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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剖析 A 公司 － 4C 架構分析 

第一節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分析 

Porter 提出的三大競爭策略，第一是成本化策略，指公司產品或

服務需要維持在一定之效用水準下，不斷地降低成本；第二是差異化

策略，指公司在一定的成本下，要不斷地追求客戶所要求的不同效用

和效益，在客戶心中建立起獨特的地位；第三是集中化策略，又包括

成本化策略和差異化策略。由此關聯到公司如果要降低買者外顯單位

效益成本，一方面，可以由調整公司成本結構，降低總生產成本；另

一方面，可以透過瞭解買者對產品之需求，和該產品功能與服務對買

者所帶來之效益，這些訊息同時也能夠用來指引公司核心能力、技術

及研究上的發展，取得外顯單位效益優勢的先機（邱志聖, 2006）。 
 
A 公司一直深信產品的外顯單位效益是核心競爭力之來源，業務

成長循環發展過程中，亦堅持以套裝化之成熟產品及穩健創新之全方

位解決方案，豎立領導品牌形象之行銷發展策略。茲將 A 公司建立

外顯單位效益優勢之方法歸納如表 5-1： 
 

表 5-1 A 公司降低買者外顯單位效益成本的方法 
降低總生產成本的方法 提升買者效益的方法 

建立核心技術能力 建立特色產品服務 

集中化策略 -- 慎選專案標的 提升服務附加價值 

整合核心技術降低開發成本 整合核心技術的銷售 

技術人力成本的控制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 建立核心技術能力與特色產品服務 
 

在草創期A公司係由承作原來自於 I機構先前服務不佳的系統開

始，如國家圖書館及其他政府機關檢索系統。因為原在 I 機構負責維

運該系統的工程師離職，I 機構接手的工程師並不瞭解客戶需求，系

統服務品質不若以往。因此 A 公司即找回原來的工程師來負責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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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為該批工程師專長於搜尋引擎和文件管理的技術，使客戶的系

統重新上軌道，並提高客戶系統使用的效用。也因此建立 A 公司在

搜尋引擎和文件管理的核心技術。 
 
在專精消費金融系統的 O 團隊加入後，憑藉其在 EMV 晶片信用

卡的優異技術，對於 A 公司而言，國內整合 IC 晶片卡與信用卡的金

融資訊業競爭對手則幾乎不存在。當時僅有原為信用卡系統廠商轉而

踏入 IC 卡領域之中國嘉通，但後來連投資中國嘉通的中國信託都採

用了 A 公司系統。2002 年獲選 VISA 亞太區「EMV 信用卡晶片化升

級計畫」於大中華區唯一一家技術夥伴，更對於其產品技術之保證。

A 公司當時掌握到得使公司未來快速成長之金融智慧卡核心技術，並

建立雙卡系統之完整產品線，包括信用卡系統：發卡/授權/收單/清算

/帳務處理、晶片卡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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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片信用卡轉置等，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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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公司持續聚焦於上述之核心技術，繼而延伸發展到 DRM、

KM、網路付款、電子商務平台等相關技術，逐步建立在資訊處理（知

識流）、電子商務流程（商流）、支付/安全（金流）等核心技術架構。 
 

貳、 提升服務附加價值 
 

IT 服務公司 Fujitsu Services 是歐洲領導品牌，由該公司整體附加

服務價值來看（如圖 5-1），最底層價值係來自於帶來主要營收的技術

能力，即細部導向（detail-oriented）、服務導向（service-oriented）和

問題流程管理能力；中間層價值係源自商業分析能力，可協助客戶排

除重複性和複雜性；最上層價值是由具備企業關係管理能力者，透過

趨動客戶改變來創造最高的附加價值（Gartn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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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創造附加價值的能力 

資料來源： Gartner 整理自 Fujitsu Services 
 
對照 A 公司之發展來看，其以核心技術相關之專案發展為主軸，

當承接越來越多政府入口網和銀行智慧卡、消費金融後，相關專案團

隊對於政府和銀行等產業客戶之瞭解也越來越深，對於客戶需求掌握

度高，累積了客戶端流程、問題分析等專業知識；遂漸漸由系統開發

技術能力，進展成愈來愈強的客戶關係管理能力；公司團隊遂建立提

供客戶專案規劃顧問能力，使客戶願意進一步透過 A 公司建議的解

決方案來改善，因此帶給客戶之附加價值會更高。 
 
原在國內之銀行系統多為國外大廠主宰，但直接由國外引進之套

裝系統並不能符合我國銀行需求，因為其為封閉型資訊系統，彈性小

且價格高。A 公司是國內唯一能自行開發技術並獲得國際組織認同的

晶片信用卡忠誠系統（Loyalty System）廠商。相較於國外套裝系統，

更能符合國內需求，且價格具競爭力；採用開放系統環境，相較於以

往封閉系統環境的信用卡主機，對客戶而言，易訓練公司之技術人

力，並可降低軟硬體擴充及維護成本，因此能成為信用卡系統的主流。 
 
A 公司一開始就從財金中心之系統做起，得以參與財金公司與其

會員銀行所有相關之需求溝通討論，因此更加瞭解國內銀行之需求。

適逢各銀行進入消費金融戰國時代，這些剛打消完呆帳的銀行，在資

訊預算較為充裕；加上國內有轉換晶片金融卡政策推動的支持，並在

銀行間競爭壓力下，晶片金融卡又是銀行提供差異化服務之利器；因

此 A 公司團隊可以精準地掌握市場脈動，集中火力主攻銀行智慧卡、

消費金融系統市場，並且充份配合銀行專案需求進度，很快地接連拿

下市場占有率。當初即憑藉著優異系統功能，切入非財金資訊信用卡

會員銀行--聯邦銀行、台新銀行等聯合信用卡中心會員，並由競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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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國嘉通（EDS，現已更名為電資系統）之手中取得中國信託百事

