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分為五大部分，第一節介紹軟體市場與產品的特色；第二

節整理市場上一般大眾所使用的軟體，就功能面、使用權與使用情境

的差異進行軟體分類；第三節探討廠商採行套裝組合產品的策略意

義；第四節則是探討消費者購物行為之相關理論，包含購物模式、價

值計算等；最後於第五節介紹數位化經營模式相關理論。 

第一節、 軟體產業市場與產品特性 

壹、 軟體產業市場特性 

軟體產業是本世紀最具廣闊前景的新興產業之一。根據互聯網實

驗室研究報告指出全球軟體產業的發展呈現出四大趨勢：網路化、全

球化、開放化、服務化。 
 
一、網路化：最近數十年，電腦技術和通信技術高速發展，網路技術

也得到了長足的發展，網路的影響力已經無處不在，無孔不入，

Internet 把世界各地的電腦連接到一起，網路成為一個嶄新的平

臺，各種基於網路的軟體飛速發展起來。  
 
二、全球化：航空和運輸業的發展，讓世界各國人們感覺相互之間的

距離越來越短，世界各地的人們如此之近，仿佛同處一個地球

村，而地球村效應讓市場全球化、資金全球化和人才全球化成為

可能，全球國際分工的趨勢也越來越明顯，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

必然趨勢。  
 

三、開放化：網路化和全球化給軟體產業打上深深的烙印。這讓各國

的軟體市場成為開放市場。一方面是標準的開放化，全球軟體商

共同遵循開放標準，保證軟體產品的相互相容，保證軟體市場的

平等競爭秩序。另一方面是原始碼的開放化，大大推動了軟體產

業的創新，逐漸成為全球軟體產業的潮流。  
 
四、服務化：開放的軟體市場和開放原始碼軟體的流行，也發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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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新的軟體模式─軟體即服務模式。有別於傳統軟體的產品模

式，軟體的服務模式是以用戶為中心，透過軟體不斷升級和其他

個性化服務，滿足用戶的不斷變化需求的軟體模式，軟體的服務

模式正在受到越來越多地關注。 
 

Westarp [2003]於進行軟體市場模式化(Modeling Software Markets)
的研究過程，彙整目前軟體市場特性，包括： 

 
一、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軟體的產出極花費成本(Costly)，然而

接下來的量產複製成本卻非常低；以成本會計角度分析，軟體產

品擁有高固定成本與極低變動成本。此外，產品配送部分也因為

可由網際網路上直接擷取傳輸，其所花費的配送成本也遠較一般

實體產品來得低。 
 
二、立即延伸性(Instant Scalability)：由於軟體產品的複製與配送都極

為便利，故軟體廠商可以迅速反應使用者的需求[Liebowitz et al., 
1999]。 

 
三、定價(Pricing)：由於軟體產品的再製成本幾近於零，廠商多不以

成本結構考量產品價格，而是決定於「顧客價值」，即評估該軟

體產品能為顧客帶來綜效[Shapiro et al.,1998]，因而不同產品、

顧客，也會有不同的定價策略。 
 
四、 正向網路效應(Positive Network Effects)：如同很多市場所反應的

特色，顧客購買產品的決策深受外在其他人所影響。明確地說，

該軟體產品的使用人數越多，也將帶進更多新顧客，該效果亦稱

為「網路外部性」。Katz et al. [1985]認為以下兩個因素是可能造

成網路外部性的主要原因：(1)存有直接效果：越多人使用則帶
給使用者的效用越大；(2)存有間接的效果：越多人使用的產品，
其在市場上的互補性或支援性的產品資源亦相對較為豐富。 

 
五、頂端現象(Tippiness)：因為網路上資訊流通迅速，使用者能主動

搜尋資訊、廠商能快速反應使用者需求的能力，以及正向網路效

應之影響將會使軟體市場產生動態結構性之變化。舉例來說，若

某軟體產品廣泛被使用，在經由網路效應的擴散下，該軟體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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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完全接管其他同業競爭者的客源，迅速佔有該市場。 
 
六、起始問題與關鍵量(Start-up Problem & Critical Mass)：網路效應雖

是軟體產業發展的一大特色，但軟體發展初期如果大眾都存觀望

心態，便無法順利推動；故一軟體要能成功，使用群眾必須擴展

到某一關鍵量越過門檻，才會有發展成所謂頂端現象的可能。 
 
七、壟斷傾向(Propensity To Monopolize)：軟體市場上很難同時存有
多種互不相容軟體工具，受到正面網路擴散、外部效應影響，即

使初期百家爭鳴，之後也會往壟斷傾向發展。[Gröhn, 1999；
Liebowitz et al., 1999] 

貳、 軟體產品特性 

比較電腦軟體產品與一般產品，資策會認為軟體產品有著下列特

性：[楊鎮豪，1998] 
 

一、附屬服務的重要性：電腦軟體產品基本上屬無形的產品，廠商所

售出的是一種功能或一種服務。此外，由於軟體產品的技術層次

較高，顧客通常在購買產品後，可能要經過相當程度的學習才能

使用，所以產品購買後的附屬服務相對非常重要。 
 
二、規模經濟：電腦軟體與其他產品在產銷上最大的不同乃在於電腦

軟體不需原料，複製成本低微，一旦設計完成，當其發行量達回

收成本後，往後的生產成本除了光碟、包裝，或直接於網路下載

銷售，幾乎不再需要任何其他生產成本。故每多售一套，就多一

套利潤，規模經濟的利益非常明顯。 
 
三、產品功能易被模仿：由於電腦軟體產品專利申請的議題仍有多方

爭議，有時難以主張其軟體服務功能或程式碼之獨創與唯一擁

有，在立法保障有限的情況下，某一廠商成功推出新產品後，其

所具有之新穎功能立即會遭到其他廠商所模仿，因此競爭優勢並

不能常久穩定維持。 
 
四、產品生命週期短暫：電腦軟體技術不斷地發展與革新，週邊的硬

體設備更是一日千里，因此軟體廠商也必須快速因應市場需求推

 10



 

