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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以下各小節將依序介紹軟體市場發展特性、應用軟體分類與特

性、目前軟體市場普遍使用銷售的模式，以及 4P(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4C(Consumer, Cost, Convenience, Communication)行銷組
合理論的發展加上顧客價值的定義，並彙整影響軟體採購因素項目，

以此作為本研究深入主題探討之基礎。 

第一節、 軟體市場特性 

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處在一個暫時性壟斷的情況。當

下領導市場的軟、硬體設備或技術，可能快速地在下一個時間點被另

一個更新、更優秀的技術所取代[Shapiro et al.,1998]。報酬率遞增的

運作機制下，軟體產業趨向發展成為一個壟斷性市場，不同的是，發

生在軟體產業中的是一連串的壟斷型經濟，各軟體廠商前仆後繼，憑

藉網路效應的擴散與新技術的開發活躍於軟體產業市場[Liebowitz et 
al., 1999]。經由 Liebowitz et al.[1999]研究發現，試算表(Spreadsheet)、
文書處理(Word Processors)、辦公室套裝軟體(Office suites)、設計排版
(Desktop Publishing)等軟體與瀏覽器，都有發展成所謂暫時性或一連

串的市場壟斷現象的傾向。 
 
Liebowitz et al.[1999]與 Gröhn[1999] 亦試圖使用歷史數據檢定網

路效應強度與市場集中況狀的關係，然而卻尚未能提出一有力的模型

預估一項資訊產品類別進入市場會發展成集中(Concentration) 或平
穩 (Stability) 的狀況。在此的集中況狀是指某軟體產品壟斷市場；平

穩狀況則是指由多個軟體廠商平均占有市場，並且發生由某廠商急速

占有整體市場的機率很小。受此研究影響，Westarp[2003]認為當該軟
體市場進入門檻低、或新產品需花費長時間才能獲得某程度之市場佔

有率時，會有一個平穩市場現象，即多頭競爭，Westarp 並歸結出五
個影響該軟體產品發展成集中或平穩市場的因素：封閉程度

(Closeness)、偏愛異質性(Heterogeneity of preference)、價格(Price)、
連結程度(Connectivity)與組織領導特質(Centrality)。敘述如下： 

 
一、封閉程度：當一組織其網路、工具軟體使用的範圍較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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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出該軟體產品的選擇可能取決於一群使用範圍內的小

群體所控制，對外封閉程度高，破壞網路外部性效果，因此

該軟體工具的市場會呈現較為平穩的狀況。 
 
二、偏愛異質性：當使用者對該類軟體產品的偏愛種類不同時，

比較難促使該軟體市場呈現集中甚至壟斷的情況發生，即指

在一定量的使用群體喜愛下，該類型產品將呈現平穩的市場

狀況。 
 
三、價格：高價格軟體產品對一企業或使用者來說，意指較高的

成本費用，因而不會輕易放棄固有選擇，貿然選擇軟體產品

更換，故亦反應出較為平穩的市場情況。 
 
四、連結程度：類似於封閉情況分析，要能充分達到正面網路效

應(Network Effects)，就必須要在一高連結性、彼此能溝通的

環境下成長。故若與外部接觸溝通頻繁，則較容易受到網路

效應影響，迅速發展成壟斷市場。因此，連結程度越高，產

生市場集中效果也較大。 
 
五、組織領導特質：組織領導特質可以解釋為該組織的集權特

質，即表示其中存在一階層(Hierarchical)管理概念，高階人

員有權變動其較為喜愛的軟體產品，較有機會發展成一集中

市場。然而該實證研究的結果並無法有力解釋組織領導特質

與發展成平穩市場狀況之間的關連。 
 
表 2-1 與表 2-2 則根據此五項因素指標與市場發展成集中或平穩

情形的正負向關係。 
 
 
 
 
 
 
 



 

11 

表 2-1：發展成集中市場之因素 
因素 對集中市場之影響 

對外封閉程度(Closeness) 負相關 

偏愛異質性(Heterogeneity of preference) 負相關 

價格(Price) 負相關 

對外連結程度(Connectivity) 正相關 

組織領導特質(Centrality) 正相關 

資料來源：Westarp [2003] 
 
 

表 2-2：發展成平穩市場之因素 
因素 對平穩市場之影響 

封閉程度(Closeness) 正相關 

偏愛異質性(Heterogeneity of preference) 正相關 

價格(Price) 正相關 

連結程度(Connectivity) 負相關 

組織領導特質(Centrality) 無明顯關係 

資料來源：Westarp [2003] 
 
 

Westarp [2003]於進行軟體市場模式化(Modeling Software Markets)
的研究過程，彙整目前軟體市場特性，包括： 

 
一、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軟體的產出極花費成本(Costly)，

然而接下來的量產複製成本卻非常低；以成本會計角度分

析，軟體產品擁有高固定成本與低變動成本。此外，產品配

送部分也因為可由網際網路上直接擷取傳輸，其所花費的配

送成本也較一般實體產品來得低。 
 
二、 立即延伸性(Instant Scalability)：由於軟體產品的複製與配送

都極為便利，故軟體廠商可以迅速反應使用者的需求

[Liebowitz et al., 1999]。 
 
三、 定價(Pricing)：由於軟體產品的再製成本幾近於零，廠商多

不以成本結構考量產品價格，而是決定於「顧客價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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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該軟體產品能為顧客帶來綜效[Shapiro et al.,1998]，因而
不同產品、顧客，也會有不同的定價策略。 

