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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第一節 結論 

結論就由本研究所探討的四個問題為基準，就文獻探討與個案研究的

發現做對照，說明研究結論如下： 

一、 地主國環境與企業的國際市場進入策略之間的關係性為何？ 

(一) 地主國環境與國際市場選擇之間的關係性 

從個案研究及資訊軟體產業特性中，我們可以知道地主國環境是企業

選擇其做為國際化市場的主要考慮因素，相關影響國際化市場選擇決定的

地主國環境計有： 

1. 市場實際需求、規模大小及潛客密集度，企業傾向於選擇規模愈

大及密集度愈高的市場進入； 

2. 產業特性符合企業產品與服務的形態、或產業結構與母國類似； 

3. E 化程度與經濟活動力，企業傾向於選擇程度高的市場進入；  

4. 地主國與母國的心理距離，企業傾向於選擇心理距離較近的市場

進入； 

5. 地主國政府經濟與政治政策，以及風險程度：企業傾向於選擇地

主國政府有獎勵，以及風險程度低的市場進入； 

5. 競爭環境，企業傾向於選擇競爭環境較低或單純的市場進入。 

(二) 地主國環境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間的關係性 

地主國環境與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的進入模式涉入程度所承現的現象

是逆向作用(程度愈高，則愈易選擇低涉入程度的進入模式)關係。而在這

裡又以與母國的心理距離及競爭者動態為最，彼此之間的關連表示於《圖 

6-1-1 地主國環境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關係圖》： 

1. 市場競爭與風險愈高，則愈傾向於低涉入度進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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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地主國間心理距離愈遠，則愈傾向於低涉入度進入模式。 

 

《圖 6-1-1 地主國環境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關係圖》 

(三) 地主國環境與國際市場產品及行銷策略之間的關係性 

個案中我們知道，資訊軟體產業因為產品中含有具有服務需求的特

質，因此地主國環境中對企業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就顯的格外重

要，也因此對企業國際化中的產品與行銷策略產生綜效及最直接的影響，

因此地主國環境與企業特性間的關連性即顯的極為重要。 

1. 市場及產業環境： 

(1) 市場規模：地主國市場機會大的區域，企業較傾向直接投

入資源做主動的促銷與行銷； 

(2) 市場需求：市場對產品與服務的需求與企業自己本身的產

品與服務特性，相互之間形成互動的緊密關係，吻合度極

高； 

(3) 產業環境：因為資訊軟體產業產品的特性與所提供服務的

產業結構間，關係緊密。 

2. 心理距離：母國與地主國間心理距離愈近，愈傾向高承諾度的市

場投入，形成較為直接的市場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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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者動態：規劃怎樣的地主國市場產品與行銷策略，來因應競

爭者在地主國的市場營運及產品策略，與競爭者在地主國的市場

地位有關。個案中發現，面對強大的競爭者，大多傾向建立產品

差異化及切割不同的市場區塊經營，避開競爭者最直接的壓力，

待基礎建立後，再調整策略進入競爭者主力市場與之競爭。 

二、企業特性(包含核心資源、產品與服務特性、及經驗與能力)與國

際市場進入策略之間的關係性為何？  

(一) 企業特性與國際市場選擇之間的關係性 

將企業特性區分為核心資源、產品與服務特性、及經驗與能力三方面

來說明，其國際市場選擇之間的關係： 

1. 核心資源：資訊軟體產業著重的在於人才、研發及技術能力，為

了企業持續發展與未來國際資源的整合，市場選擇傾向於地主國

資訊科技較為普及，及人才較易尋獲的區域； 

2. 產品與服務特性：資訊軟體產業因為產品具有服務的特質，因此

所選擇市場的地主國環境中的 E 化程度及在地化人才的供應都

屬考慮因素之一； 

3. 經驗與能力：與國際市場選擇不太具備很明顯的關係，但是逐步

累積的經驗與能力會給市場選擇有加分的效果。 

(二) 企業特性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間的關係性 

企業特性(企業本質及產品與服務特性) 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涉入程

度所承現的現象是正向作用(程度愈高，則愈易選擇高涉入程度的進入模

式)關係，國際化市場進入策略與企業特性的關連表示於《圖 6-1-2 企業

特性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關係圖》： 

1. 企業本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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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廠商規模愈大，則愈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2) 國際化經驗愈多，則愈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2. 產品或服務特性方面： 

(1) 無形性愈高，則愈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2) 不可分離性愈高，則愈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3) 質量變異性愈高，則愈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4) 客制化程度愈高，則愈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圖 6-1-2 企業特性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關係圖》 

