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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前一章已就 A 公司之 C1：外顯單位效益成本；C2：資訊搜尋成

本；C3：道德危機成本；C4：專屬陷入成本進行個別分析、歸納 A
公司降低買者 4C 成本之方式，並發現 A 公司係藉由逐步建立及強化

4C 優勢，以進入良性的 4C 循環。 
 
本節將針對前述 A 公司所建立的 4C 優勢，特別是一般資訊服務

業者在行銷策略發展歷程中應注意到的幾個重點，總結說明如下： 
 
壹、 C1 優勢是競爭力來源 -- 4C 循環的起點 

 
由 A 公司個案分析發現，C1：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優勢是企業取

得競爭力的主要來源，A 公司的 4C 循環過程，皆是由建立 C1 開始，

開展 C2、C3、C4 的優勢，並回過來強化 C1，再進入下一個 4C 循環。 
 
某一廠商的核心競爭力係指來自於該組織所具有獨特的學習、組

織、管理、協調、以及分配活動的能力。獨特的競爭力是透過運用一

組差異化之技巧、互補性資產及組織例行工作的整合，使廠商得以採

獨特的方式來協調特定的活動，因而得在一特定市場或多個市場上，

能擁有比較具競爭優勢之基礎（Dosi & Teece, 1998）。 
 
全球資訊服務業競爭優勢類型，可區分為，技術領先（如作業系

統、中文語音辨識）、經驗領先（如 ERP、股票系統）、低廉成本（如

印度軟體代工）、創意思考（如電子寵物軟體）、經濟規模（如美國）、

語言文化（如華文遊戲軟體）和異業優勢（如日本消費性電子產品採

嵌入式軟體）等（資策會 MIC, 2001）。這些競爭優勢來源皆屬於 C1
優勢的建立。 

 
從台灣幾個實績佳之資訊服務業者發展觀察，不論是套裝軟體或

是系統整合業者，多具有在某些利基市場上之技術領先、經驗領先、

語言文化之優勢，例如訊連是全球少數擁有頂尖視訊與音訊技術的影

音軟體公司，因技術領先，外銷比重高達 7 成，2007 年 EPS 更創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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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高達到 10.03 元；以 ERP 專業知名之鼎新，因兼具技術、經驗領

先和語言文化優勢，在台灣是第一大，在中國大陸更已站上第二大。 
 
A 公司由強化雙卡系統技術取得技術領先優勢開始，建立越來越

多代表性案例後，累積經驗領先和國內經濟規模的優勢，C1 越來越

強；當國內雙卡系統市場飽和後，面臨國內規模效益遞減，開始拓展

海外市場，重新進入 4C 循環，又藉技術領先優勢 C1 去爭取 C3 來補

強海外案例經驗，提高 C1 的價值，所有的 4C 循環會回到 C1 以增強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優勢。台灣幾個實績佳之資訊服務業者亦有類似的

發展模式，皆是由利基市場上之技術領先開始。 
 

貳、 強化 C1 的策略定位–  精準的 STP 
 

玉荷包因花穗長且分支多，難以授粉，賀爾蒙不足，著果不易；

後來經研究發現，開發時節大量裁剪花穗數量，使養份得以集中，因

此著果率大大提高，而成為台灣最喜愛的荔枝品種玉荷苞。企業要做

出傑出的服務就好比台灣的玉荷苞種植哲學，就是難在企業應該選擇

割捨不去做哪些的服務，或是要考量本身的定位來選擇不做好哪些服

務以提供（the offering）給客戶（Service excellence can be defined as 
what a business chooses not to do well），因為服務的價值和客戶所願意

