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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介紹 

第一節 公司簡介 

 
當年台灣網路發展還在萌芽期，L 君原任職於台灣某 I 機構負責

網際網路技術，看到業界亟需網際網路資訊技術服務，預期未來商

機無窮，乃決定離開，另謀發展機會。遂於 1998 年 7 月成立 A 公司，

兼任董事長及總經理，係來自台灣某大研究機構和金融資訊服務業的

精英團隊，當時實收資本額為 578 萬元，員工僅 26 人。 
 
初期因承接某 I 機構的專案系統委外開發計畫，在消費金融和內

容管理等領域，逐步建立公司實績，秉持穩健踏實經營的理念，深耕

於資訊服務產業。 
 
在 A 公司成立以來，營業額蒸蒸日上，成立 5 年之後，EPS 達到

3.56 元，於 2003 年上櫃。截至 2007 年止，實收資本額約達新台幣 3
億 3 仟萬元，員工人數已達 310 人，其中 40%以上擁有碩、博士學位。 

 
專注軟體技術之研發，擁有知識及內容管理、電子商務與消費金

融服務等軟體應用領域之完整自主研發技術，為 VISA 亞太區「EMV
信用卡晶片化升級計畫」技術夥伴。 

 
目前 A 公司旗下有北京 B 公司，泰國 D 公司，並將數位典藏業

務切出去成立 C 公司，共有三家子公司，近期擬籌設香港 E 子公司。

未來將持續加強技術研發，深度產品服務，更將積極拓銷至亞太及中

國大陸地區，志在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軟體技術及服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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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A 公司事業版圖 

第二節 組織架構與人力 

 
圖 4-2 A 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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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成立近十年來，已建立完整公司組織制度，尤其著重產品

服務與業務之整合溝通，依公司產品服務藍圖發展分成 9 大事業處：

金融事業處、智識管理事業處、電子商務事業處、研究發展事業處、

數位內容整合事業處、資訊系統事業處、維運服務事業處、服務整合

事業處、無線暨系統規劃事業處，負責公司之研究發展與系統整合規

劃。另設研發營運中心，約 15 人，不承接專案，但專責 CMMI 之規

劃與推動以及專注於各項技術研發。 
 
各事業處之研究發展即包括新產品之開發、舊產品之改良、產品

設計發展和驗證測試。系統整合規劃則需與業務部合作拓展業務、生

產力績效評估、軟體專案規劃與資源運用、控管活動、軟體系統設計

與發展活動、軟體開發及維護、內部技術及產品訓練、客戶問題協調

處理與解決、新技術及產品研習、協助硬體交機、驗收、規劃並管理

公司電腦網路，建立系統整合發展應用環境、軟體發展工具、技術之

引進與改良、協助改善產品品質等。 
 
業務一處、業務二處和經營企劃處之重點工作為業務行銷企劃與

市場拓展，包括市場需求研究、產品推廣與對外聯繫、研發公司市場

策略、研擬產品策略及產品訂價、 擬定業務計劃及預算、業績目標

達成、深耕客戶發掘需求及問題與處理、業務推動簡報和展示、建議

書提報、報價、協調交貨、驗收、收款、接單後之後續業務支援、客

戶與供應商間問題處理之協調、供應商評鑑及資料管理、採購作業與

交貨進度之控制協調、外購產品交貨作業之處理等。 
 
為進行整體公司策略發展規劃，朝國際市場行銷佈局，今年初起

將原分散於各單位之行銷企劃研究人員集中，由總經理帶領成立一個

約十個人之幕僚單位，負責統合國內政府專案競標及創意規劃，擬訂

國際市場策略，收集各目標國家市場資訊，重新包裝公司產品服務，

協助各單位之海內外業務推動。 
 
在人力資源結構方面，約 310 名員工中，碩博士學歷比重達 45%，

初期研發工作人員比重則占 80%以上，在建立主軸核心技術後，近年

逐漸提高業務行銷人員比重，將持續延攬高素質之專業人才以確保公

司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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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營運現況 

 
這些年來，在資訊產業一片不景氣的環境中，A 公司還可保持

EPS 平均在 2 元以上的實力，實屬難得。主力業務為系統服務專案，

所需投入研發技術人員較多，為不斷累積各領域的實績和口碑，歷年

來研發費用約占整體營業費用在六成以上。由於系統整合案多會包含

硬體委外，約占 22-25%；但 A 公司產品服務皆自行開發，以金融產

品銷貨而言，授權費即佔其之 6、7 成，因此歷年來之毛利率皆可達

到 60%以上。A 公司並具有高營業利益率、稅前淨利率、資產報酬率

之良好獲利能力，以及低負債比、高流動比與速動比的財務結構，是

一家財務體質績優的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6 年營收成長趨緩，甚至到了 2007 年還下

