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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綜合討論與方案建議  

第一節  行銷策略規劃  

國內系統整合業經營模式為典型之 B2B，採用行銷模式多不

外乎是舉辦技術研討會、產品發表會或參與公眾活動，以增加公司

曝光率，但〝曝光率〞是否幫助系統整合廠商達成行銷目的？或者

對產品所產生實際效益？實難評估；如此之〝策略〞實在稱不上是

行銷策略。  

企業擬定策略既然是為了達成經營目標，根據相關優劣條件

考量下，所制訂最大勝算之行動方案。相同的道理，行銷策略是為

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幫助企業達成經營目標。  

策略規劃之方法可參考吳思華博士所著「策略九說」一書：

「策略規劃可分為策略程序取向、策略構面取向、策略類型取向與

策略本質取向」。  

策 略 程 序 取 向 常 見 方 法 為 SWOT(Strength ，  Weakness ，  

Opportunity，  and Threat)，並可分為三大階段：  

 策略情境分析：外部市場與內部態勢分析，確認本身優勢  

 策略訂定：針對外部威脅與本身優勢，研擬總體策略  

 策略執行：依據策略訂出行動方案，包含調整組織、控制

制度等具體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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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構面取向是以策略規劃實務工作或理論學習過程中，哪

些因素是對企業的生存、成長與利潤有關鍵性的影響。而這些需要

被決定的企業策略的具體內容，可以被稱為「策略的構面」。吳思

華博士認為企業策略的三個構面為「營運範疇」、「核心資源」與

「事業網路」。  

策略類型取向是將實務上的策略加以歸納，而成為許多不同

的策略類型，例如：產品研發策略、市場發展策略、供應鏈垂直整

合策略、多角化經營策略、水平購併策略、合作聯盟策略、國際化

策略等等。  

策略本質取向是基於社會與經濟現象思索，並運用經濟學與

社會學發展較成熟的理論，如組織生態學、機構學、資源依賴論、

演進論、網路理論、競局理論等等，來探討企業經營策略的課題。 

筆者認為，系統整合行銷策略之規劃與執行，可採用程序取

向加上構面取向之策略規劃方法，並增加策略評估機制，如制訂策

略目標與績效指標，如此便能實際達成行銷策略規劃與目標，避免

行銷策略流於空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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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1 企業擬定策略之三個構面  

資料來源： (吳思華， 1998) 

 

 行銷策略發展構面  

筆者參考吳思華博士所提，企業規劃策略的三個構面：核心

資源、營運範疇與事業網路 (吳思華， 1998)，調整成為符合本研究

發展之系統整合業行銷策略。如【圖七 -1】所示，筆者認為系統整

合業規劃行銷策略過程中，所應考量的三個構面：企業核心價值、

企業經營範疇與企業策略聯盟。  

第一個構面是企業核心價值：M 公司核心價值亦為其競爭優

勢，包含優異技術能量、完整解決方案、供應鏈關係、客戶關係管

理、維運服務能力等。  

第二個構面是企業經營範疇：包含市場區隔、技術能量與產

品定位。  

1.核心價值 

2. 經營範疇 3.策略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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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構面是企業策略聯盟：強化供應商關係與客戶關係，

建立企業產業價值鏈的中心位置。  

筆者建議行銷策略的發展程序，除了情境分析、策略訂定與

策略執行三階段外，可以參考軟體工程之螺旋式 (Spiral Model)，採

取不斷輪迴方式調整策略，以向上提昇達成預期規劃目標。首先在

每一次程序開始輪迴 (cycle)前，界定各階段基準點 (Baseline)與績效

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ex)，界定交互關係與調整因子，如此便

可以保持策略運用之彈性，並可以隨機調整適當作法，以迎合市場

動態變化。  

 

 動態行銷策略發展  

吳思華博士所提出動態策略規劃，以補傳統策略程序：分析→

研擬→執行  三階段之不足。除了策略三階段與三個構面外，加上

企業業務與經營的延續性，確認策略現況為起點，透過策略分析的

階段，尋找可行的策略方案，經過評估後，選定適當的發展策略，

並據以制定企業的功能性政策，調整組織結構、改變作業系統、重

塑企業文化，使新的策略構想得以具體落實。  

筆者歸納吳思華博士與實際經驗，提出以【圖七 -2】所表示之

策略規劃方法，策略發展與執行採螺旋方式進行，並以企業核心價

值為起始點，行銷策略最終目標為終點，設定客戶關係管理、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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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能力與技術管理能力為策略規劃為範疇，同時設定各項構面之