(三) 企業特性與國際市場產品及行銷策略之間的關係性 

個案中我們知道，資訊軟體產業因為產品具有服務的特質，因此企業

特性會影響國際市場產品及行銷策略甚巨： 

1. 產品與服務特性：產品與服務的無形性、不可分離性、質量易變

性、與客制化程度愈高者，則產品策略愈傾向於選擇最優勢產品

先行，採用單點突破的方式切入市場。反之對於程度較低者，行

銷策略傾向與策略聯盟或建立經銷體系活動夥伴的關係為主要經

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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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驗與能力： 廠商規模愈大，及國際化經驗愈多，則愈傾向於高

市場承諾度(包含投資金額、投入時間、及母公司控制程度)，相

對所投入市場行銷資源較多。透過企業的經驗與能力，去切割適

合企業特性的市場經營，擬訂符合企業產品特性的產品與行銷策

略。 

三、國際市場進入動機對國際市場營運策略的影響為何？ 

(一)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市場選擇之間的關係性 

以資訊軟體產業來看，其主要國際化動機歸納為幾個重點： 

1. 利潤導向： 

(1) 擴大企業整體營業數字(業績與利潤) ：傾向選擇市場需求符

合企業產品與服務特性、產業結構與母國類似、市場規模較

大、或競爭較低者； 

(2) 獲取資源以及降低成本：資訊軟體產業因為產品具有服務的

特質，因此較為在意所選擇市場的資訊人力成本。 

2. 市場因素： 

(1) 母國市場競爭：選擇海外市場規模較大、相對競爭環境較母

國為低者； 

(2) 地主國市場成長：與地主國環境有關。 

3. 環境變化： 

(1) 母國市場變化(萎縮、需求量不足等)：傾向選擇市場規模較

大、相對競爭環境較低者； 

(2) 跟隨客戶而國際化：跟隨客戶所前往的市場進入。 

4. 外部誘因： 

(1) 地主國政府的誘因：與地主國環境有關； 

(2) 母國政府的誘因：母國政府獎勵前往投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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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市場進入模式之間的關係性 

以資訊軟體產業來說，市場進入動機與市場進入模式之間較具關係者

為： 

1. 地主國市場成長：成長率愈高者，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2. 母國市場變化(萎縮、需求量不足等) ：企業傾向轉移母國資源到

海外市場，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3. 跟隨客戶而國際化：為求提供既有客戶完整的服務，因此傾向於

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4. 地主國政府的誘因：傾向於高涉入度進入模式。 

(三)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市場產品及行銷策略之間的關係性 

以資訊軟體產業來說，市場進入動機與市場產品及行銷策略之間較具

關係者為： 

1. 地主國市場成長：以最符合市場成長需求的產品切入市場； 

2. 母國市場變化(萎縮、需求量不足等) ：企業在轉移母國資源到海

外市場時，產品策略大多傾向於轉移產品生命週期已介成熟期的

產品為主。行銷策略以漸進方式，選擇優勢區塊進入市場； 

3. 跟隨客戶而國際化：產品策略以提供既有客戶所需產品為主，整

個行銷活動亦圍繞於既有客戶為主要訴求； 

4. 外部誘因(無論來至於母國或地主國政府的誘因)：產品及行銷策

略則與外部誘因的要求條件為準，去定義企業自己本身的產品及

行銷策略。 

四、進入地主國市場後，進入策略與營運策略間的互動性為何？ 

市場進入後，隨著對市場的熟悉與了解，企業市場進入策略與企業整

體營運佈局之間的互動性，可以由兩個方面來看： 

1. 資源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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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軟體產業因為產品與服務特性的關係，核心能力不外乎

是人才與研發能力。因此在企業國際化後，如何就企業內部不管

是位於母國，及各海外據點的資源做整合及調整，是企業國際化

後最長進行的活動。 

尤其在地化發展是資訊軟體產業一個很關鍵重要的策略，如

何將母國或成功經營的海外模式轉移到各海外營業點，都是資源

佈局中重要的一個步驟。 

2. 策略調整： 

研究發現中有提及，海外市場進入前與後，對於市場的掌握

度會有不同，資訊軟體業者在市場進入後多會調整進入策略為合

資模式。 

從個案研究的個案中也可發決覺，個案初期進行國際化時不

是跟隨既有客戶進入海外市場，就是服務台資企業為主。但隨著

市場進入後逐漸熟悉地主國市場，也因為與當地同業的接觸頻率

增加，整個營業策略亦會隋之而變，變化的範圍包含進入模式、

及相關之產品與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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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者建議 