支付的代價是相對，如何在營運成本和附加價值服務間創造雙贏是定

價時應考量的（the funding mechanism），有時甚至應該留給客戶自助

式（do-it-yourself）選擇，以節省雙方的成本（Frei, 2008），並須有精

準的 STP，切對市場區隔（Segmentation），找對目標（Target）客戶

和產品服務定位（Positioning），瞄準利基市場，才能突顯 C1 的產品

效用。 
 
A 公司一直強調要慎選專案標的，以利資源集中分配，提高獲利

率，其實就是和一般企業在決定聚焦發展策略之前一樣，找對利基市

場，即要面對如何大膽地決定放棄某些既有產品市場的抉擇，這可能

遠比決定要主打哪一類市場還要難。例如，A 公司為分散營運風險，

捨棄客製化比重高，投入非關聯系統多的大型專案，就是為了要有效

分配有限的人力資源，專攻有利於累積領域專業的專案，例如企業入

口網和電子化政府入口網。A 公司的 GIP2.0 產品有平台管理、搜尋、

數位資料管理等主要標準模組功能，強調開放與彈性，標準功能項目

會依客戶係應用於入口網、知識管理、數位典藏等而不同，但在設計

網頁的展現層部份將會因客戶需求而異，因此可列為客戶自選項，或

者就設計幾組常用的展現網頁，以外的需求就由客戶自行處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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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節省雙方的成本，又能滿足各類客戶所需的產品效用。 
 
參、 產品效用提升策略 – 以 C1 優勢換取 C3 和 C2 

 
資訊服務業者在形成產品化、模組化的套裝產品前要經歷過長時

間的產品發展過程，依據 IBM 的研究，發展產品化和產業化的服務

需經過 6 個階段，由學習（learning）客戶專業需求開始，建立組織

之服務能力（capability building），成立專案小組推動，進而配合組織

調整改造納入事業群資源配置（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與選定

客戶合作將產品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最後才能將產品化服務轉

型（transformation）完成（IBM, 2008）。 
 

從 A 公司發展歷程中也能見到類似的產品化和產業化階段，例

如，A 公司 IC 晶片卡無線認證技術的研發在 2004 年前即開始，經過

技術能力的建立，到 2006 年才成立無線暨系統服務事業處，開始正

式納入公司資源配置體系，目前已步入產品合理化轉型階段，並在無

線應用領域中開發出 NFC 應用之相關 IC 晶片儲值卡系統產品，但因

無線網路交易環境尚未成熟，無線服務產品線尚未達規模化產品發

展。當產品化完成後，接著即需要訂定符合利基市場的行銷發展策

略。面對市場的考驗，透過不斷複製產品的過程，交由各類型市場客

戶來決定產品未來應強化的重點，進入 4C 行銷策略循環；為了要縮

短產品規模化的時間，即可透過與 C3 強者交換本身具優勢之 C1，並

同時取得 C2。 
 
相較於全球化的大型資訊服務公司，因為台灣業者鎖定之海外市

場有限，產品廣度通常不夠，尚需要透過產品代理或與策略夥伴產品

整合。因為擅長於開發特定領域產品，幾個利基產品深度夠；卻又因

為自身知名度不夠，建立全球市場行銷通路困難；因此具深度的利基

產品，反而可以成為與海外策略夥伴合作行銷的利器。 
 
因此，台灣系統整合業者雖然在進軍海外市場時，常面臨到 C3

不夠強，既有資源不足以開拓 C2；遂可透過某一項利基 C1 優勢，向

外找策略合作夥伴換取 C3，並同時取得 C2，以快速達到規模化目標，

降低 C1 成本；並與 C3 強者的產品整合後，C1 更強，產品化程度更

加好，當切入目標市場時，所需要的客製化程度可以降到最低，C1
成本更為降低；同時，從產品化發展到規模化的歷程即可以縮短，業

者即能將資源有效分配於致力產品深度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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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行銷策略基本功 -- 基礎技術研發和國際品質認證 
 
