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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訊服務業與經營環境分析 

本研究討論重點係為台灣資訊服務業，特別是為數較多的系統整

合業者之行銷策略，本章節茲透過綜合探討台灣資訊服務業之特性、

國內市場現況、經營環境與市場發展趨勢等，透過瞭解整體資訊服務

產業背景和環境，說明當前系統整合類業者普遍遭遇到之問題與挑

戰。 
 

第一節 台灣資訊服務業特性 

 
台灣資訊服務業係屬於技術密集產業，大多數屬於上述之第一類

型，固定投資，進入門檻低。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1 年工商普查資料，

資訊服務業共計 5,385 家，員工人數超過 500 人僅 6 家；100 至 499
人有 63 家；規模於 100 人以下達 98.7%；5 人以下的公司即占 66.3%，
顯示我國資訊服務業規模偏中小型。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6 年工商普

查資料，資訊服務業之生產總額為新台幣 1,830.45 億元，資訊及通訊

傳播業共計 12,057 家，其中有從事研究發展者僅有 329 家，研發占

生產總額之 2.64%，研發投資比重偏低。 
 
台灣係為以中小企業為主，因它的靈活與彈性，使得台灣製造業

在世界供應鏈上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台灣最大之資訊服務業者精誠資

訊年營收最多約 3 億美金，雖能入列台灣前百大企業，但與全球各大

資訊服務業者相比，卻還只能算中小型企業。 
 
從我國資訊產業價值鏈來看，可分為產品類、專案類和服務類（圖

3-1）。套裝產品類服務之價值在於研發能力，因為產業標準多集中在

北美大型業者手中，致我國業者發揮空間有限；但因為各地理區域環

境下之法令制度不同，客戶有不同需求和偏好，我國業者仍有利基發

展空間。另外，對系統整合和專業服務類業者來說，客戶產業彼此間

差異性頗大，即使屬於同一專業領域，也會因服務對象不同，產品服

務內容即不同，又可將市場區隔切分得很細。但因內需市場小，不論

是套裝產品類、系統整合或專業服務類業者，皆需要擴展至海外市

場，而資訊服務業者面臨之最大挑戰即在於國際市場行銷（資策會,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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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資訊服務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01 

 
但從實務執行面觀察，台灣資訊服務業各類型之產業鏈上中下游

分工關係並不明顯。台灣資訊服務業之系統外包情況，大多是在人力

不足，專案時程壓力下，依成本考量時，將系統專案中之某一部份系

統軟體外包予其他業者開發，或是將系統開發流程中程式設計部份委

外。但外包之前題，是須要將整體專案系統分成幾個模組化系統，及

釐清系統間之關聯性和整合介面。外包商如果接到系統委外案，需要

針對客戶進行系統需求訪談、系統分析（System Analysis）、系統設計

（System Development）、程式設計（programming）；但委外商會因此

直接面對到客戶端，系統品質好壞會影響到未來維護問題，系統做得

不好會影響到原承包商之商譽，系統若做得太好，客戶說不定以後會

直接找該外包商接案，因此對於外包商之專案管理是一大課題。又如

果僅將程式設計部份外包，則需要提供外包商程式設計所需要之系統

分析和系統設計文件，甚至應定義完成系統規格文件包括訊息建置指

引（Messag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 MIG）和系統建置指引（System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 SIG）。但嚴格來說，多數台灣資訊服務業者

並無法將此類分工清楚地切割，目前產業分工體系並不明顯。 
 

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為台灣資訊服務產業主要經營型

態，大多數上市上櫃的資訊服務業者屬於系統整合類（請參考附錄

二）。從過去企業資訊觀念改造的過程觀察，系統整合廠商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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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係從三個階段推進。第一階段是為基礎建設的提供者，功能包括控