本研究希望能對台灣國內的資訊軟體產業，提供一些實務面海外投資

及國際化的建議，尤其是台灣國內的資訊軟體產業仍多以中小企業居多，

即使是大型軟體廠商，在海外投資重點大部分仍已專案形態居多。 

本研究從個案的發現及個人在實務面有關資訊軟體產業國際化的經

驗，列出以下幾點建議供國內資訊軟體廠商參考： 

一. 資訊軟體產業海外事業發展要成功的幾個關鍵因素 

1. 企業內部需要有全盤性規劃： 

海外市場發展不可以因為市場或區域不同，而分散由企業內

各事業單位各自獨立規劃，一定要充分在企業內部與其他部門策

略規劃做整合。  

2. 有效的在地化： 

企業國際化，應該不僅僅只是專注於產品的本土化而已，而

是應該依據地主國當地的時勢、當地的現況，企業採取入境隨俗

的經營原則。 

要花更多精力與時間去深耕地主國在地市場，實施建立企業

國際在地化的策略。唯有完整的地主國在地化才有助於對地主國

當地市場與環境的真實瞭解，才可以減少因為環境不適應而衍生

的營運風險。 

任何一個海外市場，不論與母國心理距離有多近(像是中國

大陸市場) ，還是會因為由於市場環境與社會文化的差距，造成

台灣廠商的營運障礙，很多時候問題都來自於對地主國當地所雇

用員工的管理，因為觀念上的差異而產生問題。個案公司鼎新電

腦的作法，透過合資的策略採用全面的在地化，以地主國當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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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管理當地員工，不分工作類型，全面從營業、顧問服務到產

品技術等方面進行。 

透過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在管理上因為觀念較為相近，溝通

比較不易有障礙與隔閡的產生；另一方面，對當地法令、消費者

習慣及商情的蒐集上也較容易掌握。對母公司來說，只要對當地

經營的狀況，掌握產品技術核心，以及地主國公司是否能配合母

公司的策略發展作為管理上的考量，其餘均授權個案公司，給予

寬廣的發展空間。通常地主國經營團隊的能力往往為當地成功經

營的主要因素。 

另外不可過度輕忽地主國在地化發展的困難度，以為複製企

業在本國市場成功的模式即可成功，往往因為如此，以致未能投

入足夠的心力與資源。因此要有效的在地化，則必須全方位的進

行企業在地化： 

– 充分瞭解當地市場特性； 

– 耕耘在地市場，在地客戶； 

– 培育在地人才，資訊軟體產業為知識型產業，核心能力為

人力與知識，因此培育優秀的在地員工，必能給企業長

期發展帶來助力。 

3. 「全球整合」與「地方回應」完整的結合： 

需要有效的授權，世界級的決策架構都是將決策權下放給能

夠掌握最詳盡資訊做出決策的層級去做。 

做好全球資源管理，圖 6-1-3 所示，全球總部負責團隊資

源的協調與管理，海外企業本土自主性高，與企業母國公司做人

才、業務與行銷的分享、互動及相互支援；在海外不同區域公司

間，彼此資訊互相溝通與分享，傳達市場競爭動態，分享彼此營

運與決策的資訊，供參考，甚至於可以形成資源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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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企業全球營運資源管理圖》 

二. 資訊軟體產業國際化的定義 

所謂的國際化，不是只單純的將產品銷售到海外市場，而應該包含下

列幾個層面，要做到這些才是完整的國際化： 

1. 資金國際化：國際化投資是需要具備充裕的資金，資訊軟體市場

的競爭很激烈，尤其是在市場規模大的地區(譬如說中國大陸)，

對台灣的資訊軟體廠商來說，面對的不僅是當地的同產業的競

爭，還包括全球各大型國際資訊軟體業的威脅，像是 ERP 的 

SAP，Oracle，及 MicroSoft 等。對於海外市場的營運，需要不

少有關新市場環境的適應與摸索，因此需要較多的資金需求。相

對地，透過海外事業的資金國際化運作，藉由海外資金來源者的

協助，更有助於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發展與業務的擴充。 

2. 產品與品牌國際化：產品國際化指的是多語言、多幣種、多稅制、

多地區的產品的基礎上發展產品，滿足多個國家的多種應用要

求。另外有機會也要耕耘產品國際性品牌，如此在國際市場運作

時，可以利用品牌優勢去增加海外新市場拓展的可能性、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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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減少海外營運的困難度。 

