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幾年全球寬頻用戶數大幅提昇，2005 年全球寬頻用戶數達 1.6
億戶，較 2004 年成長 17.8%，寬頻普及率從 2.9%提升至 4.2%。未來

幾年寬頻用戶數持續穩定成長，至 2009 年全球寬頻上網戶數將達 2.7
億戶。[資訊工業年鑑，2006] 

 
根據台灣網路資訊中心 2006 年 1月「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

顯示我國網路與寬頻發展漸趨成熟，全台連網人數與戶數持續增加，

截至 2006 年 1 月中旬為止，台灣地區上網人口成長約 1,476 萬人，
整體人口(0-100 歲)上網率達 65.07%，12 歲以上人口的上網率則為

65.97%；其中，寬頻網路使用人數約 1,162萬人，約佔總人口數六成

(59.93%)。報告中說明了我國網路基礎設備擁有度持續提升、上網與

寬頻連網的戶數與人數穩定成長，不同年齡層的使用率亦逐漸提高。

此外，根據資策會 2006 年資訊工業年鑑資料，台灣民眾於網路上最

常使用的行為前五名分別是：使用搜尋引擎、使用即時通訊、Email、
購物/訂票、與抓取軟體，與 2004、2005 年相比，雖然大多數民眾使

用網路的習慣與服務內容雖無明顯改變，但觀察到運用網路進行購物

訂票的排名大幅提昇，反應著網路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有加劇的趨勢。 
 

表 1-1：2004-2006 年台灣網友最常進行之網路活動排名 
網路活動 2006 年排名 2005 年排名 2004 年排名 

使用搜尋引擎 1 3 1 
使用即時通訊 2 1 3 
電子郵件 3 2 2 
購物訂票 4 10 7 
抓取軟體 5 5 5 
競標拍賣 6 11 8 
閱讀新聞雜誌 7 4 4 

資料來源：資訊工業年鑑[2006] 
 
 
另一方面，展望 2006 年我國資訊軟體市場規模估計為新台幣

1,779 億元(參考圖 1-1)，其中，以市場規模而言，軟體產品(新台幣
689億元)最大，但網路服務則具有最高的成長率。網路服務市場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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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率，主要來自於寬頻上網、線上購物與遊戲娛樂的持續帶動，而政

府持續性推動計畫與金融業資訊應用需求，預期仍為專案服務市場的

主要成長動力。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企業外移，以及經濟環境影響，

可觀察到企業資訊支出漸趨保守，並轉向競爭力的思考，有「精準化」

的趨勢，同時，企業外移影響本地市場需求，基礎建設大幅投資不易

見。 
 

 
 
 
 
 
 
 
 
 
 
 
 
 

圖 1-1：2003-2007我國資訊軟體市場規模 
資料來源：資訊工業年鑑[2006] 

壹、 彈性多元的軟體銷售策略崛起 

因應整體軟體產業的改變，近來的軟體銷售方式也隨之變化。在

台灣以防毒軟體為主的趨勢科技(Trend Micro Inc.)與賽門鐡克公司

(Symantec Corp.)分別與中華電信合作，將軟體銷售從傳統套裝銷售轉
變月租模式，擴大軟體銷售範圍。微軟也於 2005年 11月提出Windows 
Live 及 Office Live 線上服務概念，希冀透過「網路軟體訂閱」、「線

上廣告」等方式提升營收。這些改變讓傳統軟體的銷售方式有了不一

樣銷售面貌，讓軟體市場的銷售方式變得更多樣更有彈性。 
 
此外，由於網路所具有的互動特性，使其提供的服務較傳統媒體

更具多樣性，個人化程度也較高，且隨著網友網路使用經驗提昇，業

者莫不希望在傳統廣告收入外，能藉由豐富的加值服務來創造更多費

用收入。如經營娛樂內容網站除倚賴廣告及費用收入外，銷售實體產

品如 DVD、CD 或授權軟體使用亦可視為業者之營收來源。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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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業者也可將本身之專屬軟體授權其他業者使用，如 Skype 與
Language Line合作推行線上即時口譯服務，Apple與Motorola合作，
分別將 AudiblePlayer及 iTunes內建至 PDA及手機內，除方便消費者

在其他平台使用內容外，亦可拓展本身之營收來源。 

貳、 套裝應用軟體與網際網路服務的界線日益模糊 

Google 於 2006 年初推出免費的軟體組合(Google Pack)英文測試
版，服務內容包含詳細空照圖的 Google Earth、後門程式清除程式
Ad-Aware個人版等軟體。近期推出的繁體中文版 Google Pack則包含
了該公司自行研發的桌面搜尋、工具列、照片編輯與分享軟體及高畫

