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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從二十一世紀開始，全世界已完全步入資訊時代，隨著網路的普及化， 

無疆域，無國界的時代早已靜悄悄來臨，企業全球化已成為必然的趨勢與

發展方向。也因為網際網路的出現及普及化，不但拉近空間距離，也降低

了傳輸資料的通訊費用，使得軟體產業市場更成為一個充分全球化的市

場。隨著全球化發展趨勢使得企業不得不面對全球化及在地化策略規劃的

問題。過去十年因為經濟方面的自由化、網際網路、人才流通等趨勢，造

成許多的國家或產業過去一些地域性障礙逐漸消失，而各地市場也漸成為

全球性；如果企業不往海外市場發展，將會發現，其他國家企業也會進入

其國內市場。  

根據艾瑞市場咨詢（iResearch）於 2005 年綜合整理國外各種訊息所

推出的報告中數據顯示《圖 1-1-1 全球軟體市場規模與預測》，2004 年全

球軟體市場規模達到了 1890 億美元，預計到 2007 年全球軟體市場規模將

會達到 2293 億美元。未來幾年內全球軟體市場將保持在平均 6％的年複合

成長率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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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全球軟體市場規模與預測》 

資料來源: 艾瑞市場咨詢（iResearch）(2005)。 

我們可以從表 1-1-1 看到，在市場表現上，北美﹙美國與加拿大﹚

仍繼續以占全球軟體出貨（Worldwide Packaged Software Consumption）

過半的姿態，持續保持最大單獨市場的地位。但是亞洲和中歐的新興市場

將會展現出急速成長的機會，其複合成長率遠超越全球平均複合成長率。 

 

【表 1-1-1 2002-2008 年全球軟體出貨表】 

 

資料來源: IDC (2005). 

                 

亞洲地區中日本是在資訊服務業發展較為成熟的市場中，表現一枝獨

秀的地位。除了日本地區資訊服務業本已相當興盛外，因為2003 年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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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濟景氣的回升，加上日本在光電產業、資訊家電廠商持續提高投資及

部分外移廠商回流至日本本土重新設廠，帶動了資訊科技投資額的回升而

使資訊服務的需求隨之湧現。再結合中國大陸、印度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的

帶動之下，成為全球資訊服務業最重要的新興市場，預估複合年平均成長

率可達到9.7%的水準。相關市場規模與成長趨勢以條狀圖表示於《圖 

1-1-2全球軟體市場規模與預測(以區域區分)》中。 

 

《圖 1-1-2 全球軟體市場規模與預測(以區域區分)》 
資料來源: ID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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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 資訊服務產業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從幾個國家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的觀察到只要機遇適當的掌握住和

發展得當，軟體產業有可能成為推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我們

可以充分的從美國、印度和愛爾蘭這幾個國家看到。 

當然美國不用多做說明，由於特殊的歷史原因，美國可以說是整個資

訊產業的發源地，軟體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中增長最快和最具活力的一個

部分，美國的軟體產值，也幾乎占了全球軟體市場的半壁江山(達42%)，

其平均成長率幾乎是其他產業的3倍。資訊服務產業除了為美國經濟帶來

特別的回饋，還推展了美國的資訊革命，促進了以資訊技術為基礎的傳統

產業改造。 

印度有十億人口，但是七成人口是文盲，而且有四成人口處在極度貧

窮環境。但是在過去十年間，印度在政府及產業界的共同努力下，已建立

該國軟體及資訊服務業的全球知名度及競爭力，2003 年，印度整體資訊產

業產值為 95.3 億美元，較上年度成長約 25%，而軟體服務業產值已佔印度

IT 產業中總產值約 58%，同年度印度國內資訊市場成長超過 11%，呈現高

幅度成長。除此之外，印度軟體出口每年也以 60％的速度增長，2000 年，

印度的軟體出口總額達到了 62 億美元，佔印度全部出口額（440 億美元）

的 14%。而根據麥肯錫公司的預測，2008 年印度軟體產值將達到 850 億美

元，其中出口創匯達 500 億美元，佔印度出口總額的 33％。 世界銀行的

調查評估顯示，印度軟體出口的規模、質量和成本等綜合指數均名列世界

第一。  

愛爾蘭是一個人口僅 400 萬的農業小國，又是一個遠離歐洲商業中心

的隔離島國，從發展軟體產業的角度看，是個條件很不好的國家，但它卻

奇跡般地成功發展了軟體產業，到 1999 年，愛爾蘭的軟體產值就已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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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億美元，而至 90 年代以來，一直保持著近 20%的年成長率，且至今無