制運算架構的穩定、資料和設備的安裝、以及技術提供者，為企業節

省 45%的網管成本。第二階段是為服務提供者，協助企業維護資訊系

統運作、擔任網路服務提供者、測試者的角色，所帶來的效益是使得

必須即時處理的問題減少 40%。第三階段則是要成為企業的事業夥

伴，超技術層次提供企業完整的解決方案（李穗佳, 2004）。其服務範

疇包括為客戶進行資訊需求診斷、系統規劃、流程改造、系統分析設

計、系統最佳化、系統維護等，有時亦包括顧問諮詢、教育訓練、設

施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 FM）、主機託管等專業服務。所提供之

硬體範圍可包括：網路通訊設備、電腦儲存設備、伺服器、個人電腦

等。由於每一個案之複雜度不同，業者所專精之領域各異，因此軟體

標準化和專案管理能力，即成為業者能否如期結案交貨和獲利之主因

（資策會, 2001；王義智, 2008）。 
 
從我國資訊服務產業之國內銷售通路結構來看，如果將軟體供應

商區分為本土商和外商，本土供應商係透過代理商或直銷方式銷售至

客戶端，國外供應商則透過代理商或台灣分公司進行銷售。代理商會

將代理產品直接銷售客戶，也會轉手透過系統整合商和遍佈全台各地

的加值經銷商。軟體銷售可分為網路直銷和原廠直銷。本土廠商主要

有賴直銷，而對外商言直銷非主流，除非因軟體客製化需求和技術支

援程度高，為服務客戶需設有分公司者除外。台灣資訊服務產業以系

統整合為主流發展模式，系統廠商通常會身兼代理商和自有產品供應

商的角色，以提供客戶最佳組合服務（王義智, 2008）。 
 

 
圖 3-2 台灣資訊服務產業通路概念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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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資訊服務市場概況 

 
根據資策會 MIC 調查研究，2007 年台灣資訊服務業總產值可達

到 2,256 億元，較 2006 年成長約 7%。在電腦軟體部分，2007 年產值

達 2,182 億元，較 2006 年成長 6.5%，預估 2006-2010 年複合成長率

（CAGR）達 8.0%。台灣電腦軟體產業之主要領域為商用軟體、資訊

安全與系統整合，其中以系統整合之產值最高，預估至 2010 年可成

長至 1,076 千億元，2006-2010 年 CAGR 為 3.0%（資策會 MIC, 2008）。 
 
2007 年電腦軟體外銷規模達新台幣 378 億元，占總產值 17.3%，

較 2006 年成長 20.9%，預估 2010 年外銷規模將挑戰 687 億元，

2006-2010 年 CAGR 可達 22%。在外銷規模中，前三大外銷領域分別

為資訊安全、系統整合與商用軟體。其中，資訊安全之外銷規模最大，

2007 年台灣資訊安全外銷規模達新台幣 305 億元，占整體外銷規模

83.1%，預估到 2010 年資訊安全外銷規模將挑戰 560 億元，2006-2010
年 CAGR 可達 22.2%。其次為系統整合的部分，2007 年外銷規模 44
億元，預估 2010 年外銷規模將達 85 億元，2006-2010 年 CAGR 為

26.4% （資策會 MIC, 2008）。資訊安全產品屬於套裝類型，2007 年

外銷規模是系統整合類之 3.6 倍。通常系統整合業者營業額中約有三

至四分之一為硬體，但一般硬體利潤並不高，最具價值的系統加值服

務，並無法像套裝軟體具備有完全標準化、模組化的特性，規模化發

展速度即難與套裝類型匹敵。 
 
根據國際數據資訊公司 IDC 與微軟公司聯合發佈的一項研究報

告顯示，預估 2008 年，台灣投入在基礎架構、人員培育、市場行銷

與企業營運發展的 IT 投資將超過 139 億台幣，預計在未來的 5 年內，

台灣每年 IT 投資支出的成長率將達到 3.2%，軟體產業的 IT 投資支

出成長率將達 6.9%，顯示台灣的 IT 產值仍有成長的空間（微軟在台

灣季刊, 2008）。 
 
根據 MIC 的預測（翁偉修, 2008），2008 年台灣資訊軟體市場為

292 億台幣較去年成長 84%，預估 2010 年台灣資訊軟體市場將達到

350 億台幣規模。2008 年熱門資訊軟體的預估投資規模近新台幣 32
億，其中以「協同作業」軟體的 7 億台幣投資金額為最高，其次為「服

務導向架構」6.6 億，及「作業平台虛擬化」約 6.3 億、「商業流程管

理」約 6.1 億、「商業智慧」約 5.9 億。2008 年台灣企業在上列五項

軟體產品的投資成長率在 30%至 60%之間，預估在資訊軟體主要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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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 趨勢效應下，未來資訊軟體市場的市占率將會集中在少數幾

