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資訊軟體產業知識分工模式－軟體元件化個案 

 

本章第一節主要從全球與台灣的產業脈絡探討軟體元件化之背景，第二節則開始

就所研究之四個本土軟體產業個案，探討其發展軟體元件化之情況與造成之組織構

型，至於第三節及第四節，則是根據紮根理論之開放編碼(Open Coding)與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程序，進行理論建構之準備，第五節則綜合本章內容分析進行小結。 

 

第一節  軟體產業元件化之發展背景 

 

一、軟體產業發展簡史 

時下以知識經濟、知識產業等名詞之相關文章與論著有如汗牛充棟，但若斷言知

識產業源起於軟體產業，則是很難令人反駁的共識。然而，軟體產業自從 1955 年第一

家公司—「電腦使用公司(Computer Usage Corporation, CUC)」誕生至今，卻是一個已

有超過五十年歷史的產業。事實上，軟體產業與電腦硬體產業開始分離，接著促成電

腦硬體階段性從大型主機、迷你電腦、以至個人電腦的演化路徑，然後與網際網路結

合後所形成的電子商務風潮，以及資訊、電信與廣播服務的匯流(convergence)趨勢，

乃是瞭解今日知識經濟或數位經濟發展必須探究之重要脈絡。 

根據霍哈等(2002)看法，軟體產業發展至今，歷經了五個重要的紀元(表 4.1.1)。

分別是第一紀元(1949~1959)—早期專業軟體服務公司；第二紀元(1959~1969)—獨立軟

體產品的出現；第三紀元(1969~1981)—商用軟體公司出現；第四紀元(1981~199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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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膜包裝的大眾軟體產品；第五紀元(1994~2008)—網際網路加值服務。16 

軟體產業的第一紀元(1949~1959)，可以說是美國國防計畫孕育新產業的典型實例

之一。1949 年至 1962 年美國國防部進行全球最大的「SAGE 空中防衛系統專案」，使

用了美國當時 1,200 名程式師中的 700 名。另一個重要的案例是 1954 年美國航空(AA)

委請 IBM 開發的「SABRE 航空訂位系統」，使用了 200 名程式師。這二個計畫完成後，

大量程式師散佈全美國，運用所學的知識，紛紛自行創業，成為美國奠定世界軟體產

業霸主之重要根基。 

軟體產業的第二紀元(1959~1969)，最重要的驅動力在於模組化設計的 IBM 360

系統，成功占領 80%的市占率，形成一個 de facto 的標準硬體平台，使軟體產品能夠

容易建立市場規模。由於軟體產品化的興起，此一時期所發展出來的軟體專利、產品

與服務分開計價、軟體授權協議等模式，亦延用至今。 

軟體產業的第三紀元(1969~1981)，亦是由 IBM 啟動。1969 年 6 月 23 日 IBM 宣

佈自 1970 年 1 月起，軟體、服務與硬體分開計價之決策。原本 IBM 併同 360 系統售

與客戶之應用軟體，譬如保險業專用的應用軟體，都逐漸有新興軟體公司提供產品與

IBM 競爭。為因應商業活動之需求，資料庫、企業資源規劃(ERP)、人資管理等標準

化商業軟體開始大行其道。由於商業應用軟體之設計必須考量到應用領域(domain)，

因此軟體公司對於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的掌握能力，被視為重要核心能力之

一。此外，為了讓標準化的商業軟體能夠適用於不同企業的營運模式，其導入往往需

要大量的顧問及產品修改服務。以企業資源規劃(ERP)為例，每個建置案之收入往往是

軟體本身的二至六倍。因此，間接促成了 1980 及 1990 年代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併風潮。 

                                                 
16 Mowery & Rosenberg(1998)提供的另一種分類為：第一紀元(1945~65)，軟體從電腦系統中分離發展

及商業化；第二紀元(1965~78)，獨立軟體商(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s, ISVs)的出現；第三紀元

(1978~93)，個人電腦擴散促成軟體爆炸性成長；第四紀元(1992~至今)，軟體網路化。此分類雖然出

現於學術性的技術史書籍，但霍哈等(2002)的五紀元分法顯然較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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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產業的第四紀元(1981~1994)，雖然再一次由 IBM 於 1981 年推出 IBM PC，

並採取開放相容策略所啟動，但個人電腦的發展係奠基於全錄(Xerox)於 1969 年成立，

極負盛名之帕羅阿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PARC)所完成的圖型介面

(GUI)、黑白終端機螢幕、文字處理器、乙太網路(Ethernet)等發明，使得後來包括 Altair 

8800、Apple、Apple II 等個人電腦紛紛問市。但真正使得個人電腦擺脫「玩具」形像

的，卻是靠著 VisiCalc 試算表軟體的推出，使得 Apple II 電腦暢銷，因而迫使 IBM 必

須於 1981 年推出 IBM PC 來因應。由於 IBM 採取相容開放的策略，逐漸使得全球個

人電腦的生產網絡得以建立，並藉著”Wintel”架構得以快速推出相容之新產品，因此，

隨著電腦成為每個人均可擁有之標準化的消費型商品，因而創造軟體公司開發各式各

樣消費型軟體的巨大商機。 

軟體產業的第五紀元(1994~2008)，啟始於 1994 年網景(Netscape)公司成立。雖然

網際網路(Internet)可追溯自 1969 年美國國防部所資助的阿帕網(ARPANET)計畫，但

真正讓網際網路成為全世界普及的網路，其主因有二。其中之一為網景創辦人之一的

安卓森於 1992 年前所開發的 Mosaic 網路瀏覽器(Browser)，其圖型使用介面大幅簡化

了使用者上網的步驟；另一主因則是位於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

於 1991 年開始了「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服務，並於 1993 年 4 月宣

布公開且免費。從此，因為免費以及易於使用，使得軟體結合線上服務，產生巨大的

商機。但是，此時的挑戰是，在共通的網際網路協定(Internet Protocol, IP)下，形成了

大型主機、中小型系統、個人電腦等平台並存現象，造成軟體公司開發產品的新挑戰。

但也因為網際網路協定(IP)的高滲透性，使得資訊、電信、廣播等領域形成了匯流

(convergence)狂潮，更增添了無數的軟體與服務創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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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軟體產業發展歷程 

 代表系統/公司 主要特點 產業效應 
 Rand 設立 SDC 公司開發「SAGE 空

中防衛系統」(1949~1962) 
 

 高達 100 萬行之程式。 
 動員全美國 1200 名程式

師中之 700 名。 
 AA 委託 IBM 設計「SABRE 航空訂

位系統」(1954~1964) 
 

 第 1 個委外開發大型軟體

專案。 
 工作人員 200 名。 

 SAGE 與 SABRE 成為美國

程式師創業之搖籃。 
 大型主機廠商承接大型客

戶專案，使中型客戶軟體需

求成為創業機會。 

 「電腦使用公司(Computer Usage 
Company, CUC)」於 1955 年成立。 

 「電腦科學公司(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於 1959 年成立。 

 「應用資料研究公司(Applied Data 
Research)」於 1959 年成立。 

 「嘉通資訊(EDS)」於 1962 年設立。

 「管理科學美國公司(Management 

Science America, MSA)於 1963 年設

立。 

 第 1 家提供軟體設計服務

之獨立軟體公司。 
 
 

 1960 年代前 5 年專業軟體

服務公司大批出現。 
 1965 年美國約有 45 家大型

專業軟體承包公司。。 
 1967 年約有 2,800 家軟體服

務公司。 

第一紀元 
早期專業軟體

服務公司 
1949~1959 

 法國「塞馬公司(SEMA)」於 1958 年

成立。 
 英國「電腦分析與程式師(Computer 

Analysts and Programmers, CAP)於
1962 年成立。 

 英國「邏輯卡(Logica)公司」於 1969

年設立。 

 專注當地市場與國防專

案，缺國際競爭力。 
 歐洲早期出現之軟體公司 

 「應用資料研究公司(ADR)」為 RCA
設計之自動流程軟體(Autoflow) 

 第 1 家軟體產品公司。 
 Autoflow 成為第 1 個獲得

專利軟體。 
 「英凡美公司(Informatics)」於 1962

年成立，以開發長期暢銷之「馬克四

號(Mark IV)」產品成名。 

 確立軟體產品與服務分開

計價之模式。 
 發展授權協議模式。 

第二紀元 
軟體產品公司

崛起 
(1959~1969) 

 「IBM 360 系統」於 1964 年推出。  第 1 個產業標準平台 
 市占率曾高達 80%，使 1

家軟體公司產品可在 5 萬

台電腦執行。 

 1960 年代第 1 批軟體產品

是為客戶訂製或免費贈送。

 IBM 360 標準平台促使軟

體產品容易建立市場規模。

 中大型主機系統為主流。 

 IBM 於 1969 年 6 月 23 日宣佈自 1970
年 1 月起，軟體、服務與硬體分開計

價。 
 

 獨立軟體公司開發產品從

1972 年紛紛上市與 IBM
產品競爭，初期以保險業

應用為主。 
 「Cullinane Company」等獨立資料庫

軟體公司紛紛出現。 
 資料庫軟體開始活躍於 70

年代初期。 
 「組合國際(Computer Associate)」於

1976 年成立。 
 不斷併購成為軟體業成功

模式之一。 

第三紀元 
商用軟體公司

出現 
(1969~1981) 

 「思愛普(SAP)」等軟體公司於 1972
年起紛紛成立。 

 帶動標準化商業軟體如

ERP 等之需求。 
 建立策略聯盟盟友提供建

置與修改產品服務。 

 分散式處理之迷你電腦及

主從架構工作站系統漸成

主流。 
 專業會計事務所開始合併。

 領域(domain)知識成為商業

軟體公司之競爭核心。 
 

 Xerox 公司於 1969 年成立個人電腦

創新搖籃之「Palo Alto 研究中心」。

 奠定個人電腦革命之基

礎。 
 為蘋果二號設計之 VisiCalc 軟體於

1979 年上市，  
 促使個人電腦成為主流之

殺手應用(Killer App)。 

第四紀元 
大眾化消費軟

體 
(1981~1994)  IBM PC 於 1981 年上市，採用 Intel

處理機與微軟 MS DOS 作業系統。 
 開放標準平台促使個人電

腦軟體公司大量出現。 

 個人電腦.結合區域網路

(LAN)架構成為市場主流。

 「Wintel 架構」成為市場霸

主。 
 軟體成為大眾化消費品。 

第五紀元 
網際網路加值

服務 
(1994~2008) 

 「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於

1991 年 8 月 6 日開始服務，1993 年

4 月由 CERN 宣佈免費開放。 
 「Mosaic 瀏覽器」於 1992 年推出。

 www 與 browser 免費與易

於使用之特色，形成殺手

應用，使網際網路成為全

球主流網路架構。 
 線上服務軟體成為新創公

司樂土。 

 標準平台(大型主機、中小

型系統、個人電腦)並存現

象。 
 網際網路協定(IP)高滲透性

形成匯流(convergence)狂

潮。 

來源：整理自「數位式競爭」、「亞洲電腦爭霸戰」等書及相關網站。 
 

79



 

10,000,000
1,000,000

100,000
10,000
1,000

100
10
1 專業軟體服務

軟體產品區隔

大眾化套裝
軟體產品

商用軟體產品

銷售量

低 中 高

產品化
程度

資料來源：霍哈等(2002)取材自McKinsey
：

圖 4.1.1    軟體產業的三大區隔 
 

至於軟體產業如何進行區隔，霍哈等(2002)根據軟體產品化的程度以及銷售量的

關係，將之區分為三個區隔，分別是：專業軟體服務、商用軟體產品、及大眾化套裝

軟體產品。(圖 4.1.1)。 

 

二、提升軟體生產力作為軟體知識分工的驅動力 

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最早在 1950 年代末與 1960 年代初期被提出來，當

時因為學術界已相當熟知土木、電機、與電腦工程等專業學門，而對於軟體而言，成

為一個工程(engineering)學門，其意義為何一直存在爭論。因此，北大西洋公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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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O)的科學委員會分別在 1968 年與 1969 年贊助了二次以「軟體工程(software en-

gineering)」為主題的研討會，此事件一般咸認啟始了軟體工程正式被認定為一種專業

學門的濫觴。 

軟體工程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還是因為從 1960 以後，電子科技日新月異，電腦

硬體及應用程式之複雜度與日俱增，專家發現增加人力投入並不能挽救軟體專案時程

的落後(Brooks, 1975)，而且軟體專案經常發生成本與預算超支、財產損害、甚至影響

人身安全等問題，因此 1960、1970 與 1980 年代在軟體工程歷史上普遍被認為是「軟

體危機(software crisis)」年代。數十年來，解決「軟體危機」一直是學術界與產業界致

力追求的目標，許多所謂的銀子彈(silver bullet)紛紛推出，包括工具(tool)、紀律

(discipline)、流程(process)與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等，但 Brooks(1987)提出的「銀

子彈無用論(No Silver Bullet)」，主張十年內不會有任何一種技術或實務，可促使軟體

生產力產生十倍的改善，等於為這些努力澆了一盆冷水。而 Cusumano(1991, 2002)從

整理 Naur and Brian (1969)所編撰的 1968 年《NATO Software Engineering Report》中所

列出的 15 項軟體工程主要問題，也殘酷的指出，雖然軟體工程領域已有相當進展，但

1960 年代所面臨的問題，即使在 1980 年代、1990 年代、甚至 2000 年以後，仍在一直

規律地發生。(表 4.1.2) 

雖然「銀子彈無用論(No Silver Bullet)」觀點並非受到所有人的認同(Cox, 1995)，

但現階段產業對於軟體生產力提昇的潮流主要集中於軟體流程改善與軟體元件再用

(Lee & Wu, 2007)。前者係以 CMMI 為主流，後者則是從 1980 年代開始的物件導向設

計技術開始，一直在快速演進中的 ADA、C++、Java 等程式語言以及 CORBA、

J2EE、.NET、Web Services 等技術。不過，單純技術演進顯然無法解決軟體生產力的

問題，Schmidt(1999)即指出，就如同在軟體歷史上許多有希望的技術一樣，軟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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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並非皆能帶來顯著品質與生產力的提升，最主要原因在於忽視非技術的組織性、

