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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論與分析 

第一節 個案公司綜合討論 

根據鼎新電腦，康威科技與用友軟件的訪談及資料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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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1-1 個案公

司背景比較表】到【表 5-1-7 個案公司營運策略動態性調整比較表】) ，

就相關議題做一比較。 

一. 公司背景 

【表 5-1-1 個案公司背景比較表】 

  鼎新電腦 康威科技 用友軟件 

母國

所在

地 

台北/中華民國，台灣 溫哥華/加拿大 北京/中國大陸 

創立

日期 
1982 1998 1988 

員工

人數 

鼎新電腦：1000 人；

大陸神州數碼：1000  

人 

30 人 5000 人 

營運

績效 

一. 在台灣市場，

ERP，SCM，及 PRO 

市場排名第一。 

二. 大陸子公司神州

數碼管理系統有限

公司(DCMS)  

，為中國中型 ERP 

市場的最大品牌。 

國際知名公司如麥

當勞、 HardRock Caf

é、Ricky、NEC 等採

用 

一. 國家“重點軟件企

業＂。 

二. 亞洲本土第二大

ERP 軟體供應商、中

國最大的管理軟體、

ERP 軟體和財務軟體

供應商，是中國最大

的獨立軟件供應商。

企業

規模 

台灣上市，及規模最

大的軟體公司 
小型私人軟體公司 

中國大陸上市，及規模

最大的軟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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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產品 

【表 5-1-2 個案公司主要產品比較表】 

  鼎新電腦 康威科技 用友軟件 

產品 

一. ERP：Tiptop、

Workflow ERP、Smart 

ERP。 

二. ERPII：Easyflow、

E-B Chain、商業智

慧、CRM、BSC。 

Elite32 餐飲業管理

系統 

一. 用友 ERP/NC。 

二. 用友 ERP/U8。 

三. 用友通。 

產品

特性 

複雜度高，需要顧問導

入及後續服務。 

標準化產品，客製化需

求低。 

複雜度高，需要顧問導

入及後續服務。 

產品

生命

期 

一. ERP 產品屬生命週

期的成熟期。 

二. ERPII 屬萌芽期到

成長期不等。 

產品屬生命週期的成

熟期。 

一. 用友ERP屬生命週

期的成熟期。 

二. 用友通屬生命週

期的成長期。 

產品

所需

服務

屬性 

一. 無形性高。 

二. 不可分離性高。 

三. 客制化程度高。 

四. 變異性高 

一. 無形性低。 

二. 不可分離性低。 

三. 客制化程度低。 

四. 變異性低 

一. 無形性高。 

二. 不可分離性高。 

三. 客制化程度高。 

四. 變異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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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運策略 

【表 5-1-3 個案公司營運策略比較表】 

鼎新電腦 康威科技 用友軟件 

一. 營運目標：亞太 

No. 1 ERPII 領導廠

商。 

二. 主要營運手法：

“量化複製＂。 

三. 營業策略：精耕產

業別、拓展亞太市

場、發展 IT 整合性

服務之業務。 

四. 產品策略：分為應

用軟體及 IT 平台兩

個層面。 

一. 直接接觸了解市場

最新的需求，建立產

品的使用性與可靠

性。 

二. 經營策略是以經銷

體系為主，並提供充

份技術支援，聚焦於

產業深耕有成公司之

間的合作，藉其在市

場上的專業知識加上

康威技術專業經營。

三. 產品設計奠基在全

球化的理念。 

四. 持續的技術研發與

創新。 

一. 加速度的營運擴張。

二. 累積營運資本。 

三. 掌握成長中的中國

大陸市場。 

四. 完整產業價值鏈發

展。 

 

四. 核心資源 

【表 5-1-4 個案公司核心資源比較表】 

鼎新電腦 康威科技 用友軟件 

一. 營運機制。 

二. 人才與研發能力。 

一. 國際化的產品。 

二. 核心技術能力。 

三. 豐富的產業經驗。

一. 豐富的產品及產業

經驗。 

二. 管理運營能力。 

三. 人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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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化策略 