滑 2.36%，因為占營收約有 4 成的政府專案，受到政府總預算延宕招

標影響，當年認列營收不如預期；又加上金融機構雙卡風暴效應，致

金融機構系統投資明顯減緩等影響，營收又少了約 6、7 仟萬元，獲

利也短少了 3、4 仟萬元；本來是預期較 2006 年還看好的業績，也因

此 EPS 跌至歷史新低點 1.45 元。 
 
A 公司自成立至 2005 年每年皆高速成長，但到了 2006、2007 年

即明顯趨緩，甚至 2006 年首次看到衰退。在台灣之消費金融資訊業

務已經不能如往年成長，甚至於衰退，政府專案雖占有一定比重，但

因為非專注某幾家政府機關，仍有成長空間，相關企業之電子商務平

台業務亦在成長中，可望彌補消費金融資訊業務，2008 年業務前景

仍看好。 
 

表 4-1 A 公司 2001-2007 年營運資料表 
營運資料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資本額（億元） 0.22 1.06 1.50 1.86 2.36 3.00 3.09 3.30
營業額（億元） 1.10 1.34 2.14 2.80 3.28 4.32 4.67 4.56
營收成長率 － 21.28% 59.70% 30.84% 17.14% 31.71% 8.10% -2.36%

EPS 4.34 2.25 2.51 2.81 1.61 2.00 2.25 1.45
ROE 29.45% 15.86% 18.47% 19.87% 13.38% 15.56% 16.98% －

資產報酬率 25.45% 14.07% 15.76% 16.52% 11.43% 13.16% 14.13% －

純益率 32.32% 25.19% 21.74% 21.76% 14.66% 14.32% 15.31% －

資料來源：整理自公開資訊觀測站 A 公司歷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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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轉投資部份，成立五年之北京 B 子公司自 2007 年終於開

始轉虧為盈，泰國 D 公司子公司尚處於虧損階段。C 子公司在尚未突

破規模瓶頸下，亦未能獲利。處在以內銷市場為主，外銷拓展難度高

之經營環境下，A 公司仍然看好亞太地區之發展潛力，並堅持以發展

核心技術為根基，以市場客戶需求為伸展重點，慎選業務領域深入經

營，力求於穩健發展中成長。泰國 D 子公司和 C 子公司之數位圖書

館業務發展，將有機會於 2008 年成長到轉虧為盈。 

第四節 定位與經營策略 

 
A 公司研發之產品具有高度元件化與跨平台之特性，除能依專案

客戶需求配合快速研發外，亦能在各項技術整合時創造之最大效能，

現已成為目前台灣資訊服務產業中同時具備知識管理、電子商務及網

路金融等三項核心技術之主要廠商。 
 
A 公司深知資訊服務業最重要的是人力資產，只有不斷地產出具

備市場競爭性的產品與服務，才能夠長期經營發展。堅持找對的人，

作對的事，延攬志同道合的優秀人才，持續研發領先同業的自有軟體

技術。決不仰賴代理產品或引進國外軟體技術，不需要支付授權費，

堅持不斷投入研發軟體技術。強調以人為本，以技術為核心的發展策

略，以客戶為導向的企業理念。 
 
行銷策略：以套裝化之成熟產品，積極拓展台灣及亞太市場，並

以穩健創新之全方位解決方案，豎立領導品牌形象。 
 
業務發展與成長模式：係以核心技術研發、擴展主軸業務發展及

營運服務支援的循環策略，藉由研發加強競爭力，並深入瞭解客戶及

市場需求，制定下一階段的研發方向及步驟，成為核心領域之專業服

務提供者，提高服務之附加價值。 

第五節 業務發展概況 

壹、 草創期 
 
因 L 君於 I 機構中某幾個資訊業務，如國家圖書館與其他政府資

料檢索系統專案之建置，已進入維護階段，但客戶對其後續服務不

甚滿意，加上又有幾個主要技術人員離開，因此 A 公司在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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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初期即先承接下來，並找回幾個工程師加入，取得 I 機構之技