3. 組織跨國化(國際化經驗的累積) ：全球化的發展，對資訊軟體產

業的核心價值，除了人與技術知識外，就是產品。因此在組織安

排方面，也必須要有跨國化的安排與準備，才能充分有效運用企

業所有海外的資源。 

4. 管理的國際化：企業全球化的運作，充滿了無數資源的共享，包

含人才、產業資訊、競爭者動態、業務訊息等等多方面，沒有良

好的管理機制與策略，如何能夠更有效的運用。管理的國際化部

份，也要結合組織國際化的運作，一起運用。另外在多國企業管

理中，管理失序是大部份多國企業會面臨到的問題。 

5. 公司文化多國化：企業的多國化發展後，隨著在地化的經營，企

業內部的多國文化的情況必然產生。 

上述各環節並不完全孤立，而是彼此間相互滲透。  

三. 一套國際化導入方法供資訊軟體業者參考 

透過經驗的累積，簡單提供一套國際化導入的四步曲(請參考《圖 

6-1-4 企業國際化導入的四步曲圖》): 

 

 

《圖 6-1-4 企業國際化導入的四步曲圖》 

1. 分析：指的是市場環境分析，針對地主國各項產業環境與風險情

況做分析(包含國內企業投資資料、目標客戶產業、資訊產業、政

經政策、競爭環境等等)。 

2. 選擇：依據分析結果做目標的選擇，選擇的內容包含有區域、國

家、市場及特定客戶群做選擇，相關選擇次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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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地區→目標國家→目標市場→目標顧客 

3. 進入：依據市場、企業、及產品特性擬訂進入模式，譬如說代理

商/經銷商、授權、策略聯盟、合資、獨資等。以及擬訂其他相關

策略，譬如說市場策略、產品策略、行銷策略、組織策略等。 

4. 調整：在市場進入之後，隨著時間與對當地環境的了解，會再進

行針對市場進入模式及所有相關策略做調整。整個程序會再走回

到分析步驟，形成循環，做分析選擇及進入。 

四. 企業國際化，需要培植怎樣的國際營運人才 

(一) 企業國際化，人才面一定會面臨的困難問題 

1. 缺乏擁有實戰經驗(光有國際觀還不夠)的人才； 

2. 企業內部組織的能力和人才的能力無法配合一起轉型；  

3. 時間不夠 (國際化需要時間，譬如 Acer 國際化 20 餘年，但在

國際市場成功經營、開花結果，也不過是最近幾年的事) ；  

4. 國際化人才養成困難，需要較長時間培育，造成國際化人才不足。

也因為普遍同行業皆缺乏適當的國際化人才，因此如何留住適當

的國際化人才也是一樣重要的工作； 

5. 國外市場面對的是不確定、及不熟悉的環境，相關外派人才十分

容易夭折  

(二) 解決方式: 

1. 先找一個利基市場、或是對自己產品及企業特質最符合的市場先

慢慢做；  

2. 選擇最恰當的客戶，去建立海外市場運作的機制； 

3. 組織制度需要提早調整因應，做調整與改善； 

4. 最終所謂國際營運人才，指的是這個人才要去整合國際資源，是

要去管理國際人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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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逐步建立屬於自己企業的經銷合作夥伴關係與網絡。 

(三) 國際人才: 

另外有關國際人才方面，是資訊軟體廠商最為重要的核心資源，同時

也是國際化中最重要的成功關鍵因素。而所謂理想的國際化人才一要可

用，二要可塑 。 

所謂可用指的是一個好的國際化人才需要能具有三個條件要求的素

質： 

1. 具有在海外其他國家營運的經歷和經驗； 

2. 對計劃進入地主國的國家社會文化有一定瞭解，對這個國家所形

成的價值觀有一定的判斷和理解； 

3. 具備能運用當地的語言進行有效溝通的能力，其中英文是必備的

語言。 

所謂可塑指的是對於企業內部人才的挑選，則需要關注下面幾個要

素： 

1. 要有開放的心態，異地生活，獨立思考，有抗壓性以及有接受挑

戰的欲望等的人格特質； 

2. 具備善於溝通的能力，心態比較公平，能夠“換位思考＂。因為

在國際化運作過程中“換位思考＂很重要，要站在對方國家的角

度去思考問題； 

3. 要有最基本的溝通能力以及使用語言學習的潛力和能力，英文是

必須要有的，但這項能力並非單指外語能力強，而是需要能用簡

單的語言，去適切的表達個人的想法，可以達到溝通的效果即可； 

4. 因為海外營運的資源將不同於母國資源般的充裕，因此需要具備

可以同時處理多樣工作，以及負擔多樣責任的能力(可以面對多元

的挑戰) ； 

5. 本身需具備可以容易掌握合作對象或客戶需求、及一流的產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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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專業的能力； 