 
四、 正向網路效應(Positive Network Effects)：如同很多市場所反

應的特色，顧客購買產品的決策深受外在其他人所影響。明

確地說，該軟體產品的使用人數越多，也將帶進更多新顧客。 
 
五、 頂端現象(Tippiness)：因為網路上資訊流通迅速，使用者能

主動搜尋資訊，所以廠商快速反應使用者需求的能力，以及

正向網路效應之影響將會使軟體市場產生動態結構性之變

化。舉例來說，若某軟體產品廣泛被使用，在經由網路效應

的擴散下，該軟體廠商可能會完全接管其他同業競爭者的客

源，迅速佔有該市場。 
 

六、 起始問題與關鍵量(Start-up Problem & Critical Mass)：網路效

應雖是軟體產業發展的一大特色，但軟體發展初期如果大眾

都存觀望心態，便無法順利推動；故一軟體要能成功，使用

群眾必須擴展到某一關鍵量越過門檻，才會有發展成所謂頂

端現象的可能。 
 
七、 壟斷傾向(Propensity To Monopolize)：軟體市場上很難同時存

有多種互不相容軟體工具，受到正面網路擴散、外部效應影

響，即使初期百家爭鳴，之後也會往壟斷傾向發展。[Gröhn, 
1999；Liebowitz et al., 1999]  

第二節、 應用軟體介紹 

首先界定應用軟體涵蓋範圍，並採用應用軟體之功能作為應用軟

體的分類基準，再依此進一步整理各應用軟體類別結果的使用特性。 

壹、 應用軟體之定義 

Wikipedia[2006]定位應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為電腦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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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oftware)底下的一個分支，另一個分支為系統軟體(System 
Software)。應用軟體具有達成使用者的期待並直接完成一任務的能
力；系統軟體則涉及支援並組織電腦系統上的資源，一般來說並沒有

直接作用於使用者的任務上。 
 
簡單來說，應用軟體是指針對使用者的某種應用目的所撰寫的軟

體。 

貳、 應用軟體之分類與使用特性 

一、 應用軟體之分類 
 
軟體產業的服務內容，依照企業資訊應用特性，可以將應用

軟體分為水平應用與垂直應用，水平應用泛指不因行業別特性而

有不同的應用，典型的代表如財務會計系統、採購系統等；垂直

應用泛指因為行業別特別需求而開發的應用軟體  [林立偉，

2001]。 
 
陳毓潔[2004]以功能、軟體產品與軟體服務這兩個面向進行軟

體分類： 
 
(一) 功能：以功能面可以分為系統軟體（System Software）與應

用軟體（Application Software），其中應用軟體又可分為一般
應用與特別應用。 

 
(二) 軟體產品與軟體服務：即客製化（Customized Applications）

與套裝軟體（Packaged Software）；後者如微軟的 Office 及
需要少數調整的軟體；前者雖說是客製化， 但通常已有自
行開發的程式（Programs）與一些樣板（Templates），再由有
經驗的諮詢顧問（Consultants, IT Oriented）與或商業顧問（
Business Consultant），依企業用戶的環境與商業目的，作客
製化的調整與開發。 

 
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的分析研究[1996]，係以細項分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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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分類的依據，亦即利用市場區隔來進行。將市場分為六大區

隔：套裝軟體(Package Software)、轉鑰系統(Turnkey System)、系
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專業服務(Professional Services)、處
理服務(Processing Services)、網路服務(Network Services)等。 

 
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 套裝軟體：已包裝成套，使用者裝置後就可以使用的軟體產

品，包括應用軟體（跨行業別軟體、行業別軟體）和系統軟

體（作業系統和操作環境、網路軟體、通訊軟體、程式語言、

公用程式/工具）。 
 

(二) 轉鑰系統：一套軟硬體設備的組合，以解決顧客某些特定的
需求，通常這種服務是由「加值型經銷商」(VAR) 所提供。
它與系統整合最大的差異在於：它所用的大多為標準的硬體

與系統軟體，應用軟體也甚少重新開發，大多用現成的套裝

軟體來組合搭配。 
 
(三) 系統整合：一種服務方式，通常由廠商提供顧客一整套完整

的資訊系統，包括網路、需購置或開發的硬體設備及軟體。 
 

(四) 專業服務：依顧客需要開發或修改軟體、諮詢與教育訓練、

設施管理。 
 

(五) 處理服務：包括資料輸入、交易時間（使用廠商所提供的

CPU時間）等。 
 

(六) 網路服務：電子資訊服務（線上資料庫、即時電子新聞），

網路應用服務（加值網路、電子資料交換、電子郵件服務、

電子佈告欄、語音郵件等）。 
 

Wikipedia [2006]將應用軟體分為八大類： 
 
(一) 辦公室軟體，包括：文書處理器、試算表程式、投影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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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理系統、本文編輯器等。 
 
(二) 網際網路連線工具軟體，包括：即時通訊軟體、電子郵件顧

客端軟體、網頁瀏覽器、FTP顧客端軟體、下載工具等。 
 
(三) 多媒體相關工具軟體，包括：媒體播放器、圖像編輯器、音
訊編輯軟體、視訊編輯軟體、電腦輔助設計。 

 
(四) 分析軟體，包括：電腦代數系統、統計軟體、數字統計、電

腦輔助工程設計等。 
 
(五) 協同軟體，指該軟體或該服務內容是由許多人共同合力完成

與提供的，如：視訊會議軟體、部落格(Blog)、入口網站(Portal)
等。 

 
(六) 商務軟體，包括：會計軟體、企業工業流程分析、顧客關係

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後檯管理(Back 
Office)、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供應
鏈管理 (Supply Chain Management)、產品生命週期管理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等。 
 