早在 1962 年，IBM 董事長小華生（Watson Jr.）為了替 IBM 奠定

研發基礎，正式設立 IBM Fellow（院士）制度。IBM 肯為研發人才

砸下重金，讓 IBM 年年蟬聯美國科技研發龍頭，是全美專利權最多

的企業。全球第一個成立研究院士制度的企業 IBM，讓研發人員能長

期專注在研發領域，留住一流的研發人才，強化研究發展的深度，也

因此奠定了 IBM 在科技研發上的基本功（商業週刊, 2004），遂能使

IBM 在 2007 年第四季創造全球總營收 289 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

科技服務公司。 
 
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印度公司 Infosys，係於 1981 年由 250 元美

金創業到成就逾 200 億元美元市值的企業，在公司營運第二個 10 年

後，能將營收成長翻升 31 倍的重要關鍵，就是由最高位階的公司創

辦人之一來推動品質控制，於 1999 年，Infosys 成為全球前五家通過

CMMI 第五級認證的軟體公司，先後執行六標準差、ISO 9000、
CMMI、PCMM 等認證，將一切格式化，用過去的經驗，累積出對未

來的判斷，尋求各種國際認證來驗證它；並開始大量向歐美世界複

製、輸出，自此 Infosys 年營收，每 20 個月就成長一倍（商業週刊, 
2006）。 

 
台灣二大電腦製造品牌廠商，宏碁自 1976 年成立，發展至今，

已成為營業額超過 2600 億元的國際化高科技集團，成立於 1989 年

的華碩電腦公司，今年挑戰兆元營收目標，皆是由代工轉產品研發，

至積極爭取國際認證和建立品牌以成功轉型，創造附加價值。然而台

灣的上市上櫃資訊服務業者，最早成立於 1975 年，起步比較早的資

訊服務業，走向大型化與國際化之挑戰與發展瓶頸為：只重視功能創

新和開發技術，品質和軟體發展程序成熟度不足，造成產品無法快速

模組化和規模化，更難以建立國際品牌。 
 
然而台灣科技產業長期以來辛苦地為了作嫁的代工，只注重產品

發展，沒有真正基礎技術研發，也陷入了看短不看長，與微利市場的

困局，僅少數製造業者，如宏碁和華碩，由代工轉型建立國際品牌。

但為台灣創造出可觀的 GDP 的資訊電子業，普遍是如此，中小型為

主的資訊服務業，更是普遍欠缺基礎技術研發觀念。目前正在致力開

拓海外市場的台灣系統整合服務業者，雖多已取得 CMMI 國際認證

Level 3 以上的水準；但能像 A 公司這樣規模不大，卻有意願投資高

比重成本在基礎研發，並將 CMMI 國際認證的精神，由上到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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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上的台灣資訊服務業者，並不多見；但對於晉升國際級資訊服

務企業，尚需歷經國際市場的挑戰與磨鍊；透過基礎技術研發，和國

際品質認證，增強自身的 C1 和 C3 優勢，才有機會進入良性的 4C 循

環。 
 
伍、 良性 4C 循環 –  具備 4P 能力 

 
由 A 公司由建立 C1 優勢開始，發展 C3 和 C4，就會自然形成

C2 關係網絡，由 C2、C3、C4 發展過程中，發掘需要強化 C1 的重點，

才能夠建立”street-smart insight”的能力，並接著”do it right”，進入有

利的 4C 循環，才可能夠維持優於同業之表現，具備長期營運發展機

會。這是一般經營 B2B 類的資訊服務業者，典型的進入市場行銷策

略，但是其中最難做到的就是，”street-smart insight”和”do it right”。
因為規模不大的資訊服務業，最大的挑戰即是，在資源有限的前題下