質螢幕保護程式軟體，還有其他合作夥伴如賽門鐵克的六個月免費防

毒服務、Adobe的 pdf格式可攜文件閱讀器、Mozilla的 Firefox網路

瀏覽器、網路影音軟體 Real Player播放器，內容之豐富足以媲美視窗
作業系統下的「附屬應用程式」。此外，在 Google併購生產文書軟體
Writely 的 Upstartle 公司後，於 2006 年 10 月發表可直接與微軟之
Office相抗衡的應用程式—Google Docs與 Spreadsheets，用戶可利用

支援Web 2.0的瀏覽器在線上建立與分享這些文書檔案。 
 
軟體的發展，已從傳統的隨機安裝、盒裝軟體等銷售形態陸續轉

變為網際網路上服務的一部份。針對 Google 等公司的線上軟體服務
攻勢，微軟公司執行長 Steve Ballmer認為軟體正處於過渡階段，從網
際網路問世前的型態轉變成所謂的「Live」服務，也就是網站能點選
即執行(Click-To-Run)，但以後軟體仍會在 PC 上頭執行。Ballmer 認
為軟體附加服務(Software Plus A Service)與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的差別，在於使用者願不願意使用手機或 PC 上的本機智慧
(Local Intelligence)。若能適當運用用戶端(Client)資源，配合網際網路

技術，軟體服務將循著滿足使用者習慣、提升使用經驗的方向發展。 

參、 服務內容獨特性，提高付費意願 

網路內容業者長久以來面臨的最大問題之一便是「內容被使用頻

率高，但網友付費意願低」，因此，大部分業者常有會員人數眾多但

卻收不到任何費用的情況。然而，隨著網友網路使用經驗愈來愈豐

富，對於網路的依賴程度亦日漸加深，網友對於各類線上內容之付費

意願也隨之提高。如 2005 年美國地區有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網友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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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使用網路娛樂內容，較前一年成長 38%。 
 
由於在網路世界中，各類內容可輕易取得，因此內容愈具獨特

性，顧客價值就愈高，更是吸引網友重覆瀏覽網頁的重要元素。例如

MLB.com(Major League Baseball) 或 NFL.com(National Football 
League)，因為集結豐富的比賽資料及影片，以及線上即時轉播等內

容，提供球迷無可取代之娛樂價值；線上遊戲也因為每一款遊戲對玩

家而言皆具獨特性，因此只要遊戲夠吸引人，玩家多願意付費使用。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 大眾對軟體服務依賴強度日增，盜版問題亦盛 

軟體產業由過去的高科技產業漸漸轉而被視為一種文化產業的

展現，使用者的行為將大大影響未來商業模式的發展。觀察電腦與寬

頻的普及情況以及日益蓬勃之網路服務的發展，可以了解到資訊時

代、數位生活的應用已漸漸落實在每個人身上，例如 ERP、SCM 與
CRM 等商業應用軟體提升了企業內外部的溝通營運效率；電腦文書

處理工具取代了紙筆講義；線上學習、即時通訊等技術使得人與人溝

通、交流跨越了時空限制。不論是在家庭、學校或社會職場等任何環

境，亦或位居什麼身份角色，網際網路與電腦軟體工具的使用與生活

密切相關。 
 
同時觀察軟體市場的盜版問題，根據 IDC估計，在 2005 年~2009

年之間，全球將有近 2,000億美元的軟體遭到盜版。至於台灣，根據
商業軟體聯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 BSA)公布的 2005 年全球軟

體盜版率調查報告，我國盜版率更是連續四年(2002~2005 年)維持在
43%，也就是消費者和企業所使用的電腦軟體中，有 43%是使用盜版
軟體。至於盜版的趨勢部份，該報告亦指出，多數的消費者與小型企

業皆透過網際網路與 P2P系統進行網路盜版，據預測至 2009 年底，

全球將有超過 2.7億個家庭會使用寬頻，若未妥善處理該議題，各項

軟體、程式將迅速被下載及複製，盜版的速度將無法想像[BSA, 
2006]。盜版問題猖獗的背後，除了說明民眾對於維護智慧財產權的

觀念不足外，有一部份是因為正版軟體的價格太高，而盜版取得數位

產品的成本低廉，政府查緝困難，導致盜版軟體抓不勝抓，盜版問題

日益嚴重[陳金隆，2002]；由此可發現盜版現象背後隱含著：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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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知的軟體產品價值與軟體業者所制訂的產品價格之間存有落差。 