出全新產品或更新版本，加速了整體產品生命週期，也同時縮短

產品的生命。 
 
五、產品易遭不法之盜版、拷貝：電腦軟體產品並非實體之產品，因

此極易遭受非法的光碟拷貝、販售；雖然目前陸續有數位產品版

權的保障辦法，但實際上盜版情況仍相當嚴重。 

第二節、 軟體產品分類 

壹、 依軟體功能分類 

根據 Wikipedia 線上百科全書的解釋，可將現行的電腦軟體區分

為以下三類： 
 

一、系統軟體(System Software)：是為電腦硬體與電腦系統之間溝通
與運行的橋樑，包括：作業系統、電腦週邊之設備驅動程式、系

統效能診斷、強化的工具軟體等。 
 

二、程式軟體(Programming Software)：協助程式設計人員從事系統設
計之軟體工具，包含：程式語言文字編輯器、程式編譯器、連結

器、程式除錯器等等。 
 
三、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指具有達成使用者的期待並直

接完成一任務的能力之軟體。典型的應用領域，包含：產業自動

化、商業、教育、醫療、資料庫、與電腦遊戲等等。資訊時代下，

企業用戶是目前應用軟體市場的最大宗，幾乎各行各業都置身於

應用軟體的應用範疇下。 
 
此外，Wikipedia針對軟體所提供的功能做分類，概括地描述了目

前市場上各形態的軟體產品，範疇相當廣；然而對於操作一般電腦的

群眾而言，則通常將自己電腦中的軟體區分為三種層次：系統平台

(Platform Software)、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以及使用者軟
體(User Software)等。說明如下： 

 
一、系統平台軟體：包含基本的輸入/出系統、驅動程式、作業系統，

任何與電腦週邊溝通的軟體系統，性質與即前述的系統軟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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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該類軟體的運作，對使用者來說是相當正常的，認為是一種

基本電腦配備。 
 
二、應用軟體：即大部分使用者所認知的電腦軟體。典型的應用包含：

文書套裝軟體、防毒軟體、影音軟體等。基本的應用軟體通常結

合電腦硬體一併銷售給大眾，如作業系統、文書與影音軟體等，

至於其他額外需求的應用軟體，使用者則必須另行購買。每個應

用軟體在電腦系統中都是獨立運作的個體，但不同的作業系統，

會影響到應用軟體的安裝或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亦會將程式編

輯器、資料庫，甚至是將某些系統軟體皆視為是應用軟體。 
 
三、使用者軟體：因應使用者特別需求所產生的軟體。如試算表中的

範例程式(Spreadsheet Templates)、電子郵件過濾器(Email Filter)
等皆屬於使用者軟體的一種。 

 
簡單來說，消費者要利用個人電腦作特定的工作需要以下兩種軟

體的配合：作業平台軟體與應用軟體。例如，使用者若想要利用個人

電腦進行文書處理的工作，他必須先在個人電腦上安裝作業平台，如

果作業平台沒有提供消費者所預期的文書處理功能時，則使用者必須

另外安裝具有文書處理功能的應用軟體。在作業平台軟體與應用軟體

相互配合的情形下，使用者才能真正進行文書處理的工作。 
 

表 2-1：一般使用者之應用軟體列表 
類別 項目 

工具程式：含資料壓縮解壓縮工具、掃毒程式、作業系

統維護工具。 
影、音、電子文件、多媒體觀看程式、播放程式。 
語言相關：輸入法、各類 OCR(文字掃描辨識)、電子字
典、翻譯程式、字形(Fonts)檔案。 

1.工具類 

程式的使用手冊、技術文件。 

2.網路類 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WWW)、檔案傳輸(FTP)、連接

工作站(Telnet)、即時訊息 IM(Instant Message)。 
3.辦公室事務類 網頁編輯、文書處理、財務試算表、簡報軟體、資料庫。

4.影、音、多媒體編輯類 
影像處理(如點陣、向量、2D、3D、平面動畫、字形處
理等)、聲音處理、音樂寫作編輯、影片、電影編輯處理、

美編、排版以及多媒體編輯處理等各項編輯類程式。 
5.電腦語言類 電腦程式語言編輯器、編譯器。 
6.電動玩具程式 可細分為單機版、線上版等多種遊戲軟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Zdwebop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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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的使用逐漸與民眾的生活結合，各式各樣的電腦應用軟體因

應而生。不同應用程式有不同的功能。根據電腦與網路百科全書

(ZDwebopedia)依一般大眾的使用需求，將應用軟體大略可以分成下

面六大類，如表 2-1。此外，根據 PCHome軟體下載區(Toget)之分類

全覽，將軟體分成以下 15 類。(參考表 2-2) 
 