下跌的趨勢，重點是歐洲和美國市場，愛爾蘭已成為世界著名的軟體本地

化基地，透過發展軟體產業，愛爾蘭的經濟競爭力也明顯提升，由 1996

年的世界排名 22 位提升到目前的前 10 位。 

二、面臨來自中國大陸資訊軟體產業急速成長的威脅 

IDC在2005年的分析報告「中國軟體市場2005-2009年預測與分析」表

示(見圖1-2-1)，中國軟體市場保持穩定增長，2004年市場規模達到26.5

億美元，預計2009年將達到62.3億美元，未來五年的年複和成長率為

18.7%。 

 

《圖 1-2-1 中國大陸軟體市場 2004–2009 預測》 

資料來源: IDC (2005). 

中國大陸的軟體公司的表現，特別是在應用軟體領域，以用友、金蝶

為首的大批國內公司，憑借其對國內客戶企業文化和業務流程的良好把

握，在應用軟體領域作出了不錯的成績。近幾年，中國大陸內還湧現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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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提供離岸軟體外包業務的公司，其憑借成本優勢和靈活的業務模式，在

政府的大力支持下，也在國際軟體市場，特別是日、韓市場，打下了一片

天下，並積極佈局於東南亞及歐美市場。 

三、台灣軟體產業在國內市場所面臨的發展瓶頸 

圖 1-4 我們可以看到從 2003 年以來，資訊軟體市場僅能以 5-7% 

的成長。而其中以網路服務表現較佳，這是因為來自寬頻上網、線上購物

及遊戲市場持續帶動網路服務市場的成長。而專案服務的表現則來自這幾

年金融服務業及政府帶來的需求，軟體產品的成長就極為有限，每年只有 

2% 的成長。我國資訊軟體業受限於國內市場狹小，經濟規模有限，發展

受到一定限制，而外銷市場又面臨國際大廠競爭及文化差異，拓展不易。

國人曾嘗試發展軟體海外代工業務，惟由於品質、成本掌握能力不夠，且

資訊人才不足，並未成功。2004年全年出口值只有 212億元台幣, 只佔全

年產值的 13.4% 

 

 

《圖 1-2-2 2003-2007 我國資訊軟體市場規模(NT$M)》 
資料來源: 資策會 MIC (2005)。 

我國因具備良好資訊基礎設施、具備與華人相同語言、文化背景、接

近並熟悉亞太市場、充裕資金與高階經營人才、與西方的技術合作經驗、



-7- 

豐富的 P C 軟硬體整合經驗等，若能引進國外優良資訊技術人才，國內軟

體業者未來除可拓展全球華人市場外，亦可透過提供專業顧問服務切入全

球資訊系統委外市場。 

另外政府於民國 93 年 9月 20 日於「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上確立「資

訊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決議推動台灣卓越資訊服務輸出〈Best 

E-Services export of Taiwan〉簡稱 BEST 旗艦計畫與 CMMI 主軸措施。

目標計劃於 2008 年整體資訊軟體產值達 3000 億台幣, 其中出口值預估

達 600 億台幣(佔產值的 20%)。期許以有效分工整合體系發展資訊服務

業，提升製造業的附加價值及策略性服務業的競爭力，發展台灣成為全球

特定領域資訊服務的主要供應者。 

 

【表 1-2-1 台灣資訊軟體 2008 年目標】 

  2003 年 2008 年目標 複合成長率 

產值 1,501 億元 3,000 億元 14.8% 

出口值 159 億元 600 億元 30.4% 

 

國際化的發展通常所需投入資源甚多，因此本論文將研究我國資訊軟

體業如何擬定進入海外的策略，以及市場進入後的營運策略的動態性調

整，提供建議給予國內資訊軟體業界做參考，並據以擬定適合於自己企業

本身的國際化策略與步驟，並且透過個案中的 經驗學習，相對可以減少

自己切入海外市場所面臨的高風險與學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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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在理論發展上，過去有多位學者以不同的觀點來探討國際化進入市場

的策略，包括：“海外投資活動依持股比例的不同做區別＂、“依照地主

國特性、涉入程度高低、市場規模及技術能力等考量＂或“市場進入者的

控制程度(the level of control)＂...等等。由於個人長久以來服務於國內外

不同資訊服務企業，熟悉相關產業生態，再基於以上研究的動機，因此本

研究將是從資訊軟體產業的角度為例，將國內外幾家不同資訊軟體公司實

際海外經驗，結合理論提供建議，供國內資訊服務產業的企業做為進入海

外市場的策略參考。 

主要研究目的是希望將理論與實務做結合，找尋出最適合國內資訊軟

體企業的海外市場營運策略，包含有市場進入的策略及進入後動態調整的

建議。基本上整個研究將從個案去探討核心資源與國際化策略的配合對國

際化進入的模式之交互動態性研究。因此，本研究的探討的具體問題有下

列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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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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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際市場進入動機對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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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最終目的是希望可以整理一套軟體產業的海外擴張策略與執行