間大廠。就整體應用趨勢而言，未來三年內尚未規劃採用這五項資訊

軟體的企業，約占 45%至 55%，顯示仍有持續成長的空間（資訊傳真, 
2008）。通常企業導入上述軟體，除非已有資訊部門能自行整合內部

系統以外，一般會透過系統整合業者進行。 
 
自 2006 年起台灣市場大型資訊專案越來越少，雖有少數來自半

導體製造業建廠專案及銀行核心系統的大型專案，但台灣整體資訊市

場在系統整合專案的規模上已趨向小型化；而在中小型企業市場方

面，係以軟硬體產品採購為主，除系統維護外，對專業資訊服務的需

求仍不明顯（IDC, 2006）。 
 
從過去台灣資訊市場版圖來看，大型企業市場多是外商天下，本

國廠商則重點在中小型企業市場。但在最近 IBM 台灣分公司才重整

旗下系統暨科技事業處（Systems & Technology Group，STG）組織營

運，首次針對中小型企業需求成立對應部門。看來在台灣大型企業資

訊服務市場飽和後，本土和外國資訊廠商皆瞄向中小型企業，這也代

表國內廠商間所面臨的市場競爭將更白熱化。中小企業市場看似廣大

卻很零散，對於市場價格敏感度高，但競爭越烈，市場利潤空間將會

越小，如果市場越做越小，客戶將也得不到好的服務。台灣資訊服務

產業正面臨應如何能在競爭中將市場做大，並創造業者間與客戶皆雙

贏局面之挑戰。 
 
受到中國磁吸效應影響，外商、本土 IT 廠商的注意力已經移轉。

不需大量生產設備投資的大型 IT 外商軟體公司近年紛紛撤守台灣的

消息，早已經不是新聞。自 2001 年來，受到整體經濟環境低迷，企

業削減 IT 支出影響，已有企業管理解決方案領導廠商 BMC 
Software、全球最大 CRM 公司 Siebel、 CommerceOne（電子商務軟

體公司）、全球自助式網路應用軟體廠商 Broadvision（宏道資訊）等

公司紛紛宣佈關閉台灣分公司，捨棄戰略位置不夠強的台灣，改由香

港或新加坡分公司接管，或由台灣通路商服務客戶。BMC、Siebel、
Broadvision 撤出後，都改由本地代理商或系統整合商協助銷售與客戶

支援，CommerceOne 則是將業務交給長期合作夥伴首席電子商務（馬

培治, 2007）。 
 
2007 年全球企業商用軟體大廠組合國際（CA）裁撤台灣分公司

旗下企業 IT 管理軟體服務，授權業者精誠資訊獨家代理。CA 以過去

在亞太區採用直銷模式成效有限，改採經銷代理策略，裁撤亞太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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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公司以降低經營成本，直接由經銷業者提供本地客戶銷售、導

入、維護等服務（馬培治, 2007；電子時報, 2007）。CA 的案例很值得

台灣軟體業者警惕，除了須再重新思索台灣軟體市場的未來，海外市

場佈局策略也是將來生存之關鍵。 
 

第三節 台灣資訊服務業經營概況 

 
有鑒於台灣資訊服務產業面對內需市場小、利潤低、分工不易，

以及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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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證期會通過資訊服務產業上市上櫃辦法，以解決資金

面問題，但截至 2008 年 4 月為止，上市資訊服務業者計有 8 家，上

櫃有 33 家，資本額超過新台幣 10 億元者僅有 7 家，超過 20 億元資

本額者皆為系統整合類，有敦陽、三商電腦、艾群和精誠，其中資本

額最大的精誠 2006 年 EPS 為 3.68 元在系統整合業者表現最好（請參

考附錄一）。精誠近年藉由與精業整併後透過各大事業領域的交叉銷

售綜效，整合各主軸產品服務，擴大產業化服務及市場規模，積極佈

局海外，遂能在系統整合服務方面展現超越同業之成績。 
 
除了資金面外，營運面問題卻才是台灣資訊服務產業之挑戰。台

灣資訊軟體業通常只重視功能創新和開發技術，但軟體發展程序和品

質問題，卻是營運規模化發展必備之基本功。因此，經濟部工業局自

2006 年開始推動提升資訊軟體品質（CMMI4）計畫，為推動資訊服

務業『大型化』與『國際化』之基礎工程。以印度通過 CMMI 認證

廠商數與軟體出口成長率的正關聯性，預估台灣推動 CMMI 將有助

於軟體業產值的提升，加上台灣優異的硬體設計與製造能力，冀配合

軟體質量的提升，可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創造產業的新價值。在資訊

服務業者面對系統日趨複雜化、大型化的多元需求下，配合導入

CMMI 以有效管理開發流程，並可藉 CMMI 認證與國際接軌。雖然

短期間導入 CMMI 之企業還未能有明顯效益之發酵，但據中華民國

軟體資訊協會調查指出已取得 CMMI 認證的企業對於其在『提昇組

織重視產品或服務品質的文化』評估項目上有一致的共識（經濟部工

業局 CMMI 計畫網站, 2008）。尤其是正在開拓海外市場的台灣系統

                                           
4經濟部工業局推動我國軟體能力成熟度整合模式（CMMI ,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ed）計畫，致力提升我國資訊軟體產業品質，達到國際水準。CMMI
計畫已列入行政院經建會「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中資訊服務業之主軸措