配置產品服務，一旦選定之主軸偏離市場需要，原有的優勢就會被稀

釋，將會落入不利的 4C 循環，影響公司獲利與營運。 
 
資訊服務業最重要的資產是人才，最主要的獲利關鍵是透過有效

的專案管理，掌握客戶專案的時程，並藉由累積領域專業（domain 
knowledge），提高服務附加價值，強化產品服務之效用，以提升競爭

力。優質資訊服務業對於建立組織的良性 4C 循環，在基本運作環節

上，應特別重視組織能力發展構面，包括人才、專業、產品服務和專

案管理，A 公司能有優於同業獲利率之因即在於此。IDC（曹永暉, 
2007）指出一個成功的資訊服務廠商應具備之 4P 條件為： 

1、 Products（產品）：需提供客戶完整的資訊服務產品及其了解

客戶需要。特色產品尤是重要的競爭利器，國內的資訊服務

廠商大都缺乏自家產品，普遍靠代理外商產品整合服務。唯

有包裝加值成為自有產品解決方案，才能提高服務價值。 
2、 Project Management（專案管理）：專案管理是一個專案能夠

順利上線與否的最重要因素。從專案簽約開始至完工驗收，

各個階段需要被落實，一家優良的資訊服務提供者應持續關

注專案後續維護執行才能強化和客戶間的良好關係。 
3、 People（人才）：專業的服務團隊及優秀的執行人才。一個好

的資訊服務商因強調它的人才養成，吸引人才，及留置人才

的能力。資訊服務係仰賴人才來達成其結果。 
4、 Professional（專業）：專精各技術與產業領域知識。"領域專

業"是服務業被客戶青睞的首選條件。大型的資訊服務業者還

會建立其資訊專業資產知識庫，將過去的建置服務經驗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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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成為專業"無形資產"，以加強經驗傳承，提昇競爭力。 
 
陸、 4C 彈性運用策略 -- 致勝點的選擇 

 
受到客戶需求及知覺反應程度不同，可能會發生所提供之服務與

客戶預期出現落差，這是服務的特性。因此資訊服務的提供並非單向

的，客戶所扮演的評價角色是企業賣點定位的來源。所謂”street-smart 
insight”就要由與客戶的互動中激盪出來，從公司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找

到客戶需求的交集，又能夠避開競爭，”do it right”切對市場。 
 
台灣資訊服務業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要能夠成功進入新市

場，選對利基市場就是致勝的關鍵。選擇利基市場的策略，即是要在

科技、產業環境和法規等背景因素下，避開競爭者，找出策略性致勝

點（the Strategic Sweet Spot），並要在配合企業能力所及條件下對準

客戶需要。又最好是發展二至三個合理卻又很不同的策略性選擇

（Collis and Rukstad, 2008），即是呼應因時因地制宜的 4C 彈性策略。 
 

 
圖 6-1 The Strategic Sweet Spot 
資料來源：Collis and Rukstad, 2008 

 
C1、C2、C3 和 C4 相加的 4C 交換成本才是買者的總成本。A 公

司因為有 C3 強的 VISA 代言與推薦，以 C1 最強的儲值卡及紅利管理

系統進入到泰國；但到中國，因尚未找到能與雙卡系統搭配 C2、C3
夠強的合作夥伴，改選擇北京 B 子公司最強的 C1 產品開始，藉由 B
子公司之 C2 和 C3 開展市場。之後，A 公司再規劃儲值卡及紅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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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進入中國市場。A 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策略思考模式，即不走