經濟性、管理性、政治性、心理性等障礙。 

表 4.1.2    1968 年 NATO 軟體工程研討會點出之問題 
 缺乏顧客與設計者在系統需求上之瞭解； 

 不良估算技術導致成本與時間之大幅落差、需求改變時無法給與時間、系統分工未明瞭時即不適

當地將程式工作分成方塊執行； 

 程式設計師間生產力差異極高，甚至高達 26 倍； 

 難以針對設計與生產(寫程式)進行分工，因為寫程式時仍進行設計形式的決策； 

 難以監督軟體專案之進度，乃因”建造程式並非總是單純如每一次組裝都對應到特定的一個步驟”；

 軟體系統規模之快速成長； 

 同一專案不同組員之溝通不良，而過多未經協調或不需要的資訊，以及缺乏處理資訊之必要方

法，使得此問題更加嚴重； 

 發展線上生產控制工具之費用過高； 

 難以衡量程式師與系統效能之重要面向； 

 程式開發者存在不寫”實務使用”而試圖寫新或更好系統之傳統，研究、發展與生產總是在單一專

案中進行，使得預測與管理之困難度大增； 

 程式設計人力需求快速成長，而受過適當訓練與有技巧之程式師嚴重不足； 

 大型軟體系統中難以達到足夠的可靠度(減少錯誤與錯誤忍受度)； 

 軟體過度倚賴硬體，使得軟體標準化難以跨越不同系統； 

 缺乏有助於建立新程式之可再用軟體元件庫藏； 

 軟體維護成本常超過原始系統開發成本。 
來源：Cusumano (1991, 2002) 

 

 

三、國內軟體產業導入軟體元件化的背景 

國內軟體產業在 1990 年代以前大部分都停留在系統整合服務與小型套裝軟體開

發等型態，直至 1993 年經濟部工業局開始執行第一期軟體工業五年發展計畫，以產

品、市場、競爭、發展環境四大策略為核心，擬定產品發展、技術發展、人才培訓、

發展環境、整合性推動等五大具體措施，才開始有系統、全面性地整合推動我國的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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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工業。當時，軟體公司雖然積極開發產品與改善生產流程，但並未將軟體元件再用

技術當作主要選項。究其原因，主要仍是當時軟體廠商規模尚小，內部累積元件並不

多，且未導入系統化再用之管理等。 

因此，經濟部工業局在執行第二期軟體工業五年發展計畫後，約 1999 年才開始在

委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執行之軟體產業生產力提升計畫中，正式將軟體元件化技

術之輔導列為推動重點。當時的政策想法，主要著眼於台灣軟體公司規模偏小，如能

全面走向元件化，並建構完整的分工體系，將來即可有效運用體系優勢降低成本而提

升競爭力。同時，亦參考半導體產業之經驗，希望藉由軟體元件技術所構成之產業分

工體系，使得產業結構從結合軟體研發、設計、整合之「整合型軟體公司(Integrated 

Software Companies)」演化成至少三類軟體公司，分別為「軟體元件設計發展公司

(Componentware Design & Development Companies)」、「軟體元件經銷或代理商

(Componentware Dealer or Agent)」、及「元件整合專業服務軟體公司(Componentware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Service Companies) 」（如圖 4.1.2），從而建立效率分工之體系(吳

明機，2000)。這樣的企圖心雖然尚未達成，但是國內較具規模之軟體廠商，內部已經

逐漸導入系統化的軟體元件再用機制，且已有旗艦級的廠商，開始在政府的鼓勵措施

下，開始與周邊軟體廠商進行軟體元件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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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工 前

技術
創意
：

整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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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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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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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創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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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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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

軟體元件
設計發展
公 司

軟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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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整合
專業服務
軟體公司

來源：吳明機(2000)

 
圖 4.1.2    軟體元件化可能促進之產業結構演變 

 
 
 
四、軟體元件之定義 

根據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arket Intellegence Center, MIC)龔俊霖等(2001)所

做的《軟體元件發展趨勢與科專研發方向建議》報告，定義軟體元件為： 

軟體元件是一個具備特定執行行為的軟體單元(Software Element)，在元件模型

(Component Model)中，可獨立地提供外界為組合所需之軟體功能。而所謂元件模型

則是一種元件通訊協定與元件相互組合方式標準。元件模型被進一步實作後，可形成

軟體元件運作的環境，讓軟體元件可以發揮其功能。最後，軟體開發者可利用元件模

型環境，組合相關軟體元件來達成前端使用者的需求，形成所謂元件式軟體

(Component-based Software)。 

 

此外，該報告亦根據軟體元件應用範疇，區分出九大類型之軟體元件(圖 4.1.3)，

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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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訊環境元件(Communication)：建立應用系統彼此相互連結之基礎通訊協定，讓元件模

型據以建構出種種呼叫、通知、分享、共用之連結標準協定，如 TCP/IP、IPX、HTTP、

SMTP、FTP 等諸多協定，是應用層藉以和通訊層透通之基礎。 

2. 元件介面標準與協定(Component Interface & Interaction Protocol)：建立應用系統元件定

義及元件間相互協同運作之標準界面，規範出元件間如何實際被宣告、設計、實作以達到

能讓不同程式開發者依據不同語言或設計理念所實作出之元件，在執行時得以真正合作無

間之開放性。 

3. 分散式中介軟體平台(Distributed Middleware)：提供元件執行與管理所需之基礎環境及配

合元件互動所需之核心服務功能如交易管理、安全管理及儲存管理等，需要提供元件產

生、執行、命名、安全、儲存及查詢等各項核心服務，讓使用者能夠自由的加入或刪除元

件，及與不同的元件執行環境互通。 

4. 應用發展平台(Application Platform)：提供元件執行與開發階段所需之設計與管理工具，

針對應用系統特性或需求所提供的軟體元件組合，使用者可經由再用或擴充原有的元件及

加入新的元件快速的產生應用系統。 

5. 共通性元件(Common Component)：跨行業別之共通性元件，可支援不同領域之應用系統

使用，包括文件管理、搜尋引擎、訊息服務、推論引擎、資料採擷等底層核心元件，讓較

高層之元件（如領域元件）可以按需求呼叫相關共通服務，以建構出特定應用元件或系統。 

6. 領域元件(Domain Component)：系統化的整理領域知識已針對特定應用領域開發之軟體元

件，如財務元件、金融元件、供應鏈管理元件等，建立領域再用元件的標準規格，當不同

應用系統均採用相同規格的領域元件開發時，不同的系統將可更容易整合，真正地達到隨

插即用(Plug and Play)的境界。領域元件在複雜度、範圍、功能性皆達最高應用程度，可以

想見其設計開發之難度最高，需將領域知識與一般需求貫注於元件功能涵蓋範圍，並盡可

能提供必要客製化彈性組態，所以其相對應用價值也必然最高。 

7. 元件儲存庫(Component Repository)：有效的管理軟體元件是元件式軟體技術之重要核

心，簡單的提供元件儲存或查詢的功能，並不能充分幫助使用者由大量的元件庫中找到滿

足需求的元件，已有廠商相關產品，但仍待進一步觀察才知是否為市場普遍接受。對應相

關發展則有元件目錄服務如 UDDI 之發展。 

8. 元件發展方法(Component Development Methodology)：如何有效的模塑元件界面規格、

描述元件設定及定義元件彼此間互動關係，是讓軟體元件能被有效再用的的基本課題。但

目前許多廠商提供之發展方法與工具，對大多數的使用者而言仍需要相當的經驗結合才能

有效運用。 

9. 應用系統及服務(Application & Service)：包含電子商務及其他諸領域使用者使用之服務及

支援相關服務所需之應用程式，最接近終端使用者直接操作之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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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系統及服務
Application & Service 製造、電子、通信、流通、旅遊、ISP、ASP、ICP

領域元件
Domain Component

SCM, SCP, ERP, MES, Billing, 
Procurement, KMS, CRM, PDM, 
Trading, Payment, OTP, OBI, OAGIS

Document Server, Search Engine, 
Universal Message Server, Rule 
Engine, Scheduling Engine, Simulation 
Engine, Data Mining.

共通性元件
Common  Component

DNA, Oracle, Java, ...(Design tools, 
Run tim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tools)

應用發展平台
Application Platform

分散式中介軟體平台
Distributed Middleware

Message Queue, Directory, COM+, Security, Transaction, Workflow, Database, 
Publish/Subscribe, Payment, Security, PKI,...

元件介面標準與協定
Component Interface & 
Interaction Protocol

IIOP, DCOM, CORBA, RMI, EJB, SWAP, ODBC, JDBC, OLEDB,...

通訊環境元件
Communication TCP/IP, HTTP, FTP, POP3, SMTP,HTML, XML

Component 
Description 
Mode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Model

Rational: 

Unified Process, 
Rose

Icon Company:
Catalysis, Select 
Software

Repository Methodology

來源：資策會 MIC《軟體元件發展趨勢與科專研發方向建議》報告(2001) 

圖 4.1.3    軟體元件應用範疇 

 

然而，上述分類主要從技術觀點出發，對於理論之推演恐過於龐雜，且亦與本土

軟體產業之發展態樣不符。因此，為簡化分析，本研究依國內軟體產業之習慣及重要

性，將上述分類簡化為三類，其中第一類為領域元件，第二類為共通性元件，第三類

則含括其他類型，統稱為 IT 底層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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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軟體公司之元件化背景與組織構型 

本節目的在從四家個案軟體公司之初級及次級資料中，分析個案軟體公司發展元

件化之背景，以及所演化出來之組織構型。表 4.2.1 所示為四家軟體元件個案廠商之

背景摘要，其中個案 A1 與 A2 主要以企業顧客市場為主，惟營運模式卻有不同，A1

係以提供商業套裝軟體為主，而 A2 則是採系統整合方式提供服務。至於個案 A3 與

A4 主要以終端消費者市場為主，不過 A3 所提供軟體因廣為個人電腦使用者享受多

媒體播放所需，亦配合個人電腦廠商提供所謂「隨機版(OEM Bundle)」模式。至於

A4，因其產品可分割為功能性模組以提供照相機、印表機等裝置進行影像修正之用，

故亦配合相關設備廠商提供硬體內嵌式軟體。 

表 4.2.1    軟體元件個案背景摘要 
個案 公司名稱 專業領域 資本額 成立年 員工數 營業額 主要營運模式

A1 鼎新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ERP II 
 製造業 e 化解決方案 
 買賣流通業 e 化解決方案 
 金融暨服務業 e 化解決方案 
 中小企業 e 化解決方案 
 資訊整合 e 化解決方案 
 商務整合 e 化解決方案 

~13 
億元 

1982 >2,000 
(含海外)

>30 
億元 

商業套裝軟體 

A2 凌群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系統整合規劃、建置與維護服

務 
 銀行資訊管理解決方案之規

劃、建置與維護服務 
 證券資訊管理解決方案之規

劃、建置與維護服務 
 醫療資訊系統解決方案之規

劃、建置與維護服務 
 各級政府機關 e 化專案之規

劃、建置與維護服務 
Etc. 

~10 
億元 

1975 >550 ~20 
億元 

系統整合 

A3 訊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Power DVD 新世代光碟解決

方案 
 數位家庭影音娛樂解決方案 
 行動電視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數位學習解決方案  

~10 
億元 

1990 >466 >30 
億元 

消費型套裝軟體 
OEM Bundle 

A4 甲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CrazyTalk 系列動態影片編輯

工具 
 iClone 系列 3D 角色動畫製作

工具 
 FaceFilter 系列人像美化修飾

軟體 
 CrazyTalk Cam Suite 系列即時

通訊附加軟體 

~0.67 
億元 

1993 ~75 ~1 
億元 

消費型套裝軟體 
硬體內嵌軟體 

來源：各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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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 A1：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套裝軟體代表廠商)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是國內最具規模之商業套裝軟體公司，長期在製造業應用

軟體領域中累積非常豐富的領域經驗，尤其從 1990 年初期領先其他業者開發完成大型

企業資源管理系統「TIP TOP」，逐漸在台灣站穩本土 ERP 軟體領導地位。有關於鼎新

電腦導入軟體元件化的過程，可追溯自其完成開發「TIP TOP」後，就開始研究如何

運用元件技術將「TIP TOP」重寫。之後，當 IBM 在 1990 年代中期，開始倡導「舊金

山計畫(SFP, San Francisco Project)」17，鼎新覺得 SFP 的願景與他們對元件化技術的期

待非常契合，就決定加入。 

不過，雖然鼎新在 SFP 投入了將近兩年，想藉此開發出元件化的「TIP TOP」，後

來卻證明是失敗的。失敗原因包括：(1)SFP 的元件完整度不齊全，無法整合為完整應

用、(2)應用情境與市場現實不符、及(3)SFP 元件底層無法與資料庫結合等。由於這個

失敗的經驗，逐漸引發鼎新重新思考，不要鎖定「TIPTOP」的大型市場，而先針對中

階市場規劃出一個元件架構(Framework)。在此架構中，會有一些共用元件，然後以此

為基礎，根據他們的領域知識，再發展出一批批的應用元件，這就是鼎新第一個成功

的元件化產品—「Workflow ERP」的發展過程。 

從 Workflow ERP 的開發後，鼎新逐漸演化出來的元件再用與分工構型，如圖 4.2.1

所示。由於在商用套裝軟體領域，較為強調領域知識的重要性，國際 IT 底層技術廠商

對於鼎新影響力雖大，但每家並未擁有絕對的獨佔力，因此用重疊的陰影表示這樣的

情況。至於元件之研發與再用方面，呈現了三層的架構。第一層的研發部門，開發產

品部門所需的共通元件；第二層的產品事業部門，除了使用共通元件外，亦開發領域

                                                 
17 「舊金山計畫」構想是 IBM 打算自己開發許多 ERP 應用元件，然後透過 IBM 的加值經銷商(Value 

Added Reseller, VAR)，將這些元件加以整合組裝後變成自己的產品。所以 IBM 扮演應用元件的提

供者，而 VAR 就是應用元件的組裝者，然後 VAR 再自己到市場上去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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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domain componetware)，然後將之組成一個個內含領域知識的模組；第三層的事