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CMMI 計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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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服務業者，皆已取得 CMMI 國際認證 Level 3 以上的水準（請參

考附錄二）。 
 
經統計公開資料觀測站上市櫃資訊服務業者計 39 家，平均資本

額在 8.68 億台幣，合計 342 億元資本額產出 524 億元營業額；系統

整合業者計有 22 家，占比重最高；在 2006 年 EPS 在 2 元以上者有

13 家，系統整合業者中僅有漢康、九大、凌網、新鼎、大同世界科

技、精誠、訊連等 7 家；EPS 在 3 元以上者，有 7 家，僅 1 家系統整

合類精誠，其中 4 家遊戲軟體業者為鈊象、網龍、智冠和橘子，和

EPS 表現特別突出者為數位影音軟體廠商訊連 8.81 元，以及數位監

控系統的奇偶 11.16 元；有 12 家每股淨值在面額以下，2006 年 EPS
為負者有 10 家，系統整合業者就占了 6 家，平均 EPS 為 0.56（請參

考附錄一）。顯示台灣資訊服務業者中，除了有特殊利基市場的業者

有特別出色表現以外，比重最高之系統整合業者其實正面臨市場的嚴

酷考驗。 
 
2006 年產、官、學界舉行「資訊國力再提升」座談會，台北市

電腦公會和立法委員等，以及 10 餘位資訊服務業者，聯合提出「支

持合理編列資訊化預算達國際平均 2.5%」、「提昇應用軟體採購比

例」、「維護和擴大各項資訊計畫經費」、「先（採購）軟（體）後（採

購）硬（體）」與「專案管理及稅額外掛」等四大訴求，要求政府資

訊預算合理化。因近年來政府資訊預算屢遭刪減，政府支出僅占年度

總預算 1.04%，遠低於國際平均值的 2.5%（黃克昌, 2006）。看來如果

本土資訊服務業者單靠內銷市場，只是守在台灣市場等著政府預算合

理化，是無法長期撐下去的，因此進軍海外市場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 
 

第四節 台灣資訊服務業發展趨勢 

 
近年來較不具自主研發技術，而以代理或整合國內外軟硬體為

主要營運模式者，如加值型代理商與系統整合廠商，均經歷了空前

的衰退。縱觀台灣資訊服務業者中表現績優者之發展趨勢為： 

壹、 產品化和產業化發展 
 

據 IBM 研究顯示，資通訊服務產業幾乎都是客製化（bespoke, i.e., 
custom-made），並朝向產品化（productize）和產業化（industrialize）
發展。產品化係指對客戶服務提供預先包裝好的系列模組或統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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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案，可以形成個自獨立的核心（interdependent core）和互補