(七) 資料庫管理系統。 
 
(八) 其他。 

 
 
二、 應用軟體之使用特性 

 
由於應用軟體是指針對使用者的某種應用目的所撰寫的軟

體，因而產生許多功能導向式的軟體分類。當中，每類軟體的使

用狀況亦會因為使用者的角色立場與本身軟體所提供的影響力

而有著不同的使用特性。 
 
以下就Wikipedia [2006]列舉的軟體分類項目，分析各軟體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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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使用特性，或使用者對該類軟體的期望： 
 

(一) 辦公室軟體：產出的報表、文件等檔案格式，能與外界存有
供溝通力，即相容性佳，各功能所產出的文字圖表亦能快速

整合運用。 
 

(二) 網際網路連線工具軟體：涉及對外溝通能力，網路連線、線

上存取資料等，以目前台灣網際網路連線水準與使用狀況，

已視為每天常態性需求。 
  

(三) 多媒體相關工具軟體：除了以多媒體軟體做為生財工具的企

業外，多媒體軟體多提供娛樂性用途，而由於目前市面存有

許多影音播放格式，故使用者期待利用一多媒體軟體即能播

放各種型態的檔案。 
 

(四) 分析軟體：專業性軟體的一種，能幫助使用者有效率地處理

數據，產出結構性資訊，故完善的資料分析與支援相關圖表

產出的功能模組將會影響該類產品的評價。 
 

(五) 協同軟體：使用或改寫開放原始碼軟體者，大多對該軟體產
品相當熟悉，或具備軟體設計的專業能力，存在於網路效應

的邊緣，與該領域的領導軟體相比，使用人數規模小、軟體

的升級與維護也較不完善；至於部落格則比較偏向以個人為

中心的知識分享中心。 
 

(六) 商務軟體：擔綱處理企業組織的營運流程，各類軟體使用程

度、頻率等，會受公司規模或公司性質而有所不同，如 ERP
系統對大企業的重要性會較中小企業來得大。 

 
(七) 資料庫管理系統：將資料庫委由虛擬主機管理公司服務的企

業，除了資料庫本身功能外，更在乎整體資料備援架構、安

全性等問題。 
  
張培鏞[2005]探討台灣軟體產業的發展與瓶頸報告中，將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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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為由軟體產品與資訊服務所構成。其中並以產品或專案導

向、市場大小、必要性、策略性競爭力、對用戶直接價值、單價

與適應顧客特定需求之程度(客製化程度)等維度，將普遍軟體產

品進行分類說明(如圖 2-1)。說明如下： 
 
 
 
 
 
 
 
 
 
 

 
 

圖 2-1：軟體與資訊服務產業模型 
資料來源：張培鏞[2005] 

 
 

系統軟體、跨行業別應用軟體與行業別應用軟體等產品歸屬

於產品導向，基礎通泛性的系統軟體、跨行業別的軟體，相對於

單一行業特定應用軟體有著較大市場規模；然而也因為市場規模

較大，標準化高，整體單價較低，且對企業反應的直接價值也較

少，多屬支援性功能。另一方面，企業流程改造、專案開發、系

統管理等性質的軟體產品，客製化程度較高，所以單價較高且涉

及企業策略亦較高。 

 

至此，可以瞭解應用軟體所涵蓋的範圍很大：任何為達某一

目的而開發的軟體。而每一種軟體產品不僅於功能上提供不同服

務區分，其運用範圍與特性甚至價值也會因為使用對象的不同而

產生不同綜效。 

系統軟體 

行業別 
應用軟體

企業與流程改造

專案開發

系統管理/ 系統
服務 / 轉輪服務

資料處理

跨行業別 
應用軟體 

教育與休閒軟體 

產品導向 專案導向

高高低小

低低高大

價
值(

單
價) 

策
略
性
競
爭
力

必
要
性 

市
場
大
小 

高低低

低高高

市
場
大
小 

對
用
戶
直
接
價
值

單
價 

適應客戶特定需求之程度 高低 



 

18 

第三節、 軟體計費模式 

1990 年代，企業採用資訊系統有兩項重要特色，一是套裝軟體

(Application Packages)，二是委外(Outsourcing) [吳琮璠，2000]。政府
所屬各級行政機關電腦軟體管理作業要點[1997]明列各機關軟體增置

方式之方式包含：自行開發、購置、委託開發、授權使用、隨硬體設

備贈與等其他合法增置。除了設計開發層面的自行開發與委託開發

外；購置、隨硬體設備贈與套裝軟體與授權使用軟體，則是直接買下

該軟體使用權或將軟體資源委外管理的作法。 
 
套裝軟體包含軟體安裝與一次性(One-Time)銷售，類似產品買

斷，一旦買斷該軟體產品，即不限制使用期間與次數，但維護服務費

用則另外計價，最普遍的型態是依據於所安裝軟體的電腦上的平均使

用人數進行計價。套裝軟體具備使企業快速建置資訊系統的優點，相

較於自行開發或軟體專案，能夠節省開發人力，並且提供最佳管理實

務。 
 
傳統軟體廠商普遍採行「大量授權(Volume Licensing)」進行套裝

軟體銷售，大量授權種類普遍來說又可細分為以下五種：[IDC, 2006] 
 