業部門，則大量運用開發好的的模組與元件，提供企業客戶導入或客製化服務。 

外部分工方面，鼎新所提供的商業套裝軟體，可供顧問業協助其客戶進行導入。

而在鼎新 ERP II 產品廣獲市場認同後，亦可協助合作企業，透過鼎新所訂定的介面標

準，將其具互補特色的領域元件或模組，整合到鼎新的解決方案之中，藉此創造更大

市場。此外，自由軟體社群的力量已越來越難以忽視，不過鼎新認為自由軟體對於 IT

元件的影響較大，而領域元件因為內嵌了深厚的產業知識，較難由自由軟體社群提供。 

個案公司軟體元件再用與分工構型(1)

研發部門
{IT底層元件}

事業
部門

IT底層元件再用/共通介面標準

產品部門
{領域元件/模組}

事業
部門

事業
部門

…

領域元件或模組再用/共通界面標準

合作企業
{領域元件}

企業顧客企業顧客

企業顧客企業顧客

研發部門
{共通元件/模組}

個案A1—鼎新

共通元件或模組再用/共通界面標準

事業
部門

事業
部門

事業
部門

…

自由
軟體
社群

自由
軟體
社群

國際IT底層技術大廠

國際IT底層技術大廠

顧問
業

合作
企業

個案A2—凌群

合作企業
{領域元件/模組}

分
工

分
工

源起於
ERP

源起於
證券前台系統

圖 4.2.1    個案 A1 與 A2 公司軟體元件再用與分工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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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 A2：凌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系統整合業代表廠商) 

凌群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內知名的系統整合服務廠商，成立已有超過 30 年歷

史。主要專業領域包括金融、電子化政府、證券、醫療、電信等領域。與一般系統整

合服務廠商最大的不同處，在於凌群非常重視研究發展與生產力的改善。多年來該公

司研發部門陸續開發出大型資料庫系統 DBMaker、電腦輔助軟體工程 CASE 工具等產

品，可廣泛使用於各種系統整合領域。此外，凌群也是國內第一家取得 CMMI ML5

的軟體公司，顯示其軟體生產力已達優質水準。 

凌群對於元件化的導入非常重視，最早可追溯約 2000 年左右，在開發醫療系統解

決方案時，曾試圖藉由開發共用平台導入元件化。惟當初因完全以技術層面為主，並

沒有顧及到再用的流程，以致於雖然有很好的元件放在那邊，但是員工仍然不會去使

用它。然後，約在 2003 年左右，凌群剛好有一個證券前台系統開發案。當初規劃開發

時間約需 2 年，但其中至少有 1 年的時間是在開發共同的元件，所以凌群就決定將之

分割為兩個團隊去開發，因而形成了目前凌群內部使用之軟體元件 SAFE 平台的雛型。 

如圖 4.2.1 所示，系統整合型態之軟體業，強調領域知識與客製化能力，國際 IT

底層技術廠商的影響力亦非絕對，故仍用重疊的陰影加以表示。而從圖中可看出，凌

群所演化出來的元件再用與分工構型，基本上呈現二層的架構。其中，第一層係由研

發部門負責開發共通的元件或模組；至於第二層的事業部門，則分別運用這些共通元

件於所承接之證券、金融、政府等不同領域的系統整合計畫中。 

至於外部分工方面，凌群以年約方式授權合作夥伴企業使用凌群之共通元件，協

助他們於承接系統整合計畫時，得以更快速有效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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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 A3：訊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消費型軟體) 

訊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台灣享譽國際之消費型軟體廠商，係由台大多媒體實驗

室數名教授於 1990 年創立，主要產品為 Power DVD 等個人電腦多媒體應用軟體。該

類型軟體產品，一般可採用套裝軟體方式上架直接銷售給消費者。不過，1990 年代中

期，因為個人電腦逐漸開始強調多媒體功能，且光碟機已成為基本配備，使得電腦廠

商為促進電腦銷售，將若干可讓消費者產生新鮮感受之套裝軟體，於出貨時即以搭售

(bundle)方式，一併提供給顧客。此稱之為「隨機版(OEM Bundle)」模式。該模式雖然

軟體廠商所獲授權金低，但因出貨套數大，營收成長亦頗為可觀，此即多年來訊連科

技主要產品之銷售模式，目前包括 Dell、HP、ACER 等大廠，均為該公司之客戶。 

就產品研發資源之配置而言，訊連研發人力約三分之一係用於開發新技術；三分

之一用於產品大改版，譬如 6.0 版進入 7.0 版；其餘三分之一人力則是配合 OEM 客戶

需求進行客製。至於從技術特性來看，訊連核心技術係奠基於軟體影音加解碼(CODEC)

技術，然後衍生出 DVD(Digital Versatile Disc)、DVB(Digital Video Brocasting)、

DTV(Digital Television)等不同應用區塊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其中，每個應用區塊

IP 裡面都用了許多的元件。訊連認為，無論是資訊或半導體產業，誰擁有 IP 越多就

越贏已經是個大趨勢，這與單純軟體元件已有不同，他們所謂的 IP 比較像 IC 產業的

SoC(System on Chip)。 

訊連為了提升經營效率及生產力，基本上公司大部份流程都已納入 eCyberkink

管理平台系統，該平台中的 eModule 子系統，即負責軟體元件化的管理。然而，即使

訊連元件化的程度相當高，但就消費型軟體而言，因為涉及軟硬體主流平台18的議題，

                                                 
18 「軟硬體主流平台」係指廣為消費者採用，占有市場絕對優勢之個人電腦軟硬體，譬如微軟與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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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仍然須仰賴 Microsoft 主導相關界面(Interface)之定義，但也因此讓軟體廠商間非

常容易互相使用對方的元件。由於 Microsoft 比較偏重於一些底層的 IT 元件，而訊連

的元件比較偏多媒體 domain。換言之，等於是架構在 Microsoft 所定的規範裡面，發

展出具特色的元件，然後組成一個更大的 IP，甚至產品。 

近年來，訊連科技也開始跨入 e-Learning 商用軟體，開發出「CTMS (Cyber-

link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企業培訓管理系統」的線上學習平台。不過，這類型

產品仍然須先以台灣內需市場為主，推展到國外會面臨語言及文化等問題，其經營可

能比較會朝向類似鼎新 ERP 業務的模式進行。 

訊連科技從早期 DVD 播放軟體開發經驗所逐漸演化出來的元件再用與分工構

型，如圖 4.2.2 所示。如前所述，消費型軟體受到軟硬體主流平台影響極大，因此以微

軟為主之國際 IT 底層技術廠商，對於底層元件與介面標準擁有絕對的影響力，故採用

實線以資區別。至於元件之研發與再用方面，呈現了三層的架構。第一層的研發部門

A 負責開發多媒體核心 IP，意即內嵌有多媒體領域技術之領域元件或模組；第二層的

研發部門 B，則運用研發部門 A 所發展出之各種 IP，進一步開發成為各種消費型套裝

軟體的主線產品19，然後銷售至消費市場；至於第三層的研發部門 C，則是針對不同

OEM Bundle 客戶之需求，運用公司內已開發好之各種多媒體 IP 與元件，提供客製化

之「隨機版(OEM Bundle)」軟體。 

外部分工方面，就市場層次而言，基本上消費型軟體的特性在於，消費者基於本

身技術能力不足，故希望軟體廠商能提供一個單一窗口的服務，因此，並不會在廠商

與顧客間出現中介廠商或顧問業等角色。至於就開發層次而言，由於自由軟體社群所

                                                                                                                                                        
爾所共創之”Wintel”架構。 
19 主線產品研發意指消費型軟體版本演進中屬於大改版情形者，譬如 3.0 版本演進至 4.0 版本。至於小

改版譬如 3.2 版演進至 3.3 版，則多半是因應若干 bug 或軟硬體相容問題所做的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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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各式各樣多媒體元件琳瑯滿目，常使得工程師基於時程的壓力而去採用。對於

此點，訊連所採取的方式是定期進行大清倉，一方面確認法律責任，另一方面若不得

不用，工程師也必須提出完整說明與報告，經過公司架構團隊審核通過後，才能使用。

不過，訊連認為，自由軟體社群高手雲集，當工程師參考了社群所撰寫的相關軟體之

後，往往有助於寫程式能力的提升。 

 

個案公司軟體元件再用與分工構型(2)

研發部門A
多媒體核心IP

Bundle
客戶

多媒體核心IP再用

研發部門B
{主線產品}

…

多媒體IP再用

研發部門C
{領域元件}

消費者消費者

消費者消費者

研發一部
多媒體元件

個案A3—訊連

多媒體元件再用

內嵌
客戶

內嵌
客戶

…

自由
軟體
社群

自由
軟體
社群

國際IT底層技術大廠—微軟

國際IT底層技術大廠—微軟

個案A4—甲尚

Bundle
客戶

…

研發二部
{多媒體嵌入元件}

多媒體圖像再用

內容事業部
{多媒體圖像}

異質
平台

底層元件與界面標準

底層元件與界面標準

源起於
DVD軟體
播放器

源起於
個人3D
多媒體
軟體

圖 4.2.2    個案 A3 與 A4 公司軟體元件再用與分工構型 
 

 

四、個案 A4：甲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93 年，在國內屬於相當特殊的公司，因為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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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他們是希望開發讓一般消費者能簡易使用的 3D 影像處理與虛擬實境多媒體工具，

強調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幾分鐘之內輕鬆點幾下滑鼠就可以完成自己的 3D 作品。之

後，在某些商務上的機緣促成下，得以將多媒體軟體技術以嵌入方式授權到手機、相

機、印表機等產品。近年來，隨著 Web 2.0 概念的興起，「使用者自製內容(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大行其道，而甲尚科技相關技術可以讓網路虛擬人物(Avatar)更加

生動活潑，使得甲尚也有機會開拓出新的網路經營模式。所以，甲尚產品可分為三個

類別，包括(1)個人電腦平台所使用的多媒體工具、(2)嵌入式多媒體核心軟體、及(3)

數位內容平台服務。至於研發團隊的基本運作方式，通常是先由一個部門將個人電腦

平台上的產品開發完成並持續維護支援，而另一個部門則負責把這些核心技術轉換到

另一個平台，譬如手機、印表機等。與一般軟體公司不同的是，因為甲尚的產品與視

覺息息相關，而且視覺背後也必須有故事，所以也特別設有視覺設計、企劃和專案管

理等部門。 

有關軟體元件技術之導入方面，甲尚認為公司研發團隊在開發之初，主要運用學

校裡所學的軟體工程模組化概念，所以，並沒有在某一個時期才開始大量導入元件化

技術。不過，在發展初期因為累積的模組化規模仍小，不會有很好的模組管控，這個

情況一直到 2000 年以後，甲尚才開始指派專門的工程師管理所謂的「共用核心元件」。

目前，甲尚內部擁有一個特定的資料庫，專門放置共用元件 Source Code, Binary code

和 Document，同時這些元件本身也都有一直在成長。 

甲尚從早期發展 3D 虛擬實境多媒體工具軟體之開發經驗所逐漸演化出來的元件

再用與分工構型，如圖 4.2.2 所示。因為與個案 A3 同屬於消費型軟體市場，因此以微

軟為主之國際 IT 底層技術廠商，對於底層元件與介面標準擁有之絕對影響力以實線表

示。至於元件之研發與再用方面，主要為二層的結構。其中第一層的研發一部係負責

94



開發以個人電腦平台為基礎之多媒體元件，並將之整合成套裝軟體形式出售。基本上

因該類型軟體屬於特殊的利基市場，較不易受到個人電腦廠商青睞而成為「隨機版

(OEM Bundle)」型態；至於第二層之研發二部，則運用研發一部所開發之多媒體元件，

轉植至非個人電腦平台，成為嵌入式之軟體元件，然後隨著硬體裝置銷售給終端消費

者使用其功能。 

外部分工方面，雖然就市場層次而言與個案 A3 之訊連類似的是，並沒有在廠商

與顧客間出現一個中介廠商的分工角色，但由於網際網路的普及以及 Web 2.0 的經營

模式，使得甲尚得以經營線上數位內容平台服務，甚至與 Skype 合作，提供網路虛擬

人物之服務。在此模式下，甲尚設計開發了多媒體圖像元件資料庫，讓使用者運用甲

尚所提供的工具，即可透過網路編輯並再用多媒體圖像元件，甚至類似開放軟體社群

方式般貢獻回原始資料庫。 

 

第三節  開放編碼(Open Coding) 

使用紮根理論法作為資料的分析，主要過程包括將訪談結果進行完整的轉錄，然

後進行逐行分析，以便找出可能編碼的完整範圍。一開始，會先採用開放性編碼，直

到在資料集合中找到一些重覆的態樣。一旦態樣找出來，我們就放掉開放性編碼的方

式，而改採較能聚焦的主軸編碼。此意味著編碼是依據彼此間解釋的關係為基礎而加

以群聚分類，然後將之註上標記(labelled)以產生觀念。這些觀念剛開始會被分類成為

描述性的類別(descriptive categories)，然後加以重新評估這些類別的交互關係，並透過

一系列分析步驟，將之歸納成為較高階的類別，而列為一個暫現的理論(an emerg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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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紮根過程所列出開放碼必需加以分組並經常進行比較，以產生觀念碼

(conceptual code)。這些觀念碼應該具有能加以維度化的(dimensionalized)性質，但其焦

點並非放在量化的價值，而應放在其意義上。本研究將軟體產業 4 個個案所獲得之訪

談資料進行逐行分析後將之概念化，整理出如附錄 1A 之概念列表。接著，經過分析

與歸類，整理出歸類後之附錄 1B 之開放編碼表，根據該編碼表，產生了九項軟體元

件化與再用有關的觀念類別(表 4.3.1)。以下的分析中，將逐項針對這九項類別

(categories)、次類別(sub-categories)、以及從資料內涵中可能顯現的維度(dimensions)

進行分析，找出其中重覆或類似的現象與關係，藉以進入下一階段—主軸譯碼(axial 

coding)。 

 

表 4.3.1    軟體元件化與再用有關之九項觀念類別 

 公司強化績效與競爭力的壓力與需求。(績效與競爭力) 