表 2-2：軟體分類表 
類別 項目 

1.工具程式 
手機工具、系統工具、檔案工具、磁碟工具、病毒防護、備份工具、

安全防護、燒錄程式、桌面管理、滑鼠鍵盤工具、列印工具、字型

管理、工具其他、光碟工具。 

2.商務應用 
輸入法、Office外掛工具、文書處理、試算表、商務套裝、翻譯軟

體、電話傳真答錄、資料庫管理、記事管理、股票理財、剪貼簿、

教育軟體、軟體開發、商務其他。 

3.網路應用 
視訊軟體、Skype 工具、www 工具、檔案傳輸、網路工具、電子

郵件、網頁編輯、即時通訊、Telnet 軟體、News 閱讀、網路多媒

體、網路傳真、網路其他。 

4.多媒體 MP3、樂曲播放、樂曲製作、影音播放、影音管理、Winamp外掛
套件、多媒體剪輯、影片欣賞、多媒體轉檔、影片製作。 

5.美術繪圖 
繪圖軟體、影像處理、秀圖管理、3D繪圖、排版軟體、動畫製作、
濾鏡特效、螢幕擷取、圖式製作、卡片月曆製作、影像轉檔、面版

製作、標籤封面設計、美術創作。 

6.電腦遊戲 
女性遊戲、益智遊戲、動作遊戲、射擊遊戲、運動遊戲、競速遊戲、

模擬遊戲、冒險角色扮演、撲克紙牌、運氣遊戲、搞怪遊戲、電玩

工具及修正、線上遊戲、電玩模擬器、遊戲集錦。 

7.桌面美化 
螢幕保護、桌布背景、佈景主題、桌面程式、開機畫面、螢幕保護

工具桌布更換工具、佈景主題工具、開機畫面工具、圖式游標工具、

圖式游標。 

8.家庭與教育 兒童教育、嗜好與蒐集、地球科學、天文、科學與數學健康與醫學、

學習、音樂、語文、家庭其他。 

9.LINUX 
Unix、FreeBSD、網路應用、多媒體、系統工具管理、電腦遊戲、

文字編輯、編譯程式、圖形處理。 
10.MAC 美術繪圖、多媒體、網路應用、工具程式、電腦遊戲。 

11.Palm 
工具程式、商務應用、PC工具、遊戲休閒、媒體應用、桌面管理、

PDA電子書、PDA其他、網路應用、投資理財。 
12.驅動程式 印表機、音效卡、掃瞄機、網路卡、顯示卡、數據機。 
13.操作面版 MSN、Winamp、ICQ、Sonique、RealJukebox。 
14.熱門桌布  

15.Pocket PC 
系統加強、個人資訊、工具程式、遊戲休閒、美術繪圖、PDA 其
他、網路應用、商務應用。 

資料來源：PCHom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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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依使用權分類 

從使用權而言，軟體程式可以大致分成：(1)商業軟體、(2)共享軟
體(Shareware)、(3)免費軟體(Freeware)與(4)公開程式碼軟體(Open 
Source, 適用於 GPL底下的軟體)等四種[葛皇濱，2000]。詳細說明如

下： 
 

一、商業軟體：軟體版權屬於公司所有，使用者必須付費購買使用，

且不能未經公司同意複製、改寫...等違反其商業利益的行為。但

是在網路上仍然是可以找到許多商業軟體的免費版，商用軟體中

免費版的概念，存有鼓勵消費者使用的效果。例如 AOL(美國線
上)，先採取免費版本來建立廣大的使用者基礎，但是最後的用

途是讓消費者使用 AOL 商業版。Haruvy et al. [1998] 認為，在
網路外部性存在的前提下，軟體廠商會導入一個免費但功能內容

受限制的軟體版本進入市場。利用兩階段靜態賽局：第一階段，

廠商先對版本數量、品質、價格做決策；第二階段，潛在消費者

選擇版本。在既有商業版軟體下，當消費者使用其他競爭者軟體

的效用不變時，軟體廠商會提供免費但品質受限的版本。 
 
至於免費版與商業版之間的關連，通常免費版的品質必須比

商業版的低，而商業版的價格卻又不能太高，否則使用者可能會

一直姑且於免費版；另一方面，免費版軟體品質亦不能太高以避

免壓縮到商業版的市場，但品質也不能太低，否則消費者會去選

用另外的商品。[Haruvy et al., 2001] 
 
二、共享軟體：軟體版權仍屬作者所有，但是先將這個程式分享給大

家使用，並且希望使用者將使用後的心得提供給原作者，使用者

可以在沒有付費的情形下使用該軟體，只是該軟體可能會不斷提

醒使用者，希望可以付些費用給作者以支持繼續開發該軟體，通

常付完費用後，該軟體某些原先隱蔽的功能便會開放給使用者，

例如WinZip、ThumbPlus、WinAmp等都是著名的共享軟體，坊

間一些軟體試用版多屬此類。 
 
三、免費軟體：與共享軟體很像，只是作者並不要求你付費，而且希

望你能夠將使用心得提供給原作者，例如自然輸入法、

SimpTerm、Adobe Acrobat Reader等都是免費軟體，可以在網路

上下載完整功能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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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開程式碼軟體：不僅使用及獲取該軟體完全不需任何費用，並

且還可以得到該程式的程式碼，這種軟體不屬於任何一個人所擁

有，所以任何一個人都可以免費獲得該軟體及程式碼，另外，希

望藉由這方式改進這程式本身的錯誤(Bugs)。這類軟體並不只限

定於程式，許多免費且功能強大的作業系統也是採用這種方式，

例如著名的 Linux、FreeBSD，使用者可以在網路上下載完整的

作業系統以及數以千計免費的應用程式。 

參、 依使用情境分類 

本研究將「使用情境軟體分類原則」解釋為，對一般使用者來說，

在某情境目的下，所會執行的電腦應用軟體，並將其分為以下四類： 
 
一、 操作設計型軟體：提供使用者一個操作平台，使用者可利用該軟

體功能編輯自身的概念與想法，目的在於將產出一些檔案成果。

例如：文書軟體、電腦程式編輯軟體、美術繪圖軟體，以及統計

程式軟體等。 
 
二、 開機啟動型軟體：泛指當電腦開機連線後，隨侍在側，使用者通

常只是單純地接受與執行該類軟體所提供的功能即能滿足其使

用需求。例如：防毒軟體、即時通訊軟體等。 
 
三、 硬體或數位內容驅動型軟體：使用者對於該類軟體的使用時機，

往往來自於要使用某硬體，或存有要享用某種數位內容資訊的需

求，例如：印表機、掃描器驅動程式、各類型影音播放的軟體、

電子字典，甚至遊戲軟體亦屬於此類。 
 
四、 其他個人應用型軟體：泛指其他根據個人使用需求，而加以選擇

安裝的應用程式，包含：鍵盤輸入法軟體、股票理財程式、部落

格管理工具，與行事曆管理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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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套裝組合策略 