（complementary）產品之平台，能夠被複製（reuse）和規模化

（scalable）；產業化係指服務提供者提供符合客戶需求之產品化服務

（Leon and Davies, 2008）。 
 
一、 產品整合化發展 
 

依據資策會 MIC 調查顯示，目前大型企業主要還是著重於 CRM
及 BI；中小型企業短期內則以 ERP、CRM 導入為重。國內商用軟體

解決方案多由大型企業先行導入，在大型企業市場漸趨飽和後，下一

步則是搶攻中小型企業市場（劉楚慧, 2007）。企業的商業流程與原有

應用系統就有相當之連貫性與不可切割性，BI 與 ERP 或 CRM 等軟

體整合應用後將可獲得更大的綜效。MIC 針對台灣大型企業軟體應用

的調查資料顯示，在 2007 年已採用 ERP 的大型製造業對 BI 的需求

率為 13.6%，未採用 ERP 的大型製造業則只有 7.4%；而採用 CRM 的

企業也呈現類似的需求相關性；足證採用 BI 應用正呼應企業整合型

應用趨勢（翁偉修, 2008）。 
 
通常當系統經歷過一段發展時間後，產品功能將會不斷被強化，

逐漸與其他解決方案相互連結，這也說明為何近年 BI 應用逐漸受到

企業重視。不管是 ERP、CRM、SCM 起家的廠商，皆希望整合其他

軟體應用，強化既有產品功能，BI 成為各家軟體廠商亟欲切入的領

域，而原來主力在 BI 領域之廠商則進一步走向績效管理發展，均是

為了能夠擴大提供客戶整合性服務（翁偉修, 2008）。例如國內以 ERP
起家的鼎新電腦，從 CRM、SCM、KM 到成立營運智慧事業部，亦

朝向整合與 ERP 串聯的 BI 系列產品發展。 
 
台灣軟體業良莠不齊，極易陷入價格廝殺的惡性競爭，因此欲長

期穩健經營者尚須掌握產品發展趨勢。舉例來說，政府專案占有相當

比重之資通電腦，近來意識到政府專案客製化程度過高以致利潤有

限，遂積極朝產品化發展，並開拓企業客戶及海外場；例如開發一套

具備放款與外匯的銀行系統，係提供予海外設立分行的銀行業者使

用，使銀行業者不需要另外購買龐大的放款系統，目前已經至少有

5~6 家在海外設立分行的台灣銀行業者採用此系統（劉麗惠, 2007）。
因為具有產品化之可複製和規模化特性者，未來僅需稍加以客製化，

即可適用於類似產業，也因此可以增加利潤。 
 

系統整合服務業常見到的現象是，若不能一直為同一系列解決方

案快速地開發出新的客戶，即會面臨無法持續複製以創造經濟規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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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問題，獲利立刻會受到侵蝕；因為新案毛利高，沒有新案就只能

收固定百分比的維護費，所以資訊服務業者須要不斷地設法在它的核

心產品服務上，創造出符合特定客戶群需要的創新服務（Leon and 
Davies, 2008）。這也能說明，何以台灣資訊服務業者需要在原核心產

品服務上，持續不斷地精進，或進行產品化發展，將產品線整合；還

需要教育舊客戶納入新的觀念，不斷地更新產品以強化功能效益，除

為了深化既有產品服務能力外，重點還是期望能維持或提高其強項領

域之獲利率。 
 

二、 專注產業別解決方案 
 
產業化服務型態各異，主要係因各產業特性和結構並不同，其所

代表之市場規模和投入產出之價值不同。電子化需求程度越高的產

業，越有機會需要資訊委外服務，即是多數資訊服務業者致力耕耘之

產業。系統導入不能單賴資訊科技，須配合客戶端產業知識，瞭解產

業內客戶為何需要透過電子化來解決問題，才能逐漸累積成為個別產

業之產品化和產業化服務，發展出適合不同產業別之資訊解決方案。

資訊服務業者若要成為某一產業之產品服務領導者，通常須具備三大

領域之科技能力：服務至交貨（service-delivery）或生產至流程導入

（production-process） 之服務能力、產品或服務配置發展能力

（portfolio development）、行銷管理能力（Leon and Davies, 2008）。 
 
台灣資訊服務業發展至今，已多有擅長的產業領域，金融、電信、

製造是目前廠商主要經營產業，政府 e 化也是本土資訊服務業者經營

的重點。台灣資訊服務業生存不易，能在市場上存活並且持續擴大的

業者不多，如果能深入各行各業領域知識，找出企業在地化需求，就

算大環境不佳，亦可找到企業發展的利基點。從台灣資訊服務業之企

業組織架構或是產品分類來看，可以瞭解其對於產業別業務經營之重

視。例如，資通電腦具有金融業務解決方案、政府解決方案等；鼎新

之 ERP 即針對製造業、流通業、金融、服務業、中小企業提供不同

解決方案，並分別歸屬於中小企業事業群、金融暨服務事業群、買賣

流通事業群等業務；深耕金融資訊系統相關業務超過 20 年之精誠資

訊，成立金融事業部；經營資訊交換服務為主之關貿網路，也依重點

客戶群將組織劃分為通關事業群、運籌事業群和電子商務事業群等；

中菲電腦將應用軟體事業部群又分成金融軟體事業部、證券軟體事業

部、信託軟體事業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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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尋求擴大市場規模 
 