術授權。初期客戶雖相信 A 公司有能力服務得比 I 機構來得好，但

又怕 A 公司無法長期發展，前幾個案即要透過 I 機構分包予 A 公司

執行。後來，A 公司逐步擴大營運，客戶也就開始直接委由 A 公司

建案，遂逐漸建立實績。該團隊以搜尋引擎及文件管理系統技術見

長，因而草創期即以政府及企業之入口網站建置與資料庫檢索系統

為主要營業項目。其中，主要為與 I 機構合作之知識管理相關之國

家圖書館數位資料和遠距、研考會因公出國報告書系統等政府機關

專案。其中，國家圖書館遠距儲值卡代理業務營收不錯，但後因基

於保障著作權人之理由，故停止代理。但政府機構相關專案業務就

從此時快速開展。 
 
2000 年初 L 君靠著豐沛之人脈關係與專案經驗，擴增公司業務；

並引進 I 機構網路金流科專計畫之技術團隊，強化在網路支付與加

密技術之實力。又 L 君邀集出身於因來自某荷蘭商資通訊部門獨立

出來之 O 團隊，該團隊早在 1993 年即為當時財政部金資中心（後

民營化為財金資訊公司）建構 IC 儲值金融卡收單清算系統，爾後

並與 A 公司應用軟體開發人員合作，共同掌握晶片卡規格與應用軟

體系統（包括支付/預付/紅利/忠誠系統）、端末機 EDC 規格、帳務

清算系統，以及專案導入規劃之完整解決能力。 
 
由於其優異的技術與專案導入時的高穩定性，後來即接手財金資

訊公司信用卡清算系統建置案，並進而開發信用卡發卡/授權/收單/
清算系統。結合對晶片卡之專門領域知識，具有領先國內同業之

EMV 晶片信用卡規範之系統與作業流程等技術，在團隊精銳之努

力下，於 2002 年通過 VISA 亞太區「EMV 信用卡晶片化升級計畫」

（EMV Migration5）15 家技術夥伴之資訊廠商之遴選，更值得驕傲

的是 A 公司是大中華地區唯一家獲選者。A 公司成為國際信用卡組

織 （VISA, MASTERCARD, JCB） 「信用卡晶片化升級計畫」（EMV6 
Migration）之重要技術夥伴。能夠得到像 VISA 國際組織這樣的重

視，不止提高了 A 公司在 IC 卡系統專業形象的肯定，也賦予 A 公

                                           
5 係指VISA國際組織於亞太地區所發行之VISA卡轉換為 IC晶片卡後其相關之

發卡、清算及授權之系統工程。 
6 EMV 為 Europay、MasterCard 及 VISA 三大國際組織針對付款系統（Payment 
System）所制定之晶片卡相關規格。1999 年 2 月三大國際組織並共同成立之

EMVCo 組織，目的即在於管理與維護 EMV 付款晶片卡標準，並確保該標準在

世界上之互通性以及於付款環境之可用性（EMVCo 網站, 
http://www.emv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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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技術能力成熟的保證，及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後盾。 
 
A 公司亦掌握 SSL+ Payment Gateway 技術，並自行開發網路付

款技術（包括 3D-secure Payment Gateway、線上信用卡付款及小額

付款）以及電子商務平台。承接之知名專案包括財金公司/華南銀/
中華銀等、新世紀資通/大宇資訊、台灣網路認證公司 Payment Center 
系統、研考會/衛生署/宜蘭縣等各級政府單位之線上申辦系統及 Nice 
Beauty 網站系統建置等。並銷售電子商務平台、小額付款、線上信

用卡付款等套裝軟體。 
 
自 2001 年起大力投入數位典藏新技術之開發，憑藉著完整的核

心技術，並配合不同產業特性需求之數位內容應用，如線上音樂交

易、機構典藏管理、電子期刊書籍營運等，不論是由核心的數位檔

案管理到營運網站建置，乃至於結合電子商務與數位版權管理及搜

尋技術，已快速累積許多專案計劃之實績。在知識管理市場上，重

要政府機關如國家圖書館、行政院研考會、經濟部等；國內知名企

業如百視達國際、台積電、中國時報等；大陸知名企業如頂新集團

（康師傅）、北京電子控股公司、北京京東方科技集團等均為其客

戶。在數位典藏國家級計劃中，更取得「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

及「國家圖書館台灣回憶網」二項最大之建置計畫。 
 
因承接指標性專案，包括國家圖書館資料數位化之大型專案（包

括台灣記憶網，以及其他資料檢索/文件管理/工作流程管理/知識管

理/遠距圖書/數位典藏等系統）、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新聞局/
外交部等入口網站、各大圖書館期刊服務系統、台灣經濟新報資料

庫檢索、台經院知識管理導入、頂新集團（康師傅）OA（辦公室自

動化系統） 及知識管理等各項專案。套裝軟體則包括搜尋引擎之銷

售（客戶包括台積電、中國時報、蕃薯藤等），亦為 A 公司在網路

平台與數位內容發展之基礎。 
 
由於看好全球網際網路發展商機，以及中國大陸加入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後將會有龐大的軟體市場機會，為取得

大陸市場的先占優勢，遂於 2001 年 6 月決定投資北京某家軟件公

司，成立 B 子公司，擁有工作流程（workflow）、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CA（Certificate Authority）、數位版權保護（DRM）等核心

技術與國際技術專利，核心業務發展定位在應用軟體服務以及網路

金融業務，A 公司並將可延伸據點至大陸地區拓展銷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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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L 君之創業精神，加上對公司經營堅持研發創新、誠實正