計劃，以做為國內軟體業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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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資訊軟體產業為實證範圍，並以企業高階管理階層(甚至是

實際策略策劃與執行者)為訪問對象，其主要理由在於資訊軟體產業市場

環境的變化性很大，尤其是國際性市場隨著區域的不同在策略執行上也

有不同的變化，因此企業特性如何影響企業國際市場營運策略，只要透

過直接策略策劃及執行者才可以得到深入的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進入策略中之模式理論，探討台灣資訊軟體企業在

進入國際市場時需要運用的策略邏輯與運作方式。為了必免過多的理論混

淆研究的焦點與影響變數的選擇，以及排除某些不適當的樣本對研究結果

產生干擾，本研究需對研究範圍做一明確的界定，但同時也會因此對理論

與樣本的取捨產生研究限制。 

一.研究觀點 

本研究是從進入模式與核心資源的理論，去映證廠商的選擇行為，目

的在於突顯廠商在限制條件下，如何去因應自己本身的核心資源與產品/

解決方案做模式的配適。也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基礎是建立在進入市場的

「模式」和「自己本身的核心資源與產品/解決方案」有正向相關的前提

下，所做的後續發展與策略調整做研究。本研究並透過理論的研究結果，

更深層的了解廠商背後的決策關鍵，提出一個可解釋廠商進入策略、執行

調整的理論架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多個案設計，也就是同時針對多個個案予以描述、分析與

比較，也能使其在理論建構上更具備有較健全的程序(Yin，1994)。個案

研究法在選擇研究對象時，是採用理論選樣(theoretical sampling)(Hite, 

1999)，不像調查研究一般，會較為考慮樣本的代表性，而是考量所選個

案是否能夠符合命題或研究問題所要探究的範圍。本研究選擇個案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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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是： 

1. 要使研究結果具備可靠、可信、及可用度 

2. 因為研究題目屬於策略擬訂的層面，因此受訪者一定要是策略直

接擬訂者 

3. 避免資料蒐集來源過於集中 

因此，主要訪談對象的高階主管必須是個人熟悉者，又要符合選擇原

則，個案對象又可分為兩類:國內及國外的資訊軟體廠商。分成兩種不同

性質的主要原因是避免資訊來源過分集中於國內廠商的觀點，而可以用不

同國家的資訊軟體公司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所採用的策略與觀點來做為驗

證；此外，由於中國大陸資訊軟體廠商是目前國內資訊軟體產業很明顯的

威脅來源，因此了解中國大陸資訊軟體廠商對於國際化進入策略的選擇更

為重要，而且其「思考方向」與「策略執行」的取得，對於研究資訊的補

充或是未來命題上的發展都有很大的裨益，因此將針對兩種不同的對象進

行研究。 

1. 國內的資訊軟體廠商 

從資訊產業分類來看所含類別廠商極多，本研究將以個人曾任

職，且於民國94年底首批獲得台灣經濟部工業局BEST旗艦計畫輔導的

三家資訊廠商中的一家- 鼎新電腦(在【表 1-4-1 台灣軟體產業分類

及代表公司】所屬軟體分類中屬於專業軟體服務類，擁有自有產品，

海外發展多年及擁有成功經驗)為主。 

鼎新電腦屬於上市資訊軟體廠商，而且個人服務期間負責其海外

市場開發，並熟悉其高層，因此有關文件蒐集較為容易取得，可獲得

豐富且公開的次級資料。 

2. 國外的資訊軟體廠商 

並非所有廠商進入海外市場都能夠成功經營或是具有代表性，因

此本研究將依據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來選擇適合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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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採用研究範圍界定在已進入海外市場營運多年的資訊軟體業者

為研究對象。 

為了便於取得資料，因此選擇兩間與個人熟悉的廠商: 來自加拿

大的康威科技及中國大陸UFIDA用友軟件。 

原則上所有的研究發現將以國內資訊軟體廠商–鼎新電腦為主；用友

軟件因為產品屬性與鼎新電腦極為雷同，因此用來輔助從不同母國廠商觀

點來看國際化；而康威科技的企業規模與產品特性與上述兩個案公司完全

不同，用來擴大研究結果的適用性。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雖力求嚴謹，但仍有以下一點研究限制： 