【表 5-1-5 個案公司國際化策略比較表】 

  鼎新電腦 康威科技 用友軟件 

國際

化時

間 

1993     2000     2002 

目前

海外

據點 

一. 中國大陸與大陸

神州數碼合資成立

神州數碼管理系統

公司。 

二. 客戶銷售：越南、

馬來西亞。 

一. 大中華地區已授

權飛雅高科技。 

二. 經銷商：美國、蘇

格蘭、挪威、新加

坡、馬來西亞、泰

國、菲律賓。 

一. 香港分公司設定

為區域總部。 

二. 用友軟件工程日

本分公司。 

三. 經銷商：澳門、臺

灣、新加坡、泰國、

馬來西亞。 

國際

化動

機 

一. 全球ERP軟體業格

局面臨巨大變化，掌

握國外市場成長機

會。 

二. 擴大營收。 

三. 跟隨客戶。 

一. 產業標準化。 

二. 擴張市場範圍。 

一. 軟體產業角色的

提昇，突顯國際化。

二. 國際競爭滲透到

中國大陸軟體市場。

三. 中國大陸資源競

爭日趨激烈。 

四. 國際市場運作環

境的變革。 

國際

化步

驟 

一. 產品國際化。 

二. 經營國際化。 

三. 專業服務國際化。

四.國際化能力的建

立。 

一. 海外產品行銷。 

二. 建立國際銷售通

路。 

三. 增加體系營運能

量。 

一. 產品國際化。 

二. 研發國際化。 

三. 經營國際化。 

四. 專業服務國際化。

五. 用友 UFware。 

海外

市場

選擇 

一. 台商聚集的市場

或區域。 

二. 市場需求大小，有

密集度。 

三. 具備中小企業分

佈架構。 

四. E 化需求成熟度

高。 

一. 以市場資訊化程

度及經濟活動力考

慮為主。 

二. 再評估市場大

小、成長潛力、及在

地市場的競爭環境。

一. 軟體外包業務。 

二. ERP 市場，企業用

戶。 



-135 

國際

化進

入策

略 

一. 進入策略的邏輯

採行順序：高涉入→

低涉入→再轉高涉

入。 

二. 營運方向採行順

序是：獨資→代理/

區域授權→當地合

資。 

三. 台商聚集的市

場：以先獨資建立基

礎、再合資擴大營收

的方式進行。 

四.非台商聚集地區：

以代理商的切入為

主，一旦市場成熟再

行設立海外子公司

模式進行。 

一. 以間接外銷，以及

搭配技術授權並行

的模式進行。 

二. 依據經銷合作夥

伴的能力來決定投

入資源的多寡。 

三. 潛在市場機會大

的區域，康威會直接

投入資源做主動的

促銷與行銷。 

一. 依市場需求與不

同規模，分別採用建

立分支機搆、聯盟或

合作、授權經營、合

資、甚至併購等多種

拓展模式。 

二. 進入策略： 

1. “踏板＂策略：

以香港以及東南

亞地區作為跳板

和橋頭堡。 

2. “雁＂型策略：

產品分拆，依市場

需求進入目標市

場。 

3. 專注於軟體外包

業務的拓展 

產品

策略 

選擇最優勢產品先

行，採用單點突破的方

式切入市場 

會結合台灣合作夥伴

飛雅高科技，透過產品

版權及技術移轉 

一. 應用層面：持續創

新及完整性。 

二. 技術層面：一體

化、元件化、平臺

化、國際化、網路化

的特徵。 

三. 地域層面：多語

言、多幣種、多稅

制、多地區的產品。

四. U8.NET，覆蓋中端

企業 

市場

策略 

以漸進方式，選擇優勢

區塊進入市場。 

一. 打開中國大陸、東

南亞及歐美等國際

化為主要目標。 

二. 市場行銷及合作

計畫：增加加值模

組、活動規劃、策略

聯盟、完整系統之出

口、擴大市場佔有

率、 顧客服務。 

一. Ufware 及 UAP 平

台的建立。 

二. 財務軟體優勢向

企業管理軟體轉型。

三. 持續發展中國大

陸市場。 

四. 日歐美市場發展。

五. 強化與合作夥伴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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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核心資源與國際化的關係 

【表 5-1-6 個案公司核心資源與國際化關係比較表】 

鼎新電腦 康威科技 用友軟件 

一. 先派遣種子部隊進

入市場，建立灘頭

堡，地主國市場的基

礎設施及運作機制。 

二. 營運機制的複製，

建立在地資源。 

三. 充分運用地主國的

資源特質，將之移轉

回母國，強化母國的

核心能力。 

一. 康威科技是北美的

資訊軟體廠商，更為

直接且容易取得最新

的電腦資訊技術，以

及國際市場，有易於

國際產品的開發。 

二. 核心能力將透過資

訊網路分享，及提供

支援給各地方的經銷

合作夥伴。 

一.國際人才的引進，境

外技術中心的籌建。 

二.建立虛擬的全球研發

體系： 

1. 在美國建立用友的

技術和研發中心。 

2. 在歐洲建立用友的

軟體設計中心。 

3. 在中國大陸建立用

友的軟體工程中心。

七. 營運策略動態性調整 

【表 5-1-7 個案公司營運策略動態性調整比較表】 

  鼎新電腦 康威科技 用友軟件 

營運

策略

動態

性調

整 

一. 市場承諾度：依市

場環境變化去改變；

二. 進入策略：隨市場

策略而改變； 

三. 市場策略：從以台

資客戶為服務對

象，轉為以地主國客

戶為主； 

四. 資源佈局：傾向在

地化發展 

一. 市場承諾度：依地

主國協力夥伴的強

弱來決定在地主國

投入資源的多寡； 

二. 市場策略：市場機

會大的區域，會傾向

直接投入資源做主

動的促銷與行銷； 

三. 資源佈局：隨夥伴

能力的強弱，做市場

及技術授權的轉換。

一. 市場承諾度：依市

場環境變化去改變；

二. 進入策略：採用漸

近式進入步驟； 

三. 市場策略：從中資

客戶市場，轉為地主

國在地市場； 

四. 資源佈局：傾向在

地化發展； 

五. 組織策略：聘用當

地外籍人士。 

由比較表得知，鼎新電腦與用友軟件因為產品屬性的關係，在策略上

比較相近。而康威科技除了產品較標準之外，因為公司規模問題，所以相

對國際化的資源就差異很大，因此國際化的策略也有明顯的差別。不過因

為這些差異，也足以說明及佐證不同的論點，譬如產品複雜度，客戶端所

需導入程度，等需要面對面的服務客戶的特性，確帶給國際化策略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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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現 