直、團隊合作，輔以團隊經營的夥伴機制，在金融智慧卡的優秀團隊

加入後，更使 A 公司得以在資訊處理（知識流）、電子商務流程（商

流）、支付/安全（金流）等核心技術之完整堅實架構得以完成。 
 
A 公司上櫃前研發成果如表 4-2： 

 
表 4-2 A 公司 1998-2002 年研發成果彙整表 

年度 研發成果 
1998 年 『圖書館系統 V.xx 跨資料庫檢索軟體』、『XX 投資錦

囊』、『XX 新聞資料庫檢索系統』以及『股市即時系統等線

上付費服務系統』 
1999 年 『XX 資料庫整合查詢系統』、『XX 期刊服務系統』、成立

『XX 電視王』服務性網站、『XX 全文檢索系統開發工具』

軟體 V1.0、『XX SSL 網路付款閘道』軟體系統、『XXShop 
電子商務平台』軟體系統 V1.0、『中國時報人力媒合系統（中

時人力萬象網）系統』建置、『XX 網頁檢索』軟體 V1.0 及
XXSearch Spider 軟體 

2000 年 『XXPOS 網路安全付款伺服器』SSL 版本 V1.0、『XXShop 
電子商務平臺』軟體系統 V2.0、中環 NiceBeauty『e 美人

網』系統建置、荷蘭銀行『SSL 網路付款閘道』系統建置、

『光碟資料庫整合系統』軟體、『XXSearch SDK 全文檢索

系統開發工具』軟體 V2.0、XX 購物網、『台新銀行 IC 卡
卡務系統』系統建置、『信用卡清算處理作業系統』系統建

置、財金公司『SSL+ 網路付款閘道系統』系統建置、『小

額付款解決方案』、晶片儲值卡系統（商店版） 
2001 年 推出系列信用卡作業系統解決方案、國際信用卡清算系統、

晶片儲值卡系統（共用中心版）、『網路特店共用中心版伺服

器』、研考資訊系統、知識庫管理系統 
2002 年 晶片卡紅利系統、國際信用卡發卡授權系統、『跨平台小額

付款共用中心版伺服器』、『3D-Secure Acquirer Domain 
payment 技術』、OAI 整合查詢系統、OpenURL 資源整合

應用系統、Metadata 建檔查詢系統、線上編輯台系統、CD 
Publisher 光碟資料庫系統、Handle System 

資料來源：A 公司 
 

A 公司於 1998 年成立後 3 年內募集股東資金 2,500 萬元，後續盈

餘轉增資 2001 年即達到 1.5 億元，2002 年達到 1.86 億元，2003 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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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櫃。 
 

表 4-3 A 公司 1998-2002 年資本額累進表 
年月 沿革 
1998/07  公司成立，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5,780 仟元。  
1998/08  現金增資 16,22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幣 22,000 仟元。 
1999/08  現金增資 3,00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幣 25,000 仟元。 

2000/04  
盈餘轉增資 12,670 仟元暨現金增資 27,33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

為新台幣 65,000 仟元。  
2000/07  現金增資 25,00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幣 90,000 仟元。 

2000/12  
資本公積轉增資 10,000 仟元暨現金增資 6,000 仟元，實收資本額

增加為新台幣 106,000 仟元。  

2001/05  
盈餘轉增資 31,120 仟元暨資本公積轉增資 12,880 仟元，實收資本

額增加為新台幣 150,000 仟元。  

2002/09 
盈餘轉增資 30,310 仟元暨資本公積轉增資 5,690 仟元，實收資本

額增加為新台幣 186,000 仟元。 
2003/03 公司股票正式上櫃 

資料來源：A 公司 

貳、 成長期 
 
有鑒國內信用卡盜刷金額已達 30 億元（為亞太區第一），我國政

府自 2000 年起積極推動金融智慧卡的發展，包括 2001 年年底通過

「銀行發行現金儲值卡許可及管理辦法」及「電子簽章法」，使金融

智慧卡商業基礎環境漸趨完備。2002 年 7 月銀行公會開始階段性

推動「晶片金融卡」作業計劃，先期進行系統研發與建置，2004 年
6 月後則開始全面的推廣。同時於 2003 年開始啟動信用卡晶片化

補貼計劃，國際發卡組織 VISA 則提供 7 年約 8.75 億台幣之補助，

以協助亞太區信用卡晶片化。加上經過多年的發展，晶片卡技術逐

漸成熟，IC 卡片成本已降至百元以下，系統建置成本亦大幅降低，

金融智慧卡大量導入商業應用之環境已形成，晶片卡市場也因此進

入高度成長期。 
 
A 公司擁有信用卡系統（包括發卡/授權/收單/清算/帳務處理）、

晶片卡系統（包括預付/紅利/忠誠系統，可應用於金融卡/信用卡/會
員卡等）以及 EMV 晶片信用卡轉置（提供包括軟硬體系統架構、

系統程式設計與修改、顧問諮詢之解決方案）之關鍵性技術能力。

由承接財金公司 IC 金融卡/EMV 信用卡清算處理系統開始發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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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憑藉良好之技術實力，突破 IBM、EDS、Modex 等大型資訊外