一、 企業(Enterprise)：擁有最高的折扣價，由企業組織代表簽約，

提供企業內標準化的軟體使用權。 
 
二、 區域(Site)：規模小於企業整體，而是以一部門或一區域為單

位進行軟體授權合約的簽訂。 
 
三、 單一使用者(Single user)：授權單一使用者擁有該軟體的使用

權。當人數漸增，即可到達大量授權的門檻。 
 
四、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指軟體廠商將軟體

工具售予第三方，可能是硬體廠商，硬體廠商再將軟體工具

與其硬體產品做結合，並以其品牌進行銷售。當軟體與硬體

結合銷售時，折扣會大於獨立購買軟體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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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次購買 (One-off Purchases)：指一般零售商店販賣的

CD-ROM軟體產品，或網路上付費下載的軟體產品，皆是一

次購買的形式。大量授權的成分低。 
 
另一方面，資訊系統委外通常在經濟面、技術面、策略面的考量

下，將組織的資訊相關活動，部分或全部由組織外的資訊服務提供者

來完成，使企業更能因此專注於核心專長[吳琮璠，2000]。應用服務
供應商(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即在此環境背景下發展起
來，提供除了購買套裝軟體外的另一種新的委外服務模式。其中，資

訊委外的計費模式較傳統套裝軟體之一次性銷售來得多元，ASP等經
營資訊委外的廠商常根據軟、硬體資源提供的方式簽訂不同計費契

約。 
 
根據 IDC[2006]剖析全球軟體定價與授權理論研究，授權方式是

指一個用來描述用戶如何支付以及軟體業者如何從銷售中獲取利益

的財務性模型，並將目前市場上的軟體授權種類大體分為：永久性

(Perpetual)軟體使用授權與約定性(Term)軟體使用授權。說明如下： 
 
一、永久性軟體使用授權 
 
永久性軟體使用授權模式意指在這份永久性軟體授權協議

下，使用者經由一次付清軟體費用後便能一直享有該軟體使用

權。在該模式下，軟體維護費通常是獨立出來，使用者必須額外

擬定其他支援性質的契約。 
  

 然而永久性軟體授權模式普遍存在許多問題，導致日後合約
續約的困難或用戶嚴重的盜版行為。採用永久性軟體授權模式所

可能產生的問題點如下： 
1. 難以評估採用哪種方案能為企業省錢。 
2. 購買前的評估工作複雜。 
3. 付款方式不具有彈性。 
4. 無法享受更好的顧客服務。 
5. 軟體授權數目無法因為使用人數或安裝機器數量變動進行機

動調整。 
6. 無法確切稽核有效使用人數及資產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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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購買合約簽定後，廠商較不會因應其用戶需求，修改合約內容。 
 
二、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 

 
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是指在一段時間限制下，使用者被允許

擁有該軟體的使用權。於該使用期限終了，若不持續購買、制訂

新授權合約或續用合約，期滿則立即失去該軟體使用權。當中軟

體的維護或其他支援服務，視軟體廠商如何擬定，選擇分開授權

或整合於一契約中授權。某些型態的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採行與

永久性授權雷同的收費機制，要求顧客於行使軟體使用權初期則

付清約定期限整體費用。如訂閱模式即是約定性軟體授權模式下

的應用，但訂閱授權契約期限較短，通常以一年為期，且訂閱授

權通常將軟體使用與期間的軟體維護、服務等支援結合於一體，

並隨著使用期間進行付款，相較於一般約定性軟體授權，也擁有

較大的付款彈性。 
  

依據 IDC 的預測(參閱表 2-3)，到 2008 年全球約有 34%的軟
體授權營收會來自於約定性授權模式(包含上述訂閱授權部份)；
此外，約定性授權模式也被視為能夠解決永久性軟體授權下所產

生的問題，以 IDC 的調查結果顯示，有 28.5%的人員認為軟體
使用易於管理是吸引企業用戶採用約定性軟體的特性，普遍來說

套裝軟體吸引人的特點在於：軟體使用易於管理、產品價格包含

永久性授權以及付費方式及價格是可預期等。(參閱表 2-4) 
 

表 2-3：全球軟體授權營收 2003-2008 
             單位：百萬美元($) 

授權模式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3-2008 

CAGR (%)

約定性 19,890.2 21,684.7 22,976.2 25,470.6 32,299.7 42,930.2 16.6

永久性 84,795.3 86,738.7 86,434.4 85,271.1 83,056.3 83,335.1 -0.3

總額 104,685.5 108,423.4 109,410.7 110,741.7 115,355.9 126,265.4 3.8

資料來源：IDC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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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套裝軟體吸引人的價格特性調查表 

單位(%) ERP CRM 
協同

運作

軟體 

內容

管理 

軟體

開發 

系統

管理 

安全

管理 
總計 

軟體使用 

易於管理 
29.7 24.0 16.2 46.7 34.6 13.9 42.9 28.5 

產品價格 

包含永久性授權 
13.5 28.0 24.3 13.3 15.4 19.4 17.9 19.1 

付費方式 

及價格是可預期 
21.6 20.0 16.2 13.3 11.5 22.2 21.4 18.7 

付費金額可以 

反應營運模式 

的需求 

16.2 12.0 21.6 20.0 9.6 16.7 10.7 14.2 

付費方式自動 

反應使用狀況 
10.8 8.0 16.2 - 21.2 19.4 7.1 12.7 

付費模式 

的熟悉度 
8.1 8.0 5.4 6.7 7.7 8.3 - 6.7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備註: 百分比數目代表參加調查公司對產品的價格特點的同意數目 