達 EMV 聯名卡。加上國際發卡組織 VISA 開始啟動信用卡晶片化補

貼計劃，以協助亞太區信用卡晶片化，也後續啟動泰國地區之 EMV
專案。 

 
A 公司在達到金融產品服務之規模經濟後，也開始發展出完整產

品線，以提升服務價值與效率，達到範疇經濟的效果。尤其，台灣各

銀行於消費金融行銷之招術應該在世界上算是排名前面的，A 公司的

產品功能和效用經過此番鍛煉，已晉升國際級水準，因此可以在泰國

打敗來自法國、澳洲、新加坡等地之公司，於接到二個大型專案後，

更能夠建立適合當地銀行和商家需求之產品服務，藉由過去之導入經

驗為客戶提出前瞻規劃，並跟隨客戶於消費金融市場發展之腳步，得

以在東南亞地區繼續擴展。 
 
A 公司係由承包政府專案開始，由搜尋引擎、文件管理、知識管

理等衍生為主攻政府入口網專案，加上非常熟悉政府標案運作，和政

府相關體系之需求溝通過程，不斷地找尋類似專案，政府專案接連而

來，因此拿下超過三分之一之政府入口網專案。 
 
資訊服務業獲利的關鍵在於技術開發和維運人力運用、專案管理

效能和產品市場規模。A 公司透過投入組織內部研發，取得開發新產

品，推動技術創新，以累積與組織能力有關的無形資產；並將非核心

的技術部分，透過授權的方式，以獲取權利金增加收入，亦為公司帶

來無形資產的效益。當在主力產品服務之市場規模建立以後，相對地

公司整體利潤率也會較高，又因授權費可占到銷貨之 6、7 成，遂可

以維持 6 成以上之毛利水準，EPS 也表現不錯。客戶要的絕非是單純

的套裝軟體產品，客製化的需求在所難免，如不要淪落為只能賺苦工

錢的軟體公司，即要有本事創造資訊服務之價值。並可以將盈餘轉增

資，並不斷投入研發費用，提升技術團隊水準，有效掌握專案時程，

提升客戶服務品質。 
 
同時調整組織，將重複發生在事業群各部門之工作，規劃在同一

個單位。例如，因為發覺公司政府標案比率高，標案準備如撰寫計畫

書、準備文件等程序性工作，可以交由專人處理；又因常會遇到國內

外客戶需要瞭解區域資訊服務市場情況，或某類專業領域之資訊服務

等，遂漸漸培訓一批專責在提升客戶顧問諮詢服務品質的人才，除可

以協助規劃市場策略發展，最重要的是能提升公司服務之附加價值，

提高 A 公司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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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整合核心技術降低成本 

 
導致大多系統整合業者利潤率不高之主因係為，代理產品之授權

成本或引進整合之軟硬體佔成本比率高，或因投入太過客製化服務致

技術人力成本高。若要想降低成本，就必須從客製化中整合出產品化

和產業化，亦即針對客戶之一般性或共通性需求，歸納成系列模組或

統一的套案，並將特殊性高之需求變成附加選項，當類似案例進來，

即能夠迅速整合，進行複製、調整，規模化和產業化服務就此形成。

主要可以產生學習曲線效益，即不需重複投入開發成本，減少客製化

投入時間，維護技術人力學習期短，客戶上線導入容易。 
 
A 公司藉由導入 CMMI 導入改善系統開發流程，發展出標準化流

程，並建立組織層級的標準，提高系統模組之重用率（Reuse）、降低

系統開發之重工率（Rewo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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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到產品總成本降低和產品效益提高，A 公司便將

CMMI 精神落實於公司產品之整合、專案管理和組織管理。 
 
由於系統整合專案後續皆有維護需求，即產品售後服務，故 A 公

司所開發出來之軟體應用系統，大部分都能維持三年以上之生命週

期。但軟體產品之生命週期，會因為作業平台、語言程式及產品需求

改變而有所不同，如果有需要進行相關產品之汰換或版本更新等，A
公司就要確保軟體核心技術能維持向前相容性（backward 
compatible），並持續發展相關新產品之研究開發計劃。 

 
因此，當 A 公司主軸產品和相關客戶群規模建立以後，就致力於

整合全公司（包括子公司）所有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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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平台之彈性和穩定度，大幅

縮短專案建置人力成本，和新進技術人員之學習期，因此公司在產品

投入總成本上會降低，維運人力也能盡量減少。 
 

肆、 集中化策略 -- 慎選專案標的 
 

A 公司承作之專案皆與主軸產品服務相關性高，不脫離公司核心

產品技術能力範圍。除了產品服務具有產品化和產業化特性以外，從

承接專案之評估、規劃開始，到產品和人力等配置等資源整合，及後

續之專案管理、維護等皆有系列標準作業程序，因為組織內能否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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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運作流程中緊密合作，將是決定專案產品成本的關鍵。因此採取集

中化策略，慎選與公司核心能力有關之專案標的，建立規模效益和範

疇經濟，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獲利率。大型政府系統專案多有高度客製

化、難移植複製的特性，為避免耗費人力在開發其他非核心系統上，

也絕不為衝高營業額去爭取之；以幾百萬元規模之中小型專案為主，

反而能有效規避具有高度政治性、複雜度高的上億元專案，所帶來大

起大落的高度不確定性。 
 
在海外市場進入標的之選擇上，比較重視先由指標性案例的建

立，透過代表性客戶的推薦再深入市場。第一個在泰國建立的案例是

A 公司憑藉產品的實力，經過公開投標，從各國際廠商間脫穎而出

的。從產品推出策略來看，係選擇 A 公司最擅長的雙卡系統和入口

網服務，在泰國、越南、印尼，皆由雙卡系統開始，先切入銀行業、

再進入一般企業，並同時尋求拓展政府領域之電子化服務，欲建立入

口網案例。 
 
對 A 公司來看，因為泰國的銀行已經有內部系統電子化，系統需

求情況與當時在台灣推動晶片化情況較相近，消費金融市場正待擴

展。所以較容易將雙卡系統產品推入市場，產品優勢也容易突顯。加

上泰國對於發展電子化政府仍屬積極，政府部門的入口網市場亦是 A
公司可極力爭取的領域， 

 
但觀察在銀行總部和政府機關聚集之越南首都河內，資通訊發展

程度最少落後台灣 20 多年，甚至有部份銀行作業依然以人工處理，

內部系統尚未導入電子化，消費金融市場尚未起步；因此預期當地銀

行將會優先導入 A 公司過去不碰觸的銀行內部資訊系統。A 公司如

果要取得當地銀行系統業務，就必須另外找到該系統之合作夥伴，或

是重新評估是否自行投入研發，因此僅憑藉雙卡系統相關產品的優

勢，目前在越南反而無法發揮。 
 
在中國市場，因為關係網路環境較複雜，如果有公開標案亦難見

到公平性，所以 A 公司並不直接切入國營的銀行領域，反而選擇北

京子公司所擅長之 KM、OA 領域，再藉由香港的銀行客戶帶領，另

外尋求進入中國金融系統市場之機會。 
 

綜合上列各項觀察，A 公司自成立以來即非常重視在買者外顯單

位效益成本的降低，外顯單位效益成本更是 A 公司取得競爭力之主

要來源。A 公司早期部分技術來來自於 I 機構技術授權之外，均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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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發為主，不依賴外來軟體技術，不需要支付授權費，才可以有餘