商主宰的銀行市場。 
 
2002 年起台灣消費金融市場正式進入戰國時代，晶片卡成為各

銀行推出差異化服務之主要工具。2002 年銀行大幅打消呆帳後，

2003 年資訊預算將較為充裕；加上零售市場競爭激烈，個人化消費

趨勢帶動晶片卡需求；悠遊卡、IC 健保卡等的普及下，使民眾對於

金融 IC 卡接受度提高。自 2002 年開始，包括中國信託百事達 EMV 
聯名卡系統、新台塑商務加油卡、華南銀現金儲值卡/EMV 信用卡

系統、一銀裕隆集團/亞歷山大 EMV 紅利管理系統、聯邦銀行加值

紅利卡共用中心丹堤咖啡儲值卡、富邦晶彩 E 卡等晶片卡陸續在市

場上推出。 
 
憑藉 IC 晶片卡、儲值卡相關應用軟體之技術，近年又正好搭上

台灣地區各大銀行晶片化的風潮，已為國內十多家銀行將磁條卡成功

轉置為晶片信用卡，除此外更提供許多加值服務功能，例如加油站業

者使用車隊卡及晶片儲值卡、立即紅利回饋、兌換、儲值消費、身分

識別…等功能。在成功建置台北智慧卡公司的悠遊聯名卡後，相關技

術及服務經驗領先地位更形穩固。A 公司不論在晶片金融卡、信用

卡、儲值卡等技術皆大幅領先國內同業，於台灣國內市場的占有率高

達 9 成以上，也代表台灣市場已經飽和。 
 
承接系統整合專案如果要能得到客戶之信賴，通常是需要一段磨

合期，以頂新集團康師傅 OA 案為例，A 公司事實上是賠錢承包，

但是為使系統符合客戶需要及順利上線，仍擴增人力來完成結案。

該案除達到 CMMI level 2 之要求外，還將該 OA 系統修改調整成為

A 公司內部 OA 系統。 
 
自從 2003 年推出入口網站開發平台以來，針對不同產業應用，

發展出線上音樂交易、機構典藏管理、電子期刊書籍網站等服務，

並可以結合電子商務服務模式、數位版權管理、搜尋引擎技術等，

使得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能夠快速地建立線上內容營運

服務機制，逐步在國內數位內容產業開展出一片天，2004 年更榮獲

行政院新聞局「建置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專案」評選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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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A 公司 2003-2005 年研發重點彙整表 
年度 研發重點 
2003 年 國際信用卡收單系統、國際信用卡 EMV 晶片化系統提

昇、『3D-Secure Issuer Domain payment 技術』、數位版權管

理系統、數位元交易平臺 
2004 年 國際信用卡帳務處理系統 （含 EMV 晶片化提昇）、晶片

卡發卡及資料準備系統、『二代 IC 晶融卡 EC 解決方案』、

『IC 晶片卡與 XXPayment 整合技術』、數位電子書相關技

術 
2005 年 多功能晶片卡卡片管理系統 （CMS）、商業智慧相關技術

資料來源：A 公司 
 
A公司在幾年間不斷將盈餘轉增資下，2005年資本額突破3億元。 

 
表 4-5 A 公司 2003-2005 年資本額累進表 

年月 沿革 
2003/03 公司股票正式上櫃 
2003/09 盈餘轉增資 41,600 仟元暨資本公積轉增資 8,400 仟元，實收資本

額增加為新台幣 236,000 仟元。 
2004/09 盈餘轉增資 54,220 仟元暨資本公積轉增資 9,780 仟元，實收資本

額增加為新台幣 300,000 仟元。 

2005/09 盈餘轉增資 9,10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幣 309,100 仟元。

資料來源：A 公司 
 

參、 擴張期 
 
2006 年起 A 公司開始事業群重整，並進行海外擴張，2007 年底

資本額達到 3.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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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A 公司 2006-2007 年資本額累進表 
年月 沿革 

2006/04 
員工認股權憑證換發普通股增資 8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幣

309,180 仟元。 
2006/08 盈餘轉增資 11,90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幣 321,080 仟元。