資料來源：IDC [2004] 
 
 

Correia et al. [2002] 曾對永久性與約定性軟體授權模式進行分析

研究，如下表 2-5。 
 

表 2-5：永久性與約定性軟體授權模式之分析 
永久性授權 約定性授權 

1.軟體被視為一種產品，交易瞬間即
結束關係，被視為立即或前端利
益承認。 

2.軟體廠商可能得面對週期性目標
利潤之壓力，因此為了衝刺銷售
業績，常必須於結算日期前進行
低價促銷，具有較大時間風險。

3.顧客通常擁有強大議價空間，導致
因折扣過多而降低邊際利潤。 

4.軟體費用一次付清，不包含日後軟
體維護或更新服務。 

5.雖然軟體授權是永久的，但軟體技
術成長變動快，淘汰機會也大。

1.軟體被視為一種服務，於產品被使用期間
展現其價值，廠商能隨著合約生命週期，
陸續賺取利潤；但其業績壓力來自如何說
服顧客續約使用。 

2.因為利潤分散於使用期間，較無因折扣降
低利潤的問題。 

3.因軟體隨時處於更新階段，企業對軟體工
具的認列處理困難。 

4.平均合約為三年，因此軟體再購彈性較
高，捨棄舊有軟體產品的風險較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Correia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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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除了一次買斷式的傳統軟體買賣交易合約，軟體產業

間亦存有各式各樣產品授權類型，可解讀為軟體廠商或 ASP 業者於
該競爭環境下，正進行著以豐富彈性化產品銷售方式，滿足顧客需

求，提升其滿意度與購買意願。 
 
以下將進一步介紹 ASP 業者經營特色與分析近年來 ASP 業者或

軟體廠商採行之多元軟體銷售模式，包含：訂閱模式(Subscription)、
公用運算模式(Utility)、與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理
念下發展起來的「軟體免費，廣告獲利」的經營模式。 

壹、 應用服務供應商模式(ASP) 

經濟部工業局在 2001 年界定網路多媒體範疇時，將 ASP定位為：
提供企業或個人用戶，透過網際網路擷取原本必須儲存在該企業或個

人之應用程式與其他服務。簡單來說，ASP模式乃透過網際網路的資

料中心或其他連線方式，提供顧客應用軟體服務；以租賃方式集中管

理，運用一對多，微量客製，提供軟體外包式服務。[陳慧芳，2002] 
 

ASP 主要透過 Web 提供一對多線上租賃服務，不強調「量身訂

作」，而是以套裝式或模組化提供大量服務，有別於傳統派員到府一

對一的服務模式。ASP是一種新型態的資訊委外服務，營運初期需投
入大筆資金，再逐月或依逐筆交易收取服務費用；與傳統一些資訊委

外(軟體專案)在訂定合約時顧客便需付費的模式不同。 
  
ASP廠商目標市場的選擇上，大企業資源眾多，擁有充足人力、

財力於資訊管理的維護，同時大企業的資訊系統規模龐大，往往需局

部修改以成就自身核心競爭力，因而採用 ASP模式的意願較低；中
小企業礙於人力、財力、資源之不足，ASP服務遂成其企業 e化的大
補帖。因此，ASP業者大多將目標客層鎖定在中小企業。 

 
除了將目標客層鎖定中小企業，林立偉[2001]認為從運用軟體的

型態來分析，具有下列特質的軟體最適合採用 ASP：(1)敏感度低的

軟體；(2)差異變化小，容易標準化，可一對多的模組；(3)管理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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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不需要太多整合；(4)應用軟體的生命週期越短。 
 
「簡單」、「標準」與「非關鍵的應用軟體」三大特性是企業優先

考量使用 ASP 的軟體的評估標準。進一步分析，如果以軟體的整合
性與客製化程度來看 ASP 的應用，標準化程度越高且與其他軟體整

合性需求越低的應用軟體，例如辦公室生產力軟體與群組軟體，越適

合 ASP 的經營模式。反之，客製化程度與整合性需求越高的應用軟

體，例如顧客關係軟體，由於未能滿足 ASP 以一對多的經營模式創
造經濟規模，且共同分擔支援、管理與維護費用的誘因消失，不會是

ASP的主要業務，同時因為涉及用戶公司內部較為核心資料，企業也

普遍不放心採行 ASP等委外管理模式。[周樹林，2000] 
 
許真民[2000]於應用軟體服務業經營模式分析中，歸納目前市場

上的 ASP的收費方式包含：(1)月租費(Monthly Fee)；(2)使用計算模
式(Usage Based Billing)，依照使用應用軟體或中央處理器的使用率計

費；(3)交易計費模式(Transaction Based Pricing)，根據交易量的多寡

來決定費用的高低，例如交易次數、傳輸檔案大小及要求下載的容量

等；或是(4)各模式依情況互相搭配使用。以下將介紹各付費模式發展
與特色。 
 
 一、訂閱(Subscription) 

 
月租費觀念即來自訂閱(Subscription)服務，訂閱計價模式起源

於雜誌書報的銷售，漸漸各產業也利用訂閱/購的方式銷售產品或
服務，軟體產業即是其中一個代表，將原本一次售出的產品或服

務轉變為多次進行。 
 

訂閱計價模式，依所訂購的「內容」意義，可分類為： 
1. 訂購一固定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次數。 
2. 訂購一期限，使用者於期限內能無限使用的產品或服務，
如一天、一個月，或一年。月租費即屬於該分類底下。 