壹、 套裝組合定義 

套裝組合是指「以單一的包裹來銷售兩種或更多種的單獨產

品」。所謂的單獨產品是指這些產品分別存在個別、單獨的市場。例

如將掃毒軟體與電腦效能加強軟體一同套裝銷售，就屬於一種套裝組

合，因為即使將兩種軟體分開銷售，仍會有市場存在，會有消費者只

想要選購其一產品。 

貳、 套裝組合的分類與定價議題 

套裝組合的分類可依套裝組合的焦點(Focus)與套裝組合的形式
(Form)兩構面來探討。[Stefan et al., 2002] 
 
一、 套裝組合焦點：可分為價格(Price)與產品(Product)套裝組合兩種。 
 

(一) 價格套裝組合：指把兩種或更多種產品包裹在一起，以一定

的折扣來銷售，同時也排除任何產品的整合，也就是這種套

裝組合並未創造其他額外價值，因此廠商必須給予一些價格

上的折扣以吸引消費者。 
 
(二) 產品套裝組合：指的是以任一的價格，銷售並整合兩種或更

多種產品。產品經過整合，使得與買個別產品比較起來，會

帶給消費者額外的價值。 
 
二、 套裝組合形式 
 

Adams et al. [1976]則是依據套裝組合的形式，將套裝組合的定價
策略分為三種：非套裝組合(Unbundling)、單純套裝組合(Pure Bundling)
與混合式套裝組合(Mixed Bundling)。 

 
(一) 非套裝組合定價策略：廠商僅銷售個別的產品。例如在數位

平台上僅提供單曲的銷售。 
 
(二) 單純套裝組合定價策略：廠商僅提供所有產品的套裝組合，

而不個別銷售。例如傳統的 CD 唱片。此外，一些以月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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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數位平台在某種程度上也可以說是單純套裝組合，因

為消費者只能選擇付一定期間的訂閱費，以取得所有歌曲的

點播權。 
 

(三) 混合式套裝組合定價策略：是指廠商一方面銷售個別產品，

另一方面也提供套裝組合供消費者選擇。例如同時提供單曲

銷售與月費式的訂閱服務。 
 
此外，Yannis et al. [2000]認為，資訊產品的定價機制雖多，但整

體來說，分為「聚集」(Aggregation)與「非聚集」(Disaggregation)兩
種。其中，聚集型態的定價又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構面來探討。 
 

(一) 產品面的聚集：即所謂的套裝組合。例如微軟的 Office系列，

把 Word、Excel、PowerPoint與 Access四種軟體包裹一起銷
售，或付一固定費用來得到使用線上所有功能服務的權利。 

 
(二) 消費者面的聚集：指廠商以定點銷售(Site Licensing)的方式，
讓多數的使用者付一定的費用而共同使用。例如學校圖書館

買下資料庫，讓不同的使用者得以在區域網路或單機上使用。 
 

(三) 時間面的聚集：消費者需以訂閱的方式，付一固定的費用來

獲得一段時間的使用權。例如訂閱式線上音樂服務。 
 
三、資訊產品的套裝組合 

 
由於資訊產品大量生產的成本相對較低，因此低成本變成為業者

採用組合銷售策略的主要原因之一。產品的製造、配送、管理、行銷

等相關成本，便能藉由組合銷售的方式減少成本開支。此外，組合銷

售的方式，也能減少顧客在於各個產品搜尋上所花費的時間，故也能

增加顧客的購買意願。 
 
再者，業者若可依據各種不同的變項(企業或家庭用戶、消費者背

景、使用目的等等)將消費者作區隔，將組合產品以差別取價的方式
銷售給不同市場區隔中的消費者，如此一來將能提高產品的銷售市

場，賺取更多的報酬。另一方面，由經濟學的供需觀點，Bakos et al. 
[1999]研究指出，若廠商將 n種產品形成套裝組合產品時，消費者剩
餘(Consumer Surplus, CS)與無謂的損失(Deadweight Loss, DWL)將趨
近於零，此時會極大化每種產品的獲利，產生較大的市場經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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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套裝組合與消費者資訊產品的分享行為分析 