原來習慣從銀行端切入的 C2，改採取另一種先由商店切入的 C2，欲

等商店端的 C3 和 C4 建立後，再俟機將服務帶到銀行端。導入商店

時就採取透過建置營運中心的 ASP 模式，商店使用 ASP 只要按月付

費即可使用系統，不需要購買主機和一次付擔大筆系統費用。當直接

對銀行銷售系統時，因為銀行面對的商店客戶多，交易量大，即需要

為銀行規劃營運主機，並將台灣原有系統依當地需要加以客製化。但

這二個策略顯然是可以同時進行、並不相衝突，藉由 ASP 服務模式，

從大型連鎖店端帶動銀行導入，但在面對銀行端需求時，就要採用客

製化程度較高的系統整合服務模式，這就是 4C 彈性策略的致勝點選

擇。 
 
柒、 4C 策略行銷風險管理 

 
企業經營之風險類型可包括：1、策略風險：例如行銷、M&A 策

略等；2、營運風險；3、財務風險；4、資訊風險等。尤其中小企業

在成長階段時，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更應謹慎選擇 4C 行銷策略，

以避免落入不利的 4C 循環，形成永續經營發展之阻礙。 
 
由於 C1 是競爭力的來源，但不同市場區隔之客戶所知覺之效用

並不同。當 A 公司進入新興市場時，尤其須注意在拓展不同區域市

場客戶之 C1 需求，依據各類區隔市場客戶的產品需求與產品效用要

求，調整進入市場之行銷策略。例如在泰國最具有 C1 優勢的雙卡系

統，到越南卻是暫無用武之地時，A 公司如欲經營越南當地銀行系統

業務，就務須另尋其他行銷策略，如選擇與策略夥伴共同合作其他產

品業務，或是評估投入研發與核心業務相關之新產品，但仍應小心控

管產品服務和通路成本。如果可以找出最適合目標市場所需產品，並

處理好 4C 誘因，以精準的 STP 避開市場現有競爭者，切入利基市場，

即可建立 4C 策略行銷之競爭優勢；如果暫無其他合適產品標的，則

不如以靜制動，等到目標市場成熟之際再出擊，或等候區域利基產品

發展成熟，符合區隔市場效用要求後再進入。 
 

以營收來源集中度來看，A 公司成立時透過 I 機構之銷貨占總營

收比 19%，到 3 年後已降到 9%以下。另由歷年財務報表中分析，

2000-2001 年約有 45%之營收集中在前 5 大客戶，2002 年前五大客戶

仍占約 55%，成立前 5 年皆有 5 個以上大客戶占總銷貨額 10%者，但

到了 2004 年後就少有大於 10%的銷貨集中在某一大客戶中。營收來

源集中於某幾個客戶，萬一未能掌控某一大客戶，即可能對於公司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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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營收有較高程度之影響。當 A 公司 4C 策略運用得當，將各類產品

客戶層開拓得越來越廣時，即可避免財務風險，及分散公司營運風險。 
 
由於 A 公司在政府專案比重占將近 5 成，當 2007 年立法院預算

凍結即受到重大影響。過去一般人認為拿政府預算是最穩當的想法，

也須要重新看待，一旦周轉不靈就可能落入不利的 4C 循環。A 公司

之企業客戶群中，亦有相當比重是來自於金融服務業，當面臨到雙卡

風暴時，這一類業務就會受到打擊。畢竟各客戶群的專屬資產建立需

要長期耕耘。因此，A 公司對於業務之長期布局發展，也漸漸需要注

意避免業務過度集中於某一產品類別所帶來之風險，才能維繫有利的

4C 循環。尤其是中小企業，更禁不起連串的風險打擊，對於 4C 的處

理還是需要步步為營。 
 

第二節 管理建議 

 
資訊服務業是政府推動「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之重點服務產業

之一，有鑒於台灣資訊服務產業面對資金、技術研發能力、行銷面之

資源限制問題，將會影響產業競爭力，本研究提出對企業和政府政策

之建議如下說明。 

壹、 對企業之建議 
 

如果企業試圖什麼都做（cover the entire waterfront），是在稀釋本

身的優勢；如果企業只是選擇少數幾個利基（pick off niches）事業來

做，又很容易遭受到高度聚焦企業的側翼攻擊（nipping at your 
flanks）。最好的防衛作法就是集中在很多個利基（multiple niches）事