3. 訂購一產品或服務的使用基準，再依據陸續添加的服務或

產品再額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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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平台也善用訂閱模式與會員制度結合，只提供服

務予會員或訂閱者，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此時所謂的訂閱費用

並不包括之後的獲取產品或服務的費用，只能視為訂閱/購一選擇
服務的資格，如同付費辦理一張會員證，如 COSTCO賣場的會員
管理制度。 

 
二、公用運算模式(Utility) 

 
所謂公用事業商業模型(Utility Business Model) 的發展，即起

源於水電等公用事業經營模式，可根據不同行業或不同部門的不

同需求，隨時按照需求提供服務 (On Demand Services)。提供可
計算、量度的 IT 資源，包括伺服器、儲存容量、商業應用程式

及網路資源，使用者可經由內部網路或公開網路存取電腦，執行

功能。從公用事業商業模型衍伸出所謂的「公用運算」(Utility 
Computing)，根據公用運算官方網站定義，公用運算是一種廣泛
存在的 IT架構，可傳遞所有的運算需求，企業可部署遠少於現在
的運算資產，改採付費方式得某一公用運算架構下的 IT服務，且
「用多少、付多少」，就像電力供應一樣，使 IT資源對外供應的
狀態如同一項公用設施。 

 
公用運算模型計價特點在於「使用量計價」，付款形式則是顧

客於初期先繳交基準費用，再依使用量的多寡進行補差價或收回

部分費用。依據使用者使用量的多寡進行軟體使用費之計算，涵

蓋了許真民[2000]彙整的使用計算模式與交易計費模式。 
 
從使用量計價觀念也發展出另一種銷售型態，就是與傳統永

久性授權結合，顧客於某部分核心功能軟體可能採取永久性授權

合約，但後續一些加強性功能模組即採用公用運算以使用量進行

計價或訂閱一段使用期間等約定性授權的方式。 
 

用水、電力等公用設施形容這類理想的運算架構的供應模

式，重點不在於委外，而是引入讓 IT 資源具備高度可用性的概

念。委外只是公用運算應用的模式之一，其他作法還包括企業自

行營運的內部公用設施，或者是依服務項目收費的供應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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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ASP、主機代管服務等)。 

貳、 軟體即服務模式(SaaS)之廣告營收模式 

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指廠商藉由提供不間斷

的線上應用服務滿足企業或個人需求，降低顧客於日常系統軟體維護

或運作的壓力。包含：網際網路為基礎運作環境、一對多集中式管理

模式等特色。Google 推出的搜尋、Gmail等服務即是 SaaS模式的運
用。 

 
IDC[2005]觀點認為 SaaS 大致上可分為：應用代管 (Hosted 

Application Management；Hosted AM)與隨選軟體 (Software On 
Demand)。 

 
一、應用代管(Hosted AM)：應用軟體可能安裝於軟體提供商或企

業內部，但企業將其軟體的運作與維護交由獨立軟體廠商或

第三方的 IT團隊所管理；類似 ASP運作模式，該模式中，
使用者必需支付兩種費用：(1)軟體購買費或授權使用費予軟
體業者；(2)代管費用予軟體代管者。 

 
二、隨選軟體(Software On Demand)：廠商建立一個一對多的管理

機制，提供顧客軟體服務，顧客們透過網際網路連線登入使

用，所提供的軟體服務幾乎是標準式應用，客製化低；付費

部分包含軟體使用費(Licensing Fees)與代管費用(Hosting 
Fees)。 

 
 IDC觀點下，SaaS範圍含括 ASP，此外更強調運用隨選即用等概

念於軟體銷售行為上，至於收費機制上，除了與 ASP業者一樣存有
多種軟體授權使用費外，一些 SaaS業者甚至強打免費的軟體功能服
務，鼓勵使用者下載使用，再從中收取廣告商費用作為營運收入。 
 
 90 年代當時的軟體產業在因應網路狂潮的情況下，開始傾向提供

免費軟體衝刺安裝數量(Install Base)，並轉而從廣告獲利。因為免費

使用，所以無法賺錢；然而因為免費使用，所以好軟體的擴散速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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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網路會非常快。用戶的迅速成長代表影響力的擴張，取而代之的是

放置在軟體使用畫面上的小圖形廣告－收益來源。然而軟體公司發展

至經營廣告事業亦需歷經一段長遠的路，如培養、說服廣告主購買此

類廣告的習慣、吸引廣告主之前，軟體功能必須免費，以提高用戶使

用，如此一來廣告主付費刊登廣告的意願才會高；然而事實上並非所

有的軟體都能達到這樣的門檻。但目前市場上有一個著名成功代表－

Google。 
 

Google能被稱為軟體公司，乃是因為一個日漸明顯的趨勢：當寬
頻普及，應用軟體應該不需要安裝在電腦裡，而是當需要的時候透過

網路隨傳隨到，最好能夠透過瀏覽器操作，因為學習門檻很低。原來，

要求使用者下載軟體並安裝，軟體擴散速度依然不夠，最快方法是把

軟體直接做在 Web，只要有瀏覽器就能用。門檻降低後能更快累積

用戶形成廣告基礎。過往模式累積使用者的速度太慢，難以獲利。換

言之，過往我們所稱呼的應用軟體，隨著介面技術的成熟已經日漸

Web 化，如大部分人日常操作的電子郵件軟體 Outlook已經某程度開

始被大容量的線上免費電子郵件所取代。 
 
依據 IDC[2005]對已使用軟體即服務(SaaS)用戶所做的調查，可

獲得兩個結論，第一是大部分企業計劃運用該模式所購買的軟體的目

的主要為與既有系統互補共用，其次是取代既有系統(參閱圖 2-2)，
同時由於大部分企業對該軟體銷售模式仍保有疑慮，因此合約期間大

都在一至三年內，其中又以一至二年合約居多(參閱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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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使用 SaaS軟體銷售模式之軟體目的 
資料來源：IDC [2005] 