本論文經過文獻的研究，以及對資訊軟體產業個案(個案來自台灣、

中國大陸、及加拿大各一個做對照比較) ，就每個案的企業概況、主要產

品、營運策略、核心資源、及國際化的策略等進行描述，針對母國所在地

不同的情況所衍生不同國際化策略做研究。 

利用訪談、文件與檔案資料蒐集等方式，去呈現研究個案之國際化策

略、進入策略與佈局模式，經過分析後，得到台灣資訊軟體業者個案公司

與中國大陸及其他海外資訊軟體業者個案公司之進入模式差異，並提出分

析。 

另外除了實際所蒐集到的資訊外，在分析過程中，也利用過去在資訊

軟體、資訊服務業、及高科技產業的經驗，以及對資訊軟體產品、組織生

命週期之熟悉，進行進入策略影響關連性整合架構的建立。 

本研究將依據一開始所設定的研究問題做為研究發現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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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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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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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國環境代表含意很多，但本研究分析資料較著重在市場與產業環

境、與母國的心理距離、及競爭者動態這三樣。 

 

整個國際化活動當中，第一個階段就是目標市場的選擇。在目標市場

的選擇當中，衡量考慮因素很多，但首要因素就是地主國的環境。地主國

的環境包含很多樣，從個案的研究中發覺，地主國的市場成熟度，地主國

與母國心理距離，及市場風險程度是三個主要考慮影響因素。 

1. 地主國的市場成熟度： 

所謂的市場成熟度包含很多，譬如說像是地主國 E 化程度、

企業目標市場的產業結構(與企業本身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特性

有關)、市場規模、產業環境、地主國政府經濟政策等等。 

地主國 E 化程度愈高，潛在市場產業結構與企業產品目標市

場愈接近，潛在客戶愈具群聚效應，地主國政府產業政策與企業

目標市場間的關係愈緊密，則企業愈會傾向選擇其做為國際化投

入資源的市場，這點從三個案目前所建海外據點中可以得到應證。 

鼎新電腦選擇中國大陸市場，是因為中國大陸市場 ERP 正處

於發展期，市場機會非常大；選擇馬來西亞是因為當地政府政策

即鼓勵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客戶群與鼎新電腦在台灣所專注的市

場相同。 

康威科技的目標市場選擇以地主國 E 化程度為考慮要點，尤

其已設置的海外據點：美國、蘇格蘭、挪威、新加坡、馬來西亞、

泰國等皆屬經濟發展不錯的地區。 

用友軟件選擇ERP 市場成熟國家做為其海外市場推廣區域，

研究發現 1：國際化目標市場的選擇，地主國環境是首要考慮因素。地

主國環境中又以地主國市場成熟度、地主國與母國心理距

離、及市場風險程度對目標市場的選擇影響程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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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澳門、臺灣、新加坡、泰國、馬來西亞等。 

2. 地主國與母國心理距離： 

所謂心理距離指的是一些會妨礙到，在企業與地主國市場間

資訊流動的因素，譬如說有語言、文化、教育水準、E 化程度及

工業發展程度等差距。從個案中我們可以發覺這樣的距離也是為

何個案公司(不論是鼎新電腦或是中國大陸的用友軟件)的國際化

喜歡從文化及地理上靠近的市場開始(亞太市場)，主要還是因為

與母國的商業環境類似。 

Gomes-Casseres（1989，1990）認為，當企業對地主國市場

環境愈熟悉時，則愈傾向採用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也就是說

企業母國與目標地主國市場的心理距離愈近時，大部份會選擇採

用高涉入之進入模式：合資或獨資的方式進入市場，否則都寧可

偏向較低涉入程度的進入模式(外銷)，以降低及減少因為對市場

的不熟悉所產生的營運風險。 

3. 市場風險程度： 

Root（1987）認為企業在海外投資時，會面臨到四種不同風

險的可能性，分別為政治風險、擁有權風險、營運風險以及移轉

風險。 

在個案的研究當中，發覺個案公司在海外市場選擇時，多會

參考地主國市場的市場風險程度，譬如說鼎新電腦在考慮東南亞

市場時，會參考世界銀行所公佈的「世界最佳經商環境」的建議(因

為這份報告會從法規障礙、政治改革、信貸市場和企業經營許可

的法律環境等方面做評分)，也會自行評估地主國市場環境的風

險，像是政治穩定性、勞工穩定性等等現象做綜合判斷。因此在

海外據點選擇時，較為傾向國家如馬來西亞，而不考慮印尼與菲

律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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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市場承諾度指的是企業對地主國市場所承諾投入資源的數量多

