敗的資訊安全

軟體公司(包括 ACSI, ESaSS, EliaShim/eSafe, Raptor, 與 Axent)作為研究對象。「個

案研究」也分為兩部份，「第一部份」具有「規範性」(normative)的意涵，而「第

二部份」則為「描述性」(descriptive)個案研究。 

 

在個案研究的「第一部分」，本研究首先探討這些廠商在「第一階段」與「第

二階段」中(1986 年至 2000 年之間)經營模式的變遷，並按照這些個案公司主要

業務的性質(防毒軟體、防火牆軟體、入侵偵測軟體)，來比較成功的個案公司以

及失敗的個案公司之間經營模式的差異，以找出成功的因素。在十個個案公司

中，「成功的防毒軟體廠商」包括 Symantec, Trend Micro, McAfee 這三個公司，

而「失敗的防毒軟體廠商」包括 ACSI, ESaSS, EliaShim/eSafe 這三個公司；「成

功的防火牆軟體廠商」為 Check Point，而「失敗的防火牆軟體廠商」為 Raptor；

「成功的入侵偵測軟體廠商」為 ISS，而「失敗的入侵偵測軟體廠商」為 Axent。

這些個案公司中，僅有成功的五個個案公司(包括 Symantec, Trend Micro, McAfee, 

Check Point, 與 ISS)，能夠在 2001 年之後繼續存活。而個案研究「第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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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性個案研究」，則描述這五個公司，在 2001 年之後，如何因應環境中

的擾動，調整其經營模式。 

 

個案研究主要於第五章中陳述。第一節概略介紹個案公司的基本資料與背景

之後，本研究將於第二節中的「規範性個案研究」，逐一陳述防毒軟體公司

(Symantec, Trend Micro, McAfee, ACSI, ESaSS, EliaShim/eSafe)，防火牆軟體公司

(Check Point 與 Raptor)，以及入侵偵測軟體公司(ISS 與 Axent)經營模式的變遷，

並比較這些個案公司，在 1986 年至 2000 年之間，經營模式的差異，以找出成功

與失敗的原因。 

 

第五章的第三節中的「描述性個案研究」，則將描述成功的廠商，如何在 2001

年之後，因應環境「擾動」而動態調整其經營模式。而由於失敗的個案公司，均

於 2000 年之前，被其他的公司所購併，不再獨立存在，因此，這一部分的個案

研究，僅為為「描述性」(descriptive)個案研究，並不具有「規範性」(normative)

的意涵。 

 

第六章的「研究發現與討論」中，則將進行綜合性的討論，說明成功的資訊

安全軟體公司的共同作為，並提出命題。而第七章則進行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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