在國內資訊應用市場發展日漸成熟，市場趨飽和情況下，為進一

步擴大產品規模效益，須由既有客戶中發展新需求，並開拓新客源。

一方面以代理方式快速擴大產品線，以完整解決方案提高產品附加價

值，或透過 M&A、合資、策略合作，以強化行銷通路或產品線，透

過合作將市場向外作大。另一方面，在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開始起飛，

資訊市場前景看好之際，大多數業者並開始積極拓展外銷，先選擇發

展較成熟之產業領域，如製造業或金融業應用系統等，並以語言文化

及地理位置相近之區域如中國、東南亞等地，為優先拓展之目標市

場，藉擴大市場版圖，以期提升營收成長並牟取高利潤報酬，永續經

營發展。 
 
在台灣資訊服務業 EPS（Earning Per Share, 每股盈餘）表現特別

突出者，皆是具有產品化和規模化特性者，除了當紅的遊戲軟體業者

以外，數位影音軟體的訊連和數位監控系統的奇偶，皆是經由拉大外

銷比重而飛躍成長，訊連的外銷比重逐年成長已達到 86%，奇偶外銷

超過 9 成。當紅的遊戲軟體業 9 成是在內銷市場，已趨近飽和水準，

業者深知國內市場成長有限，近年也積極搶攻亞太華文市場。精誠在

與精業合併之後，預估三年內海外市場的營收，將從目前占營收比重

8%，成長到 25%。一般來說，系統整合業者的 EPS 不高，但為達到

產品經濟規模效益，單靠國內市場是不夠的，因此需要積極開拓外銷

市場。 
 
Drucker 在 2001 年的天下雜誌專訪中為未來的企業運作模式預

言：「外包、結盟、合資，是建基於夥伴關係上，而不是控制的關係。

不同於傳統母公司全權控制子公司的模式，這些新的運作模式逐漸將

成為企業成長的動力，尤其是在一個全球性經濟中。」政府和企業資

訊外包已經很普遍，結盟、合資等夥伴關係之運用，在台灣資訊服務

業尋求成長的過程中亦可以看出端倪，具有資本實力之業者紛採取

M&A 方式開拓海外市場，朝大型化國際企業發展。 
 

一、 代理產品以快速架構完整產品線 
 

叡揚資訊以產品代理起家，代理美國 Compuware Corp.產品代理

美國 Compuware、VM Software、System Center、Sterling Software、
BMC Software、 PILOT Software 等產品。自成立以來即不斷自海外

引進各種軟體工具，透過加值、整合以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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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擅於將資訊科技與作業流程、產業知識整合之企業 e 化應用軟體

開發與服務之領導廠商（叡揚資訊網站, 2008）。 
 
看好台灣法人交易市場蓬勃興起，國內金融資訊服務龍頭精誠資

訊與德國 RTS Realtime Systems Group 簽訂合作協議，總代理 RTS 公

司旗下高階法人專業金融電子交易解決方案，並成為 RTS 大中華地

區唯一代理合作夥伴。精誠資訊近年來積極投入資安產品發展，透過

代理快速地架構資安產品線，包括 ArcSight Enterprise Security 
Manager （安全資訊/事件管理產品類）、Check Point VPN-1 UTM （整

合式威脅管理設備）、Websense Enterprise（防惡軟體類）、SPI Dynamic 
WebInspect（應用程式安全類）、Check Point FireWall-1（網路防火牆

類）、Check Point VPN-1 Edge Wireless（無線安全類）、 Check Point 
VPN-1（安全遠端存取類）、Check Point Eventia Suite（安全資訊/事件

管理產品類）、AirDefense Enterprise（無線安全類）等，更獲得資安

人雜誌票選為 2007 年度資安風雲產品（精誠資訊網站, 2008），積極

布局亞太地區資安市場。 
 
系統整合業者為達到提高產品效用，在整合服務產品架構中，有

模組化特色的套裝產品，並兼具客製化系統選項的功能。當業者看到

市場機會，卻等不及自行開發時，最快速的方式，即是透過代理取得。

儘管代理產品可能需要付出高比例的授權成本，後續配合客製化和彈

性整合的空間可能有限，如代理產品如果銷售不佳，又將會影響後續

的授權金成本議價空間，但為取得整體產品線功能上之優勢，很多業

者仍然選擇透過代理產品來快速強化產品線。 
 

二、 龍頭業者走向大型化國際企業 
 
通常大型軟體業者採 M&A 策略以擴充市場版圖與加速成長，目

的在取得核心技術、人才及市場。近年來在全球 BI 市場已有很多

M&A 案例，似乎國外小型軟體業者如不是被併購走，就可能逐漸由

市場上消失；而大型資服業者，透過 M&A 來擴充產品線以提升競爭

力，卻壓縮到小型業者的生存空間。近幾年來印度軟體服務業的發展

是舉世皆知的，印度最大的軟體服務業者 TCS（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2007 年營收 43 億美金，且每年有超過 30%的成長率；反