寡及程度高低。在一般的定義當中，所謂承諾資源的多寡，通常與資源是

否容易轉移有關，如果所投入的資源非常不容易撤離，就代表資源承諾程

度高，承諾高低的決策是國際市場營運策略中重要的一環。 

所謂地主國環境與企業對市場的承諾的關連性，就是承諾高低的決策

由企業判斷所在地主國市場的風險程度來定，所謂風險就是一開始本研究

所著重的地主國環境的三個因素有關。如果地主國市場的風險低於企業可

容忍的程度，相對所投入的承諾程度就會增加。這裡所謂的風險低，譬如

說：地主國潛在市場大、與母國心理距離近、或是競爭環境低等等。 

對資訊軟體產業來說，市場承諾度與市場進入策略的涉入程度是具有

正比的關係，也就是說對市場承諾度愈高，一般都代表選擇傾向以高涉入

程度之進入模式來進入海外市場(像是獨資)，像是鼎新電腦在中國大陸的

投資從期初的獨資到現在的合資，都是市場高承諾度的展現。康威科技在

台灣與中國大陸採取技術授權的方式，而非單純的代理銷售關係。 

而地主國環境中，影響市場承諾度較大的因素有市場規模大小、市場

競爭變化速度、及市場風險程度；在這裡面市場規模大小與企業對市場的

承諾度成正向關係，其他兩個與企業對市場的承諾度是成反向關係。 

1. 市場規模大小： 

所謂市場規模的定義指的是，潛在客戶的群聚性、地主國 E 

化程度、及市場需求。Hill，Hwang & Kim（1990）及 Kim ＆ Hwang

研究發現 2：企業對市場承諾度與國際化進入策略的涉入程度成正比的

關係。地主國環境中與市場承諾度較有關係的是市場規模

大小、市場競爭變化速度、及市場風險程度。 

其中市場規模大小與企業對市場的承諾度成正向關係，且

是市場承諾度的重要影響因素。另外市場競爭變化速度及

市場風險程度，會使得企業對市場的承諾度降低，但影響

程度會與產品特性有關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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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認為，當地主國市場成長潛力愈大，則企業愈傾向以高

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以取得市場上優勢的競爭地位。對資訊軟

體產業來說，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相對需求投入資源多些，因此市

場規模大小對其決定在地主國市場的投入資源多寡影響很大。 

也因為地主國有市場成長機會，同時目標市場客戶群愈具備

經濟規模及群聚效應，使得企業較有可能達成其營收擴張的目的。 

從個案中發覺，不論企業自己本身的規模大小，市場規模愈大，

個案公司的市場承諾度都會愈高，都期待多爭取機會，以取得來

自市場的利益。從鼎新電腦在中國大陸及越南市場的高承諾度，

康威科技的企業規模不大，但是在台灣與中國大陸等相對其產品

所屬市場規模大的市場仍提供高承諾度等得知。 

2. 市場競爭變化速度： 

Harrigan（1985）表示，市場競爭程度是影響企業進入模式

決策之重要因素，當市場競爭變化快速時，企業傾向較低資源承

諾的進入模式，讓企業自己可以保有適應市場變遷之彈性。Hill，

Hwang & Kim（1990）及 Kim ＆ Hwang（1992）認為，當地主國

的市場競爭愈激烈，企業為追求較高的營運運作彈性，以便因應

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這時都會傾向低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 

對於市場競爭變化速度來說，從資訊軟體廠商的角度來看，

如果因為產品特性關係，可以不需做過多市場承諾，因此也就比

較不會擔心競爭環境的變化差異，如同康威科技的餐飲業管理系

統的產品一樣，屬於較標準化的產品，在高度競爭市場可以透過

低承諾度的經銷模式處理。如果產品本身特性是需要較多服務資

源投入，就會促使較高的市場承諾，才會對競爭環境產生較高的

敏感性。 

3. 市場風險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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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1987）的四種不同風險都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在股權分

配方面的決策。Hill，Hwang & Kim（1990）則認為，當地主國的

市場風險愈高時，企業會傾向採行低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透過

減少資源的投入，以提高企業快速因應當地環境。 

在個案的研究當中發現，在鼎新電腦考慮東南亞市場發展

時，由於印尼及菲律賓相對越南或馬來西亞來看，其市場風險與

不穩定度過高，因此在對越南及馬來西亞的進入策略涉入程度就

會比印尼或菲律賓要來的高。 

從其他個案來看，亦是如此，譬如用友軟件在日本與香港採

極高的涉入程度，對於泰國及馬來西亞採用較低的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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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特性與國際市場進入策略之間的關係性為何？ 

企業特性可以分成企業經驗與能力、產品與服務特性、及核心資源等

三個方面來看。 

 