 公司內研發部門促進軟體元件化之人員組成與實務。(研發部門技術力) 

 公司內事業/產品部門運用軟體元件之人員組成與實務。(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 

 促成軟體元件與再用快速演進之平台架構/機制。(軟體元件平台演進力) 

 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量對個別廠商元件化與再用之影響。(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 

 市場異質性對促進元件開發與再用之影響。(市場異質性) 

 策略聯盟夥伴廠商之協同發展。(夥伴廠商整合力) 

 開放軟體元件社群所提供軟體之可用性與成熟度。(開放軟體成熟度) 

 促進再用之組織政策與文化。(組織政策與文化) 

來源：本研究。 

 

一、績效與競爭力 

無可諱言的，「績效與競爭力」不僅是企業推動軟體元件化與再用的最重要驅動

力，同時也是企業經營所希望獲得的終極結果。就個案企業中，雖然發展脈絡各有不

同，但普遍對於軟體元件化可以帶來的績效改善，包括生產力的提升、重工(r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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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及對時程與成本的掌控等，均抱持正面的看法。譬如，個案 A2 中即描述了

較確切的現象： 

[A2：陳處長]…凌群導入軟體元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司原本的開發小組是

個別獨立的，長期下來就發現了一些問題，在開發過程當中，A 計畫和 B 計畫同時開

發了相同的東西，但是兩者選用的技術、工具和環境等其他因素都是不相同的，於是

造成公司花了很多重覆開發的時間和費用。所以，元件化是在現實面下所考量出來的

結果。 

至於產品獨特性方面，個案 A3 訊連表示，軟體元件的效益，是因為累積的 IP 越

來越多後，就越能產生差異化而擺脫競爭對手： 

[A3：曾副總]…無論是資訊或半導體產業，誰擁有 IP 越多就越贏已經是個大趨

勢，對軟體產業而言亦是如此。這與單講元件是有點不同的，我們所謂的 IP 比較像

IC 產業的 SOC，因為客戶群多半希望由單一窗口提供 Solution，所以他們必須把元件

整合成各種 IP，再包裝成各種產品銷售出去。從訊連的角度看，目前市場上擁有這麼

同樣多 IP 與能力的，大概只剩下一兩家公司… 

除了上述因素外，以消費型套裝軟體為主要業務之個案 A4，由於使用者對視覺

界面的要求較為挑惕，亦指出軟體再用除了軟體生產力等技術因素外，對於風格的一

致，也產生具體的成效。以上「績效與競爭力」有關之編碼，詳如表 4.3.2。 

 

表 4.3.2    觀念類別(1)—「績效與競爭力」之維度與範圍 

低    落 強    化 

生產力低落 生產力大幅強化 

重工(rework)現象普遍 重工現象大幅減少 

成本與時程掌控力低 成本與時程掌控力高 

產品獨特性低 產品獨特性高 

使用者界面風格不一致 使用者界面風格一致 

來源：本研究。  

 

二、研發部門技術力 

企業一旦決定導入元件化，首當其衝者必定為負責開發軟體元件之研發部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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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將(1)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以及(2)研發計畫之運作等兩項編碼結構，歸類

為「研發部門技術力」之觀念類別(如表 4.3.3)，茲描述如下。 

(一) 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 

本子類別涵括二項觀念編碼，包括「架構師與研發團隊之知識與技術能力」與「研

發人員分工之明確性」，這兩項觀念在四個個案中都可找到蛛絲馬跡，只是描述方式

略有差異。 

1.架構師與研發團隊之知識與技術能力 

有關「架構師的知識與技術能力」，個案 A1 與 A3 描述： 

[A1：黃副總]…自從導入元件後，因為有一些類似 R&D 的角色，是由比較細膩的

資深工程師來扮演，這種角色，我們現在都稱之為架構師(architecturer)…架構師的基

本要求是，這樣的人[架構師]，第一個要資深；第二個要能夠建立程序，讓人家能夠

接手；第三，就是對型態(configuration)管理的控制，要比較嚴謹、細膩… 

[A3：曾副總]…這個 Team(架構團隊)在訊連內部，平常並沒有專屬的工作，但是

這些人的程式都非常高竿，他們之中有些在國際性的一線比賽中，雖然沒有第一名，

但也有前幾名，而且是全台灣成績最好的，這種優秀的人才，訊連的編制上約有七名。

這個 Team 只負責 Architecture，包括軟體元件骨幹與主功能的切割；或是你要寫

Architecture，也是他們去 Approve。 

至於「研發團隊的知識與技術能力，個案 A2 描述： 

[A2：陳處長]…第一個層面來看，對於 SAFE 平台(凌群之元件研發團隊)這部份的

人，以往他所做的只要考慮到單一系統層面，但是現在必須對到公司很多的開發團隊，

他的需求面就必須考慮更廣了，所以整個在技術的研究上面而言，所涵蓋的範圍就必

須更多、更廣、更深。至於第二個層面，過去因為台灣在開發軟體，通常比較不注重

工程面流程程序的考量，而導入 SAFE 平台，也就促使員工在程序上必須遵循相同的

流程來做事，否則的話，就很難跟別人的專案相容。 

除了上述較為一般的能力外，對某些類型之軟體廠商，可能依其產品或服務之特

殊性而有特殊之需求，譬如著重於 3D 多媒體技術之個案 A4 描述： 

[A4：李技術長]…當他們進來時都是懷抱著滿滿熱情的，因為我們公司的這些計

算是相當視覺的，很明顯地如果我隨便抓一個工程師來，你都可以清楚知道他另外一

個性格，另一個工程以外的藝術性格在裡面，幾乎每一個員工都有這樣的特質，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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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性格、就是對遊戲的狂熱，所以他們才待得久。 

 

 

2.研發人員分工之明確性 

個案中發現，若能清楚定位元件開發、應用開發人員之角色，對元件發展較為有

利。雖然分工方式在各個案中並不相同，但以個案 A1 為例，他們描述了開發 ERP II

軟體之經驗： 

[A1：黃副總]…軟體元件開發團隊的組成，就 IT 人員與 Domain 人才做區分，大

概是八成對二成。有關各發展階段參與的比重，Domain 人才主要在 research 階段參

與，因為只有 Domain 的人才，才有辦法在做 Pilot 產品時，給與顧客使用軟體的情境

(Scenarios)。至於 IT 人才則在開發階段扮演重要角色。 

個案 A2 則描述了 SAFE 元件平台開發團隊的角色與定義： 

[A2：陳處長]…通常 SAFE TEAM 在開發軟體元件時，領域(domain)的人只有在

requirement 的階段會進來。一般的作法是，當正在規劃要開發一個新的元件進來時，

SAFE TEAM 會到各事業部做訪談，請他們針對未來開發的產品計畫裡面，有多少個

會用到這個元件，分別發表需求與看法。然後，根據調查，先定義一些雛型，以方便

交給 Committee，並且後續與事業部門共同參與 requirement 的討論。至於事業部門，

也會有自己的開發小組發展自己的領域元件。而跨部門組織的部分，會有 Committee
成員負責綜整上面的 requirement 給各部門的開發小組，根據這樣的架構往下走。 

個案 A3 描述了架構團隊與計畫經理的角色區別： 

[A3：曾副總]…計畫經理(PM, Project Manager)通常是在定義架構之前，就必須

描繪出他們的 End Users 有些什麼期待和需求，當然不一定做得到，但是團隊會儘量

去試。所以，PM 與 Architecture Team 兩者比較大的差別，在於 Architecture Team
比較偏向程式和軟體的架構，而 PM 定義的是需求，他不需要懂程式，訊連的 PM，

有些甚至以前是賣洋芋片的，他在乎的只有客戶需要什麼。 

個案 A4 則描述了因為藝術人才加入研發團隊，所以必須有清楚的角色定義： 

[A4：李技術長]..最大差異在於我們的軟體開發必須有藝術人才加入，所以角色

定義與扮演非常重要…所以我們研發流程裡面，除了有時間軸的、還有每個員工在什

麼時間點、應該扮演的角色、應該完成的什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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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觀念類別(2)—「研發部門技術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與次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子類別(Sub-Categories)—(1)研發部門組成與機制 
架構師與研發團隊之知識與技術

能力 
 資深且具技術實力 
 考慮層面深且廣 
 能建立程序與工程流程 
 具有熱情或第二性格(e.g.藝術) 

弱 ⇔ 強 

研發人員分工之明確性  元件開發與應用開發人員之清楚區分 
 研發人員角色扮演與定義 

模糊 ⇔ 清楚 

子類別(Sub-Categories)—(2)研發計畫之運作 

元件開發與再用決策機制  架構師團隊為核心 
 技術、市場、行銷人員應參與 
 可採用委員會或任務編組形成共識 

弱 ⇔ 強 

元件開發流程管理  完整與確實之元件開發程序(e.g. 導入 
CMMI) 

 使用軟體元件開發程序管理工具 
 強化執行力 

弱 ⇔ 強 

開發元件供內部使用之因素  開發成本與時程 
 品質與測試驗證 
 元件切割之取捨 
 複製(clone)成本 
 轉換平台成本 
 容易理解性 
 內部推廣程序 
 統一之技術支援窗口 

不完整 ⇔ 完整 

開發元件供外部使用(分工)之因素  元件與模組之區別 
 成本競爭力 
 元件與產業之結合度 
 對「創新技術」之掌握 
 處理 Bug 之風險 
 技術文件之準備 
 是否讓顧客直接面對模組(或僅提供功能

或特色) 

不完整 ⇔ 完整 

軟體元件內嵌技術深度或獨特性  產品發展深化後，元件必須自製 
 內部累積軟體元件化技術之能力 
 內嵌 IP 數量與專利佈局完整度 
 與眾不同之獨特功能 

低 ⇔ 高 

軟體元件源碼策略  使用者與開發者之專業距離 近 ⇔ 遠 

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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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發計畫之運作 

本子類別涵括六項觀念編碼，包括「元件開發與再用決策機制」、「元件開發流程

管理」、「開發元件供內部使用之因素」、「開發元件供外部使用之因素」、「軟體元件內

嵌技術深度或獨特性」及「軟體元件源碼策略」等。 

1.元件開發與再用決策機制 

從個案中發現架構師或架構師所組成的團隊，通常是元件化決策的核心，而決策

過程中，包括技術、市場、行銷人員等，均參與其中。為了形成決策共識，委員會或

任務編組是常見的處理模式。 

譬如在個案 A1 中，對架構師團隊的運作方式有較為完整的描述： 

[A1：黃副總]…技術決策最關鍵點，是如何切割出共用的元件。切割的標準，乃

是由架構師(Architecturer)組成的團隊負責。這一組人，在做產品之前必須先進行。進

行的程序是，首先，SURVEY 外面的 IT 技術，到底那一種技術具有先進性…；第二

個步驟則是對這些技術進行一些實證…；第三個步驟進行的工作是切割元件…；到了

第四個步驟，則要發展量化標準…。作完這些步驟後，才會整個交給開發團隊進行開

發。 

有關技術、市場、行銷等人員在不同決策階段如何參與，個案 A4 提供了一個輪

廓： 

[A4：李技術長]…甲尚在元件開發的過程，會先有產品定義與產品企劃。在產品

定義時，包括業務、PM、TD 以及大 PM 這些人會參與。等到企劃階段時，主要希望

產生一個雛形概念產品，所以企劃內容會包括規格定義等。接下來，開始進行實作時，

交到開發團隊負責，可能某些產品必須有九個操作情境、以及 20 個頁面，開發團隊就

必須分工各自把這些東西做出來。 

對於委員會形式如何運作，個案 A2 中描述： 

[A2：陳處長]凌群在軟體元件的架構與定義由 Review Committee 負責：第一，他

們必須掌握 SAFE 平台需求內容，並檢視各專案可再用之成分；第二，他們必須收

集並瞭解元件與專案之相容性(搭配性)，並交由 SAFE 團隊改善；第三，訂定元件開

發之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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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件開發流程管理 

從形式上來看，元件開發流程管理是執行軟體元件開發計畫過程中，不可或缺的

重要元素。個案廠商一般認為，元件開發程序是否完整與確實，的確有重要影響。不

過，各軟體公司產品開發流程差異並不大，重點仍在於執行力的強化。在個案中亦發

現，電子化的軟體元件開發程序管理工具，在軟體公司中相當常見。而以企業顧客為

主要目標的個案 A1 與 A2，則導入了 CMMI 強化公司流程管理能力。 

個案 A2 中，凌群指出藉由導入與 CMMI 相關的 Product Line 概念，對於再用所

產生的效益： 

[A2：陳處長]凌群在導入 CMMI 的過程中，藉由顧問公司的訓練與指導，並參考

許多文件，在管理系統這部份導入了一個 Product Line 的 Methodology，它是由 CMMI
的主導機構 SEI (卡內基美隆大學軟體工程學院)所推廣的。在這個 Methodology 中，

所推廣的 Product Line 這個概念，就是必須要把各個 product 裡面所有可以 reuse 的

東西必須整合起來，並且一起作考量，而且這裡面許多流程需要做改變，這也說明了

為何凌群要建立一套 knowledge base，主要就是為了 end user 這端。 

有關於電子化的軟體開發流程管理工具與執行力的重要性，個案 A3 描述： 

[A3：曾副總]訊連內部軟體工程模式一直在調整，但基本上還是 follow 一般的標

準軟體工程…從幾個流程重要元素來看，還是以瀑布模式(Waterfall Model)的精神在

運作。訊連內部其實已經有一套標準，只是因為各種產品變化太大，並不是百分之百

follow。重點是，訊連已將開發過程完全電子化…其實，各個軟體公司的開發流程，

並沒有太大差異。只是說執行的成效以及執行力比較重要。 

3. 開發元件供內部使用之因素 

當公司進行開發元件之決策時，若目的只是為了內部使用，則較為單純。一般而

言，元件的開發成本與時程是最基本的考量，至於其他因素，亦包括品質與測試驗證、

元件切割之取捨、複製成本、轉換平台成本、容易理解性、內部推廣程序、統一之技

術支援窗口等因素。 

譬如在個案 A1 中，鼎新指出元件切割與內部推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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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黃副總]元件在內部是否能被再用的基本關鍵因素，第一個是元件功能切割