力將省下來的成本投注在開發國際市場，為客戶提供量身訂作規劃，

否則在微利的資訊軟體服務市場上，又要與國際級的廠商競爭，實在

是相當困難的。 
 
從建立 R&D 核心技術能力開始，到掌握客戶之需求效益，建立

完整產品線構成範疇經濟和規模經濟以後，導入 CMMI 並開始檢討

主要重複投入之成本來源，重新整理產品至新一代技術平台，進行產

品化和產業化發展，並同時調整公司組織，培訓專業人力於提升客戶

服務價值，除了既有之技術優勢以外，也開始發展主軸產品之附加顧

問價值服務，建立產業知識之優勢。 
 
此外，A 公司應特別注意，對不同地區的客戶或不同使用階段的

客戶而言，同一產品的外顯單位效益並不相同。在目前雙卡系統飽和

的台灣市場，客戶已可能另外產生其他新系統的需求了，對於雙卡系

統僅剩下功能強化和例行維護的需求，其雙卡系統的外顯單位效益恐

將不若以往。因泰國尚在發展消費金融市場，在積極搶攻消費金融大

餅的銀行和企業眼中，歷經台灣消費市場多年試煉的雙卡系統，其外

顯單位效益應當非常地高。可是對越南當地銀行來看，雙卡系統雖然

在各方面的功能均不錯，但因為金融市場才將起步發展，消費金融領

域的雙卡系統暫於用武之地；因此 A 公司應該重新調整進入越南金

融市場策略，改選擇其他合適的產品服務，或採取類似於中國的市場

發展策略，另尋求合作夥伴，重新塑造一個具有外顯單位效益的特色

產品服務。 
 

第二節 資訊搜尋成本分析 

AIETA 模式可以說明買者從知曉（Aware）產品、產生興趣

（Interest）、評估（Evaluation）、試用（Trail），到最後完全採用

（Adoption）的幾個階段。當客戶所購買的產品是屬於高涉入時，在

AIETA 五個階段所花的時間與精神就會比較多。當上市前已經確定產

品定位賣點，上市後最重要的是，有效地降低買者資訊搜尋成本，有

效創造買者對產品的知曉（邱志聖, 2006）。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像 A 公司這樣專營系統服務之資訊服務業

者所謂之行銷通路，不外是仰賴客戶推薦、實績與口碑、合作夥伴、

公司網站等管道，說明如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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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A 公司提供買者資訊搜集的管道 
提供買者資訊搜集管道 

建立關係網絡 

客戶代言活動 

公司形象網站 

在地化產品行銷包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 活用關係網絡 
 
關係是一種人際網絡，妥善處理關係可以為企業降低交易成本，

形成競爭優勢（Park and Luo, 2001）。A 公司成立時僅有資本額 578 萬
元，既沒有名氣也沒有實績，最能掌握的管道就是 L 君在 I 機構時

所建立之人脈。從 I 機構的委外案開始做起，進入了國家圖書館等政

府機構，從此開啟整個政府機構之關係網絡。 
 
另外 O 團隊原為財金資訊的系統開發團隊，因為曾與 L 君有合

作，進入 A 公司後，遂從財金資訊開始，藉由其為台灣唯一之銀行

帳務清算中心之角色，及其會員銀行之窗口，順利打通了與台灣各大

銀行溝通管道，因此擁有絕佳之網絡通路優勢，包括伸展到土銀、一

銀、華銀、合庫等超大型銀行業務發展。並積極透過 O 團隊過去在

銀行體系建立之口碑與人脈網路來擴展金融市場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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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A 公司金融智慧卡/網路支付業務之網絡圖例 

資料來源：A 公司 
 
後續 A 公司憑藉其雙卡系統之產品實力，業務版圖也向外擴張至

不屬於財金公司信用卡會員銀行等聯合信用卡中心會員，而且更進一

步與中國信託合作建置百事達 EMV 聯名卡（其原與中國信託轉投資

公司--中國嘉通有密切業務合作關係，當時中國嘉通亦是 A 公司之競

爭對手）。由於零售業者委由銀行提供網路支付服務，發行聯名信用

卡與儲值晶片卡的趨勢蔚為風潮，使銀行逐漸成為各零售業者支付/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之共同管理中心；因此藉由為各銀行建構各種系統

的機會，進而掌握廣大零售業之業務商機。從財金資訊公司到銀行，

再到各零售業者的網路連結模式，為 A 公司建構出堅實而綿密之業

務通路。 
 
A 公司產品服務是屬於高涉入，對買方而言，資訊搜尋成本並不

高；但對 A 公司而言，需要與客戶溝通的期間就會比較長。但因為

主軸產品服務之客戶群定位非常清楚，雙卡系統等相關服務的對象是

銀行，政府入口網的服務對象是政府機關，因此在台灣處理資訊搜集

成本上難度並不高，除了由 A 公司團隊之人脈以外，客戶之間之口

耳相傳也是很大的助力，於公司業務發展初期，客戶重複下單率更可

達 8 成以上。 
 
拓展國際市場的成本尤其高，以近期開發香港地區之某個專案來

說，在尚未成案之前，光是花費在住宿商務旅館，一星期就需要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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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四十萬，單單往返香港、深圳、台灣等地開發業務，一年最起碼要

花掉新台幣二佰萬以上的差旅費；遠赴南美地區執行邦交國政府 e 化

入口網建置案，單單指派一位工程師配合上線導入，一待就是要一個

半月以上。 
 
在國外的推展方面，受限於資源和區域距離所產生之成本問題，

和社會文化之溝通問題，就亟需要透過第三者之引薦。例如透過 VISA
國際組織之引薦進入泰國主要銀行，透過泰國的銀行之輾轉介紹找到

越南潛在客戶，透過朋友介紹找到香港地區銀行案，目前仍需要透過

中介商協助搭上越南、印尼等地區之銀行業者或政府機關。 
 
在進入中國、泰國、香港市場一段期間後，經評估市場發展潛力，

才決定成立子公司，建立據點，除考量可以就近提供後續維護服務

外，最重要的即是雇用當地人，拓展重點業務。考量社會文化環境等

因素，泰國市場發展主軸為雙卡系統，主要係透過近年耕耘下來之人

脈管道；中國市場就透過北京子公司既有業務管道，擴展 OA、KM
等領域之企業客戶，再由代表性客戶往外拓展，例如康師傅介紹合作

之賣場；至於中國當地銀行因屬於國營體系，政商關係經營成本高，

不確定性大，尚須藉由香港的銀行客戶引薦；因為才剛要進入越南和

印尼市場，對當地之客戶資訊管道並不熟悉，遂透過業界朋友和中介

商進行。 
 
另外與合作夥伴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例如推動亞太地區 EMV

計畫 VISA，與全球 IC 卡大廠如 Gemplus, Schlumberger, …等建立技

術合作並銷售 IC 晶片卡，係基於與合作夥伴之互補和互利關係，雙

方皆會主動引薦潛力客戶，使業務一起成長。 
 

貳、 客戶代言活動 
 
泰國地理位置介於位於中國和印度間中南半島之心臟地帶，係為

非常有利的東南亞拓銷據點。A 公司於 2005 年起參與經濟部工業局

輔導旗艦計畫，提出消費金融晶片整體解決方案發展計畫規劃案，為

建立於海外地區的名氣，2007 年 3 月於曼谷，與泰國 VISA 信用卡組

織共同協辦最佳晶片卡應用實際案例國際性研討會，研討會主題包括

金融卡轉換晶片卡、交通票證卡、銀行晶片卡附加價值、以及加油站

業者車隊卡與晶片儲值卡整合等，並由來自台灣之企業客戶現身說法

介紹專業領域的成功案例。參與之金融機構包括：泰國第一大銀行

Bangkok Bank PCL， 泰國第二大銀行 Citibank N.A., Siam 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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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PCL，泰國第三大銀行 Kasi korn Bank PCL，企業界包括：泰國

第一大加油站業者 PTT PCL，泰國第二大加油站業者 Esso Thailand 
PCL、泰國捷運公司 Bangkok Mass Transit System、泰國地鐵公司