 
 
 
 
 
 
 
 
 
 
 
 

圖 2-3：使用 SaaS軟體銷售模式的合約期限 
資料來源：IDC [2005] 

 
 
由以上各軟體銷售模式探討整理可以發現，軟體產業的計費模式

朝向多元、彈性架構發展。參考郭俊男[2003]校園教學軟體供應模式
之研究，並結合 IDC 提出的永久性、約定性軟體使用授權模式，彙
整各種普遍出現於市場的軟體銷售計價方案，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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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軟體銷售計價模式說明 

授權 
形式 

方式 內容 

永 
久 
性 

一次買斷 使用者買下該產品永久使用權，但不包括日

後該產品的升級或維護費用。 

定期費用，期間內無限使用使用者只要繳交一筆小額費用，在一定期間

內可以無限使用該軟體，如月費制。 
依選擇的功能模組計價 依照使用者所選取的功能模組來計價，但由

於不同的功能模組在開發上的成本有所差

異，所以不同的功能模組可以制定不同的價

格。其中也衍生出另一計價模式，可以將部

分的基礎功能模組免費贈送，其他進階少用

的部分的功能模組再行計價。 
依使用次數計價 以使用者連線登入平台的次數來計算，不管

使用者的使用時間。 
依使用時間計價 以使用者所使用的時間來計價，例如以秒、

分、或小時、或以 CPU 運算時間來計價，

其中廠商也可以參考使用者的使用量給予

使用優惠，如手機計費模式。 
依累積的時間量計價 當使用者在某一次或某一段期間內，累積使

用了相當的量後，給予不同的計價標準。 
依資料量計價 依照使用者上傳的資料量，或是要進行統計

分析的資料量作為計價的單位。 

約 
定 
性 

依程式量計價 對於使用伺服器以幫忙編譯並傳回結果的

功能模組時，可依照上傳的程式數量計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郭俊男[2003]  
 
 
 本研究之第三章節將進一步以實際案例說明市場上軟體廠商如

何運用不同計價模式進行產品銷售。 

第四節、 行銷組合理論 

行銷組合係指企業可控制的行銷變數之組合，包括企業為了影響

產品需要所能做的所有事務，為了達到行銷目的，用以控制目標市場

各項變數的一套行銷組合工具[Kotl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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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 [1964] 提出行銷組合的 4P 概念：產品(Product)、價格

(Price)、通路(Place)與推廣(Promotion)，係以包圍消費者為中心的目
標市場而構成一完整的行銷組合，將行銷觀念具體化，使賣方廠商透

過此架構傳達商品訊息，向同質性高、無顯著差異的消費大眾，銷售

大量製造的規格化產品，掌握消費者而獲利。 
 
根據陳宏仁[2002]對 4P 行銷組合之要素，解釋如下： 
 
一、 產品：針對目標需求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二、 價格：正確定價，指業者進行定價時，必須考慮目標市場中

競爭的種類，以及整個行銷組合的成本，同時必須預測顧客

對可能價格的反應。 
 
三、 通路：使正確的產品到達目標市場的所有決策。 

 
四、 推廣：包含告知與賣商品給顧客。其中，促銷是為告知目標

市場顧客正確的產品，推廣方式又可分為：人員促銷(Personal 
Selling)、大量促銷(Mass Selling)、銷售推廣(Sales Promotion)
三種。 

 
行銷 4P 的概念，主導近 30 年的行銷趨勢。然而隨著全球化趨勢

的腳步加快，以往全球行銷理論基於假設人們均有相似的嗜好及慾

望，並且以相同產品與行銷策略於世界各地銷售的標準化方法已不適

用，傳統的大眾行銷轉向差異化行銷發展。[陳秀育，2005] 
 
差異化之行銷發展可追溯至 1970 年 Alvin Toffler創造了「分眾」

(Demassification) 一詞，破除了 4P 行銷中所謂「無顯著差異的消費

大眾」論點，為行銷重新注入新概念。然而，真正使 4P 理論受到衝

擊的是 1991 年由 Robert F.Lauterborn所提出的行銷 4C模式，包含：
[吳怡國等, 1994] 
  
一、 以客為尊(Consumer Need & Wants)：即企業不是一味生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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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生產的產品，而是應該以消費者、顧客的角度出發，充