的力度。切的越細，雖然被 reuse 的機會越多，但相對的將一個系統組合起來的功夫

就要更大…；第二個考量的因素則是內部的推廣，因為要用一個元件，如果你都不知

道它、不認識它，其本上是不可能會被再用的。所以，內部要有一套非常好的程序來

讓這樣的元件是很容易讓工程師 reach 到並進行瞭解。 

而在個案 A2 中，除了成本因素，凌群認為品質測試以及技術上的統一窗口非常

重要： 

[A2：陳處長]…如果希望元件能夠在內部重複被使用，第一個因素是 cost down，
因為元件被利用的愈多次，成本就可以降的愈低；第二則是品質上的考量，每個元件

重新開發就都要重新去做測試，那一段是很浪費時間的；第三，在技術上必須有一個

統一的窗口。 

事實上，個案 A2 凌群所謂的「技術上的統一窗口」，不僅是為了開發元件供內部

使用所必須考量，也在外部元件的「內化」上扮演角色： 

[A2：陳處長]…需要這個窗口的原因在於，我們經常引用 open source，或者引用

其他人的東西，我們對他的 quality 不清楚，如果要交給每個專案小組去處理的話，對

公司來說是很難掌控的，所以我們刻意用這樣的組織來掌控，他的 experience 是可以

累積的，將來在引用時，必須經過什麼樣的 POC 驗證之後，才能正式提供給其他產

品做使用。至少這個部份有掌握住第一個關卡，將來要出錯的機率就會降低。 

對於複製成本與轉換平台成本，個案 A3 的訊連對此下了一個非常直截了當的意

見： 

[A3：曾副總]…就是「很賺呀！」，譬如 DVD 元件，訊連不可能所有產品都重做，

一定是拿元件來用…我們這邊一直在談 clone「複製」的成本，就是從這個案子複製到

另一個案子上，你成本得花多少，如果是零，那才真的有賺到錢。其實我們也想進軍

到手機領域，一直在討論這個「複製」(i.e.轉換平台)成本非常高，（每支手機都不一樣），

所以在這部份我們有點膽怯，從這個案子到那個案子成本太高，幾乎賺不到什麼錢。 

此外，元件開發時，也要注意未來使用者是否能夠容易理解，方能促使元件容易

被再用。個案 A4 的甲尚點出了這個因素的重要性： 

[A4：李技術長]…軟體元件要能夠再用，若從工程面切入，其實要看它的工程定

義，也就是它的 SDS(software development spec)…。通常，甲尚為了做某個 feature，
都必須先去定義成 API 後才能完成。同時，能不能再用，重點在於要能被抽象到一個

小時之內就可以理解的元件，才能在別的 AP 中也能運用自如。 

4. 開發元件供外部使用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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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開發元件一開始就希望將來能夠「賣」到外面去，所考量的因素就必須更為深

入與廣泛，重點包括元件與模組之區別、成本競爭力、元件與產業之結合度、對「創

新技術」之掌握、處理 Bug 之風險、技術文件之準備、是否讓顧客直接面對模組或

僅提供功能或特色等。 

元件開始開發之目的通常是為了內部使用，其相關設計主要是以內部的應用為思

考。若希望賣到外部成為可商業化的元件，須考量是否要包裝成一個具有特定目的的

模組(Modue)。因為基本上，買元件與買模組的人是不一樣的人。個案 A1 鼎新即指

出： 

[A1：黃副總]…模組就比如說一個總帳會計叫做一個模組，其切割下來以後，傳

票處理是一個元件，過帳是另一個元件，月結就是結帳，也可能是另一個元件…所以，

模組有點像半導體設計業的 SOC，而元件有點像半導體設計中的矽智財(SIP, Silicon 
IP)… 

對於元件成本競爭力、產業結合度及創新技術之掌握等，個案 A2 凌群描述： 

[A2：陳處長]…第一，還是 Cost 的問題；第二，除了公司內部使用外，若希望外

部來使用，至少有一個條件就是跟產業結合度要夠高，再用的東西才更能夠掌握；第

三，就是創新技術的掌握。 

凌群也另外提出了值得探究的一點是，藉由外部客戶的壓力，亦可促使內部開發

速度與新技術之導入更為快速： 

[A2：陳處長]…我們在內部開發，可能大家都架構在相同的想法裡面去做事，對

於外面新技術的演進、還有別人要的需求，可能會很難接收到對方的壓力，所以我希

望我們也有一些外部的客戶也來用我們的東西，也許就可以增加一些壓力、幫助 push
我們在開發上可以更快速，尤其在新技術的導入部份可以更快速。 

而開發消費型軟體之廠商，一般而言，將元件賣出去的情況非常少，主要還是因

為準備文件所使用之資源太大。而且，一旦有 Bug，責任亦不容易釐清： 

[A3：曾副總]…目前以訊連的經營模式，將元件賣出去的情況比較少…主要還是

因為賣出去時需要制式化文件，而 efforts 需要蠻大的。因為，像 CODEC 與微軟在一

起，微軟很多東西都幫你寫好了，所以就很容易賣，而且，像 MP3 轉換工具這些元

件，賣出去也不用管，顧客自己就能搞定了。但是，其他沒有規範的東西，如果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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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有 Bug，就會產生誰負責的問題。所以，訊連認為，這是元件外部再用最大的尺度，

也是最大的風險。 

但是，如果消費者只是單純需要軟體的某一個「功能」，而不是整套軟體，則透

過適當的中介安排，譬如嵌入至硬體或網路平台，亦可在顧客不必直接面對元件而只

面對功能的模式下於外部再用。個案 A4 甲尚指出： 

[A4：李技術長]…甲尚目前元件外部使用的成功案例都在 Feature 的本身，而不是

它的定義。通常，顧客需要某個特定的功能，而這個功能甲尚有沒有、做不做得出來

或是能不能兜給對方，通常與顧客經過會議討論完後，多少心知肚明，顧客不必直接

面對元件。 

5. 軟體元件內嵌技術之深度或獨特性 

不可諱言的，技術深度與獨特性是任何軟體廠商提升競爭力所必然追求的目標，

而將之內嵌至元件中，則是相當直截了當的作法。廠商在產品上一旦深化後，元件已

經無法從外界獲得，而必須自製。而在創造獨特競爭力的過程中，必須思考內嵌

IP(Intellectual Property)數量與專利佈局完整度以及提供與眾不同之獨特功能。 

有關產品發展深化之後，必須完全考慮內部開發之情形，個案 A1 鼎新描述： 

[A1：黃副總]…因為鼎新的核心能力主在是在 AP 應用領域元件，而目前外部元件

主要都是 middleware 層次的元件。然而，在產品發展繼續深化以後，往往沒有外部元

件可用，只好通通考慮內部開發。 

至於內嵌 IP 數量與專利佈建對競爭力之影響，個案 A3 之訊連，認為在資訊與半

導體業的情況已延伸至消費軟體領域： 

[A3：曾副總]…無論是資訊或半導體產業，誰擁有 IP 越多就越贏已經是個大趨勢，

對軟體產業而言亦是如此。這與單講元件是有點不同的，所謂的 IP 比較像 IC 產業的

SOC，因為客戶群多半希望由單一窗口提供 Solution，所以必須把元件整合成各種 IP，
再包裝成各種產品銷售出去。從訊連的角度看，目前市場上擁有這麼同樣多 IP 與能

力的，大概只剩下一兩家公司。此外，訊連很重視專利的佈建，譬如在藍光 DVD 方

面取得的專利，讓別的廠商將來都必須付錢給訊連。所以，在消費端這個領域，比較

偏向是誰擁有的 IP 多誰贏，有點像是資本密集化或說 IP 密集化。 

在提供獨特功能方面，個案 A4 之甲尚，描述了他們藉由長期專注於某一特定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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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別家廠商很難切入的： 

[A4：李技術長]…我們整個團隊是紮紮實實地，從 1993 年度開始，一步步建立在

多媒體軟體方面的技能和本事，所以在知識上面的傳承，尤其多媒體方面的 3D 功力

很深厚，目前在國內應該沒有與我們相同性質且並駕齊驅的公司。而友立和訊連雖然

在多媒體領域非常優秀，但與甲尚從 3D 技術切入，基本上並不相同。 

6. 軟體元件源碼策略 

至於軟體元件開發完成後，面對使用者所採取的源碼(source code)策略，根據個

案資料歸納出，若元件使用者與元件開發者專業距離近，則傾向採取白箱策略，尤其

在以企業顧客為主之個案 A1 與 A2 最為明顯。若元件使用者與元件開發者專業距離

遠，則傾向採取黑箱策略，此在以消費者顧客為主之個案 A3 與 A4 中可以發現。20 

譬如個案 A2 中，即描述採取白箱方式主要還是在於信賴(trust)的問題： 

[A2：陳處長]…基本上，凌群內部的元件是以白箱開發的方式，所有的源碼、驗

證報告及文件資料都會提供，這樣使用者會比較放心去用這些元件。 

而在個案 A4 中，則描述當進行授權時，採用黑箱方式，不僅是一種智財保護的

方式，也因此可另提供客製化服務而收費： 

[A4：李技術長]…這些元件，原則上是採用黑箱的方式，包裝成 SDK 的型態出售，

顧客看不到裡面的源碼…。我們習慣的術語，叫做 SDK，也就是我把我們的程式

compile 成他們的 binary，他們就看不到我們的程式了…。這邊的黑箱有很多的 IP，
那我們就是有對 input 等等的各種定義，但是你不知道我們怎麼做的。那你告訴我特

定的平台，我就 compile 成你要的平台，客製特定的平台賣給你，那我們在幫你客製

的時候，可能還會跟你收一些 MRE 工程的 charge，接下來你 share，就可能一毛錢、

兩毛錢收這樣子。 

 

三、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 

                                                 
20 一般軟體工程在測試方法上，有所謂的白箱測試(white box testing)與黑箱測試(black box testing)，此

處所指白箱與黑箱，並非嚴格之專業術語，僅指程式提供給公司內部或外部再用時，其作法係以程

式碼之型態讓使用者可檢視與修改，或是僅提供編譯過之程式，使用者僅能使用其功能，而無法檢

視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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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軟體元件依據軟體廠商經營特性，若是產出物為一系統整合或專業服務，則

再用可能是由事業部門所主導，而體現於一專案開發計畫中；若是產出物為一軟體產

品，則再用可能是由產品部門所主導，而體現於一軟體產品開發計畫中。不過，無論

軟體元件研發部門技術與能力如何傑出，企業的營收與獲利最終還是產生自事業/產

品部門。因此，本研究將(1)事業/產品部門之能力與機制，以及(2)專案/產品開發計畫

之運作等兩項編碼結構，歸類為「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之觀念類別(如表 4.3.4)，

茲描述如下。 

表 4.3.4    觀念類別(3)—「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與次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子類別(Sub-Categories)—(1) 事業/產品部門之能力與機制 
蒐尋內部/外部元件之能力  新進人員使用元件之訓練 

 主管與技術人員均應熟知內部元件 

 建立蒐尋、評估並內化外部元件之能力 

 以明確規格委託學研單位發展新技術 

弱 ⇔ 強 

部門內客製化或開發領域元件之

能力 

 部門內部領域元件開發能力。 
 客製化生產或委外能量。 
 跨平台能力。 

模糊 ⇔ 清楚 

子類別(Sub-Categories)—(2)專案/產品開發計畫運作 

採用內部元件考量因素  使用成本低。 
 品質穩定。 
 符合需求之相容度高。 
 元件獨特性高。 

不完整 ⇔ 完整 

採用外部元件考量因素  軟體元件使用與組合之學習成本。 

 穩定度與後續支援能力。 

 須先進行測試及功能驗證，並建立內部

支援能量。 
 元件獨特性低。 
 節省時間。 

不完整 ⇔ 完整 

來源：本研究。 

 

(一) 事業/產品部門之能力與機制 

本子類別涵括二項觀念編碼，包括「蒐尋內部/外部元件之能力」與「部門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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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化或開發領域元件之能力」。 

1.蒐尋內部/外部元件之能力 

蒐尋內部/外部元件之能力是再用的基礎，個案中發現，對於內部元件或已經內

化的外部元件，廠商必須對新進人員施以訓練，而且內部主管與技術人員也都應熟知

公司擁有使用權的元件。同時，針對外部元件，公司亦必須建立蒐尋、評估並內化的

能力。此外，為了運用學術與研究界的資源，也必須建立有效的模式委託學研界發展

新技術。 

有關於新進人員的訓練，個案 A1 的鼎新說明他們的做法： 

[A1：黃副總]…一般新人進來鼎新，最基本的要求是會用 Java Language。進來之

後，必須上至少一個月的課程，但都與程式語言無關，而是在上鼎新的元件、架構及

標準。所以基礎語言就好像是必備的單字，員工進來後給片語[元件]，然後呢，接著

下來程式發下去是寫文章。在這樣的概念下，接著下來會定義 KPI 指標。譬如第一個

月進來產出要 30 個小時、第 2 個月出來要 60 個小時、第 3 個月要出來 90 個小時、到

了第 4 個月以後維護標準要到 120 個小時….以 Workflow 為例，大概平均一個月一個

人要寫 25 支程式到 30 支程式左右。這就是為甚麼說「只有被要求，沒有特別鼓勵！」

的原因。為何如此？因為如果不這樣子，在我們這樣的環境，就會活不下去。 

有關主管與技術人員對於元件的孰悉程度，個案 A4 甲尚描述： 

[A4：李技術長]…就甲尚內部工程師的經驗作區分，在公司層次的研發經理是

TD(Team Director)，而專案本身的 CTO 就是 TL(Team Leader)，再來就是工程師。

而負責產品開發的是 PM。不管是 TD、TL 和 PM，甲尚都要求他們要知道公司內有

哪些是共用的資源，在開發過程中更要清楚，可以拿什麼東西來改，這件事情完全是

自發的，或者可以說是過去吃過苦頭的經驗。雖然，有時候工程師會覺得現有的寫的

不好，乾脆自己來寫，此時甲尚也會檢討對成本的影響，以避免浪費開發資源。 

至於如何蒐尋、評估並內化外部元件，個案 A1 的鼎新描述： 

[A1：黃副總]…我們除了內部建立架構並自製元件外，開發過程中，也特別設立

一小組人，專門蒐尋外面的工具與既有的元件…由小組長期 WATCH 或者找一些

OPEN SOURCE。當小組 survey 完覺得說這樣的東西基本上是不錯的，就可能會把它

納進來。但是，將之納進一個產品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長久 MAINTAIN 的問題…
所以我們 RD 架構裡面，專門有人在看這些事情，每一個外來的元件引進，都會經過