所謂的分享行為是指消費者購買某種產品後，和其他人一起使用

該產品的活動。消費者的分享行為，主要有兩種不同的形式： 
 
一、以市場機制形成的分享行為：例如錄影帶出租店，由市場機制決

定一價格後，所有消費者都可以付出該價格向出租店租錄影帶。 
 
二、以既有的社會關係形成的分享行為：例如家庭中的有線電視，購

買有線電視的價格是家中成員對有線電視價格的總合。 
 
一般而言，分享行為都介於這兩種極端的形式之間，如朋友間的

分享行為。其中，由於資訊產品通常都可以用數位化的方式被複製，

使得分享行為在資訊軟體產品上更為普遍，故資訊軟體業者或其他內

容製造者長期以來便宣稱這種分享行為嚴重地損害其經濟獲利。 
 
Bakos et al.[1998]研究透過模型推演的方式，得到資訊產品的分享

行為與業者獲利之間的關係：當群體規模多樣性小且群體成員間對產

品評價呈現負相關時，資訊產品的分享行為反而能增加獲利。在群體

規模多樣性方面，當消費者形成一群體時，群體對於產品評價的多樣

性便會減少，也就是減少了消費者的多樣性。以家庭為例，當家庭成

員對於某系統軟體評價不一時，若業者要區隔家中每一成員的評價進

而制訂價格，這程序將會非常複雜，而且可能會被低評價的消費者拒

絕於外；但如果是以一個家庭為群體來消費產品，業者則較容易定

價，並且獲取市場中的消費者剩餘，因為即使因為群體當中的某一個

人對該產品持低評價，但這個群體仍可能因為其他成員給予產品高評

價而決定購買該資訊產品。 
 
以上這種資訊產品在固定或特定群體中的分享行為，幾乎可以完

全類比套裝組合產品的意義。簡單來說，組合產品策略藉由結合單一

消費者對於不同產品的需求使得增加業者獲利；分享行為則是藉由結

合不同消費者對單一產品的需求而使廠商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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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費者購物行為相關理論 

壹、 消費者購物模式 

根據顏永森[2000]對購物行為的研究，購物行為是指消費者產生

購物需求後，方開始蒐集資訊進行評估。其研究中指出消費者購物方

式的選擇主要受三類因素影響，包括：商品特性、購物方案的屬性與

消費者特性。 
 
商品特性係因商品之資訊型態不同，造成消費者於購物方案選擇

的差異。對於較客製化的商品，消費者有不同的尺寸或品質上的要

求；反觀標準化商品，則因商品形式、規模固定，較無這方面的顧慮。

商品特性不同使得消費者在選擇購物方案時，會以其所需之商品資訊

所提供的多寡作為考量之準則。至於購物方案的屬性則包括了衡量不

同的購物方式所提供的客觀變數，如銷售商品種類、商店的營業時

間、取貨時間、接近成本等等。而消費者的特性除消費者本身的特性

外，尚包括了其家戶的特性。 
 
 
 
 
 
 
 
 
 
 
 
 
 
 
 
 

商品特性 
- 客製化 
- 標準化 

購物方案屬性
- 商品種類 
- 營業時間 
- 取貨時間 
-接近成本

消費偏好 

消費者特性 
- 本身特性 
- 家戶特性 

購物行為 

圖 2-1：特定商品購物方案選擇概念性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修改自曾倫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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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消費者價值計算因素與廠商因應之策略 

早在 1954 年，管理大師彼得‧杜拉克就曾指出，顧客購買和消

費的絕不是產品，而是價值。而到底何謂價值? 吳思華[1998]認為價
值是以下三方面的交集：認知價值大小的「顧客」、傳遞價值的「商

品組合」、以及創造價值的「廠商活動」。Holbrook[1999]認為價值是
一種「互動的(Interactive)、相對的(Relativistic)、以偏好判斷的（
Preferential）、是種經驗（Experience）」。「互動的」是指顧客與產品或
公司產生互動，若無顧客的介入，無論產品或公司具有何種特徵均無

法產生價值；「相對的」是指價值含有比較性、個別性及視狀況而定

的特色；「以偏好判斷的」涉及顧客的傾向、喜好、好感及判斷力；「

經驗」則是指顧客價值與消費經驗息息相關，非來自物品的取得，而

是來自消費和使用。 
 
消費者在決定購買某件商品之前，消費者都會先計算商品的「價

值」—涵蓋經濟、現實和情感等各層面因素。在網路資訊發達的環境

下，消費者不但握有更多消費資訊，也更清楚自己的消費動機和行

為，對於特定商品的特色和功能，以及與其他同類商品的差異，都瞭

若指掌。在考慮買某樣東西的時候，有六項重要因素會影響消費者的

價值計算：[陳俐雯，2006] 
 
一、 價格：在能選擇的情況下，消費者會試圖尋找並買下價格更便

宜、品質更好的類似商品。 
 

二、技術價值：評估不同價格的同類產品，在技術上有何差異，選擇

設計較吸引人、更容易操作與更實用的商品。 
 
三、功能價值：考量產品功能的穩定度、能使用的時間長短與商品後

續的修復維護費用等。 
 
四、購買的興奮感：心理層面的評估，希望能感受到愉快、划算、值

得等正面快感。 
 
五、整合：期待產品製造商能創造一整合完善的消費環境，並在銷售

的當下呈現。 
 
六、情感的價值：強調品牌的影響力，享受該商品所帶來的思想、感

覺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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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產品生命週期的演進，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要求也會有所

不同，進而產生所謂的購買層級。購買層級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功

能性」、「可靠性」、「便利性」以及「價格」。說明了當一開始產品服

務不夠好時，客戶選擇產品的標準在於功能性，換句話說廠商競爭基

礎即在滿足市場對於功能的需求；漸漸，當有兩三種產品滿足功能性

需求時，顧客的選擇標準轉而以可靠性作為主要訴求；接著，當又多

了一些廠商角逐市場後，競爭的基礎會漸漸轉移到便利性；最後，當

產品的性能以及便利性都達到市場消費者的要求時，價格就成了消費

者唯一的考量[Christensen, 1997]。 
 
該觀念與 Geoffrey A. Moore 於龍捲風暴一書中所提出「新技術在

不同時期願意採用產品的顧客有不同的使用動機」的看法相符合。此

外，Edward et al. [2001]又針對購買層級的四個階段，提出各階段的
主要組成構面，希望能協助廠商對其產品服務進行定位，以便擬定合

適有效的銷售策略。(參閱圖 2-2) 
 