(一) 因資訊軟體業產品頗為多樣化，我國資策會對於軟體產業則定

義為六大區隔，分為產品、專案及服務三大類，產品類包括： (1)

套裝軟體(系統、應用及多媒體應用等三類軟體) ；(2)轉鑰系

統(行業別及跨業別等二類系統)。 專案類有：(1)系統整合； (2)

專業服務(訂製軟體、顧問諮詢、教育管理及設施管理)。 服務

類包括：(1)網路服務(網路系統、加值網路服務、電子商務及

資料庫服務) ； (2)處理服務(資料輸入、批次交易處理及線上

交易處理)。 表 1-4-1 有詳細說明 

【表 1-4-1 台灣軟體產業分類及代表公司】 

市場區隔分類 定義 代表公司 

軟體產品 

係指定型化軟體，由軟體開發商將軟體包

裝成套後出售，經直銷、經銷與硬體搭售

等方式提供使用者，如作業系統繪圖軟

體、遊戲。 

趨勢、友立、思

源、倚天、訊連、

智冠、第三波、大

宇 
專

業

軟

體

轉鑰系

統 

係指定型化軟、硬體設備組合，通常由加

值型經銷商（VAR）提供，主要整合業界

標準的軟硬體，不另行開發軟體，如

CAD/CAM 系統。 

精業、安訊、神

通、大同、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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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

合 

提供客戶一套完整解決方案的資訊系統，

含整合網路、通訊、硬體設備、定製之軟

體或套裝軟體、技術顧問諮詢與教育訓練

等，如戶政、醫療等大型國家級的資訊系

統。 

資通、中菲、普

揚、敦揚、精業、

凌群、天剛、三商

電、得捷 

服

務 

專業服

務 

依客戶業務流程需求，重新開發或修改軟

體，提供技術顧問諮詢、教育訓練與設施

管理等，如 ERP 軟體開發諮詢。 
鼎新、普揚、凌群

網路服務 
提供電子資訊或相關網路應用服務，如股

市資訊、E-Mail 服務。 
精業、仲琦、數位

聯合、倚天 

處理服務 
含資料輸入、交易處理，如信用卡帳單處

理。 
華經、資通 

資料來源:資策會 

從分類來看所含類別廠商極多，本研究將以專業軟體服務類的

廠商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 訪談對象只針對個案公司的主要營運者，並未包含其他像是產

品、行銷負責人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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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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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流程與章節簡介 

一. 研究流程 

本研究在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後，便開始蒐集相關市場進入策略，核

心資源，及國際化資源佈局與多國企業的管理等相關文獻(有關文獻的整

理，又分為觀念性及其他參考資料兩個方向進行)。在瞭解相關國際化的

背景、環境、動機及模式後，即開始擬訂研究的架構。隨後，再依照個案

研究的方法論去依序擬定訪談個案的公司、訪談的對象及訪談的問題。 

最後對企業深度訪談後，將訪談的結果歸納並且予以整理，重複詢問

確定訪談的資料是否有誤，再依照所擬訂的研究架構，進行個案分析整

理，並完成結論及給予實務界建議。整個流程見圖 1-5-1 。 

 

 
《圖 1-5-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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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1994)指出個案研究可以存取不同的證據來源，最常使用的是：

文件、檔案紀錄、訪談、直接觀察、參與觀察、以及實體的人造物。相關

優缺點的比較請參考表 1-5-1。 

【表 1-5-1 個案研究主要資料來源優缺點比較表】 

資料種類 優點 缺點 

文件 

一.穩定：可以重複地檢視

二.非涉入式：不是個案研究

所創造的結果     

三.確切的：包含確切的名

稱，參考資料，以及事件

的細節 

四.範圍廣泛：長時間，許多

事件和許多設置 

一.可檢索性：可能性低     

二.如收集不完整，會產生有偏見

的選擇    

三.報告的偏見：反應出作者的

（未知的）偏見     

四.使用的權利：可能會受到有 

意的限制 

檔案記錄 
一.同以上文件部份所述    

二.精確的和量化的 

一.同以上文件部份所述     

二.由於個人隱私權而不易接觸 

訪談 

一.有目標的—直接集中於

個案研究的主題 

二.見解深刻—提供了對因

果推論的解釋 

一.因問題建構不佳造成的偏見  

二.回應的偏見     

三.因無法回憶而產生的不正確

性      

四.反射現象—受訪者提供的是

訪談者想要的答案 

直接觀察 

一.真實—包含即時的事件  

二.包含情境的—包含事件

發生的情境 

一.消耗時間     

二.篩選過的—除非涵蓋的範圍

很廣    

三.反射現象—因為事件在被觀

察中，可能會造成不同的發展

四.成本—觀察者所需花的時間 

參與觀察 

一.同以上直接觀察部份所

述    

二.對人際間的行為和動機

能有深刻的認識 

一.同以上直接觀察部份所述    

二.由於調查者操弄事件所造成

的偏見 

實體 

人造物 

一.對於文化特徵能有深刻

的理解     

二.對於技術的操作能有深

刻的理解 

一.篩選過的   

二.可取得性 

資枓來源：Yi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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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資料蒐集來源以訪談資料為主，文件及檔案資料為輔。在訪