Bangkok Metro PCL、泰國第一大電影院業者 Major Cineplex、泰國第

一大大賣場業者 Tesco Lotus、泰國第一大百貨業者 Central Retail 
Corporation Limited，甚至還有遠從印尼而來的業者與會，目的即在

瞭解台灣晶片卡，並汲取金流加值應用方面之成功經驗。預期透過辦

理此類客戶代言型研討會活動，後續收到的回響將會是連環商機。 
 

參、 公司網站和在地化產品包裝 
 
網站係代表一家公司之門面，A 公司專長入口網站建置，當然也

需要展現在自家網站上。中英文網站皆有詳盡之公司資訊、營運概

況、關係企業成功案例、投資人專區、最新消息，和可依產品、產業

和服務選擇產品與解決方案等。任何一個潛在客戶，皆可以透過 A
公司網站之宣傳管道，取得公司基本資訊，瞭解其產品服務內容和成

功案例，並產生對該公司之初步印象。 
 
尤其對於資訊服務這類高涉入產品，提供充份的資訊給客戶，是

相當重要的。Sales Kit（銷售工具包）是能突顯產品特色服務的重要

媒介，輔以產品說明和成功案例的介紹，可使客戶對於產品的外顯單

位效益，能有一些先入為主之比較基礎。過去 A 公司在國內推動產

品服務時，Sales Kit 並未包裝得很精緻，可能是因為當時客戶之資訊

搜集管道很明確，加上市場需求殷切，A 公司也不需要特別費心去處

理此問題。但 A 公司在海外拓銷時，所面對的競爭者都具有豐富的

國外行銷經驗，因此業務人員最基本的 Sales Kit 尤其重要。A 公ㄖ已

經成立一組專業團隊，重新包裝公司二大主軸產品：消費金融系統和

e-portal，包括製作簡報、文宣品等，以提供在地化行銷。 
 

第三節 道德危機成本分析 

減少買者道德危機成本的行銷方法大部份是需要長期來經營

的，如果欲在客戶心目中建立良好的形象，往往需要於交易過程中累

積許多優良的紀錄，以建立客戶的信心（邱志聖, 2006）： 
 
A 公司係於發展過程中透過累積許多優良實績，以降低客戶道德

危機成本，說明如表 5-3： 



64 

表 5-3 A 公司降低買者道德危機成本的方法 
A 公司長期做的方法 A 公司新進入市場的方法 
說到做到百分之百結案率 代表性案例的建立 
以顧客最大效益為考量 與具形象外溢的廠商合作和代言 
完整的產品發展藍圖 可信的國際級公司推薦 
智慧財產權保護措施 通過 CMMI 晉升國際品質水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 與具形象外溢的廠商合作和代言 
 

從 A 公司草創期，主要是透過與具有形象外溢效果的 I 機構合

作，開始取得企業和政府客戶之案源。客戶雖然知道 A 公司的團隊

成員係由 I 機構出來，具備相關技術，也肯定其維護品質能力；但畢

竟 A 公司剛成立，客戶需要一張有信譽的賣方保證合約，因此透過 I
機構可以讓雙方順利交易；當等到一年後順利結案，並取得客戶信賴

後，該客戶也開始願意 A 公司提供其他專案服務，A 公司並得直接

與客戶簽約建立新案，開始建立自己的實績。尤其在政府標案，評比

項目均會列入廠商實績，A 公司透過 I 機構取得專門領域之實績，並

培養自己的實績，也能減低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A 公司透過 I 機構

之銷貨占總營收比，由成立時占 19%，到 3 年後已降到 9%以下，看

得出 A 公司開始有能力不倚賴 I 機構，建立自己的業務實績。 
 
最具代表性的客戶即為財金資訊公司，其更是具有形象外溢代言

人之角色。財金資訊公司係為財政部和國內主要銀行投資，銀行股東

多具有官股成份，為國內主要大型銀行。當時會員銀行包括如土銀、

一銀、華銀、合庫等，都在積極搶攻消費金融市場。由於財金資訊

係為台灣唯一之付款授權/清算業務網路中心，在系統相容性、安全

性和穩定性高度要求下，自然成為 A 公司金融相關產品服務之最佳

代言人，對 A 公司在承接財金公司會員銀行相關業務時，更形成絕

佳之通路優勢。 
 
當時由於銀行鎖定消費金融業務市場，須積極爭取與各大零售業

者合作，A 公司也因此透過這些銀行為跳板，進入需要發行儲值卡、

會員卡之零售業者市場。加上銀行對於系統之要求同樣是高安全性和

穩定性，銀行亦成為 A 公司最直接的代言人。 
 
2007 年 3 月於曼谷與泰國 VISA 信用卡組織，共同協辦晶片卡應

用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台灣之企業客戶現身說法，介紹專業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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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即是與具形象外溢的廠商合作和代言的作法。此對於 A
公司建立在東南亞市場的名氣已奏效，因為泰國當地前三大銀行、前

二大加油站業者、交通部、捷運和地鐵業者、第一大電影院業者、第

一大大賣場業者、泰國第一大百貨業者等都聞訊參與，甚至還有遠從

印尼而來與會的業者，後續 A 公司將積極開發這些關鍵客戶群，以

拓展下一個族群的關係網絡。 
 

貳、 建立代表性案例 
 

在 A 公司持續積極建立指標性專案下，業務進入倍數成長期。這

些代表性案例建立，更是促成 A 公司成長和獲利的關鍵。草創當年

取得了國家圖書館、行政院研考會，藉由該實績經驗又取得了中國時

報、法務部、經濟部等專案，加上原本 A 公司之產品之外顯單位效

益突出，再經由服務這些不錯的大企業和政府機關實績之加持，A 公

司更有信心去爭取這類公開評選的企業採購案或是政府標案，因此大

多能夠屢戰屢勝。雖然專案初期規模並不算大，但取得客戶第一次的

信賴後，後續訂單也接踵而來，專案總金額和規模也越做越大，加上

客戶的名氣均夠響亮、深具代表性，當實績規模累積越多後，就更加

容易符合政府標案和大企業採購案之實績要求門檻。加上 A 公司團

隊成員過去多曾為政府機構和大企業提供專案服務，經驗和資歷豐

富，後來在進入 A 公司後，對此類型客戶之服務更是架輕就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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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A 公司主要事業之代表性客戶案例建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 公司在成立 3 年內，於國內已取得各主軸業務之代表性案例，

包括主要政府入口網站：台北市政府網站、內政部、外交部、法務部、

交通部、研考會、高工局…等，全球最大的投顧公司：富達投顧網，

台灣最大的網路期刊文獻中心：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外商

第一大收單銀行：荷蘭銀行 Internet Payment Gateway，台灣最大的影

音租售連鎖店：百事達會員晶片卡預付及紅利系統，台灣首家銀行導

入 IC 儲值卡系統：台新銀行，財金公司：台灣首套 SSL+ Internet 
Payment Gateway、金融 IC 卡跨行清算處理系統、財金公司跨行信用