業上，不去用單一種服務模式去涵蓋全部事業，而是採用多個最佳化

的服務模式在幾個面向上達到傑出，並將財務、採購、資訊科技、人

力資源、教育訓練等企業功能於內部共享，好處就是在使用內部提供

者的共享服務去產生經濟規模和經驗規模（Frei, 2008），這將有助於

C1：外顯單位效益成本的降低，並可以避免事後無法衡量之道德危機

成本。 
 
對於朝向大型化和國際化發展之台灣資訊服務業，建議組織管理

設計上應注意透過集團組織內部化，將可共享的企業功能規劃在組織

內進行，可以避免事後無法衡量之道德危機成本，創造經濟規模和經

驗規模，降低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並同時應建立數個利基事業，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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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的特色產品服務，選擇具有區域優勢的市場發展，以強化各主軸

產品服務之外顯單位效益。 
 
雖然台灣系統整合型業者於成長性高之亞太地區具區域優勢，產

品亦具競爭力，但廠商現有營運與研發能力仍待加強。可配合台灣系

統整合服務發展現況，依據台灣業者現階段在各行業應用領先程度及

產品化程度之不同，選擇發展較成熟之領域如製造業或金融業應用系

統等拓展外銷，並以語言文化及地理位置相近之區域為優先拓展之目

標市場（資策會 MIC, 2008），這對於個別企業而言，仍僅是限於發展

少數利基市場，是很容易遭受到高度聚焦的國際企業的側翼攻擊，或

是受到新興技術、法規、政治、經濟等大環境因素影響，如果因應能

力不足，又將會落入不利的 4C 循環。 
 
由於資訊服務業所需要具備之知識技術具有：累積性與不可回復

性、策略性與專屬性、內隱性（Tacitness）與外顯性、路徑相依性（Path 
Dependency）與經驗性等特性（Zander & Kought, 1995；Grant, 1996；
Simonin, 1999），因此學習和經驗曲線成本較高。對於中小型規模為

主的資訊服務業者而言，因為資本有限，只是選擇少數幾個利基事業

來做，無法同時投注在數個利基產品與市場，因此建議尋求具有其他

利基產品或市場的策略合作夥伴，藉由 M&A、合資、取得技術授權

等方式，可降低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和道德危機成本，以產生利基優勢

的加乘綜效，因應多變的市場環境，避開大型國際企業的夾擊，從夾

縫中找尋機會，擴大利基事業範圍。 
 
多數存活下來的系統整合廠商，於市場開發和產品銷售的策略，

皆重視在地化能量的建立和客戶關係維持，但是到了海外，產品服務

卻無法立即複製，即便是部份複製和經驗傳承皆不容易，因此需要於

當地另尋系統開發人才，滿足當地客戶的客製化需求。原本在台灣的

良好客戶關係，並不能保證牽線到海外的客戶關係是可靠的，也因此

需要另外尋求建立新的行銷管道（王義智, 2008）。 
 
台灣本土的系統整合產業雖已於國內站穩腳步，但面臨多變的國

外市場，缺乏品牌優勢，不易獲得客戶信賴；缺乏國際市場經驗，海

外行銷資源有限，難維持長期有效的經營；營收多來自於產品銷售，

尚未有效開創具附加價值之顧問服務，特別是於爭取顧問服務角色相

形重要的大型專案時，又缺乏指標性國際案例，國際競爭優勢仍不

足。但因為營運效率和彈性佳，較具價格競爭彈性。於開拓中國市場，

具有語言文化優勢。新興市場國家產業發展軌跡與台灣類似，因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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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大餅刺激，當地業者大量成立，但我國業者長期累積之產業合作經