6. 國際化人才自己本身即需具有，願意提昇自己國際視野、溝通能

力、了解多元文化及實務/實地經驗的意願。 

國際化前，擬定一系列的人才培育計劃是需要提早及永續規劃的，沒

有好的國際化人材，是很難讓國際化成功的。從個案公司鼎新電腦及用友

軟件的研究中都可以發現個案公司對國際化人才的重視與培育。 

五. 資訊軟體廠商如何在海外新市場有效營運的八點建議 

1. 掌握軟體開發的原創技術能力，進而充分整合海外技術資源； 

2. 於地主國建立所提供軟體產品與服務的市場價值認同，以建立示

範或樣本客戶為首要目標； 

3. 採取漸進式國際化過程投入海外市場，視企業資源與能力多寡進

行海外市場的投入，並做長期的經營準備； 

4. 不要迷失在母國市場經營環境及成果績效中，確實掌握地主國市

場所需產品的趨勢，進而提出產品與服務解決方案； 

5. 建立合作夥伴策略聯盟關係，或完整的經銷伙伴體系網絡； 

6. 針對地主國環境與市場特性，塑造不同於母國及競爭者的市場行

銷與服務內容的差異化； 

7. 產品市場定位明確(目標客戶明確)，目標市場切勿過度發散； 

8. 選用並培訓合適的在地員工，以收事半功倍之效，更易建立企業

的競爭力及地主國永續經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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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樣本數較少，其實也是因為在國內資訊軟體產業海外營運成功

的公司並不多見，再加上資訊軟體產品的特性及特質較為發散，也因此缺

乏足夠多的個案在同一個基準做充分比對。 

基於個人在從事資訊軟體產業及國際化的經驗，可歸納以下幾點建

議，供後續有意從事相關研究者，做更深入的研究參考： 

1. 本研究只針對各母國市場的單一個案決策面的探討(譬如說母國

市場在台灣的頂新電腦、母國市場在中國大陸的用友軟件、及母

國市場在加拿大的康威科技)，未來可以本研究之發現為架構去再

針對上述個案公司在同一個投資國或同一個案公司在其不同投資

國的比較，或是以量化方式進行模式驗証，增加研究結果的效度。 

2. 本研究是以資訊軟體廠商個案的國際化整體策略作研究，未來應

該可以特別針對個案公司在國際化過程中各階段建立模式之比

較。 

3. 資訊軟體業業產品頗為多樣化(請參看【表 1-4-1 台灣軟體產業

分類及代表公司】的分類與說明)，因此可以針對資訊軟體產業不

同市場區隔的產品個案公司做研究，本文所檢視的資訊軟體產業

中以專業軟體服務的專業服務類為主之資訊服務公司，但除了這

個區隔外，定型化軟體(又可再細分崁入軟體或套裝應用軟體類)

與專業軟體服務的系統整合為主之資訊軟體公司，這兩種區隔的

資訊軟體產業者在國際化經營的模式是否與專業服務類為主的公

司有所不同，又該採用怎樣的國際化策略與進入模式，可以是後

續研究學者探討的題目。 

4. 個案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地化經營策略與管理，對資訊軟體

專業服務的廠商來看都是十分重要。因此不同的管理模式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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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對於資訊軟體專業服務的業者在國際化經營績效上有何影

響，對於後續進行國際化進入策略研究之學者可以在這個議題進

行專門的研究。尤其對於母國與地主國之間管理方式的異同，或

地主國當地管理特色的相關探討，以及對於企業國際化資源的分

配與管理等，都會是極具意義的研究方向。 

5. 本研究對業者的建議當中有提到，資訊軟體業者想要在海外新市

場做有效的營運，其中之一的建議就是建立合作夥伴策略聯盟關

係，或完整的經銷伙伴體系網絡。策略聯盟夥伴關係可以與地主

國當地業者合作，亦可與國際級業者聯盟，其間在成本、管理營

運績效、與經營環境的差異都可以是研究題目的標地。 

6. 此外對於國外個案公司選擇也有限，無法取得較大型的資訊軟體

公司，譬如 Oracle 或者 SAP 等相關資料做比對與驗證，如果能

針對國際級大型資訊軟體公司做研究與比對，對實務方面的助益

當會更有意義，並可做為國際化營運借鏡與參考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