 

需求急速成長

關鍵多數臨界值

廠商銷售成長 
日漸緩慢 

時間

接
受
度 

 
 
 
 
 
 
 
 
 
 

消費群 創新先驅者 
早期接受者 早期接受大多數 後期接受大多數 落後者 

元素 功能性 可靠性 便利性 價格 

組成 
構面 

1.符合趨勢 
2.可用性 
3.具有特色 
4.符合需求 

1.完善健全 
2.可信賴 
3.持續性效能 

1.易取得 
2.易用性 
3.易受影響 

1.製造成本 
2.經濟規模 
3.市場供需情況

  圖 2-2：產品服務定位模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Christensen et al. [2003] 因此建議軟體系統廠商在面臨其產品進

入完全規格化，亦即被視為大眾化商品時，可採取以下四種策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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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窘境。 
 
一、 致力尋求尚未被滿足的顧客需求，轉往開發高階市場。 
 
二、 掌握競爭關鍵的子系統或零組件，以生產出能滿足高階市場需求

的產品。 
 
三、 隨著顧客需求彈性調整本身策略。 
 
四、 利用行銷手法刺激消費者需求，減緩供過於求的情況發生。 

參、 小結 

針對以上消費者的購物行為模式、顧客價值含意與廠商策略的切

入點，在此作一個綜合整理。購物行為多來自於消費者對於某產品服

務的需求，在產生需求至選擇商品定案之前，消費者會根據該商品的

特性、功能種類、廠商所提供的銷售平台與通路等資訊，與其他商品

作比較，根據其所獲得的資訊，或過往的消費經驗，在廠商所提供的

商品組合中選擇一個最符合需求與效益的產品服務。 
 
 
 
 
 
 
 
 
 
 
 
 

 
 

功能與價格是否符合需求與預算
比較其他產品 
綜合情感因素或過往經驗 

 
 
廠

商 
產

品 

 
 
顧

客

需

求

評估過程 

消費者特性：需求、偏好、經驗

購物方案：商品種類、取得成本

商品特性：標準式、客製化

購買行為、兩方產生互動

圖 2-3：消費者購物行為與價值評估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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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數位化經營模式之探討 

壹、 電子市場結構 

由於資訊科技與通訊科技的進步，改變了市場的結構，由傳統市

場轉變為電子市場，電子市場是在網路上進行商業活動的基礎。電子

市場改變消費者的購買過程，可以分成以下兩個階段：[Strader et al., 
1998] 
 
一、 市場機制數位化：由於電子市場提供一個機制可以減少消費者的

搜尋成本，而且可以減少消費者購買到價格較高的風險，結果使

得消費者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商品，因此，傳統的中介商被去

除了。 
 
二、 產品數位化：例如電子書、電子報、電腦軟體等都屬於此。此階

段將實體運送的活動也去除了，產品數位化的結果，不但使企業

的運作更方便，也大量降低價值鏈的成本。 

貳、 經營模式的定義 

根據 Timmers[1998]定義所謂的「經營模式」應是一涵蓋產品、
服務和資訊流的架構，此架構中，將描述各企業參與者之定位、所能

獲得的潛在利益，與其營收來源。 
 
Schlachter[1995]則以營收源流(Revenue Streams)來分析網站的經

營模式，即利用傳統實體企業現有的營收模式來辨認不同的虛擬企

業。其提出五種營收模式可供網站經營者賴以生存，包括：訂閱費

(Subscription)、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廣告(Advertising)、電腦服
務(Computer Services)和後續相關服務(Acnillary Services)。此外，
Barua et. al[1999]則是將網路相關事業的企業體予以分類，提出四層

架構，分別為基礎建設、應用程式、中介者及網路商務等。 
 
Mahadevan[2000]參考並修正以上這些研究，其提出一個完善的經

營模式應由三個部分所構成，包括：價值源流(Value Stream)、營收源
流(Revenue Stream)，和運籌源流(Logistics Stream)。其中，價值源流

是指一經營模式對於買賣雙方、市集經營者等都具有其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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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提出立足於虛擬世界中的價值主張；運籌源流則是探討與供應鏈

設計相關的各種議題，例如去中間化；營收源流則是在探討企業的收

入從哪裡來。(參考表 2-3) 
 

表 2-3：三種市場結構下的經營模式之應用 
市場結構 經營模式 

建構組合 入口網站 市集經營者 產品/服務供應商
價值源流 
虛擬社群 ˇ ˇ ˇ 
降低交易成本  ˇ ˇ 
減少資訊不對稱  ˇ  
加值服務 ˇ ˇ  
營收源流 
毛利   ˇ 
線上賣方社群 ˇ ˇ  
廣告收入 ˇ ˇ  
變動的價格策略   ˇ 
資訊處理費  ˇ  
免費提供 ˇ ˇ ˇ 
運籌源流 
去中間化   ˇ 
資訊中介 ˇ   
前置中介  ˇ  

資料來源：Mahadevan[2000] 