從個案的研究與觀察，我們可以了解個案公司的國際化跟其本身國際

化經驗及能力完全無關，甚至於跟企業規模大小也沒有絕對關係，像康威

科技於1998年成立，深知國際化為其唯一之路，在沒國際化經驗下即於

2000年進入美加以外市場。 

但是企業本身的經驗與能力卻會影響其進入海外市場的進入策略選

擇，這些也是企業自己在國際化的過程當中所自行累積的核心資源，而這

些資訊到最後又會反轉形成進入策略決策的影響因素。個案研究的三個案

都可以看到國際化後的經驗都累積為企業自己的資源供日後其他海外市

場擴展的參考。 

鼎新電腦初期在馬來西亞與越南採遠端客戶服務的方式進行業務拓

展，隨著中國大陸發展成功經驗，累積與母國不一樣的市場營運經驗，也

因此對越南與馬來西亞的市場經營就產生影響，促使進行涉入程度的調

整，譬如說對越南市場採取直接設立分公司，對馬來西亞採用經銷代理模

式進行業務拓展。 

 

Dunning（1980）認為當企業規模愈大時，就愈具備承擔風險的能力，

也愈能採用直接投資之方式進入海外市場。Kogut & Singh（1988）針對

進入美國市場的其他國家研究指出，企業規模愈大時，則其愈傾向獨資之

方式進入。 

研究發現 4：企業規模愈大，其國際化進入策略愈傾向高涉入程度。另

外個案中發現，海外市場進入初期，資訊軟體業者多傾向

以獨資方式進入，但資源投入程度與企業規模大小有關。 

研究發現 3：企業經驗與能力與企業是否國際化並無直接關係，但是會

影響其國際化進入策略的涉入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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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規模愈大時，資源投入能力與風險承擔能力上，皆較小規模之企

業為佳，也愈有能力接受風險以期獲得較高報酬，這也是規模愈大的企業

愈會傾向採用獨資的進入策略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因為企業規模大，

所以在其企業整體營運策略下，愈有機會投入較多的企業資源到國際化

裡，相對的也累積較多的國際化經驗，這些國際化的經驗從個暗研究來

說，對會促使企業在海外市場進入策略決策時，傾向高涉入的進入策略，

像個案公司的鼎新電腦及用友軟件即是如此。 

反觀，我們來看台灣國內的資訊軟體產業，因為台灣國內軟體企業規

模不大，大多屬於中小型企業，即使是較大型的資訊軟體廠商，真正與國

外大型資訊軟體業者相比，仍嫌不夠大。這也是台灣國內軟體企業較無積

極從事國際市場擴展之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政府提出旗艦計劃的原因之

一，期許幾個相對大型的資訊軟體廠商以艦隊中母艦的角色，領導中小型

業者的子艦，在政府經費的補助下，擴展其國際化，將產品銷售到海外市

場。 

個案研究中也發覺，企業進行海外投資時所投入之資金與資源採漸進

式增加，也與文獻中的漸進式國際化過程相同。 

本研究分析也可以觀察出，資訊軟體業者在海外市場進入初期，會傾

向採取獨資模式進入。但是進入程度會隨著企業規模大小而有差異，以個

案公司鼎新電腦來看，由於屬於上市公司等級，資源足夠，因此初進入中

國大陸市場，即設立轉投資子公司，投入團隊及資源運作；而規模較小型

之資訊軟體產業在進入大陸市場時多採用辦事處式之獨資模式，以較少資

源試探市場，像康威科技以辦事處方式投入市場發展。 

用友軟件就直接在香港設立區域總部，做為其亞太市場發展的前進

站，還有在日本市場規模夠大的情況下直接以分公司設立的模式涉入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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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獻資料來看，雖然大部份的研究都認為企業本身國際化經濟愈豐

富，其海外市場進入策略愈傾向選擇以高涉入程度進入。像是 Davidson

（1982）發現，企業所採取的國外市場進入策略的涉入程度，會隨著其國

際化經驗的累積，逐漸由出口模式的低涉入轉變到合資型模式的高涉入，

甚至最後將採取最高涉入程度的獨資模式來進入海外市場。Anderson & 

Gatignon（1986）的實證發現，愈是有國際化經驗之企業愈傾向以高涉入

程度的進入模式來進入海外市場。Anderson & Ramaswami（1992）認為，

隨著國際化經驗的增加，企業的能力與自信亦隨之增加，且更能處理海外

營運的風險與不確定性，因此企業較有能力以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赴海

外發展。Contractor & Kundu（1998）的實證研究均顯示，擁有較多國外

投資經驗之企業，通常較具備足夠的資源，所以傾向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

式。 

文獻上來看是乎企業國際化經驗與其海外市場進入模式涉入程度有

正向的關係，但是在本研究的個案中並沒有看到很明顯的關連性，而且呈

現多元形態，像鼎新電腦在初次國際化且無國際化經驗時，即以獨資的模

式進入中國大陸市場。 

當然就一間企業擁有較多的國際營運經驗時，是代表其相對擁有較多

的能力去承擔風險，以及擁有較佳的海外市場經營管理的能力，也因此企

業會傾向以獨資或高涉入程度來進入海外市場；但是相對的因為擁有較多

的國際化經驗，因此在某些時刻反而因為市場環境變化因素，而導至使用

低涉入程度的進入策略，像鼎新電腦在馬來西亞市場傾向以低涉入度方式

進入市場。因此本研究認為，企業國際化經驗，會有助於了解海外營運及

研究發現 5：企業本身國際化經驗與企業第一次國際化所選擇的國際化

進入策略涉入程度，並無絕對明顯關係存在，但累積的經

驗絕對會對日後其他海外市場進入策略涉入程度有足夠的

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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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狀況，但海外市場進入策略涉入程度的決策並無直接正向或反向的