觀台灣最大的資訊服務業者精誠，年營收卻不過約 3 億美金，在進入

國際市場後，又如何能夠在大型國際資訊服務業者之環伺中競逐與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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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誠在 2005 年併購票債券系統公司優隆資訊以擴大金融資訊版

圖，又併購教育訓練業者恆逸資訊，專司旗下教育訓練業務。2007
年 1 月精業與子公司精誠的正式合併，以成為亞太區域級資訊服務公

司為定位，將組織調整為金融服務、IT 資訊服務及海外市場三大塊，

更計劃藉由擴張、合併與結盟，持續收購金融及 IT 資訊業者，在三

年內達到亞太前五大的目標。9 月精誠正式入主醫療資訊商台灣電腦

服務公司，宣告正式跨入醫療資訊領域。2008 年取得大時科技 88%
股權，並納入原大時科技轟天雷、股神通等證券報價產品與服務，持

續擴大金融資訊服務規模。由子公司康和資訊以換股方式合併精誠另

2 家子公司精創科技及精融網路科技。除目前大陸、香港、新加坡及

泰國等地外，更進軍越南市場，透過南亞子公司，拓展東南亞地區之

電信與寬頻網路整合以及加值服務業務，同時整合在大陸寧波、安

徽、東莞及天津等地，選擇設立恆逸軟件據點。精誠之 M&A 策略是

為強化國際市場競爭力所作的計劃性資源整合，除了財務運作上考量

以達到資本最佳化的目的外，亦希望透過各大事業板塊的交互支援，

交叉銷售提升市占率（精誠資訊網站, 2008）。 
 
1982 年成立的鼎新電腦，已是台灣 ERP 龍頭業者，近年積極朝

東南亞市場佈局，期進一步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 ERP 廠商，擬在海

外進行 M&A 或策略投資，但佈局投資策略均需經半數股東決議通

過，會降低公司決策靈活度，因此決定採經營團隊收購，2007 年私

募基金華生資本（Whitesun）旗下鼎華投資併購鼎新，鼎華為存續公

司。此目的其一是提高經營團隊的持股，來提高經營團隊持股。軟體

產業大者恆大成為趨勢，雖預期投資回收未必能立竿見影，但恐因股

價與股東權益壓力影響投資決策，遂決定自公開市場下市，將邁向大

型化國際企業之途（中央社, 2007）。 
 

為使能有足夠的資源與國際企業競爭，企業大型化將會是一個必

要手段。為突破規模障礙，台灣資訊服務業者集結廠商之間的優勢，

共同開拓國際市場。政府若能協助採取更積極性的政策優惠或支持等

作為，繼而促成業者間策略合作、或進行 M&A、或海外策略投資，

將更有利於推動資訊服務產業的大型化。 
 

三、 M&A、合資等策略聯盟以截長補短 
 

系統整合廠商原本就有固定幾個上中下游之供應商合作關係，對

客戶而言，系統整合商為其主要供應商，但對系統整合商來說，上游

還有硬體、系統供應商、分包委外系統開發商、工具軟體、週邊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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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中游有硬體、系統經銷商和工具軟體經銷商、代理商、應用

系統開發商等，系統供應商可以透過中游到上游或有時直接透過與上

游合作。為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此類資訊服務業者就需要具備專

案規劃、從公司內部或外部供應商取得產品/服務來配置符合客戶需

求之方案，並需有專案管理能力來完成上線。在台灣資訊服務業就經

常運用策略夥伴關係，採取與供應商或與專長互補之同業、通路商等

聯盟策略以達到截長補短，一起攻略特定市場。 
 
例如，2005 年和平整合資訊、FirstBI 及宏燁等 3 家公司展開合

縱連橫，為發揮優勢互補的綜效，FirstBI 主攻通路，和平整合資訊、

宏燁專注經營客戶。FirstBI 代理 MicroStrategy 商業智慧平台、

Autonomy 企業智能軟體，和平整合資訊主攻 IBM 大型主機、Cisco
網路設備、EMC 儲存解決方案，宏燁擅長 IBM iSeries 解決方案、Java
開發技術。FirstBI 位於上海、北京、廣州的辦事處，都做為和平整合