談資料方面，將採用深度訪談的方式，以結構性、經驗性的問題來進行訪

談，以求確實掌握訪問重心，問到關鍵問題。而在文件及檔案資料資料方

面，除了受訪者提供的文件資料外，舉凡與個案有關的研究或網站資料、

上市財報等書面文件均列為蒐集範圍，由不同資料來源與受訪者內容，歸

納出發現與建議。 

二. 章節簡介 

第一章 緒論：闡述在全球化經濟的發展情況下，對資訊軟體產業發

展提供了絕佳的機會，如何利用時機擴展企業營運到海外市

場就是本研究的主要課題。在這一章裡又分別區分為下列五

個小節做整篇研究的導引： 

第一節 研究背景：介紹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發展環境當中，

全球資訊軟體產業的市場規模與未來發展預測，並特

別強調亞太新興市場是全球軟體產業的未來發展重

點，其中又以日本、中國大陸、印度及部分東南亞國

家更為全球資訊服務業最重要的新興市場。 

第二節 研究動機：主要在描述資訊服務產業對一個國家發展

的重要性，分別也美國、印度、及愛爾蘭為例說明。

再從來自中國大陸軟體產業發展的潛在威脅及台灣

目前國內市場發展的瓶頸，來引導出本研究的動機，

希望可以協助國內資訊軟體產業走出至國際市場，開

拓更廣大的市場空間。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闡述本研究主要研究的問題，希望

可以整理一套軟體產業的海外擴張策略與執行計

劃，以做為國內軟體業的參考。 



-1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這一節在於

描述所選擇的個案及訪問對象。 

第五節 研究流程與章節簡介：描述研究的流程與整篇研究中

各章節所闡述的主要內容。 

第二章 文獻探討：主要是討論國內外有關國際化之理論與文獻，並

加以整理與彙整，以作為本研究之理論應用基礎。 

第一節 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相關文獻探討：進入策略是研究國

際企業理論與文獻的主要核心領域之一，本研究針對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目的＂、“國際市場進入的步

驟＂、“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類型＂、與“進入模式

之選擇因素＂等相關文獻來進行探討。 

第二節 核心資源相關文獻探討：資訊軟體產業屬於知識產

業，因此企業本身的核心資訊對於國際化的影響也是

這一節所要探討文獻的地方。  

第三章 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為研究工具，先蒐集相關

文獻與理論，由此提出一個觀念架構。再進行設計個案訪談

綱要，及進行深入訪談，了解其策略動機、選擇進入模式等

國際化策略的考量。 

第一節 研究架構：本研究著重於兩個重點：國際化市場進入

策略與地主國環境、企業本身特性、以及國際化動機

之間的關連性的研究，以及市場進入後的營運策略的

調整。 

第二節 研究方法：從研究問題的設計、資料蒐集(文件、檔

案及訪談) 、資料分析、到結論報告。 

第四章 個案描述：針對三個案公司鼎新電腦、加拿大康威科技及中

國用友軟件進行個案分析，分析內容分成公司背景、主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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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營運策略、核心資源、國際化策略、核心資源與國際化

策略的關係及營運策略動態性調整等七個部份。 

第五章 綜合討論與分析：為個案綜合分析比較，並依據研究重點，

整理研究中的發現。 

第一節 個案公司綜合討論：根據個案公司的訪談及資料收

集，從公司背景、主要產品、營運策略、核心資源、

國際化策略、核心資源與國際化的關係及營運策略動

態性調整等，依序整理出比較表，就相關議題做比較。 

第二節 研究發現：分析個案公司的國際化策略、進入策略與

佈局模式，經過分析後，依據一開始所設定的研究問

題做為研究發現的陳述。 

第六章 結論：研究結論，及針對國內資訊軟體產業與後續有意從事

相關研究者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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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業者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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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出幾點建議供國內資

訊軟體廠商參考。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歸納建議，供後續有意從事相關研究

者，做更深入的研究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