基準點與階段績效指標。  

 
圖  七 -2 螺旋式策略制定程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例如客戶關係管理之績效指標為客戶對專案或產品滿意度，

滿意度資訊蒐集可以用問卷方式，每季對主要客戶 (如專案採購達

一定金額以上者 )調查一次。  

專案管理能力指專案執行進度與品質，KPI 可採用專案完工率

與專案品質 -瑕疵率 (Defeat Rate)或重做率 (Re-work)作為績效指

標。依據筆者經驗，專案管理能力實質上會直接影響客戶滿意度，

最終目標

客戶關係管理 

技術管理能力 

專案管理能力

Baseline 起始點

KPI 

終點 

KPI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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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案啟動前中後階段，專案工作與客戶直接發生互動，專案品質

亦影響客戶對賣者價值高低。  

技術管理能力指核心技術開發與管理機制，系統整合商利潤

除了資訊服務與產品價差外，最重要的就是核心技術的智慧財產價

值，由於系統整合產品多以專案開發導向，但其中技術架構，多能

在不同專案中重覆使用，如此便能創造經濟規模與價值。技術管理

能力基準點為 20%之專案毛利，KPI 則採用核心技術重複使用率或

投資報酬率 (ROI)，作為判斷技術管理能力之指標【表七 -1】。  

表  七 -1  行銷策略基準點與績效指標表  

策略構面  基準點  績效指標  採樣方法 /頻率  

客戶關係管理  >80% 客戶滿意度  問卷 /每季  

專案管理能力  <10% 瑕疵率 /重做率  專案資料庫 /每季

技術管理能力  >20% 核心技術 ROI 研發資料庫 /每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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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策略目標  

 
圖  七 -3 系統整合行銷策略之客戶關係管理模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買主 

M 公司 S 公司 T 公司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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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設備
供應商 

工具軟體
供應商 

硬體 
供應商 

2.建立學術

研究合作 

1.建立長期 

夥伴關係 

3.建立策略

聯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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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訂策略目標，筆者以降低道德危機成本，以 M 公司價值鏈為

例，如【圖七 -3】表示，系統整合在行銷策略上，在如何強化客戶

關係管理上，服務業關係行銷的重點是顧客關係管理，強調顧客的

終身價值，與顧客建立長期關係。是種吸引、維持與增強顧客間的

關係。 (Berry, 1995; 1983) 

行銷策略目標與具體作法如下：  

 與買者建立長期夥伴關係：系統整合交易模式如前章節所

述，客戶多希望與賣方成為合作夥伴，以確保其所購置之

資訊系統滿足作業實需。故如何維繫客戶關係，進一步取

得客戶信賴，便成為贏得合約的關鍵因素。筆著認為傳統

做法，如業務主動接洽、產品介紹、客戶體驗活動等方式，

無法與競爭者產生差異性，更積極作法可仿效消費產品業

者。視客戶為發展新產品驗證者，拉攏客戶成為產品無形

的代言人；建立忠誠客戶專屬服務與活動，如舉辦產品試

用與價格優惠活動；主動提高服務等級，如不定期到場提

供系統健診與免費諮詢服務；發行技術刊物，免費提供客

戶參考；定期舉辦客戶滿意度調查，並回覆客戶追蹤改善

結果。以上種種方案，皆需建立客戶管理資料庫，方能產

生績效指標，更有效管理客戶關係。  

 與買者代表人 (顧問或委員 )建立學術研究合作關係：透過

政府科技研究計畫或民間學術機構合作模式，與學術界專

家學者，形成產學合作網路，合作模式包含共同提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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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輔助、加入專業社團會員、延攬專家學者成為技

術顧問等方式。最終目標為建立專業與技術導向之企業形

象。  

 與供應商建立策略聯盟關係：系統整合業者應與上游原廠

建立策略夥伴關係，尤其在產品代理與技術資源運用，能

與原廠供應商互動密切，積極成為其產品代言人的角色。

如 此 便 能 在 客 戶 端 產 生 專 業 領 先 與 技 術 延 續 的 認 同 效

果，亦可減低客戶對於業者履約能力與產品品質的疑慮。

相對地，可有效降低客戶道德危機成本。  

但在處理細節上必須考量客戶身分特殊，儘可能以專業與技

術為交流的內涵，公私分明，避免造成客戶困擾，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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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前瞻性市場分析  

