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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行政院於 2002 年通過「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進一步以 e 化政府計畫為核心，結合 600 萬寬頻到家、e 化生活、

e 化商務、 e 化交通等計畫共同打造「數位台灣」，期望於 2008

年將台灣建設成為亞洲最 e 化的國家，實現高科技服務島的願景

(經建會， 2005)。  

另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MIC） 2005 年資料統計 (資策

會，2005)，去年台灣主要資訊產品總產值達 672.35 億美元，較上

年同期全年產值成長約 23%。預估今年台灣資訊產業年度產值可

望突破 700 億美元。資訊產業已成為國內產值第一的明星產業。  

近 10 年來資訊與網路蓬勃發展，國內資訊產業受國際化不

斷擴張之影響，專業服務委外分工模式亦在國內逐漸盛行，資訊

委外服務之市場逐年成長，國內資訊系統開發廠商與系統整合廠

商儼然成為另一新興之服務業。國內知名的系統整合公司包含神

通電腦、三商電腦、大同世界科技、精業、凌群電腦、敦陽科技

等公司，年營業額介於 20 億到 100 億元新台幣 (商業周刊第 964

期，2006)，營業項目含括政府、企業與機構之資訊服務開發專案

與資訊網路軟硬體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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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業者經過近幾年來的景氣寒冬，迄今尚未見到春天

的曙光，董事長、總經理異動頻繁， 2005 年以來透過私募，多家

系統業者已經「改朝換代」，經營策略也有所改變。  

2000 年網路產業熱錢湧進時，由於大量購買網路相關設備，

也造就系統整合業者一波營運高峰。不過隨著網路產業泡沫化，

2002 年以來，各廠風光不再，為了擺脫只賣硬體（Box Moving），

毛利率逐步降低的窘境，各廠紛紛投入軟體產品的開發，期望以

自有產品提高毛利率。只是軟體研發時間曠日費時，還要經過測

試，以及投入行銷資源，多數的業者尚未因自有產品獲得效益，

資金就已捉襟見肘，因此不得不引進外來資金。  

然國內系統整合產業市場每年雖有成長，利潤卻逐年衰退，

主要原因歸納為資訊系統開發成本提高、市場競爭激烈、缺乏創

新價值等因素，相對使用者意識與對品質的要求亦高漲。基此，

如何提升產品價值、品牌形象與企業競爭力，發展系統整合之專

屬性行銷策略模式，加強與客戶內聚力，提高產品銷售競爭力，

進而提高營收與利潤，為系統整合產業創造新契機，為本論文研

究主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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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疇  

本論文研究對象為資訊服務業之系統整合商，以及其上下游

之供應鏈。資訊服務業本身依其服務內容之不同有下列二種分類

方法：  

1. 美國投資顧問公司 Cherry Tree & Co.的分類方法，把資

訊服務分為下列四類：  

(1)專業顧問公司：專長於企業經營策略規劃與分析。  

(2)專案服務供應商：承接 ERP 等複雜資訊系統建置的專

案承接型服務供應商，如應用程式和系統開發商、系

統整合商、網路系統規劃／設計／整合商等。  

(3)委外服務供應商：如 IT 平台委外、企業流程委外、應

用程式委外等。  

(4)加值型經銷商：如具備軟體開發能力之設備經銷商。  

2. 我國資策會 MIC 的分類方法：資策會 MIC 把資訊服務業

分為三大類，每類又細分為二個區隔如下：   

(1)產品類：包含套裝軟體及轉鑰系統二個區隔。  

(2)專案類：有時亦稱專案整合類，包括系統整合、專業

服務二個區隔。  

(3)服務類：包括網路服務、處理服務二個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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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服務業的分類及定義  

表  一 -1 資訊服務與系統整合業營業項目定義表  

類別  區隔  定義  

套裝軟體

(Packaged 
Software)  

乃指定型化軟體，由軟體開發商將軟體包裝成套後

出售，經直銷、經銷或與硬體搭售等方式提供使用

者，易於使用者自行安裝之軟體產品，主要分為「系

統軟體」與「應用軟體」二大類。  
產品類  

轉鑰系統

(Turnkey 
System) 