卡處理系統等。 
 
在泰國、香港、中國等海外市場，也各有具代表性的案例：泰國

有智慧卡公司、香港有某大銀行、中國有康師傅。在這些國家之代表

性客戶完成結案之後，A 公司都能因為這些實績，順利延伸取得更多

新案或開始接到其他客戶之新案，亦足證代表性案例建立之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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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

A 公司打算進軍海外政府入口網的第一步棋。 
 
2007 年於泰國曼谷的最佳晶片卡應用實際案例國際性研討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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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夠成功地吸引到泰國前幾大銀行、電影、百貨、賣場、加油站

業者及地鐵、捷運公司，還有遠從印尼而來的業者，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能夠親身見識到台灣之企業客戶的成功案例。代表性案例的建立對

於 A 公司在新市場的開發，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參、 可信的國際級公司推薦 
 

通過 VISA 評選之 15 家資訊廠商中，A 公司為 VISA 大中華地

區唯一之亞太區「EMV 信用卡晶片化升級計畫」技術夥伴。由於能

夠獲得 VISA 國際組織的保證，遂成為後來 A 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的利器。VISA 提供補助經費以快速推動亞太市場晶片化，對導入銀

行之委外要求就是需自 15 家技術夥伴中挑選 1 家。泰國智慧卡公司

在進行廠商決標時，A 公司是唯一一家亞太地區廠商，雖然知名度可

能不比其他國際公司高，也沒有導入國外銀行之實績，但是由於 A
公司之產品功能和效益表現遠優於其他競爭者，依然勝出。如果當初

A 公司沒有取得 VISA 技術夥伴這張入門票，就不能有後續之商機，

因此在泰國的第一筆交易可歸因於 VISA 加持而誕生。 
 
如果在客戶心中之道德危機成本一旦出現，後續是很難再拉回客

戶的信心。在 A 公司取得泰國某大銀行之前，據悉在泰國曾有某澳

洲和法國公司未能做好 VISA CASH 專案，使得客戶不得不尋求新的

廠商重建，某澳洲和法國公司就算有其他地區之國際實績，自泰國銀

行界傳開來後想再建案也難施展。A 公司因為泰國智慧卡公司的成

功，次年又取得泰國 VISA 晶片卡建置案，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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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專案過程中必定會遇到競爭者，雖然 A 公司原

本的外顯單位效益具有高度優勢，但對大型銀行客戶來說，對這種高

涉入產品的採購，單看功能效益並不足夠，歸結來說，事實上這些案

源還是透過與 VISA 的合作關係而來的。 
 

肆、 以顧客最大效益為考量 
 
一般系統整合專案期間，短則半年、1 年，長則 3 年，標準合約

保固為 1 年。一開始客戶並無法完整表達系統細部需求，或清楚說明

實際需要用到的功能會有哪些，因此廠商所提供的標準功能，將會與

客戶認知有程度上之落差。大公司可透過資訊部門來進行系統委外，

但真正的使用者卻是資訊部門以外的單位，資訊部門通常只是做為使

用單位和外包廠商間的溝通橋樑，只能在系統完成後，負責基本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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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和維護。因此一般承接系統整合專案之資訊廠商，若要能得到客戶

之信賴，必然需要經過一段磨合期。所謂磨合期，是在正式簽約前的

專案需求瞭解就展開，起初資訊廠商會指派專案業務經理來做為窗

口，並協同技術專案經理（PM）來進行系統規劃、執行和管理，該

期間客戶遇到廠商的團隊成員，將是不同角色和特質之組合，廠商也

會面對到客戶端不同單位的人，其中產生之情境變化可想而知。由於

不同客戶對於系統服務效益的認知差異，因此在處理道德危機成本

上，需更加謹慎。 
 
以頂新集團康師傅 OA 案為例，對 A 公司而言，該專案客戶的組

織規模和過去接的必然不相同，但 A 公司深知，這家客戶絕對是指

標性客戶，做得好就能提升自己的品牌名聲，但做不好更不可能再接

其他大專案。尤其在中國市場的業績還未能達到盈餘，此專案不僅是

項挑戰，也將可能是轉機。因此，縱使會是一筆賠錢的生意，將投入

比預期還要多的人力，但是為使系統符合客戶需要，達到順利上線，

仍不惜擴大投入人力來完成結案，並在當時要求達到 CMMI level 2
之要求。如今證明，因為在 A 公司努力下，已成功取得康師傅之信

賴，並建立其在中國市場的形象，因為預期今年中國市場將會轉虧為

盈的關鍵，就是藉由康師傅引薦的其他相關賣場通路商的專案。 
 

伍、 百分百結案率 -- 說到做到 
 
台灣資訊服務業如果承包政府專案未能完成結案，或有專案執行

之重大瑕疵，都將會被提報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全國各政府

機關公告，且一旦列入黑名單，以後將失去投標政府專案資格。過去

層出不窮的案例中，有不少中小型公司面對客戶需求溝通、專案管

理、人力調度、公司資金周轉等營運問題，導致無法完成結案，遭業

主依合約連續計扣罰款者，其中不乏知名的系統整合業者，因專案執

行不力以致高階主管須連坐辭職之案例。 
 
承包政府專案尤其須嚴格遵守合約上白紙黑字的條款，稍有不慎

都可能會留下不良紀錄；與政府單位訂定之合約，在招標公告後就難

再接受大幅更改，所以得標廠商需要非常謹慎地執行專案，並在遇到

模糊地帶時，能即時透過與承辦人充份溝通協調，以避免未來發生問

題。IBM 在台灣幾乎不曾主標政府專案，最主要的理由即是無法接受

合約無法彈性處理之問題，因此寧可與其他公司合作，擔任下包商，

以降低公司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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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有至少 4 至 5 成政府專案及其他大企業委外案，面對此類

規模之客戶，需要處理之各式各樣要求通常會比較多，甚至更難預

期。雖絕難保證客戶皆達到十分滿意，最起碼皆能做到百分百結案的

承諾，有一定的服務水準保證（SLA，Service Level Assurance）、品

質保證、嚴格落實資安管控等。A 公司嫻熟政府專案之運作，甚至有

專門一組團隊在負責進行投標準備，並已建立一套作業程序方法，在

資訊服務業中真是少有，足見其專業投入程度。專案管理能力影響人

力資源運用，人力是系統整合服務的最主要成本，也是獲利的重要關

鍵；從 A 公司財報中看到歷年之毛利率水準皆在 6 成以上，股東權

益報酬率平均在 18%，皆在同業水準之上，也證明其專案管理實力與

獲利能力之關聯。 
 

陸、 完整的產品發展藍圖 
 

由於 L 君係出身研究機構，相當瞭解技術實力建立對於公司競爭

力掌控之重要性。公司成立初期以全文檢索系統之軟體規劃設計建置

等專案為主，進而逐步累積技術能量，拓展至知識管理、電子商務平

台、網路交易付款機制及與金融業之 IC 晶片卡務系統整合專案。 
 
綜合來看，A 公司自成立以來即努力建構完整的產品發展藍圖，

核心技術領域可以畫分為：金流、商流、知識流等方面。金流領域係

指消費金融相關系統服務：信用卡系統，包括發卡、授權、收單、清

算、帳務處理、代理授權；晶片卡系統包括預付、紅利、忠誠系統；

EMV 晶片信用卡轉置，包括系統規劃、顧問諮詢等。商流領域係指

網路服務平台管理服務，包括知識管理平台、知識入口網平台、入口

網站平台，以及網路付款、網路交易安全等產品。知識流領域係包括，

工作流程、搜尋引擎、數位版權保護、CA 認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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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A 公司產品技術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A 公司 
 