資訊進軍大陸的據點，串聯成綿密的大中華區服務暨銷售網絡（明雲

青, 2006）。到 2006 年和平資訊終於擺脫幾年來的虧損，業績開始有

起色。系統整合商和平資訊在過去 2 年積極進行 M&A，先後將聯辰

科技（電信、通信、有線電視多媒體）、宏燁資訊（金融、工商、軟

體服務）、伊迪艾電腦科技（中國 IT 通路、技術服務）納入和平資訊

（大型金融、政府、網通）集團旗下，不同領域的系統整合業務將可

相互支援互補發揮綜效，在大陸市場營收成長幅度超過 30%，營收貢

獻已超過集團整體營收比重 50%，估計 2008 年營收將會再較 2007
年出現更明顯的成長力道，整體毛利率也將再提升（和平整合資訊網

站, 2008）。  
 
鼎新電腦早在 1999 年即與硬體供應商（IBM、HP、COMPAQ 及

宏碁）、資料庫供應商（Sybase、Informix、Oracle 及 MS SQL Server）、
作業系統供應商（UNIX 及 NT）建立策略聯盟。2001 年與 Intel 及
Sun 建立策略聯盟。2006 年 Business Objects 與鼎新電腦簽訂以亞太

區域為發展主力為期三年的合作案，以深化兩家公司在台灣與亞太地

區快速成長的商業智慧 （Business Intelligent, BI） 與企業績效管理

（Corporat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PM）市場上的合作。為因應

中小企業在行動辦公室的需求與成長趨勢，2007 年鼎新與盛達電業

策略聯盟，針對使用鼎新 ERP 系統客戶推出專屬的 SSL VPN 遠端安

全連線系列產品。鼎新於中國之佈局策略，採先在北京、上海、廣州

等一線城市地設立據點，再向外延伸，如，由北京分公司拓展至天津，

由上海到浙江，廣州的據點再擴大至深圳、東莞、及福州等地。辛苦

耕耘 5、6 年後，終於在 2002 年，與自 1995 年就進入 ERP 市場之通



35 

路商神州數碼，共同合資成立神州數碼管理系統公司，控股 60%，以

取得戰略位置，志在成為中國 ERP 領導廠商。在中國佈局已久的鼎

新，已成為僅次於 SAP 之第二大 ERP 廠商，鼎新中國市場預期到今

年可能達到轉虧為盈之目標（鼎新電腦網站, 2008）。 
 
台灣政府大力推動的 BEST 旗艦計畫（Best E-Service export of 

Taiwan；台灣卓越資訊服務輸出計畫），係由政府經費資助大型軟體

業者，採取母艦帶領屬艦的方式，扶植小型軟體業者，目的在協助台

灣資訊服務業者進軍國際市場。自 2005 年起共計輔導 11 艘旗艦計

畫，遍佈資訊服務業的各種領域，參與之廠商皆屬於系統整合類，例

如在製造運籌領域有鼎新電腦、資通電腦、中冠資訊及新鼎等 4 家公

司；金融保險領域有凌群電腦、精誠資訊、凌網科技等 3 家公司；電

子化政府領域有神通電腦；資訊安全領域有宏碁；軟體委外服務領域

有緯創軟體；資訊顧問服務領域有前進國際公司。於 2005 至 2006 年

間投入政府款新台幣 3.8 億元，重點扶植 10 案旗艦輔導計畫，而業

者也將相對投入配合款新台幣 7 億元，預估可新增產值新台幣 60 億

元、出口值新台幣 30 億元（經濟部工業局, 2006）。 
 
系統整合同業雖在台灣市場競爭激烈，但到了海外市場，卻可能

轉變為夥伴關係，單憑一己之力，很難搶下商機。在國內常見軟體與

硬體廠商、或是系統廠商與其他資訊業者成為合作夥伴，甚至是系統

廠商間的策略聯盟，這是一般資服業者因應多變市場環境的生存之

道。 
 
垂直分工、水平整合是製造業長期以來的作法，資訊服務產業亦

須走向專業分工與模組化、差異化，打造服務供應鏈為台灣資服產業

跨足國際的重要方向。至於在政府投入些許預算下是否就能提昇資訊

服務業在海外市場產值，還有待觀察。但確定的是，台灣資訊服務業

者的靈活與彈性，在尋求擴大市場時，就深知運用合縱連橫來打團體

戰，以及聯結各地網絡的重要性。 
 
台灣資訊服務產業規模本來就小，難與國際大型服務業者匹敵，

進入國際市場之困難性大增，因此，需要透過海外當地經銷商、策略

聯盟、與大企業結盟、M&A、設立分公司等方式進入國際市場。在

新興國家市場，經濟快速成長，部分國家的產業結構也和台灣過去的

發展軌跡類似，尤其在經濟成長力道持續看好之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市

場，目前台灣資訊服務業者之佈局正如火如涂地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