參、 交易形式的創新 

Hamel[2000]認為創新不是傳統上所認為的開發新產品或採用新

技術，而是要運用「新的經營模式」(New Business Model)來應用不

同的科技；交易形式之創新即在於探討如何透過價值活動間介面的設

計與創新，使原本不可交易的情境或產品轉變為可交易的商品。可將

交易形式的創新解釋為企業對於重新思考顧客價值的實際行動。 
 
在交易形式上的創新最常被考慮的就是在交易標的物上的創

新，其主要關心的重點是資產專用性(Specific Assets)與標準化產品的
兩難困境。資產專屬性意指為了與特定對象交易而投資的資產，具有

特殊性或異質性程度高低；標的物的標準化則是廠商之間為降低搜尋

與監督成本、減少資訊不對稱以及降低資產專屬所耗費的高額沈沒成

本所採取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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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Xerox 為例，其改變了交易形式，將專屬性資產(購買影印機)
轉變為半專屬性資產(影印機租賃)，從一次付清的銷售模式轉變為長
期租賃契約關係的交易形式，消費者一個月只要負擔 95 美元費用即
可享有每月 2000 頁影印頁數的服務，使 Xerox 轉型為辦公用具租賃
業，在影印機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此外，如 Google 透過其搜尋引
擎的核心能力，由資訊揭露度低且不穩定的大眾消費者轉為資訊揭露

度高且資金穩定的廣告客戶，建立新的交易形式，則是針對交易對象

進行創新的結果。[吳思華，1998] 

肆、 軟體授權與計價模式 

根據 IDC[2006]剖析全球軟體定價與授權理論研究，授權方式是指

一個用來描述用戶如何支付以及軟體業者如何從銷售中獲取利益的

財務性模型。其將目前市場上的軟體授權種類大體分為：永久性

(Perpetual)軟體使用授權與約定性(Term)軟體使用授權。說明如下： 
 
一、永久性軟體使用授權 

 
永久性軟體使用授權模式意指在這份永久性軟體授權協議下，使

用者經由一次付清軟體費用後便能一直享有該軟體使用權。在該模式

下，軟體維護費通常是獨立出來，使用者必須額外擬定其他支援性質

的契約。然而永久性軟體授權模式普遍存在許多問題，例如用戶嚴重

的盜版行為。傳統套裝軟體的販售即為永久性軟體使用授權的代表例

子。 
 
套裝軟體包含軟體安裝與一次性(One-Time)銷售，類似產品買

斷，一旦買斷該軟體產品，即不限制使用期間與次數，但日後的維護

服務費用則另外計價。傳統上，一般使用者合法付費取得的軟體授權

方式包括： 
 
(一) 與硬體結合取得授權：指軟體廠商藉由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的方式將軟體工具售予第三方，可能
是硬體廠商，硬體廠商再將軟體工具與其硬體產品做結合，

並以其品牌銷售給消費者。 
 
(二) 在一般零售商店購買 CD-ROM等軟體產品。 

 
(三) 網路上付費下載軟體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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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 
 
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是指在一段時間限制下，使用者被允許擁有

該軟體的使用權。於該使用期限終了，若不持續購買、制訂新授權合

約或續用合約，期滿則立即失去該軟體使用權。當中軟體的維護或其

他支援服務，視軟體廠商如何擬定，選擇分開授權或整合於一契約中

授權。某些型態的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採行與永久性授權雷同的收費

機制，要求顧客於行使軟體使用權初期則付清約定期限整體費用。 
 
 相較於一次買斷永久性授權，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模式之發展相

當多元。在顧客至上的市場趨勢下，各軟體服務廠商莫不絞盡腦汁配

合其軟體服務性質，擬定充滿彈性的契約內容。詳細約定性軟體授權

之計價模式介紹如下： 
 

(一)訂閱(Subscription) 
 
月租費觀念即來自訂閱(Subscription)服務，訂閱計價模式起源

於雜誌書報的銷售，漸漸各產業也利用訂閱/購的方式銷售產品或
服務，軟體產業即是其中一個代表，將原本一次售出的產品或服

務轉變為多次進行。訂閱計價模式，依所訂購的內容意義，可分

類為： 
 

1.訂購一固定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次數」。 
 

2.訂購一「期限」，使用者於期限內能無限使用的產品或服務，
如一天、一個月，或一年。通常以一年為期，且訂閱授權

通常將軟體使用與期間的軟體維護、服務等支援結合於一

體，並隨著使用期間進行付款，相較於一般約定性軟體授

權，也擁有較大的付款彈性。 
 

3.訂購一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基準」，再依據陸續添加的服務

或產品再額外付費。 
 

(二)公用運算(Utility)模式 
 
所謂公用事業商業模型(Utility Business Model) 的發展，即起

 26



 

源於水電等公用事業經營模式，可根據不同行業或不同部門的不

同需求，隨時按照需求提供服務 (On Demand Services)。提供可
計算、量度的 IT 資源，包括伺服器、儲存容量、商業應用程式

及網路資源，使用者可經由內部網路或公開網路存取電腦，執行

功能。付款形式則是顧客於初期先繳交基準費用，再依使用量的

多寡進行補差價或收回部分費用。依據使用者使用量的多寡進行

軟體使用費之計算。公用運算模型計價特點在於「使用量計價」、

「用多少、付多少」。 
 

從使用量計價觀念也發展出另一種銷售型態，就是與傳統永

久性授權結合，顧客於某部分核心功能軟體可能採取永久性授權

合約，但後續一些加強性功能模組即採用公用運算以使用量進行

計價或訂閱一段使用期間等約定性授權的方式。 
 

表 2-4：永久性與約定性軟體授權模式之分析 
永久性授權 約定性授權 

1.軟體被視為一種產品，交易瞬間即結束
關係，被視為立即或前端利益承認。

2.為了衝刺銷售業績，軟體廠商常於結算
日期前進行低價促銷，具有較大時間
風險。 

3.軟體費用一次付清，不包含日後軟體維
護或更新服務。 

4.雖然軟體授權是永久的，但軟體技術成
長變動快，淘汰機會也大。 

1.軟體被視為一種服務，於產品被使用期
間展現其價值。 

2.廠商隨著合約生命週期，陸續賺取利
潤，但業績壓力來自如何說服顧客續
約使用。 

3.因為利潤分散於使用期間，較無因折扣
降低利潤的問題。 

4.平均合約為三年，因此軟體再購彈性較
高，捨棄舊有軟體產品的風險較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Correia et al. [2002] 
 