2006/09 
買回庫藏股 713,000 股擬於日後轉讓予員工（買回價款 14,747 仟
元）。 

2006/10 
員工認股權憑證換發普通股增資 56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台

幣 321,640 仟元。 

2007/01 
員工認股權憑證換發普通股增資 2,330 仟元，實收資本額增加為新

台幣 323,970 仟元。 

2007/12 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330,000仟元。 

資料來源：A 公司 
 
在我國政府積極推動「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劃下，「數位內容」

已列入重點推動項目。因為看好未來數位典藏及數位圖書館應用趨

勢，2006 年成立數位圖書館事業群，網羅國內在圖書館自動化相關

領域具有十年以上經驗之人才，在 2007 年初正式成立 C 子公司，就

是要展現相當的企圖心，致力於新市場的開拓及新技術的引進，欲於

數位典藏及數位圖書館相關領域搶下市場大餅，並提高整體獲利率。 
 
A 公司主要客戶群為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約有 70%業務屬於系

統整合專案，具有高度客製化、開發軟體生命週期長且具延續性之特

質，因為需要提供客戶完整的售後教育訓練及顧問服務，必須負擔後

續系統維護成本，所以需要不斷開發新客源，以擴大經濟規模，創造

營運效益。畢竟國內市場有限，在攻下我國 95%以上的晶片金融卡、

信用卡、儲值卡市場占有率後，A 公司的下一步即著眼於臨近新興亞

洲市場的開發。 
 
由於晶片卡生產技術日益成熟，製卡單價已降低，可預見全球各

地晶片卡的加值應用需求將會越來越高，A 公司與全球 IC 卡大廠如

Gemplus, Schlumberger 及歐貝特等建立技術合作並銷售 IC 晶片

卡。A 公司在 2002 年獲選為 VISA 組織於亞太區「EMV 信用卡晶片

化升級計畫」技術夥伴，並於 2004 年推出最先進的晶片儲值卡軟體

技術後，又搭上亞太區 EMV 信用卡晶片化的市場潮流。在積極配合

VISA 國際組織在亞太區的晶片信用卡推廣活動下，並透過 VISA 組

織的引薦，從新加坡、韓國等國際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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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取得泰國智慧卡公司 VISA CASH 的建置案，成為泰國 Visa Cash
儲值卡系統專案建置的技術夥伴，為 A 公司的海外市場行銷跨出成

功的第一步。次年更奪下泰國 VISA 晶片卡建置案，接著又在 2006
年獲得泰國某大銀行於新機場免稅店現金卡建置案，以及香港某大銀

行信用卡中心 EMV 建置案，A 公司如預期地，成功跨足國際市場，

尤其在泰國市場大有斬獲。除了原有的北京 B 子公司外，在進入泰國

市場約 2 年後，於 2006 年在泰國成立 D 子公司，延攬當地人負責業

務推動和技術維護。決心在 2007 年起更加積極地佈局泰國、香港及

中國市場。 
 
但近年我國金融機構遭受雙卡（信用卡和現金卡）風暴的嚴重衝

擊，銀行開始對個人消費性貸款採取緊縮措施，嚴格管制發放現金卡

和信用卡，導致發卡量銳減。雖然過去這些年來憑藉 IC 卡金融系統

核心技術實力，讓 A 公司年年有佳績，但在 2007 年受到政府總預算

延誤及台灣金融機構雙卡效應影響，占營收有相當比重的政府專案延

宕招標，金融機構更在雙卡資訊系統的投資明顯減緩，A 公司在 2007
年的 EPS 就掉到歷史新低點 1.45 元，減少約 5 成。畢竟在將屆飽和

的台灣晶片系統市場的獲利空間有限，我國政府在資訊專案的投資預

算又不如以往，A 公司和一般台灣資訊服務業者一樣，面臨國內有限

的市場環境，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利基產品/服務，或是將產品/服務不

斷複製到各產業領域，就必須設法向海外擴張市場版圖。因此 A 公

司 2008 年發展重點即在新產品的研發及國外業務佈局。 
 
泰國的華人約占一成，風土民情與我們較為接近，資通訊建設環

境尚待加強，但對外來技術產品的接受度卻很高，A 公司過去很幸運

地搭上對的線，成功拿下幾個指標性之大案子。展望 2008 年之泰國

市場，泰國智慧卡公司計劃已於泰國 7-11 共 3600 家店及特約商店共

一千多家店發行 VISA 現金卡，打算將原來在 7-11 便利商店之電子錢

包系統服務，更進一步擴及信用卡業務服務，不論在發卡或收單系統

等均有後續擴增需求。和 A 公司合作過的泰國某銀行又計畫將原先

於機場免稅店現金卡系統擴展服務範圍至大學校園、連鎖店等，預期

新業務訂單會接踵而來。目前正與泰國多家大型金融機構密切洽商相

關系統建置案，另外 A 公司也計劃將原來於台灣建置台北智慧卡公

司的悠遊聯名卡的經驗延伸，與某工程顧問公司和台北智慧卡公司合

作，擬爭取泰國交通領域之票證金流建置案，並積極參與捷運及公車

之 IC 卡等金流整合專案建置。 
 
A 公司深知進入海外市場後還是需要步步為營，比如說，泰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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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票證案原來只是單純地想要效法台灣發行悠遊聯名卡，所以直接到