一些檢視程序。 

而學術與研究機構的資源如何進行合作，個案 A3 訊連與個案 A4 甲尚均舉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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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實例： 

[A3：曾副總]…我們研發人員有三分之一的人負責開發新的技術，而且這些新的

技術比較不屬於在 product line 裡面的。通常，這些新技術會跟學校合作…我們現在

跟台大比較多合作，包括台大的資工所和網媒所，將來也不排除到交大…。但是學校

做的往往會虛無飄渺，而我們投資錢下去，主要有兩個任務，一是挖掘人才，看到不

錯的就把他們騙過來。另外一個就是他們的成果，我們會把它拿來用，但是會規範說，

我們給他 MRD，希望他們可以找到我女兒的照片，然後他們就去找、去做 research，
大概是這樣。 

[A4：李技術長]…假設說我總公司有幾個工程師，又要製作聲音、又要製作表情、

又要做動畫等等，說真的沒有三頭六臂那麼厲害。假設…這樣子的模組我是需要的，

在那個當下我們沒有，我們就會向外尋求技術提供者。搜尋可能是從實驗室、或者市

場上既有的產品等等方法都有可能…還有一種就是跟實驗室談，那實驗室老師都會跟

你說一定做得到、規格也都開的很漂亮，只是都是學生做的，而且學生都有課業壓力，

不一定可以如期完成。那另外也還有工研院、和資策會，也都是我們搜尋的對象，作

法都一樣，一開始我們可以把規格開的很好，標準也都開的很漂亮… 

2.部門內客製化或開發領域元件之能力 

雖然軟體公司共用元件開發主要在研發部門中進行，但是事業/產品部門仍然要

在自己的專業領域上，建立開發領域別元件的能力。尤其是，為了因應客戶的需求，

也必須建立客製化生產或跨平台能力。 

個案 A2 的凌群說明為何必須在部門內部建立領域元件之能力： 

[A2：陳處長]…目前我們[凌群]在 SAFE 平台上的主要是 IT 相關元件，是屬於跨

部門之技術的層面。至於事業部門，則比較屬於領域(domain)相關的層面，這是因為

不同的事業部門內部也都各有領域元件的再用。經過這樣的安排，部門內與部門間共

用的比例就可以變高，否則，若是混在一起，可能再用的程度就會大大降低。 

個案 A1 的鼎新則說明了具備客製化生產能量(e.g. 軟體工廠)可協助 VAR 快速將

元件組成產品： 

[A1：黃副總]…鼎新扮演一個旗艦廠商角色，其中重要任務之一，乃是必須建立

有效率的軟體工廠，應付本身及子艦的代工需求。 

[A1：孫董事長]…我們強調我們的代工廠跟印度的 Tartar 不一樣，Tartar 接的是

軟體公司的代工。我們是接市場 End User 的代工，End User 把應用規格開給我，我

用我的元件與架構幫他做，做完給他的東西，就一定能跟我的東西完全再用… 

[A1：古總裁]…簡單舉例，台灣光是製造業就有八萬家，分行業分下來，一堆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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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鼎新不可能做那麼多行業。你如果真的要到所謂中小企業去的時候，我不可能為

了他每個做。今天很簡單，若大家來分市場，這一千家，我有這樣的東西，你可以用

就拿去用，不可以用就請我特別幫你做，包成那個行業可以用的，你就玩那一千家的

市場… 

至於跨平台能力方面，個案 A4 的甲尚說明了將核心技術使用到不同平台的情形： 

[A4：李技術長]…由於我們[甲尚]擁有多媒體核心技術，在一些商務的機緣下開發

出另一條路，將多媒體開發技術核心授權到手機、相機、印表機等產品，或是讓本來

在單機上面執行的服務，運用在 server 上面給一般 user 透過網路使用一次兩次這種

服務…。所以，當新產品開發完成後，我們由另外一個 TEAM，負責把這些核心技術

轉換到另一個平台。 

(二)專案/產品開發計畫之運作 

本子類別涵括二項觀念編碼，包括「採用內部元件考量因素」與「採用外部元件

考量因素」等。 

1. 採用內部元件考量因素 

通常公司基於成本、品質、相容性等因素，會優先採用內部元件，而基於核心能

力的維繫，就元件之獨特性進行判斷也是另一重要的因素。 

個案 A3 訊連很直率地描述使用內部元件的情況： 

[A3：曾副總]…就是「很賺呀！」，譬如 DVD 元件，訊連不可能所有產品都重做，

一定是拿元件來用。因為，拿到一個 copy 過來用，幾乎沒花到什麼成本，這也是最重

要的因素…在內部而言，非常簡單，就是怎麼使用都不用錢，就隨便你到隔壁 Team”
偷”。 

至於對內部元件品質與相容性的要求，個案 A2 凌群描述如下： 

[A2：陳處長]…若從元件使用者的角度決定採用一個內部元件最重要的考量因

素，第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品質穩定，第二個則是與整個系統的相容性程度，意即元

件是否可以 100%滿足使用者對 requirement 的需求。 

而基於核心能力的考量，個案 A1 的鼎新指出了思考的重點： 

[A1：黃副總]…鼎新採用元件的基本原則是，跟 Domain 有關就儘量用內部，無關

的就儘量用外部。如果外部元件沒有 maintain 的問題，優先考慮外部，真的不行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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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自製。因為鼎新的核心能力主要在 AP 應用領域元件，而目前外部元件主要都是

middleware 層次的元件…尤其內部擴散的核心關鍵應該是在 process design in，也就

是不靠很多誘因鼓勵你用，而是在生產程序裡面，就把 process 要求放在裡面。 

2.採用外部元件考量因素 

至於採用外部元件，必須考量該元件使用與組合之學習成本、穩定度與後續支援

能力。使用之前也必須先進行測試與功能驗證，並建立內部支援能量。至於元件獨特

性則牽涉核心能力的考量，已在前面進行說明。而其他因素則包括了節省時間等。 

個案 A1 鼎新對於元件的學習成本，所深刻的描述： 

[A1：孫、古、黃]…在兜產品之前，你先要有對網站中元件的學習成本，再加上

有能力兜時，整合的成本，整體成本如果超過採用既有產品的成本，就划不來了。或

許，你這樣兜，感覺上比較便宜，事實上比較貴。有沒有市場，也是另外一個大問題，

即便有市場，你做為 Consultant，兜了這樣的 ERP 系統去，對客人來講，Consultant
成本跟 Licence 成本又是一個比例；LICENCE 裡頭兜的成本跟 COMPONENT 又是

一個比例。這中間一路切下來的話，看來還不是那麼容易啦… 

個案 A2 凌群則對穩定度、支援能力等問題，指出以下觀點： 

[A2：陳處長]…若是採用外部的元件，凌群第一個考量因素還是穩定度。因為外

部元件進來，凌群第一個動作就是進行測試以及功能的驗證。因為文件所寫的，不一

定能完全相信。第二個因素則是後面是否有持續的支援…這後面的 Support 是很重要

的，應該這樣說，拿一個東西別人的東西放在我的系統裡面，原本整個系統是我可以

完全掌控的，但是加了一個東西在裡面就表示這一段是我沒有辦法掌控的，是一塊黑

箱的，有時是很 worry 的，對專案執行來說是一大風險。 

有關於節省時間，個案 A3 訊連與 A4 甲尚均有所描述，而個案 A4 則特別指出在

消費型軟體方面，採用外部元件比較不會產生後續支援不足之風險： 

[A4：李技術長]…決定要採用一個外部既有元件的最重要考量因素，其實還是開

發時程的考量。而採用與否的決策，多是在 TL(Team Leader)的層次決定。至於採用

後是否會有斷頭的疑慮，就消費型軟體的特性來看，比較不致於發生…因為從

Consumer Product 維護的話，是分別在各個模組的工程規格，而非使用者規格，我們

都還會保留比較多餘使用者規格的工程規格在那邊，以免到時候要做任何維修的時

候、或者抓到任何 BUG 的時候，可以有線索，能夠立刻從中間進去修改，所以不會

有斷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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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軟體元件平台演進力 

除了研發部門進行軟體元件的開發，以及事業/產品部門於進行專案/產品專案開

發時，對軟體元件的再用外，本研究發現，該兩單位互動頻繁之基礎，皆奠基於公司

發展歷程中，從產品或應用情境所逐步演化而生的軟體元件平台。其中，我們歸納出

至少有(1)系統化再用能力，以及(2)促進平台演進之因素等兩項編碼結構，我們將之

歸類為「軟體元件平台演進力」之觀念類別(如表 4.3.5)。從接續之分析吾人可知，「軟

體元件平台演進力」乃是軟體元件開發與再用的核心類別之一，以下將描述該類別之

內容。 

(一) 系統化再用能力 

系統化再用能力係指公司為促進元件開發與再用，所採取之有形系統建構以及無

形之管理作為，故包括了「以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以及「促進再用之管理作為」

等二項編碼。 

1. 以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系統化再用能力的實體基礎在於 IT 管理系統，由於個案皆為軟體公司，對 IT 技

術皆有專精，因此並不需要引進外部的力量來建置。不過，個案中每家公司其 IT 管

理系統長期隨著公司運作方向演變，故每家系統建構重點多少有些不同。 

以個案 A1 鼎新為例，特別著重於形態管理、除錯、以及開發程序：  

[A1：黃副總]…鼎新對於元件或者是模組的管理，有兩個最核心的系統，第一個

稱之為型態管理系統；第二個其實很重要的，是一個自己開發的 BUGIN 系統，也就

是說各事業單位只要在鼎新產品的使用上，認為有什麼樣的 BUG，就可以從遠端

KEY-IN 進來，產生一個問題單，問題單再經過濾、修整。至於開發程序上…鼎新在

新一代 ELM 產品開發計畫中，已經寫了一個稱之為 ALM(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系統，專門管理所有開發過程中的技術文件…有點像元件開發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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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觀念類別(4)—「軟體元件平台演進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與次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子類別(Sub-Categories)—(1) 系統化再用能力 
以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開發程序管理系統 

 元件再用管理系統 
 版本控制系統 
 知識分享平台系統   
 型態(Configuration)管理系統 
 除錯管理系統 

弱 ⇔ 強 

促進再用之管理作為  產能目標管理 

 抽檢查驗再用情形 

 內部使用免費 

 不擬再用須檢討成本影響。 

弱 ⇔ 強 

子類別(Sub-Categories)—(2)促進平台演進之因素 

軟體平台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  以特定應用市場為發展基礎或載具 
 逐步擴展至其他應用 
 建立跨平台技術能力 

低 ⇔ 高 

平台元件之完整性與相容性  兼具一般領域與特定領域元件 

 軟體元件與各專案相容度 
 底層元件與國際大廠接軌 
 元件穩定度 

低 ⇔ 高 

平台 IT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  軟體元件與 IT 底層結合度 
 選擇產業高共通性技術做為平台基礎 
 使用主流軟體平台 
 元件可驗證性 

低 ⇔ 高 

元件界面標準之制訂  架構師團隊主導制訂 
 研發與事業部門相關團隊皆參與 

模糊 ⇔ 明確 

平台元件之切割  再用需求高元件 
 應用適切性高元件 
 元件切割越細再用機會多，但整合

effort 更大 

無章法 ⇔ 妥善 

元件版本控制與資訊回饋  元件版本控制 
 再用統計與意見回饋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而個案 A2 凌群的策略，是建立一個 SAFE(Software Architecture for Enterprise)平

台，放上該平台之軟體元件均確保為完整可用，並且也具備知識分享平台功能。 

[A2：陳處長]…SAFE 平台是我們過去在開發許多專案所累積出來的元件，然後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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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地把它導入到那個平台裡面…我們採取的模式是，各個專案基本 Follow 一定的程

序，而這個 SAFE 平台上的東西一定是完整嚴謹地遵循 CMMI 的方式去做，然後經

過一個完整長期測試的階段，才把整個東西都整理出來的。所以將來專案要拉出來去

運用的時候，所有基本的元件至少都是 well-prepared 的狀態下去使用…此外，凌群亦

針對再用，另外架設了一個知識分享平台，當開發人員要使用的時候，包括基本的使

用手冊、開發過程以及 API 的一些 Interface 文件等等資料，可以直接用線上的方式

擷取出來。而這個知識分享平台在使用後，也還會要求回饋到 SAFE 平台裡面。 

至於個案 A3 的訊連，認為他們的核心能力之一，是電子化的企業流程非常紮實，

他們名為 e-Cyberlink 的系統，已經把所有的管理流程都包含近來，其中也包括了專

門用來管理元件的「eModule 系統」 

[A3：曾副總]…訊連內部有很多元件，內部再使用情況非常頻繁，在 eCyberlink
系統中有一個模組專門在管理元件，稱之為「e-module」，在 e-module 裡面，有 audio、
authouring、editing、Mpeg System、magic 等模組，包括被使用的次數與回饋等等資

訊，都可以在其中找到。目前，系統中所紀錄的，大概已有 200 多個模組。 

個案 A4 的甲尚，則說明他們自行開發「元件管理系統」的過程： 

[A4：李技術長]…發展初期，所累積的模組化規模仍小，不會有很好的模組管控，

這個情況一直到 2000 年以後，我們才開始指派專門的工程師管理所謂的「共用核心元

件」。目前，我們內部擁有一個特定的資料庫，專門放置共用元件 Source Code, Binary 
code 和 Document…同時這些元件本身也都有一直在成長…我們現在有一個專門的工