A 公司係由研發中心專注於新興技術研發，預期未來市場發展趨

勢，規劃新年度產品技術發展藍圖。例如因應雙卡系統後續將走向行

動資訊化之潮流，研發無線行動通訊技術、NFC 技術，以及在 Web 2.0
風潮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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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A 公司並透過掌握市場需求動態，每年調整產品技術發展

策略，以訂定下年度或未來幾年內之研發目標。 
 

柒、 通過 CMMI 晉升國際品質水準 
 
有鑒於 CMMI 已經成為軟體的品質保證，及代表進軍國際的先

遣準備，未來我國政府機關亦擬將 CMMI 列入招標資格條件。A 公

司自 2005 年起響應政府軟體品質推動政策，積極投入 CMMI 導入與

系統開發流程改善。CMMI 以嚴謹、科學的方法有效提升流程管理能

力，可以協助業者面對系統日趨複雜化、大型化的多元需求下，有效

管理開發流程，並可藉 CMMI 認證與國際接軌。 
 
A 公司透過流程改善過程，發展標準化程序，並建立組織層級的

制度規範，在公司高層主管的全力支持及全體員工的齊心協力下，致

力強化專案管理，並且落實專案稽核制度，提高系統模組之重用率、

降低系統開發之重工率。於 2007 年 6 月正式通過 CMMI 成熟度第三

級評鑑（SEI CMMI Maturity Level 3），使得 A 公司之軟體工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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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度達國際標準，更成為進入海外市場之重要品質保證。 
 

捌、 智慧財產權保護措施 
 
A 公司的客戶如銀行和政府機關，係對於資訊安全要求等級極高

者，相對地如果 A 公司能主動以透明化的內控管理作法來降低客戶

的監督成本，即能減少客戶對其道德風險之顧慮。A 公司對原始碼

（Source Code）保全措施是有一定之規定和程序：主機房設有門禁管

制，非權責人員無法進入使用磁帶機備份檔案，所有專案之原始碼都

由專人定期備份，並保存於第三地保管箱，只有參與該專案相關同仁

有權限存取，並有設定有授權期限、授權管理紀錄，並遵守上市櫃公

司之內部稽核規定執行。 
 

第四節 專屬陷入成本分析 

 
發展新客戶之成本往往比留住舊客戶之成本多出好幾倍，因此與

其將重心放在新客戶開發上，不如將重心放在舊客戶上。除了道德危

機成本中所提到的信任與承諾是留住客戶之重要方法外，如果能夠增

加客戶移轉到其他品牌之成本，也是留住客戶非常有用的方法，同

時，留住客戶對公司利潤率之影響有相當之關係。留住客戶之方法除

了有滿足客戶之期望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客戶不一定對賣方產品滿

意，但因為已與賣方建立了高度專屬資產，買方無法更換賣方，因為

如果更換賣方會付出很高的代價。因此買方很可能在購買之初就會注

意到這一點，由其是在購買高涉入產品時，專屬陷入成本就會是重要

考量因素之一（邱志聖, 2006）。 
 
茲將 A 公司發展過程中，運用專屬陷入成本形成優勢之方法歸納

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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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A 公司運用專屬資產的方法 

專屬資產 A公司的方法 

無形的專屬資產 透過長期合作夥伴關係建立與客戶之特有

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識、特有人際關係、

特有溝通效率 
特有的使用知識的專屬資產 產品具開放系統模組化特性，無須特有使用

知識，降低客戶專屬資產 
相互陷入的專屬資產 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策略合作、合資或

透過 M&A 等取得專屬性資產 
單邊陷入的專屬資產 避免一方投入而另一方不需要投入，變成單

邊陷入的不對等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 建立無形專屬資產 -- 舊客戶重複下單率高 
 

透過與企業外合作夥伴建立良好關係，以取得累積顧客資本、關

係資本、商譽等與組織外合作關係的無形資產，企業關係夥伴可包括

顧客、供應商與其他策略聯盟夥伴（林博文,陳怡之,洪慈霙, 2003）。 
 
除了 A 公司現有合作夥伴所帶來的無形資產外，前述 A 公司對

於客戶服務提供之價值，係源自於系統技術能力，進而是能夠協助客

戶排除問題的專業分析能力，然而，最大的附加價值是來自於團隊成

員對於客戶關係管理的能力，亦即專業顧問能力，使客戶願意採用 A
公司服務建議。當廠商與客戶有良好的互動關係，促使客戶樂於提供

相關專業知識與建議，以致對於廠商專業能力之提昇，具有相當的助

益。 
 
客戶關係管理係指運用廣泛策略及流程，以求提升企業成功的管

理方式，其目的之一即是要協助企業管理銷售循環：新客戶的招徠、

保留舊客戶、提供客戶服務及進一步提升企業和客戶的關係，並運用

市場行銷工具，提供創新式的個性化的客戶服務（維基百科, 2008）。
此所謂客戶關係管理能力之根源，即是來自於長期在客戶端耕耘下，

協助企業透過原有客戶招徠新客戶或保留舊客戶，所建立的無形資

產，包括特有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識、特有人際關係、特有溝通效

率等。 
 
A 公司擁有眾多知名的專案建置經驗，除透過強化通路基礎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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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層廣泛，並能建立良好口碑與公司品牌形象，增強行銷優勢，因此

極易取得新舊客戶的高度信賴，使得市佔率不斷擴大；建立專案養成

技術，加上客戶使用經驗口碑宣傳，再獲取專案的良性循環，建立

主軸產品領先優勢。單由 A 公司 2002 年營收資料來看，有 82%以上

為既有客戶之重複下單，因為有持續來自舊客戶之訂單，公司營收來

源穩定度高。 
 
由於 A 公司的資訊服務均需要長期的建置與上線導入，是屬於高

涉入產品，尤其渡過與客戶間之磨合期後，遂在客戶端建立無形的專

屬資產有：特有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識、特有人際關係、特有溝通

效率和特有使用經驗。客戶端之使用者透過系統教育，並上線經過一

段時候，將會習慣於使用 A 公司提供之系統操作介面，如果該系統

需要進行功能強化或新增系統，客戶就會綜整出內部需求並再次下

單；因此透過建立特有買者知識、特有使用經驗、特有人際關係和特

有溝通效率後，也建立了特有信用資產。 
 
舊客戶願意重複下單即是無形專屬資產的效果，以國家圖書館為

例，除成立初期透過 I 機構簽約以外，接下來 3 年都由 A 公司承包：

2000 年有官書資料庫系統、期刊資料庫系統、當代文學史料系統、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維護案；2001 年有期刊與官書各系統功能擴充案、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統擴充功能案、遠距圖書服務各應用軟體維