分了解顧客的需求與慾望後，再著手開發能滿足其需求的產

品。在當下消費者需求多樣性的時代，把握顧客需求是了解

顧客是否願意購買的關鍵！ 
  
二、 物超所值(Cost & Value To Satisfy)：同樣以顧客角度切入，不

該只是考慮開發該產品成本的多寡，而是了解顧客願意為其

付出多少，作為研發過程的一項考量。簡單用公式表示為：

願意支付的價格＝適當利潤+成本。當中若企業要想追求更高

的利潤，就必須設法降低成本，推展生產技術、行銷手段進

入一個新的水準。 
 
三、 便利性(Convenience)：便利，就是方便顧客，維護顧客利益，

為顧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務。便利原則應貫徹於行銷整個過

程。在產品銷售前，企業應及時向消費者提供充分的關於產

品性能、品質、使用方法以及使用效果的準確訊息；顧客前

來購買產品時，企業應給顧客以最大的購物方便；產品售出

後企業應重視訊息回饋，及時答覆和處理顧客意見，對有問

題的產品要主動包退包換，對產品的使用故障要積極提供維

修方便等等。4C 理論重視服務環節，強調企業既出售產品，

也出售服務；消費者既購買到產品，也購買到便利。 
 
四、 溝通(Communication)：4C 理論用溝通取代促銷，強調企業應

重視與顧客的雙向溝通，以積極的模式適應顧客的情感，建

立基於共同利益上的新型企業-顧客關係。雙向溝通有利於協

調矛盾衝突，融洽感情，培養忠誠的顧客。例如，產品研發

前和研發過程都必須透過溝通來了解顧客的需求與慾望、了

解為該產品願意支付的成本為何與如何為顧客帶來便利。 
 
簡單來說，行銷 4P模式強調行銷就是把優良的產品，在適當的地

點，以合理的價格，用正確的方法，從生產者移轉到消費者的過程[
沈華榮等，2002]。而行銷 4C模式則主打以消費者需求導向為概念，

鼓勵廠商由「一對眾」的行銷轉變為對消費者採取「一對一」行銷，

重新思考消費者真正的需求本質，創造市場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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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P模式至 4C模式的轉變也於 20世紀後期開始帶動顧客價值的

相關研究。Heard [1994]定義顧客價值為顧客所得到的和付出之間的
比值，該公式由效用與成本角度出發，從質的方面進一步審視顧客價

值：「顧客價值＝顧客利益認知 / 擁有該產品付出的總成本」。對此，
可以發現對於一些需要付出高成本才能獲取的高產品功能服務，其顧

客價值會降低。 
 

Han et al. [2001]認為顧客價值的增進有兩種方式：一為增加顧客利

益，而另一種則是減少顧客成本，其中，顧客成本則包括了金錢、時

間、心力的耗費。 

第五節、 影響軟體採購因素之探討 

IDC [2003] 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企業通常會聘請專業顧問或由
IT、財務等部門人員組成一個決策小組來決定企業軟體選購，普遍來

說，企業組織規模越大，決策小組成員亦越多；而當所要採購的軟體

專案規模較大時，企業執行長也將會涉入其中。至於決策過程的時間

長短，大多會少於 6個月，但當所必須投入的成本較高時，決策時間
也會相對增加。整體決策流程包括： 
 
一、需求產生；大部分企業為了提升企業作業流程效率，觸發產

生軟體升級或購買的需求。少部分也會因為受到軟體銷售人

員的推薦、廣告而產生軟體購買需求。 
  
二、資訊蒐集；相較於中小企業，大企業通常會聯絡軟體公司，

索取較多資訊，視為規劃資訊需求(Request-for-Information；
RFI)的流程之一。 

 
三、要求軟體廠商進行產品展示與報價。 

 
四、推舉與決定；價格位居挑選軟體廠商影響力第一位，其他因

素包含：產品功能特色、與既有系統的相容性、廠商本身能

力、合作經驗等。(參考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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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企業評估軟體廠商之要點 

資料來源：IDC [2003] 
 
 

根據 FORRESTER調查中心 2003 年研究結果，發現全球企業於 
購買軟體時，普遍有以下四個特色： 
 
 一、企業之軟體採購多由資訊長或技術長所主導。 
 
 二、購買循環較長，企業購買軟體週期大多落在三至六個月或甚 

至半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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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軟體的特色或功能性，在選擇與購買軟體過程初期，影響力

最為顯著，但隨著採購流程的深入，企業除了分析軟體特色

與功能外，企業也轉移注意力於該軟體產品的成本、可用

性、建置困難度以及該軟體背後所反應的投資報酬率。(參考
圖 2-5) 

 
四、 除了軟體特色與功能外，軟體廠商本身的能力會影響最終採

購結果。 
 
 

 
 
 
 
 
 
 
 
 
 
 
 
 
 
 

 
圖 2-5：軟體採購因素的統計 
資料來源：Wikoff [2003] 

 
 
此外，針對歐美中小企業軟體採購考量因素進行的調查結果顯示

軟體功能與系統相容性受度重視，其他依序考量因素包括：產品價

格、導入與升級的容易性、軟體業者商譽、客製化與維護所需技能、

可擴充性、可透過網路使用、業者專業度與經驗、可離線使用(參考
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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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歐美中小企業軟體考量因素 
資料來源：FORRESTER，林羿岎整理[2006] 

 
 
 綜合以上三個調查結果，影響企業進行軟體主要採購因素依序

為： 
1.  價格：即企業必須花費多少成本獲得該軟體產品。 
2.  產品：包含功能特色與相容性，分析是否契合企業策略、既有系

統、 以及建置、使用過程是否便利，如允許上網與離線操作、日

後升級或擴充性佳。 
3.  專業技能：分析廠商專業技術與能力，可能會參考廠商過去軟體  
建置、銷售經驗等。 

4.  軟體廠商與企業關係：將過去的合作經驗、顧客推薦、以及是否 
與其他相關合作顧客擁有密切關係，列入評量軟體採購項目。 

5.  其他，如軟體廠商人員之簡報說明印象、廠商所在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