程師，在做元件的版本管控，這個版本管控就滿複雜的。 

[A4：李技術長]…我們當初在建立元件管理系統時，曾經參考許多許多工具的，

雖然學校的教育會有一些概念，但真正是等到拿到工具之後，加上許多甲尚內部開發

的實施狀況，整合出一個適合公司使用的邏輯，再將系統逐漸建立起來。系統主要採

用一個 Open Source 管理程式 SBN 作為基礎進行改版，雖然以前曾採用微軟的

MSBN，但發現微軟仍有不專精的地方，所以改採 SBN。 

2. 促進再用之管理作為 

在促進再用之管理作為方面，從個案中發現過程中，多半是以強制的方式要求員

工遵守，較少使用鼓勵的方式，頂多只有內部使用免費的措施。強制的方式包括訂定

產能目標、抽檢查驗再用等，而員工不擬再用而欲重新開發，也必須檢討對成本之影

響。 

訂定產能目標與抽驗的方式，在個案 A1 的鼎新有清楚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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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黃副總]…我們的看法是，「要求多於鼓勵！」也就是能抄的就絕對不要寫，

能組的儘量都用組的來做。當元件架構階段把所有標準列出來以後，進入量化團隊的

時候，是沒有自己延伸的空間，我們會用抽查的方式，看工程師的白箱程式，有沒有

follow 這些元件的運用跟標準…此外，我們對工程師每個月產出多少都有規定，一旦

達不到標準就是績效不好，就有再用的壓力，就得被逼到非用抄的方式才能夠跟人家

相拼。 

個案 A2 的凌群則說明藉由高階委員會要求，並以免費使用方式促使各部門主動

使用： 

[A2：陳處長]…我們對於軟體再用的政策是強迫大於鼓勵，從兩個層面去實行這

件事情，第一，成立一個高階主管組成的 Committee，成員包括事業群軟體開發的

leader 與其上面的 director，此安排可確保他們瞭解整個專案開發的狀態，所以可以

強制性地要求每個專案儘量利用既有元件。至於第二，對於每一個開發專案而言，因

為元件是公司內部不要錢的資源，不會增加專案的成本，對主管而言，等於是就所負

責專案進行 Cost Down 的動作，只要拿去用有回饋資訊回來就好了，所以，執行到目

前為止，各部門是願意主動去使用的。 

當員工覺得元件不好想自己寫時，其內部之審核程序為何？個案 A4 的甲尚描述： 

[A4：李技術長]…有時候工程師會覺得現有的寫的不好，乾脆自己來寫，此時甲

尚也會檢討對成本的影響，以避免浪費開發資源…其實我們現在所有的工程師，只有

我(TD)是比較少在寫程式的，其他人一直都有在寫…所以就會知道哪邊的東西好用…
所以我們並沒有說，非得要用共用元件，但是在當下，提這些案子的人，一定都要提

出原因，不能只有從自己的角度去看，或者只有自己的想法，這樣我們不可能會幫你

做決策，反而直接 Say No。 

 (二) 促進平台演進之因素 

如何建構平台並且持續地讓其上的元件持續成長，並且創造出公司的核心價值，

這些我們統稱為「促進平台演進之因素」，其編碼包括「軟體平台應用情境適切性及

累積性」、「平台元件之完整性與相容性」、「平台 IT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元

件界面標準之制訂」、「平台元件之切割」、「元件版本控制與資訊回饋」等六項。 

1.軟體平台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 

從四個個案中發現，不論營運模式是提供產品還是服務，軟體元件平台係衍生自

公司在某特定應用市場獲得成功之產品或計畫，亦即須以該特定應用市場之情境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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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基礎或載具，然後再逐步擴展至其他應用，或者是跨到不同的平台。 

譬如在個案 A1 的鼎新，係鎖定於 ERP 市場規劃其軟體平台的架構；個案 A2 的

凌群，其 SAFE 平台係源自於其證券後台系統開發計畫；個案 A3 的訊連，則是以個

人電腦影音多媒體應用為平台發展之基礎；至於個案 A4 的甲尚，則是以個人電腦 3D

多媒體工具為平台發展基礎，然後建立跨技術平台能力。 

2.平台元件之完整性與相容性 

軟體公司在規劃軟體元件平台時，必須顧及完整性而兼具一般領域之共通元件與

特定領域之應用元件，也就是研發部門與事業/產品部門最好有整體的考量。此外，

在平台上之軟體元件必須考慮與各專案間的相容度，平台的底層元件也必須與國際大

廠接軌，同時也要注意元件的穩定度。 

個案 A1 的鼎新參與 IBM「舊金山計畫(San Francisco Project, SFP」時，觀察該計

畫之失敗原因，發現元件完整度不足、應用情境不符、以及元件底層無法與資料庫結

合是平台失敗的最大原因。 

[A1：黃副總]…SFP 失敗的原因，第一是因為當時 SFP 的元件完整度不齊全，譬

如大部份元件係以進銷存、應收、應付等，而到生產階段就沒有元件了；第二個原因

是 SFP 元件當初在開發的時候，所有元件開發都一定有一個應用的構想，這樣的應用

構想所發展出來的元件，跟我們應用構想發展出來的元件，不見得是契合的。在這種

情況下就會變成每個元件我都需要再改，元件最重要是要組裝，你不能去改元件的內

涵，只要一改到元件的內涵就死掉了，因為比自己寫的還要更花時間。另外，SFP 最

大的問題是，做我們這樣的東西，最終要跟資料庫 match，但這些元件到了最底層跟

任何資料庫結合時，也會產生狀況…一旦元件必須改，就喪失了再用性，而修改過程

當中，也喪失了品質，因為改了總會出些問題，成本的因素也不會因為這樣就下降… 

鼎新在檢討其參與 SFP 的失敗經驗之後，於規劃其第一個元件化的 Workflow ERP

產品計畫時，就決定先以中階市場建立一個元件架構，在上面有一些共用的元件，然

後以此為基礎再發展出一批批的應用元件。轉變為以元件化為主開發方式之後，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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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已成為重要的基礎，所以元件的穩定度與版本控制，就成為蓋房子最重要的地基。 

至於軟體元件與各專案相容度，其實是必須以非常動態的方式加以考量的，譬如

個案 A2 凌群在 SAFE 平台的經驗即頗為傳神： 

[A2：陳處長]…以 SAFE 平台這個角度來看的話…那這裡面包含了很多東西，我

舉個簡單的例子，比方說 version control，一個產品的 delivery 可能是 1.0、2.0 這樣

的開發，compatible 程度有可能是可以 compatible、也可能是不可以 compatible 的；

但是以 SAFE 這個平台來說，將來如果有一個新的 release 出來的時候，它

compatible 的程度就必須要很高。比如說 1.0 有 5 個專案在用，我現在進入到 1.1 的狀

態下面，我對這五個專案 compatible 的程度到哪裡，需要花多少 efforts 等問題，在我

們整個要 delivery 的程序上就要考量的很仔細、很清楚。 

至於個案 A3 與 A4，因皆屬於奠基於個人電腦平台的消費型軟體，基本上底層的

共通元件已經由微軟整個負責，所以專心於發展專業的領域別元件即可。 

3. 平台 IT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 

平台 IT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之所以會成為議題，主要還是因為以企業顧

客為主之軟體公司，對於 IT 底層技術所面臨之選擇困難許多。目前廠商最明確的技

術選擇是 Java 技術，但是在資料庫、通訊等其他層面，則必須有更審慎考量。因此，

通常廠商的選擇是採用共通性最高的技術、或是主流軟體平台，而軟體元件是否能跟

底層結合，則必須建立驗證機制。 

個案 A2 的凌群在平台底層技術的決策非常值得參考： 

 [A2：陳處長]…第一，若是依照該公司整體的政策來看，因為現在市場上許多產

品線都採用 JAVA，所以凌群選擇以 JAVA 技術作為技術平台的基礎…第三，在 JAVA
環境裡，其複雜程度是相當高的，主要是因為許多元件開發，並非僅倚賴單一廠商提

供的 solution，而是採用多個廠商、甚至是包含了許多 open source 的東西要去做，所

以凌群許多的 POC(Proof of Concept)以及測試，都必須放在 JAVA 環境去進行驗證，

以確保品質。第四，對於不確定性，則是採用 Committee 的機制去處理。 

4. 元件界面標準之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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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界面標準的制訂，涉及了開發與再用的二組人馬。個案 A1 之鼎新，界面標

準係由架構師團隊制訂；而個案 A2 之凌群，則是以委員會形式制訂；個案 A3 之訊

連，包括元件對元件，以及元件對產品之界面標準係由各團隊協調；而個案 A4 之甲

尚，則是由各個計畫經理(Project Manager)共同討論產生。不過，這些個案的共同特

色是研發與事業部門相關團隊皆必須參與。 

5.平台元件之切割 

平台元件的切割事實上考驗著架構師團隊的功力，因為元件切割越細，再用機會

會增加，但整合的成本也會更大。從個案的歸納，原則上，再用需求高的元件，以及

應用適切性高的元件，最適合被切割出來。因為，再用需求越高之元件，越適合發展；

而應用適切性越高，再用後之客製程度越少。個案 A1 之鼎新，就提及他們的 Workflow 

ERP 產品，乃汲取 SFP 的失敗經驗，且以台灣製造業領域知識為基礎，所以應用上

能夠獲得成功。 

[A1：黃副總]…SFP 基本上，就是 maintain 一個平台，加一個元件、加一些應用

元件，應用元件庫，也就是雖然是為了 ERP，但許多應用元件是一般性的領域，像在

製造業上，許多應用元件都沒有開發出來。不過，導入 SFP 的失敗經驗，是奠定我們

開發 Workflow ERP 產品的重要基石。因為，從 SFP 的架構中，我們逐漸開始揣摩出

以台灣製造業領域知識為基礎的 ERP 架構以及相關應用元件，應該如何規劃出來。 

6. 元件版本控制與資訊回饋 

元件版本控制佳可使得再用更為即時有效，而藉由元件再用之統計與意見回饋，

亦作為元件改版之重要參考。不過，元件版本控制與使用後資訊回饋，雖可於實體的

IT 管理系統中建構，但亦必須有強制的管理手段，方可有效促成軟體元件平台持續

演進。譬如個案 A2 凌群指出： 

[A2：陳處長]…原則上，事業部門使用了元件，凌群的 SAFE 平台會主動統計再

用率。此外，內部也要求每次使用完元件之後，都要給予評分並提供意見，以便做為

118



SAFE TEAM 未來對元件進行改版的重要依據... 

 

五、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 

軟體產業具有大者恆大的特性，而且相當全球化。對於台灣的軟體公司而言，通

常只能在價值鏈上扮演適當角色，很難避免受到國際 IT 大廠的影響。究竟這些大廠

在個案公司進行軟體元件化與再用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我們歸納出「技術架構主導

者」、「元件平台提供者」、「界面標準制定者」、「底層 IT 元件提供者」、「新創事業培

育者」、「下世代技術協力者」等六項編碼，我們統稱為「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之觀

念類別(如表 4.3.6)。 

表 4.3.6    觀念類別(5)—「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技術架構主導者  推動廠商參與技術架構計畫之主導力 弱 ⇔ 強 
元件平台提供者  成立產業共用軟體平台 

 採取開放策略鼓勵廠商參與 
弱 ⇔ 強 

界面標準制定者  清楚定義界面標準，廠商必須遵循 弱 ⇔ 強 

底層 IT 元件提供者  提供完整 IT 底層元件，促使廠商專注

開發領域元件 
弱 ⇔ 強 

新創事業培育者  降低廠商創業期資源投入 
 廠商可在隨其大傘快速成長 
 廠商產品不易差異化，須進行價格競爭

弱 ⇔ 強 

下世代技術協力者  邀請廠商共同參與下世代技術之推出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技術架構主導者 

從個案 A1 鼎新所描述 1990 年代中期 IBM 的「舊金山計畫(SFP)」可以看出，國

際大廠汲汲於爭取成為全球性的技術架構主導者。目前在軟體元件市場的主要業者包

括 IBM、BEA、Microsoft、Sun Microsystems 與 Oracle 等，近年來，這些軟體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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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因應 Web Services、.NET、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等技術，積極規劃相關技術架構，期望藉由整合相關技術於其元件架構中，

推動更多軟體廠商參與其架構，以主導市場之發展。 

2. 元件平台提供者 

這些國際大廠，為了推動軟體廠商參與其架構，多半進一步規劃出產業共用軟體

元件平台，並採取開放策略鼓勵廠商參與，這尤其在商業軟體領域最為普遍。譬如個

案 A2 之凌群就指出： 

[A2：陳處長]…近年來像軟體元件、SOA、.NET 這類軟體元件技術發展，凌群認

為對於軟體再用的推動越來越有幫助。這些技術的提供者，不論從.NET 或是 JAVA 的
角度，他們都會組成了一個類似軟體共用的平台，只是看他們如何運用優勢擴大使用

的績效。這是勢必要走的路，很多公司都不可避免地要面對。 

而近年來因應網路普及與頻寬快速增加所產生的 SaaS 模式，譬如美國的

Salesforce.com 這家 CRM 公司，他們設立平台及提供工具，讓 third party 廠商開發不

同元件放在網路平台上。如果有顧問整合業要用元件，直接上網付費抓取，然後再進

行拆帳。據估計，該網站平台上的元件，Salesforce.com 自己開發大約只有三成，其

他七成都是 third party 提供的。這種模式，凌群認為雖然採取開放策略鼓勵廠商參與，

也是不可避免的趨勢，但因為軟體產業大者恆大特性，台灣廠商必須審慎評估其衝擊。 

[A2：陳處長]…這樣的模式(SaaS 軟體元件)應該是未來不可避免的趨勢，但是，

站在單一公司的角度去面對這樣的事情，必須要考量到，這種類似 ASP 的模式，會有

大者恆大的特性，又可以擺脫區域的限制，國際大廠非常有機會去做這樣的事情，但

是對於台灣廠商而言，這樣的機會實在不大。萬一，廠商某種程度不小心被吸進去，

其實台灣廠商很難獨立去做這樣的事情，只是說透過策略聯盟可能比較容易，這部份

未來還是得靠台灣產業大家一起來努力。 

3. 界面標準制定者 

目前在軟體產業中，能夠高度主導界面標準制訂者，仍以微軟對消費型軟體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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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倒性獨佔地位為主流。雖然軟體廠商會感到創新空間遭到壓縮，但卻也因為老大哥