關係存在。 

 

資訊軟體產業的廠商，其產品與一般消費性產品差異性很大。原則

上，資訊軟體產品會較為強調服務的特性，而服務又依特性來區分為無形

性、不可分離性、客制化需求度、與質量易變性四大屬性。相對因為產品

服務性質的差異性就會導致其有關國際化目標市場的選擇及市場進入策

略的涉入程度決策的差異，而且是具有很大的影響程度。 

1. 產品服務的無形性： 

資訊軟體產品服務無形性程度的定義指的是，相關產品的服

務需求程度。服務需求度低的，即代表其無形性程度低，譬如說

套裝產品，例如歐美市場非常流行的個人報稅產品，或者個案康

威科技的餐飲業管理系統。對於無形性程度高的產品，像是個案

公司鼎新電腦與用友軟件的 ERP 產品來看，相對需要較多的顧問

導入及售後服務。 

從個案的研究來看，服務無形性程度較低之產品，則可以借

由低涉入程度的進入策略(像是康威科技的餐飲業管理系統透過

代理商)來進入當地市場；反之服務無形性程度較高之產品（如鼎

新電腦與用友軟件的 ERP 產品），則大多需要透過高涉入程度的

進入策略，即使選擇低涉入程度，亦會加重對代理商的選擇條件，

選擇顧問咨詢服務能力較強的合作夥伴。往往也因為如此而加深

了合作夥伴選擇的困擾度，最後在市場誘因下還是選擇高涉入度

的市場進入策略。 

研究發現 6：產品特性與國際化目標市場的選擇及市場進入策略的涉入

程度有絕對的重要影響性，其中產品特性可以分成無形

性、不可分離性、客制化需求度、與質量易變性四大屬性。

四者皆與國際化進入策略的涉入程度成正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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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因為服務無形性程度較高之產品，其服務品質會受到所

提供服務人員質量及其與顧客間之互動程度所影響，所以對於人

力資源的付出也相對比較多及重要。 

Chadwick & Vandermerwe（1989）研究也可以佐證，研究指

出當企業服務之無形性程度愈高時期，則愈傾向採行高涉入程度

之進入模式。Erramilli & Rao（1993）亦指出，隨著人力資源投

入程度的提高，企業本身的資產專屬性相對就會提高，因此根據

交易成本理論之觀點，企業應採取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 

2. 產品與服務的不可分離性： 

所謂資訊軟體產品與服務的不可分離性程度指的是，從產品

所需服務的銷售前準備、搭配產品行銷到售後服務，兩者間不可

分離的強弱度。不可分離性從一般消費性產品來解釋，表示服務

與產品不見得每個階段都要綁在一起。 

產品與服務的不可分離性程度高的產品，在服務的期間，顧

客者實際上也都參與了他們所購買服務的大部份過程，因此顧客

也決定了部分的服務品質，而且也容易受到服務過程中其他顧客

的影響。產品與服務的不可分離性，是影響資訊軟體產業進入模

式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產品與服務的不可分離性程度低，那是表示產品可以在

母國生產，再到海外市場銷售，所以低涉入度的進入策略(如代理

經銷)變為非常可行的做法，例如個案公司康威科技的餐飲業管理

系統產品；反過來說，如果不可分離性程度高，就較需要較高涉

入度的進入策略(如技術授權或合資、獨資等直接投資之方式)來

進入國外市場，例如個案公司鼎新電腦與用友軟件的 ERP或ERPII

產品。 

3. 產品的客制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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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tt（1976）認為，對某些服務業而言，只要市場規模夠