貳、 提供免費軟體服務經營模式存有進入門檻 

目前新一代的商品朝更具資訊性、互動性的方向前進，商品的特

徵漸漸可能不再具有實體產品的形式，轉而成為一項服務，並以其提

供的服務作為該商品價值之衡量，例如 Google 即力行軟體即是服務

的概念，藉由提供各式免費軟體程式，進入使用者的生活，並建立能

穩固本身企業經營之廣告獲利模式。據微軟 MSN 策略團隊預期至

2008 年該市場規模會到達 23億美元。 
 
然而，「服務免費、廣告獲利」的經營模式其實也存在著一定的

進入門檻。Google以及許多Web2.0風潮下當紅的網站服務，多以免
費服務的經營機制，藉由網路效應的擴散，刺激使用量成長，才使其

具有獲利的籌碼，藉以轉手大企業或用以吸引廣告主，故並非所有軟

體服務皆能成功地實踐免費服務的經營模式。 

參、 軟體服務之經營模式備受期待 

以往軟體銷售多以功能、價格作為競爭標的，各軟體廠商大打價

格戰；然而隨著免費線上服務機制的興起以及近來 Web2.0 的創新應
用趨勢，市場上出現了各式彈性多元的網路經營模式。例如，

Salesforce.com即靈活運用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模式與隨
選即用(On Demand)的軟體銷售策略，迅速地成功打入商用軟體市

場，為傳統賣斷式之商用軟體銷售模式引入改革風潮。各軟體廠商開

始檢討非功能性之改革，即不僅是在軟體功能上的求新求變，而是思

考如何提供更多元、彈性的選購契約以服務顧客。 
 
在面臨新興免費軟體的熱浪侵襲，以及消費者對於傳統套裝軟體

授權制度的反彈，軟體廠商不得不拋棄傳統上將產品視為由一些功能

組合而成的固定化物品的想法，轉變原本單次價值的思考模式，希望

從新定位本身與使用者之間的雙贏經營方程式。iTune 單曲式的音樂

下載銷售，藉由使用者行為之分析，打破過去套裝式兜售唱片的模

式，提供給使用者更靈活、需求導向的服務，即是市場上成功產品轉

型銷售的經典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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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基於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的論述，了解到在網路資訊時代下，人

們對於軟體服務的需求與依賴有增無減，換句話說，軟體產業具有龐

大商機，只是軟體廠商等軟體服務提供者尚未與消費者建立起一套健

全的軟體服務授權機制。Salescforc.com 已成功地在商用軟體市場上
建立一套豐富、彈性的軟體服務平台；然而反觀一般大眾使用的軟體

市場卻遲遲未有新的軟體服務的銷售模式。 
 
本文將整合軟體廠商與使用者觀點，探討分析一般大眾使用軟體

的銷售模式、軟體產品的特色，以及普遍的使用目的、使用習性等，

作為未來軟體廠商設計各類軟體服務銷售計價的基礎，期待透過本分

析讓軟體產業的銷售模式可以達到銷售者及購買者雙贏的局面。整體

來說，本研究希望達成下列幾項目的： 
 
一、分析一般大眾軟體的使用特性，並探討消費者選用軟體產品的考

量因素。 
 
二、探討消費者軟體選購行為與軟體廠商的經營契機，分析大眾應用

軟體市場發展趨勢。 
 
三、依軟體產品服務的特性，探討未來大眾應用軟體可行的經營模式。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架構 

在本研究中，從感受軟體產業目前所遭受的激烈競爭與未來前景

出發，從研究概念的形成以至論文撰寫，其中經過國內外文獻資料與

相關研究的蒐集，針對各型態軟體服務產品進行個案分析，彙集其產

品需求定位、銷售模式等，了解普遍大眾應用軟體供需市場情況。 
 
最後將資料進行整體歸納統整，分析未來大眾應用軟體市場發展

趨勢、各軟體特性、大眾選用軟體服務的考量因素，並提出對未來軟

體產業之大眾軟體服務經營模式發展的看法與建議，以期作為未來軟

體服務提供者於擬定公司發展策略時的參考與依據，同時亦對於消費

大眾在因應大環境的變動下，所該建立的心態給予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下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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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研究架構圖 

軟體產業與數位化

經營模式等研究 
軟體產品 

個案分析 

軟體特性分析與大眾 
選購軟體產品考量分析

分析大眾應用軟體
市場發展趨勢 

探討未來大眾應用 
軟體可行的經營模式 

消費者購物行為 
相關文獻分析 

研究動機與目的

結論與建議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大眾應用軟體範疇很廣，本研究主要依使用情境將應用軟體區分

進行探討，以操作設計型、開機啟動型、硬體或數位內容驅動型以及

其他個人應用型等四大類別之大眾應用軟體產品進行分析，用以了解

消費大眾選用軟體服務產品的考量。其中，並不包含作業系統軟體，

與硬體驅動程式的部分。 
 
受限於人力與時間因素，經營模式將著重於營收層面的分析，對

於未來經營模式下的軟體服務通路、以及相關平台設計的看法，並未

進一步規劃；此外，對於大眾應用軟體經營模式議題之推論過程並無

細部討論不同市場規模或國家區域、文化差異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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