台灣來考察並找上 A 公司，但是在市場消息放出後，許多廠商看上

該案未來可能會由捷運、公車擴大到鐵路等金流應用，就蜂踴而來關

切，因此整個案子也就變得越來越複雜。泰國交通票證案尚在規劃標

準階段，建置規模大，軟硬體系統整合範圍更廣，A 公司曾試圖找國

內一家知名的系統整合廠商合作，但因未曾有過合作經驗，光是溝通

一筆國外報價單就得拖上二星期，差點失去商機，這也表示如果不是

單一公司可以完成的專案，合作夥伴的配合就非常地重要。過去泰國

Thaksin Shinawatra 政府曾規劃在 2001 年至 2006 年間投入約 25 億美

金，欲致力推動電子化政府專案（如 smart card, e-auction, e-passport, 
e-learning, 政府財政管理資訊系統等）（Lorsuwannarat, 2006），當時

曾有泰國當地廠商看上 A 公司在台灣 e 政府入口網的建置經驗，欲與

A 公司合作，但是由於 Thaksin Shinawatra 政府下台之政治因素，結

果當然是又不了了之，等到了新政府上台，又得重新經營。 
 
越南是近年來熱門的新興亞洲市場焦點，多數金融機構尚未電子

化，亟待推出電子化服務與客戶，資訊服務商機浮現。這二年間資訊

工業策進會和台北市電腦公會等，就多次帶領國內資訊服務廠商赴越

南胡志明市、河內等進行商務考察，協助業者商機媒合，甚至還特地

帶團瞭解當地金融系統服務之發展機會，越南市場已成為眾兵家必爭

之地。A 公司也同樣看好越南市場前景，尤其金融總部和政府機關主

要設立在首都河內，打算複製在泰國建置金流服務的成功經驗，目前

係透過中介商，正與當地電信業者及銀行洽商建置金融卡電子錢包服

務等金流解決方案，預料近期將會有佳績回報。 
 
在印尼也有業務發展機會，由於不熟悉當地環境，目前仍是以透

過當地中介商和客戶引薦方式尋求拓展。另外在香港市場方面，由於

在中國銀行的系統上線後獲得客戶好評，在其引領下，A 公司建置的

銀行 IC 卡系統跟隨著進入大陸。除北京 B 子公司和泰國 D 子公司外，

更擬於近期成立香港 E 子公司，展現積極布局香港及深圳、廣州等中

國南方市場的企圖心，搶搭中國經貿發展熱潮，經營所謂大中華市

場，期待進一步的海外業績表現。 
 
北京 B 子公司於中國大陸市場發展策略，係選擇政治敏感度低，

亦即風險性低的知識管理市場，做為後續複製商業模式的起點，同時

伺機切入電子商務與金融事業之領域；終於擺脫連續 5 年的虧損，於

2007 年開始由虧轉盈，營收金額接近新台幣壹仟萬元。過去因為康

師傅案之成功，目前正透過其引薦，將擴充業務至賣場。除了在 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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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KM）領域業務持續成長外，