大，可透過標準化來得到規模經濟利益；但是對於資訊軟體產業

來說，顧客需求變異性較大，需要蠻多的服務人員與顧客間的互

動，甚至於需要對產品做修改、補強、或加入新的模組才能滿足

顧客的需求，像個案公司鼎新電腦與用友軟件的 ERP 產品。因

此，產品客制化需求度是影響資訊軟體產業進入模式選擇的重要

因素之一。 

Erranilli（1990）根據交易成本理論指出，顧客化程度較高

之服務，其相對之資產專屬性亦較高，企業傾向選擇高整合程度

之進入模式。 

4. 產品的質量變異性： 

產品質量變異性程度指的是，產品的品質會受服務人員、時

間、地點、服務模式、甚至顧客的程度與態度等原素影響，受這

些變數影響可能性愈大的，就代表質量變異性程度高，而且要維

持其品質一致性也較難以達成。 

原則上資訊軟體產品比一般產品型商品的質量變異要大很

多，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資訊軟體產品較需要較多的服務。也因此

資訊軟體廠商會投入較多的資源，以控管整個產品服務的過程，

以保證其產品服務質量的一貫性。另外，因為產品服務也無法與

服務提供者分開，因此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與品質就變得很重要，

會直接影響到整個服務的品質。除此此外，服務的品質也直接受

到使用顧客的影響，顧客的觀念、程度、能力、與態度都會影響

到整個服務的品質。 

Chadwick & Vandermerwe（1989）研究指出，當企業服務之

異質化程度愈高時期愈傾向採行高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 

因此，對資訊軟體業來說，介於服務者與顧客之間的溝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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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額外重要。相對的如果預定進入海外市場的產品，其質量變

異性程度愈高，就促使資訊軟體廠商愈傾向涉入程度高的進入策

略，來維持其一貫的品質。即便不是採用獨資的進入模式，亦會

對代理經銷合作夥伴採取技術授權或額外訓練，來協助其建立服

務機制。因為透過服務組織可以將服務標準化、透過訓練將流程

機械化，都有助於增加服務的一致性與可信賴度。 

歐美軟體廠商就很重視服務的過程管理很。目前台灣(包含全

世界在內)資訊軟體業廣泛推廣與實施的CMM主要也是著重於軟體

過程管理內容。 

 

當企業所提供產品之生命週期屬於成熟期時，而同時間地主國的市場

屬於成長期時，企業愈傾向對其市場提供較高的市場承諾度，而在當地市

場投入較多資源，如鼎新電腦的 ERP 產品；反之，如果企業產品生命週

期屬於萌芽期(ERPII)或是衰退期時，而地主國之市場需求相對較不穩定

或不明確時，企業會傾向低涉入程度之進入模式，而且市場承諾度亦較低

(如鼎新電腦在越南市場看 ERPII 產品，對產品來說屬於萌芽期，而且越

南市場 ERP 都尚屬萌芽階段，更不用說要導 ERPII 了，所以相對不會投

入 ERPII 的資源於越南市場)。  

 

資訊軟體產業的產品非屬一般性消費性產品，個案研究中個案公司的

產品皆屬企業級用戶產品，因此產品本身的適用環境與預進入市場的地主

國產業/市場環境是否貼切符合，就變成國際化策略中很重要的因素。 

由前面的研究發現，我們可以看到產品特性與地主國環境在資訊軟體

業國際化中各自有其影響關鍵因素，但是在研究過程中發覺，產品特性與

研究發現 7：資訊軟體的產品生命週期與地主國市場狀態的互動，足以

影響企業對市場的承諾度。 

研究發現 8：資訊軟體產業的國際化策略裡，產品特性與地主國環境兩

者具有強烈的合成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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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國環境的兩者的合併合成效應，卻是國際化過程的首要參考依據，甚

至在國際化策略中，會影響的範圍幾乎含蓋到整個國際化過程中的每個步

驟，譬如國際化目標市場的選擇，進入時機、進入策略涉入程度、投入市

場承諾度等等都有關連。 

鼎新電腦的 ERP 產品，較適應中小企業屬性，因此市場選擇時也傾

向具備類似產業結構的市場，像是馬來西亞、越南等皆屬於其目標市場。 

 

從三個案公司研究及資訊軟體產業的特性發現，由於產品隱含太多服

務的需求，而且屬於電腦資訊的運用，因此要進行國際化，與國際廠商競

爭，企業的幾個關鍵核心資源： 

1. 首要就是人才： 

尤其是國際化的人才，企業要國際化，就必須要大力培養和

吸引面向國際軟體市場的人才，要將引進面向國際市場的人才作

為企業引進人才的重點工作。國際化人才方面，重點吸引一批優

秀的國際市場行銷、產品/專案經理、系統分析師和軟體工程師。

在人才培養訓練方面，要積極擴大國內軟體高級人才與國際軟體

市場的聯繫和交流，強化產品/專案經理和行銷人員的外語能力和

專案管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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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技術研發能力： 

建立自主智慧產權的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沒有形成市場導

向型的技術創新體制(可以是核心產品技術、顧問導入方法、或是

研究發現 9：資訊軟體業欲進行國際化，必備的核心資源有三項，分別

是人才、技術能力、以及管理機制。在這裡面，又以國際

化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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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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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知識與產品結合的技術等等)，是很難在國際市場競爭。如果

未建立自有的關鍵技術、核心技術、與創新能力，將會導致企業

在軟體產業國際領域無法與人競爭。 

3. 營運管理機制： 

營運機制是資訊軟體業要成功的重要基礎，因為資訊軟體的

產品是包含有服務與差異化需求的，沒有一套營運與管理機制是

很難在非母國市場的國際市場生存，畢竟資源的取得絕對與母國

市場不同。 

個案中的三家公司，都將研發技術如人才視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核心

能力。對鼎新電腦及用友軟件來看，因為產品屬性極為類似，都屬於 ERP 

等企業級產品，相對於消費性產品，更需要一套好的營運機制做為市場經

營的基礎，因此對這兩個案公司皆不約而同的定義營運機制為其核心能力

之一。 

康威科技所銷售產品較屬於標準化產品，因此較為強調產業經濟與知

識的部份，來朔造與其他競爭者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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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對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的影響為何？ 