驗，卻是當地業者所不能及，而當地業者具有行銷通路和語言文化優

勢，又可以促成合作的機會。國際大廠之產品服務價格偏高，我國業

者有競爭空間，加上過去部份業者曾與國際大廠合作開發相輔相乘之

產品和工具，品質業已取得其信賴，因此可以和國際大廠進行策略聯

盟，藉其品牌提升自身的知名度，並共同開發市場，建立互補合作的

關係（翁偉修, 2008）。亦即透過選擇互補互利之策略合作夥伴，藉合

作夥伴之 C3 優勢取得有利之 C2，降低交易成本，可強化業者於市場

上的競爭優勢。 
 

貳、 對政府之建議 
 

技術研發是資訊服務業應備基本功之一，但台灣以中小企業為運

作主的小型經濟體，雖具有精敏迅捷（Mean & Lean）特性，卻有研

發不經濟的問題。因此對於在技術深化與知識資本之累積上，建議政

府、社會與產學研各界應大力重視合作創新機制，並策略性地運用此

資源延伸之槓桿（Stretch & Leverage）機制，以克服小型經濟體與中

小企業體從事技術創新，所面臨之規模不經濟問題（李仁芳, 2003）。 
 
Freeman（1987）認為政府、半官方組織、研究機構、大學等均

可將技術與知識擴散至其他組織。李仁芳與蘇錦夥（1998）建議透過

產、學、研網絡合作方式學習外來知識，以獲得良好的學習效果。從

交易成本之觀點，組織間合作的經驗累積，除了有助改善資訊不對稱

外，更有助於彼此信任關係之建立，對於廠商是否接受上列之外部技

術知識提供者，乃基於廠商對於其能力之信任。由於技術本身之特性

對於企業在取得該技術之過程中，會產生程度與性質不同之交易困難

度，進而導致較高或較低的交易成本（Williamson, 1981），因此廠商

是否參與產、學、研組成之研發聯盟，亦取決於所需投入研發成本。 
 
前述資訊服務業發展所需之資金、人才、產品技術、市場等要素

中，最根本的人才和產品技術問題，即可以透過產學合作取得人力，

協助學術界培育實務應用所需要之人才，建立互惠合作的關係，確保

人力資源與素質。同時透過產學研合作取得技術，克服中小型資訊服

務業於投資技術創新研發，所面臨之規模不經濟問題。建議由政府帶

動投資資訊服務產業之關鍵核心基礎技術研發，找出資訊服務產業的

成長動能，提供廠商參與產、學、研間研發聯盟之低成本誘因，並配

合既有的電子、資通訊硬體之基礎推升軟體質量的提升，將有助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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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軟硬體產業競爭力。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一般中小型企業為突破發展瓶頸，達到競爭生存的方式有，一為

創造規模經濟，因此台灣資訊服務業者已開始開拓海外市場，但建立

規模經濟市場並不容易；另一為切入利基市場，與國外競爭對手區

隔，但又如何避免高度聚焦的國際企業的威脅，皆是值得進一步探究

的課題。 
 
台灣中小型資訊服務業者擅長之專門產業資訊服務領域各異，面

對不同資訊需求程度的海外市場，以及商業環境因素、政治、法律規

範、特殊文化背景等大環境影響等，資訊服務業於管理面和行銷面的

挑戰與因應對策等，都是探討的議題。 
 
技術創新和服務創新，是一般中小型資訊服務業者的發展利基，

核心技術又是競爭力之主要來源。對於解決中小型資訊服務業者技術

創新規模不經濟問題，政府或學界、研究機構等如何有效透過網絡合

作方式協助之，其背後又應有哪些制度、法規、補助機制等配套支持，

後續將可深入研究。 
 
針對資訊服務業者在配合各產業導入電子化時，又應如何透過預

測市場發展趨勢，避開既有市場競爭，精準地尋找出適合業者發展之

關鍵核心基礎技術研發領域，並長期培養研發人才，以協助提升產業

競爭力。 
 
針對政府產業政策的議題包括：扶植台灣資訊服務業的政策探

討，或對於台灣資訊服務輸出推動政策之研究建議；政府如何將資訊

服務產業發展重心放在關鍵核心基礎技術研發以創造產業之競爭力

等，皆有助於推動台灣資訊服務產業的成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