更成功跨足至極具未來發展潛力的 BI 市場。由於人治社會下之中國

市場，銀行業又為公營，標案之進行將不可能如台灣和泰國之公平公

正公開，將伺機進入最擅長的 IC 卡系統市場。透過建置儲值卡及紅

利管理系統營運中心以 ASP 模式進入中國市場，而初步的招商對象

將以台商為主，擬藉由 ASP 服務模式帶動銀行及大型連鎖店的建置

需求，積極搶進中國市場。A 公司深知中國市場環境下，在地合作夥

伴關係甚為重要，特別費心經營地區性業內權威廠商和地方管道，達

成策略合作共識，因此對於未來市場前景樂觀以待。 
 
在知識管理平台方面，政府機構的專案更接連而來，針對各類政

府機關業務之特性規劃合適的知識管理系統，例如，農業產銷履歷系

統的建置，即是結合客戶專門業務知識與知識管理觀念的代表案例。

合計已經建置超過 400 個系統，包括政府、企業入口網站、電子商務、

數位典藏、知識管理等專案，更有近三分之一的政府機關入口網的實

績，繼而取得外交部支持的國合會計畫下的邦交國政府 e 化入口網建

置案。系列專案建置成功與肯定，讓 A 公司向來以做為政府網站系

統開發的龍頭廠商自詡，更有信心在未來兩年可以取得五成的政府和

企業入口網市場占有率，並同時進軍國際入口網站應用市場。 
 

有鑒於國內多數資訊廠商因為代理產品與技術研發能力不足，無

法滿足使用者對於數位典藏和數位圖書館系統之需求，遂研發整合

Web 與數位典藏、圖書館公用目錄查詢系統…等相關產品，強調個人

化互動式服務。成立 C 子公司的目的，即在專注於開發圖書館知識管

理等數位典藏服務業務，已經迅速地在國內打開市場知名度，於學

校、圖書館、文化事業單位等領域建立客戶群，占得市場先機優勢。

2007 年 C 子公司營收近 900 萬元，2008 年新版產品完成開發後，產

品市場占有率將可望進一步提升，一旦突破經濟規模，預料營收會成

倍數成長。 
 
在技術發展上，看好無線行動通訊發展前景，遂成立無線暨維運

服務事業處團隊，專注於行動服務解決方案以及 IV&V（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獨立驗證與確認機制）顧問服務，投入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技術研發，

雙卡系統後續將可因應行動資訊化潮流。 
 
A 公司不斷致力於應用軟體技術開發，除了 IC 卡系統等金流產

品服務核心技術外，新一代的入口網站平台也是另一個主軸產品，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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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Web 2.0 之潮流，在原有的網路服務平台管理、搜尋技術、數位

MetaData7管理等技術基礎上，研發具備有工具化、元件化、自動化

及跨平台等特色產品 GIP2.0，以滿足跨單位整合應用和政府便民服務

的要求，並可提供企業內部員工與其價值鏈夥伴間建立單一入口網應

用模式。GIP2.0 產品的成功開發可以將原有的平台應用，如入口網站

建置、電子商務平台建置、數位典藏平台建置等，由單純的資料發佈

平台，擴展成為資訊處理整合平台。強化平台之彈性和穩定度，對於

A 公司而言，GIP2.0 可以大幅縮短專案建置人力成本，和新進技術人

員之學習期；又對 A 公司的客戶而言，可以提升其顧問諮詢服務及

客戶服務等方面之資訊服務附加價值，因此 A 公司對於 GIP2.0 產品

於市場上之競爭優勢更是深具信心。 
 
於 2007 年 6 月正式通過 SEI CMMI Maturity Level 3 成熟度第三

級評鑑，始奠定流程改善基礎，發展具備國際級服務之 SOP，在組織

管理、流程管理、品質管理、工程管理、專案管理、度量分析等各個

方面落實，並使得 A 公司之軟體工程能力成熟度達國際標準，能更

有信心可以在海外市場中嶄露頭角。 
 
A 公司向來以提供台灣最好的應用軟體技術開發及服務公司自

居，多年來積極開發新的軟體技術及產品，能在公司成立六年後，提

升自我技術及服務，放眼亞太市場，與國際級的軟體公司匹敵，具備

國際競爭優勢。A 公司能夠在泰國打出一片天，從來不是靠參展或參

與國內機關辦的商務團爭取到案子的，主要是憑藉在台灣十多家銀行

的建置經驗和口碑，自有成熟的產品和服務方案，以自建產品和服務

之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瞭解客戶需求以整合出具有

附加價值，加上信賴的晶片廠商等合作夥伴共同配合。 
 
A 公司雖不跨足銀行內部系統開發，但這些年來在支援多家銀行

共用的系統及跨行之間的清分與清算系統經驗，已具備豐富的銀行系

統整合能力，並且在亞太地區累積超過十五個成功的晶片卡片系統案

例，由於所有系統核心技術皆為自行開發，已培養出顧問級的技術服

務專業團隊，具有全盤的掌控能力，可以避免一般採用代理產品可能

引起的授權風險，同時也能夠充份配合系統客製化的要求。 

                                           
7 Metadata 一般所瞭解之定義是與某一資料有關的資料（data about data）。於管

理面的意義，metadata 代表將資料的結構、內容與作業行為對應後，加以記錄、

控管和公佈的方法。用在數位典藏資料管理上，通常由典藏創作者或提供者將數

位典藏資料串聯、建立於 metadata 資料中。因此，metadata 是資訊儲存與檢索系

統的基礎（ALA；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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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 公司之業務和技術涵蓋面看來，似乎很發散，但在面對資源

有限和股東的壓力下，實務上係透過持續累積核心競爭力，專注於

能持續創造利潤之核心事業，堅持不從事政治敏感度與風險性高之

超大型專案等策略，謹慎選擇事業發展機會，未來將鎖定利基產

業，逐步推動後續成長動能。將在國內居領先地位之 IC 卡系統等金

融解決方案和入口網站平台產品服務，納入國際業務推動主軸，為因

應公司走向全球化，不論在策略規劃、人力調度、組織架構、績效管

理等方面，預期未來都將會看到另一番新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