護；2002 年有官書影像資料庫分散式伺服器系統案；僅就國家圖書

館專案來看，與 A 公司之合作至少有 5 年，如此類忠誠客戶所帶來

之營收貢獻度是相當可觀的。 
 
貳、 降低客戶專屬資產成本 

 
在雙卡系統競爭之戰國時代，A 公司最有效用之產品差異化即為

開放系統設計。對於此類高涉入產品，銀行在選擇上將更為慎重，當

A 公司產品能主動為客戶卸下專屬資產之包袱，使其容易與現有系統

整合，或在未來能與其他系統模組銜接，並能使其減少後續自行維運

之技術人力培訓問題，因此能夠打敗競爭對手。 
 
此外，A 公司研發具備有模組化及跨平台產品 GIP2.0，對於 A

公司而言，降低專案建置人力成本和新進技術人員之學習期，能減少

系統開發總成本；對客戶除有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外，還因為其具有開

放系統模組化特性，較容易導入和自行擴充需求，客戶之專屬資產成

本明顯降低，因此 A 公司可以取得更為有利之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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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建立有利的相互陷入專屬資產 

 
Mohr and Spekman（1994）將長期夥伴關係定義為廠商為了追求

彼此互利，建立彼此間分享相容的目標，以具有高度互賴的夥伴關

係。為達到某一個特定目標，兩個獨立的廠商個體，透過彼此相互整

合的機制所建立的長期關係，而此關係建立係必須在雙方互信、承諾

的基礎上（Stafford, 1994）。Holm, Eriksson and Johansson（1999）則

提出商業網絡之連結（business network connection）是透過廠商間的

相互承諾（mutual commitment）形成相互依賴（mutual commitment）
進而達成價值的創造。吳思華（2000）指出事業網路體系是指一群企

業基於專業分工、資源互補的理念，所形成長期共存共榮的某一事業

共同體；而產業合作網路則泛指產業中交錯複雜的合作關係。 
 
A 公司能長期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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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透過與合作廠商間長期

結盟的相互承諾，而形成相互依賴。當年此類外商大廠進入台灣時，

是無法直接銷售至銀行端，因為客戶雖有晶片卡需求，但若無一套晶

片卡系統來驅動是無用武之地的，因 A 公司在晶片卡系統占有多數

市場優勢，IC 卡大廠可以透過 A 公司的銷售通路，順利進入台灣市

場；在長期的合作默契下，當 A 公司有機會進入國外市場，又可藉

由已有海外通路關係之 IC 卡大廠，取得合理成本報價，與交貨時程

配合，因而又能形成對進入市場有利之外顯單位效益優勢，遂得協助

A 公司迅速取得專案服務，再轉分包予 IC 大廠，形成有利的相互陷

入關係。 
 
當交易雙方於因為有互補性而能夠產生綜效，所以有合作之意

圖，但對欲取得之資源具有專屬化或不易衡量困難時，通常透過所有

權共享可降低彼此的不信任，因此合資是較合適的選擇。A 公司投資

北京某軟件公司，即是屬於取得專屬性資產的投資，初期透過與北京

東方電子集團合資占有 40%股份，彼此相互依賴以及共同發展新產品

與技術，進而後來 A 公司百分之百持股納入旗下子公司。A 公司為

了進入北京地區市場，輾轉透過關係搭上了北京東方電子集團，而會

開展合作之主因，是該公司的工作流程、搜尋引擎、CA、數位版權

保護等核心技術，與國際技術專利產品等，可以與 A 公司現有的知

識管理技術整合，並成為有利之專屬資產。另可藉由其銷售通路取得

北京電子控股公司、北京京東方科技集團等專案。加上對北京東方電

子集團而言，資訊服務並非該集團公司主業，北京某軟件公司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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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業資訊管理能力才能有所發揮，因此雙方可以一拍即合，北京東

方電子集團下之子公司或關係企業，亦順理成為 A 公司北京子公司

之客戶，從此與北京東方電子集團建立長期的相互陷入專屬資產關

係，共同開展大陸地區市場。 
 

肆、 避免單邊陷入風險問題 
 
雙方為了合作所建立的專屬資產，其過程中均需要投入許多資

源，可能會包括軟體和硬體，但假設雙方投入的專屬資產一致，就不

會想離開對方。但如果交易之一方投入而另一方不需要投入，即會變

成單邊陷入的不對等關係，因而影響未來繼續合作的意願（邱志聖, 
2008）。 

 
康師傅目前在大陸投資總額達 12 億美元，旗下共擁有 55 家營運

公司、34 家工廠、3 家量販店、31 家速食餐廳，員工近 24,000 人；

集團主要經營食品、流通、及連鎖店三大領域，擁有 437 個營業所、

80 個倉庫，服務 5,490 家經銷商及 73,392 家直營零售商。該集團 100
多家公司已完成導入 SAP 的 ERP 等系統，以強化對各區域、各層級

的經銷商之銷售管理能力。康師傅於中國投資之樂購大賣場、好利多

及時代超市等，亦已導入物流系統。2007 年康師傅亦從快速消費商

品邁向餐飲業，轉投資「康師傅私房牛肉麵」餐飲連鎖體系，以發展

品牌延伸。委託 A 公司建構知識管理平台之目的，即是為整合內外

部產業鏈，並將集團間不同的產業環節連結起來，形成價值系統(Value 
System)，如包括供應商、企業、通路與消費者價值鏈…等。 

 
A 公司不因為承包康師傅的專案會虧損就放棄，甘願承擔虧損風

險的理由之一，即是康師傅的代言效果和引薦賣場的承諾。可是為了

讓康師傅各據點順利上線，和享有良好維護服務的代價，就可要專門

為康師傅增聘一大批工程師了，這對北京子公司是非常高的人力成本

投資，因為後續維護期人力的運用效率，才是要能夠在中國戰場獲利

的挑戰。 
 
但是康師傅也不敢隨便找個系統廠商就將 A 公司換掉，因為這是

康師傅集團內的關鍵系統，若要求其他市面上的系統商重新來建置並

不容易；未來如果真的要轉移，也會慢慢地進行，任一方絕對不敢直

接切斷合作關係。這就是運用專屬資產的微妙之處，除了有利的相互

陷入，對於任一方也要有對等的有利陷入關係。如果以後 A 公司都

接不到康師傅的賣場通路專案，長期將人力耗費在維護康師傅的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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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上，以致該專屬系統產品化和規模化效益不夠，造成 A 公司過去

投入的專屬人力開發成本不能回收時，就可能會演變成不對等的單邊

陷入問題了。 

第五節 發展歷程與 4C 綜合分析 

 
回顧 A 公司之發展歷程中建立 4C 間的循環關係分析如下圖： 
 

 
圖 5-5 A 公司 4C 循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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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 由建立 C1 優勢開始，藉合作方之 C3 優勢取得 C2 優勢 
 