 
三、軟體即服務—服務免費，廣告獲利 

 
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指廠商藉由提供不間斷

的線上應用服務滿足企業或個人需求，降低顧客於日常系統軟體維護

或運作的壓力。包含：網際網路為基礎運作環境、一對多集中式管理

模式等特色。Google 推出的搜尋、Gmail等服務即是 SaaS模式的運
用。IDC[2005]觀點下，SaaS除了建立於傳統 ASP線上提供軟體租賃
使用的模式之外，更強調運用隨選即用等概念於軟體銷售行為上，至

於收費機制上，除了與 ASP業者一樣存有多種軟體授權使用費外，
一些 SaaS業者甚至強打免費的軟體功能服務，鼓勵使用者下載使

用，再從中收取廣告商費用作為營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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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年代當時的軟體產業在因應網路狂潮的情況下，開始傾向提供

免費軟體衝刺安裝數量(Install Base)，並轉而從廣告獲利。因為免費

使用，所以無法賺錢；然而因為免費使用，所以好軟體的擴散速度透

過網路會非常快。用戶的迅速成長代表影響力的擴張，取而代之的是

放置在軟體使用畫面上的小圖形廣告－收益來源。然而軟體公司發展

至經營廣告事業亦需歷經一段長遠的路，如培養、說服廣告主購買此

類廣告的習慣、吸引廣告主之前，軟體功能必須免費，以提高用戶使

用，如此一來廣告主付費刊登廣告的意願才會高；然而事實上並非所

有的軟體都能達到這樣的門檻。但目前市場上有一個著名成功代表－

Google。 
 
Google能被稱為軟體公司，乃是因為一個日漸明顯的趨勢：當寬

頻普及，應用軟體應該不需要安裝在電腦裡，而是當需要的時候透過

網路隨傳隨到，最好能夠透過瀏覽器操作，因為學習門檻很低。原來，

要求使用者下載軟體並安裝，軟體擴散速度依然不夠，最快方法是把

軟體直接做在 Web，只要有瀏覽器就能用。門檻降低後能更快累積

用戶形成廣告基礎。以往模式累積使用者的速度太慢，難以獲利。換

言之，以往我們所稱呼的應用軟體，隨著介面技術的成熟已經日漸

Web 化，如大部分人日常操作的電子郵件軟體 Outlook已經某程度開

始被大容量的線上免費電子郵件所取代。 
 
表 2-5 彙整各種出現於軟體市場上的軟體銷售計價方案；但在目

前大眾軟體市場上，一次買斷式的軟體銷售與免費軟體仍是主流；其

他如依次付費、月租費等模式，也是近來受到 iTune音樂平台的推廣，

才較被積極應用於數位影音服務市場上。因此，如何落實這些彈性的

軟體銷售方式，規劃相關經營模式，藉以提昇消費者購買使用軟體服

務的意願，將會是本研究後續章節的重點之一。 

伍、 小結 

本研究探討的大眾應用軟體經營模式，建構於電子市場結構的第

二階段，數位化的軟體產品，可藉由網路下載或甚至連線使用的方式

取得。至於，數位化經營模式中，本研究將探討軟體產品/服務提供
者，在應對盜版問題與免費軟體服務普遍的市場環境下，廠商們如何

以多元彈性的授權與計價模式增進營收，或探討能往何處另闢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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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重於營收源流的分析。 
 

表 2-5：軟體銷售計價模式說明 
授權 
形式 

方式 說明 

永
久
性 

一次買斷 
使用者買下該產品永久使用權，但不包括日後該產品

的升級或維護費用。 

約
定
性 

定期費用，無限使用 
使用者只要繳交一筆小額費用，在一定期間內可以無

限使用該軟體，如月費制。 

依功能模組計價 

依照使用者所選取的功能模組來計價，但由於不同的

功能模組在開發上的成本有所差異，所以不同的功能

模組可以制定不同的價格。其中也衍生出另一計價模

式，可以將部分的基礎功能模組免費贈送，其他進階

少用的部分的功能模組再行計價。 

依使用次數計價 
以使用者連線登入平台的次數來計算，不管使用者的

使用時間。 

依使用時間計價 
以使用者所使用的時間來計價，例如以秒、分、或小

時、或以 CPU運算時間來計價，其中廠商也可以參

考使用者的使用量給予使用優惠，如手機計費模式。

依累積的時間量計價 
當使用者在某一次或某一段期間內，累積使用了相當

的量後，給予不同的計價標準。 

依資料量計價 
依照使用者上傳的資料量，或是要進行統計分析的資

料量作為計價的單位。 

約
定
性 
依程式量計價 

對於使用伺服器以幫忙編譯並傳回結果的功能模組

時，可依照上傳的程式數量計價。 

廣告獲利 

提供免費之軟體服務，只要連線，透過瀏覽器即可使

用該軟體功能。軟體服務商再藉由網路效應之人潮、

甚至是用戶之互動內容，如信件內容、瀏覽的喜好等

資訊，作為與廣告商之談價籌碼，獲取利潤。 
免
費 

加值服務收費 
軟體功能以及背後程式碼皆免費提供，軟體廠商透過

該軟體的所該具備的教育訓練與顧問服務來獲利。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黃文德[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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