上節討論系統整合行銷策略規劃方法，主軸仍是政府與企業

客戶，但是筆者認為，系統整合業除了原有政府與企業客戶外，市

場行銷另應延伸至新興中小企業利基市場，擴大原有營業涵蓋面，

運用既有產品與營運服務架構，發揮綜效。系統整合之潛力市場說

明如后：  

根據資策會 MIC 研究，台灣中小企業建置對外網站的比例高

達 76%，但是網站具有電子商務交易功能的比例卻只有 9%。顯示

台灣中小企業的電子商務應用能力仍待大幅提昇。   

根據 MIC 定義，中小企業為員工人數介於 20 至 199 人的台灣

企業 (不含外商在台灣的分公司 )，MIC 於 2005 年 8 月進行這項調

查，有效回收樣本數達 730 家。 MIC 將資訊應用分為基礎架構

(Infrastructure)、應用軟體 (Applications)與商務應用 (e-Commerce)

等三個構面，總計 15 項應用指標。   

其中， Infrastructure 的應用指標包括 Web 普及率、員工 PC

普及率、員工 email 普及率、即時通訊 (IM；  Instant Messenger)普

及率等 4 項指標，Application 的應用指標包括財務會計系統、進銷

存管理系統、人事薪資系統、生產管理系統、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員工入口網站、數位學習

系統、商業智慧系統等 8 項指標，Commerce 應用指標包括顧客關

係管理系統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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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系統 (SC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與電子商務交易功能

等 3 項指標。調查顯示，中小企業資訊服務需求強烈，電子商務成

長空間頗大。筆者觀察如后：  

 2008 年網站普及率將超過 80%  

根據資策會 MIC 研究，2005 年台灣中小企業在 Infrastructure

構面應用佳，如【圖七 -4】，除了新興的溝通工具 IM 普及

率 22%之外，其餘 3 項應用指標都高於 50%，特別是對外網

站的普及率更是高達 76%，顯示中小企業已經將網站視為公

司的名片，其他目前沒有網站的企業只有 9%認為不需要，

5%預計未來 3 年內建置、 10%尚未規劃。預估至 2008 年台

灣中小企業建置對外網站的普及率將超過 80%。從電子商務

的應用程度來看，台灣中小企業的電子商務應用能力已經達

到行銷的程度。   

 電子商務交易功能比例偏低   

Commerce 構面則遠低於 Infrastructure 與 Application，細看

Commerce 構面的 3 項指標，CRM 與 SCM 的應用程度可能

會隨著企業的規模成長而成長，而電子商務交易功能是比較

不會因為企業規模而有差異的。   

台灣只有 9%的中小企業在公司對外網站增加電子商務的交

易功能，從企業員工人數分析， 100-149 人的企業應用比例

最高，達 11%，如【圖七 -5】，其次為 20-49 人的企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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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9 人的企業 (8%)，最低的是 150-199 人的企業 (6%)。從

區域別分析，應用程度分別為中部 (15%)、南部 (10%)、北部

(7%)。從企業資訊人員數量分析，則是有三個資訊人員的企

業，應用程度最高達 15%。從行業別分析，最高的是批發零

售業 (13%)，最低的是資訊電子業 (5%)。整體而言，台灣中

小企業電子商務交易應用比例偏低，有待進一步提升。  

 
圖  七 -4 2005 年台灣中小企業資訊應用現況 (單位：家數百分比 )   

資料來源： (資策會，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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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5 2005 年台灣中小企業網站具電子商務交易功能比例   
(單位：家數百分比 )  

資料來源： (資策會， 2005) 

 

從市場需求面分析，隨著消費行為的改變 (2005 年台灣 12 歲

以上的上網人口達 50%，其中 82%的網友進行網路購物 )，網路將

成為企業不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通路。根據資策會 MIC 研究， 2005

年台灣整體網路購物金額將達新台幣 900 億元 (網路拍賣 300 億、

電子商店 600 億 )，且未來成長率超過 50%。中小企業將因為客戶

需求而更積極投入電子商務，除了透過網站做行銷之外，產生交易

服務將會是未來應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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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屬於資訊服務產業一環，除了在軟硬體介接設計與

工程管理面上有其獨特性，但在應用系統與軟體工程上，與商業系

統開發並無太大差異。筆者認為，由系統整合跨入商業系統領域，

門檻不高，行銷策略上應事先評估與規劃，以取得市場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