A 公司成立初期公司，僅有來自 I 機構和 O 團隊之技術人力和從

I 機構取得之技術授權，縱使客戶由過去從與 I 機構或 O 機構之合作，

瞭解 A 公司人員之技術能力，但畢竟 A 公司僅是個小小的、默默無

名的公司；由客戶角度來看，其是否能撐到合約專案結案都未知，因

此 A 公司被要求透過 I 機構簽約取得 A 公司之服務。草創期 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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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來自 I 機構之技術和團隊成員本身之技術實力，建立 C1：外顯

單位效益成本之優勢，但客戶不能單憑對某些人技術之信任就委託 A
公司承包系統，因此 A 公司需要透過 C3：道德危機成本低之 I 機構

協助取得客戶之合約。 
 

貳、 建立 C3 和 C4 優勢，建構 C2 優勢 
 
前述 Stafford（1994）指出兩個獨立的廠商個體，為達到某一個

特定目標，透過彼此相互整合的機制所建立的長期關係；而 Holm, 
Eriksson and Johansson（1999）則提出透過廠商間的相互承諾，形成

相互依賴，形成了商業網絡之連結，正說明了 C3 和 C4 的優勢建立，

是能促成 C2 關係網絡之連結。 
 
客戶因為草創期的 A 公司有能力完成結案，所以對 A 公司產生

信任，A 公司因此建立了對客戶之 C3 優勢，後來就不透過 I 機構，

願意直接與 A 公司簽約。客戶成為 A 公司之代表性案例，久而久之

也與產生無形之專屬資產 C4，客戶願意重複地下單，甚至願意成為

代言人和推薦者，更自然形成 A 公司的 C2：資訊搜尋管道。代表性

客戶越來越多，配合 A 公司團隊之關係網路，輔以公司網站和產品

直銷宣傳，A 公司遂架構了以主軸產品為中心之客戶群關係網絡。 
 

參、 強化 C1 競爭優勢 
 
當主軸產品建置經驗越累積越多，由該客戶群中所獲得之專業知

識和客戶需求，亦由業務行銷團隊回饋至技術團隊，系統功能更加強

化，相關產品線建立也日趨完整，後來整個團隊更具備專案顧問諮詢

服務能力，可以提供客戶資訊服務之附加價值，使得該主軸產品之外

顯單位之效用隨之提升。 
 
技術團隊除了進行產品效用之提升以外，也因為對於系統的建

置、導入和維運能力越來越純熟，產品設計也趨向模組化、產品化，

連新進技術人員培訓和上手也越來越快，因此產品總成本隨之降低。 
 
產品之效用提高和總成本降低，即會使得買方之 C1：外顯單位

效益成本降低，隨著案例增多，也產生產品規模化、產業化的效果，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更為降低，因此建立了 A 公司競爭力之主要來源。 
 

肆、 良性 4C 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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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之產品服務係屬於高涉入，對客戶之 C2 較容易處理，因

為通常可以透過同業介紹或取得資訊廠商之直銷服務。但遇到競爭者

出現時，客戶將會從 4C 交換總成本來進行比較，當 A 公司之 C1、
C3 和 C4 加起來比競爭者還具有優勢時，客戶就會選擇 A 公司。如

前面各節所述，再進一步觀察 4C 之間，實際上還會互相幫襯，因此

會形成有利的 4C 循環，A 公司需要因時因地補強任一個 C，但是絕

不能忘記 C1 是競爭力之主要來源。 
 
A 公司產品服務在不同客戶眼中 4C 之強弱是不盡相同的，不僅

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客戶心中會有差別，更可能會隨著客戶需求改變或

是技術演進而變化，而買者通常會選擇 4C 總成本最低者與之交易。

例如，A 公司雖然在台灣 4C 已經很強，但到了泰國發展，還是需要

藉由 C3 強的 VISA 作保證，憑藉台灣代表性案例來代言，以強化泰

國當地客戶之 C3 認知。客戶經由與其他國際競爭對手比較其 C1、
C3 和 C4 後，發現有的公司 C1 不夠強，有的過去在泰國所承接的專

案做得名聲不佳 C3 弱，所以 A 公司的 C1、C3 和 C4 加起來以後比

其他競爭者還具有優勢，客戶才會選擇 A 公司。 
 
A 公司在泰國所運用之 4C 循環策略和在台灣是類似的，但是 A

公司絕對是選擇最有把握的 C1 產品出擊。但到了中國，大環境很不

一樣，A 公司反而不選擇 C1 最強的雙卡系統產品切入，因為 A 公司

在該類產品上之 C2 不夠，沒有找到 C3 很強的合作夥伴之前，A 公

司不能輕舉妄動。由於在中國當地銀行眼中，A 公司雙卡系統之 C3
和 C4 也不夠強，所以反而是選擇以北京 B 子公司最強的 C1 產品開

始，透過 B 子公司之 C2 和 C3 優勢以開展市場；等到有香港某銀行

案建置完成後，才透過其引薦探路中國的銀行市場。過去曾有巴基斯

坦的銀行找上 A 公司，但 A 公司考量當地市場之政治風險高，規模

化機會並不高，整體 4C 行銷誘因不足，毅然放棄。 
 
檢視 A 公司之業務發展與成長模式：「係以核心技術研發（C1）、

擴展主軸業務發展（C2）及營運服務支援（C1）的循環策略，藉由

研發加強競爭力（C1），並深入瞭解客戶及市場需求（C1 & C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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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 C4），提高服務之附加價值（C1）。」；及行銷策略：「以套裝化之

成熟產品（C1），積極拓展台灣及亞太市場（C1），並以穩健創新之

全方位解決方案（C1），豎立領導品牌形象（C3）。」可以說明 A 公

司所謂的循環策略即是，建立 C1 加強競爭力，建立在客戶端有利的

C3 和 C4，形成優勢 C2 網絡，以及為符合客戶之 C1 需求，再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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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之產品效用，建立更強的 C3 和 C4；但其中最為注重 C1，因為 A
公司深知 C1 是競爭力的來源，是構成其他 3 個 C 的支撐點。 

 
常見一般系統整合服務公司為追求業績，如果未能要求業務選擇

核心能力相關之專案，業務方向發散，就非常容易導致資源分散。如

果因為客製化程度過高，沒有現成產品，需要投入過多的技術人力，

卻又無法整合到原有產品線，無法複製、沒有產品化和產業化，就沒

有了經濟規模效益，如此即會影響公司之獲利；4C 處理不好，惡性

循環下去，公司營運每況愈下。業界此類案例屢見不顯，這也就是為

何很多系統整合公司營運表現不佳，遇到大環境不好時，就更容易被

市場所淘汰。 
 
A 公司堅持承接之專案皆以主軸產品技術相關為核心，產品線的

拓展也是圍繞著相關客戶群之需求，因此可以聚焦策略發展，對產品

有明確之定位，形成有利的 4C 循環，加上具有對於市場動向掌握之

洞察力（street-smart insight），用對的產品切入對的市場（do it right），
才能夠維持優於同業之表現，能有長期營運發展機會。A 公司係在穩

健創新經營原則下，掌握利基市場，踏穩一步才會往前走，因時因地

制宜運用 4C 行銷策略，確保 4C 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