 

個案研究發現，追隨客戶，提供客戶國外據點的服務，是促發資訊軟

體廠商萌生國際化念頭常見的原始動機，也是國際化中最長思考的議題。

個案公司鼎新電腦及用友軟件的研究都可以佐證這項發現。 

國際化是一條漫長的路，整個過程充滿誘惑，幻想與挑戰。畢竟海外

市場由於環境、語言、文化等的差異，讓很多有心國際化的企業怯步。加

上台灣國內一般資訊軟體公司還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因為經驗不足，對

於海外目標市場的選擇總是不知如何著手(這也是大部份國際化的第一步

都是中國大陸市場，畢竟語言及文化的雷同，降低不少跨越出去的欄杆)。 

事實上，沒有經驗無從歸納一套法則供市場選擇的參考，很多企業都

不太知道或是有把握選擇那個國家市場做為國際化的第一步。這時候如果

企業原有客戶在海外設立據點，衍生服務需求的要求，這就促使企業就先

以就近服務既已客戶為論點，選擇客戶所在地做為國際化的目標市場。鼎

新電腦的個案研究就發現，越南市場的選擇因為其主要客戶三陽機車帶領

上下游週邊廠商於越南設立生產據點(VMEP) ，具備群聚效應，也加速其

設立越南市場營運地點的動作，另外鼎新電腦在中國大陸市場，初期的發

展也皆由台資企業為主。 

從個案研究及經驗中，發覺很多企業獲利初期皆以母國客戶為主，因

為資訊軟體產業產品具有服務的需求，在進入海外市場初期因為母國客戶

大多已了解資訊軟體業者之產品，專業及能力，所以大多數營收均由其而

來。並且多數業務皆由原母國客戶為基礎及中心，去向外擴張發展，或是

以原母國客戶做為業務展示樣本，或是依賴母國客戶的關係網絡展開業務

擴展。往往也是從母國客戶為基石，建立起海外市場據點。 

研究發現 10：追隨客戶是企業國際化常思考的議題之一，同時也是企

業國際化目標市場的選擇的重要思考要素。而且通常母

國客戶也是企業國際化市場建立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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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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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市場進入前與後，對於市場的掌握度會有不同，也因此在海外市

場進入後對整體策略有再檢討的必要，以讓整體地主國營運策略能真正符

合在地實際需求。檢討部份包含進入市場涉入程度，產品策略及市場策略

等。 

由於資訊軟體業者，初期進行國際化時大多以服務母國客戶海外據點

為主，但隨之後逐漸熟悉地主國市場，因此產生機會與當地業者接觸。並

且以市場長久營運的角度來看，不能只服務台資企業，否則難以擴張營業

規模，而要滲透進入地主國當地企業，某種程度還是需要與地主國當地業

者進行合資或合作。 

隨著地主國市場成長以及企業調整自己能力以適應地主國當地需

求，經營模式轉變為合資模式，以在地企業型式經營市場，將營收重心轉

移到當地市場，以求進入長期經營之路。像個案公司鼎新電腦就由市場進

入的獨資，改變為與大陸內資企業的合資，以求切入中國大陸內資企業，

事實證明其效果市顯而易見的，台資內資客戶比皆有明顯的變化。 

 

資訊軟體產業的必須核心資源為人力、技術、及營運機制，對於國際

化營運，企業如欲希望海外市場永續經營，必須明確了解在海外市場耕耘

是無法只靠母國資源，必須在地主國市場做在地化經營。 

資訊軟體產業產品特性，也存在需要服務的需求，因此在地化規劃是

必須要做的。因此需要有套機制方法，以大量技術移轉方式，移轉技術與

營運機制，培養地主國當地員工。在地員工，包含範圍從業務，技術及服

研究發現 12：營運在地化，是資訊軟體業市場進入後的必要步驟。在

地化後的多國資源佈局，資訊軟體業多朝向分散及專業

的資源佈局。 

研究發現 11：海外市場進入後，需從新檢討國際化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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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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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使其形成地主國在地團隊，如能在管理階層也能在地化，對於海

外區域市場的擴張會更有助益。個案公司鼎新電腦與用友軟件的國際化都

朝向在地化方式進行。 

如同文獻中所述(Bartlett & Ghoshal. 1991) ，國際化資源佈局，

透過全球性的整合，建立在地責任制，學習去找出追求在地競爭優勢的資

源。 

對資源軟體業來說，產品較具服務特性需求，必須要找尋自己在地服

務與行銷特質，以及自有建立從產品客制化、市場、行銷、及服務的專屬

能力及資源，三個案公司的營運策略都可以看到這樣的狀況。 

資訊軟體較強調技術研發，因此對多國企業其資源整合可以充分運用

各地子公司有關人才及技術研發資源，將之整合供企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