定型化軟、硬體設備的組合，通常由「加值型經銷

商 (VAR)」提供。轉鑰系統與系統整合最大差異在

於其乃是整合業界標準的資訊硬體，系統軟體與應

用軟體而成的完整解決方案，而不另行開發軟體。

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 

提供客戶一套完整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的資訊

系統，乃整合網路、通訊、硬體設備，加上訂製軟

體 (Tailor-made Software)或套裝軟體，技術顧問諮

詢與教育訓練等。  

專案類

(專案

整合

類 )  專業服務

(Professional 
Service) 

依客戶業務流程需求，重新開發或修改軟體、技術

顧問諮詢與教育訓練，設施管理 (Facil i ty 
Management； FM)等。  

網路服務

(Network 
Service) 

泛指第二類電信加值服務之數據傳輸業務，如線上

資料庫、即時電子新聞與股市資訊、通訊處理服

務、資訊交換服務，以及 Internet 相關服務，包括

ISP(連線，網站 /主機代管，網路廣告 )、 ICP(會員

訂閱、網路廣告、引介 )、ASP(軟體使用，維護管

理，顧問服務 )、BSP(Business 顧問資訊服務 )、
CSP(Commerce 交易佣金 )，其他加值服務等。  

服務類  

處理服務

(Processing 
Service) 

資料輸入、交易處理 (租賃 CPU 時間 )等。  

資料來源：(資策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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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 Cherry Tree 與資策會對系統整合的分類與定義，以

及筆者經驗，國內系統整合業所提供營業項目包含：  

1. 完整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的資訊系統，整合電腦、網

路、通訊、周邊硬體設備。  

2. 訂 製 軟 體 (Tailor-made Software) 或 商 業 應 用 系 統

(Applications) 

3. 技術顧問諮詢與教育訓練等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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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研究方法  

資訊服務專案可視為系統整合業營運之核心部份，反言之，

一個系統整合廠商是由許許多多的專案組織加上支援體系所組合

而成。例如，一個大型的資訊系統開發專案的生命週期，可以涵

蓋系統整合公司內部所有管理行為，包含市場調查、需求分析、

產品企劃、研發設計、工程發包、生產製造、測試驗證、產品交

運、維運保固、客戶服務等階段，其活動內容幾乎涵括企業所有

部門營運與專案管理作業行為。系統整合業可視資訊系統開發與

銷售為其營運之核心工作。然對外客戶經營與市場開發之方法與

策略，缺乏相關理論與實作，故發展一有效可行之效益成本架構

與行銷策略，對於創造企業價值創新與提升產業競爭力，有其必

要性與迫切性。  

本論文採用 (邱志聖，2001)所提出之 4C 行銷成本理論架構，

以國內資訊服務產業型態為研究對象，並以作者所服務之電腦公

司作為個案研究，加上產業供應鏈之問卷調查，用實務 (Practice)

印證本論文中所提出方法 (Methodology)，為本論文之主要貢獻。  

本研究屬於實務性個案分析性質，研究方法綜合量化與質化

研究，使用探索性研究、問卷調查、個案研究、描述性手法，以

個案實證性探究，輔以理論之架構逐項分析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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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流程歸納如下圖：  

 

 
 

 

圖  一 -1 研究方法與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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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地訪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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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歸納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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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研究理論架構與章節安排如下：  

圖  一 -2 論文章節安排說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 系統整合業需要行銷嗎? 

2. 價值鏈中如何將行銷定位? 

3. STP 或 4P 適用嗎? 

交易與行銷理論與 4C 理論

發展背景 

問卷調查結果對應 4C 理

論，並發展系統整合專屬之

效益成本架構 

以效益成本理論彰顯系統整

合業之價值鏈，並以個案分

析與驗證 

交易成本可輔助行銷策略之

制定 

(如何降低交易成本與提高

成本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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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架構 

第五章 

個案研究-M 公司 

之研究 

第六章 

綜合分析與討論 

剖析產業交易模式(價值

鏈)，歸納效益成本之必要性 
第三章 

產業供應鏈背景與

現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