微軟已把界面標準定義非常清楚，而使得再用的效能不打折。個案 A3 訊連描述了這

樣的情況： 

[A3：曾副總]…在我們所建立的 IP 中，其中元件化的工作做得還不錯，但卻是由

Microsoft 在背後主導。因為，Microsoft 把許多 Interfaces 講的很清楚，所以讓軟體

廠商間非常容易互相使用對方的元件，即使需要些微修改，仍比自己做要有效率。 

4. 底層 IT 元件提供者 

國際大廠為了吸引更多軟體廠商參與其軟體架構平台，會將心力投注於平台底層

共通元件的開發，然後軟體廠商在其架構上，專注於發展自己的領域別元件。個案

A3 訊連描述： 

[A3：曾副總]…通常，Microsoft 比較偏重於一些底層的 IT 元件，而訊連的元件

比較偏 domain。換言之，等於是架構在 Microsoft 定的規範裡面，去發展自己的元件，

然後組成一個更大的 IP，甚至產品。 

5. 新創事業培育者 

雖然軟體廠商對於類似微軟等具主導地位公司的作法，易使軟體公司難以對產品

進行差異化，而導致價格競爭。但無可諱言的是，此亦大幅降低了新創軟體事業的進

入門檻，且可在微軟的大傘下獲得快速成長，故具有培植新創事業的效益。在個案

A3 的訊連，對此有深刻的探討： 

[A3：曾副總]…元件化以後，最大的受益者可能是使用者。對我們而言，既是受

害者、又是受益者，受害的部分是因為元件規範化以後就不能做差異化，使得其他廠

商可以跟訊連做價格競爭。不過，訊連在 Microsoft 訂了許多規範後，才能在他們的

大傘下，享受非常快速的成長。 

[A3：曾副總]…這是我們很討厭去做、又很想去做的事情，因為元件化以後我們

可以輕鬆很多。我們在 Microsoft 這邊，一個軟體可以多賣、一個元件可以多用，這

是 Microsoft 的優勢；另一方面，之所以我們價格一直拉不高，這也是拜 Microsoft 之
賜，因為我們如果賣高，別人就賣的很便宜，那我也只能跟進，所以這些都是利跟弊。 

6. 下世代技術協力者 

121



國際級 IT 大廠通常過一段時間就會推出下世代技術，而推出之前，為了展現其

新技術之效能，會積極尋找搭配的互補性軟體或硬體。通常，國際 IT 大廠此舉也可

協助軟體公司發展更先進技術，並增加市場知名度。個案 A4 之甲尚就描述了他們的

經驗： 

[A4：李技術長]…我們與微軟幾乎沒有在技術上的對話與交流，但是與 Intel 反而

很多。主因是甲尚公司愈壯大，對微軟來說並沒有甚麼好處。而 Intel 因為不是軟體公

司，當他們做了一個新的平台，如果甲尚的 3D 軟體程式可以在他們的平台上流暢地

跑，就可以馬上讓他們的顧客看到新 CPU 有百分之兩百的 performance…Intel 曾經派

一個 Engineer 來跟我們一起工作三個月，一起把東西做出來… 

 

六、市場異質性 

「市場異質性」觀念類別(如表 4.3.7)主要包含了「市場類型」、「累積顧客聲音之

機制」、「特定顧客之壓力式成長」、「市場趨勢掌握力」等四項編碼，說明如下。 

1. 市場類型 

若依據圖 4.1.1 所示「軟體產業的三大區隔」之概念，以產品化程度對個案中四

家軟體公司進行分類，其中產品化程度高者為大眾化套裝軟體產品的訊連與甲尚，產

品化程度適中者為商用軟體產品的鼎新，以及產品化程度低者為專業軟體服務的凌

群。不過，就訊連而言，因為積極採用 OEM Bundle 的經營模式，若將其授權給 Bundle

客戶視為一套，從其銷售量來看，又很類似商用軟體。同理，甲尚採取內嵌軟體策略，

雖然產品屬於大眾化套裝軟體，但市場特性上類似商用軟體。 

2. 累積顧客聲音之機制 

顧客意見的回饋，可累積成為至公司做為版本更新或新產品開發決策之參考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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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為凝聚顧客向心力，個案之軟體公司，有的採取制度性的設計，要求事業部門瞭

解客戶需求，有的則採取 e 化的方式，自動蒐集顧客意見，並達成更密切的線上互動。 

個案 A1 的鼎新指出，長期累積顧客聲音的確有助於開發符合市場情境之元件： 

[A1：黃副總]…就顧客層面而言，因為我們長期在同一個市場，同一個範疇的產

品線上，不斷一代換過一代。當出售一項產品，就一直在傾聽顧客的聲音，為了滿足

顧客需求，必須在產品上疊床架屋。一直到疊得架構有點撐不住了，就必須決定開發

下一個版本。所謂顧客的聲音(VOCs, voice of customers)，其實是從前一個產品所累

積下來的顧客需求。所以，在決定下一代產品的規格時，必須列出 Requirement List，
而這個 List 的背後，是由鼎新長期累積紀錄下來的知識庫所加以支持。 

表 4.3.7    觀念類別(6)—「市場異質性」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市場類型  依產品化程度分類 低⇔適中⇔高 
累積顧客聲音之機制  透過事業部門瞭解客戶需求 

 需求管理及規格聚焦 

 E 化機制 

 網路論壇及社群蒐集 

 累積 Beta Tester List，研究使用者行為

弱 ⇔ 強 

特定顧客之壓力式成長  國際 Outsourcing 客戶之帶動 

 建立與國際公司合作之經驗 
弱 ⇔ 強 

市場趨勢掌握力  對當下市場趨勢之掌握，可使產品在出

貨時間點是個準確的產品 
 創意發想收斂能力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個案 A2 的凌群說明了他們元件開發團隊並不直接面對顧客，而是從事業部門獲

取資訊： 

[A2：陳處長]…我們的 SAFE TEAM 所面對的顧客主要以各事業部門為主，而由

各事業部門這層直接面對客戶。所以，以間接顧客的角度而言，一個跨部門元件在開

發前，各事業部門會協助間接提供需求，以便訂定開發規格。 

個案 A3 的訊連則指出，他們如何將顧客意見放到 e 化系統中管理： 

[A3：曾副總]…「顧客意見」對於訊連而言是一個棘手的問題了，因為顧客意見

跟開發人員的想法往往會不合。有時候，會等到下一版，有時候，則必須馬上改給客

戶。因此，顧客一旦進來，往往整個流程會亂，但為了迎合客戶的需求，還是必須彈

性調整。此時，版本的管理就顯得非常重要。以訊連的代表性產品 PowerDVD 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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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就有這個許多分支的產品，譬如這是飛利浦的版本、那是 HP 的版本等等，因為

每個客戶都有不同想法，所以訊連必須進行更新與調整，所以要是不採用軟體再用的

話，早就無法生存。而且，也是透過 e 化的方式，把相關問題都能進行妥善的處理。 

然而，面對數量龐大的顧客意見，如何進行有效的需求管理，以便讓規格快速聚

焦，訊連的「三大願望！」提供了非常實際的做法： 

[A3：曾副總]…我們的 PM，有些甚至以前是賣洋芋片的，他在乎的只有客戶需要

什麼，並且只是要讓消費者繼續玩、或者加入的新功能之後，得到的一些 feedback，
然後去整理統整出來可能有三大 missions，或者三個願望(product visions)。不過當然

不只三個願望，通常人都會有好多個，但這樣的做法是希望能夠讓需求聚焦…其實規

範只能寫下三個願望，三大 missions，因為寫太多沒有用，寫了太多就使得產品的 focus
偏掉了… 

隨著網際網路的普及，消費型軟體採用線上論壇的方式十分普遍，一方面可藉此

與顧客進行密切的互動，另一方面亦可成為長期蒐集顧客意見的管道。同時，在產品

推出 Beta 版時，亦可適時獲得意見回饋而使正式版本之推出更為符合顧客需求。個

案 A4 的甲尚說明他們設立論壇的互動細節： 

[A4：李技術長]…我們的 web site 裡面都會有這樣的一個 Forum，網友就會去跟

fan site 溝通…我們會有一些自己的 masters，然後在暑假的時候我們會找工讀生進

來，在 Forum 裡去串場。一開始我們的產品還沒有 user base 的時候，還沒有本事做

這樣的事情，但是在我們 user base 出來之後，我們就將它收集起來…很有可能在產品

已經是 Beta 版的時候，就已經先 release 過了，Beta release 之後就會有一堆資訊在上

面討論了，網友討論希望可以改成怎樣，還真的就討論出一個改版的需求，然後還會

說希望公司能夠改完版本再上市，他們不急…所以顧客的意見，主要是從這邊來的。 

此外，消費型軟體獲得市場歡迎的過程中，「Power User」或「Target User」通常

在協助廠商研究使用者行為以及測試市場反應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個案 A4 甲尚說

明了他們的做法： 

[A4：李技術長]…除了網路論壇所蒐集到的意見，我們也會研究和規劃產品主要

目標消費者中，這些 target users 在玩的是什麼東西，他們在使用的是什麼東西。接著，

會訂出一個大方向，並考慮在中間將某些特定功能結合進去的可能性。然後，規劃出

自己的 MRS 出來。經過多年的累積，甲尚已經擁有了一個 Beta Tester List，這類似

於 Power User Community。此外，甲尚在美國與台灣，都有專門的同仁負責某些特定

的市場，譬如學校市場等，三不五時地搜集一堆產品意見。 

3. 特定顧客之壓力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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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國內以企業顧客為主之軟體廠商，其鎖定市場通常以國內市場為主。

因此，其開發之共通元件，若只供國內市場相關之軟體專案計畫之用，再用數量較少。

如能獲得越多先進國家之 Outsourcing 訂單，則元件再用之經濟價值將更為提高。不

過，為了爭取先進國家訂單，軟體公司必須受到國外客戶嚴格的檢驗，因而產生了壓

力式成長的機會，其中個案 A2 之凌群，即曾因承接日本客戶訂單，而學習到許多日

本廠商獨到的軟體元件技術與方法。 

至於成功之消費型軟體廠商，市場多以國際為主。惟當其軟體特殊性可產生異業

整合之功效，亦可獲得特定顧客之支持而成長。譬如個案 A4 之甲尚，即透過與日本

公司合作，而建立了與國際公司進行大案子的程序。 

[A4：李技術長]…我們過去透過機緣與日本○○公司的合作是很棒的案例，但這

並不是一個特定元件的合作案而已，而是學到一個程序，讓我們瞭解未來如果遇到國

際的大案子，應該用甚麼方式進行…就是說假設今天我又遇到一個很大的公司，是以

日本人的標準來做事情的話，我會清楚知道該怎麼跟他互動的，也會知道說怎麼樣定

好時間，在時間之內把東西做好交出來給他。 

4. 市場趨勢掌握力 

雖然軟體產業的生產力非常重要，但是，軟體產品的成功不僅需考量推出時程，

也必須掌握市場趨勢，方能「對的時機推出對的產品！」。因此，元件化的發展也是

因應市場趨勢變化，使產品開發能夠迅速調整的重要關鍵。個案 A4 的甲尚即說明了

這樣的情況： 

[A4：李技術長]…雖然「目標管理」對生產力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們家

的產品並非民生必需品，往往產品規格可能在出貨前兩個星期，才發現時空背景已改

變，因此不能上市。這時候，就必須面臨將計畫延後或是其他方案的選擇等…也會直

接影響到利潤，而且之前的行銷計畫和活動，可能數百萬的花費都損失掉了。總而言

之，產品的定位、定義、和準確度，是影響產品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影響公

司的競爭力，不單只靠軟體元件化所帶來有軟體生產力，也必須包括對市場的掌握度

以及在市場當下趨勢變化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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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夥伴廠商整合力 

軟體產業之分工體系，係體現於軟體公司夥伴廠商的結合關係。其中包括軟體公

司本身對於元件的擴散策略，以及夥伴廠商對於軟體公司所產生的提攜效果。此一體

兩面的因素，我們統歸類為「夥伴廠商整合力」之觀念類別(如表 4.3.8)。 

表 4.3.8    觀念類別(7)—「夥伴廠商整合力(外部分工)」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軟體元件外部擴散策略  模組授權、元件授權或特色(feature)功
能授權 

 採用界面互通概念，輔導夥伴廠商相連

 共同品牌 
 跨平台服務 

弱 ⇔ 強 

夥伴廠商提攜力  擴大產品組合 
 激勵內部團隊開發速度及新技術導入 
 Bundle 廠商擴大品牌效益 
 增加軟體嵌入業務機會 
 提供網路服務業務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軟體元件外部擴散策略 

軟體廠商若以企業顧客為主要市場，顯示出對於夥伴廠商之經營較為積極，而策

略合作之方式通常偏向「同業互補」思考，採取做法大致用模組授權或元件授權的方

式，用介面互通的概念，輔導夥伴廠商將元件整合納入其軟體平台(個案 A1)，或者

提供夥伴廠商元件助其爭取資訊系統建置計畫(個案 A2)。 

[A1：黃副總]…鼎新授權策略係以模組為主，原始思考點在於能夠讓其他軟體公

司成為鼎新的附加價值經銷商(VAR)，架在其軟體架構之上做一些與鼎新互補的軟

體。然而，逐漸發現並非採取元件授權的概念，而是介面互通的概念。 

[A2：陳處長]…我們採取的作法，乃是一套以年為簽約使用授權單位的 Package。
基本上，對授權公司而言，他們的費用可以更低，再用也會更高，因為凌群的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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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讓更多人去使用，而不打算採用以次計費的方式。因為，年度合約讓對方簽約後，

會想辦法用更多次。目前凌群擴散元件的對象係以 Partner 為主，還沒有 Open 給顧

問業或系統整合業使用。 

至於軟體廠商若是以消費者為主要市場，與夥伴廠商合作多半是採用特色(feature)

功能授權的「異業互補」模式，譬如授權給硬體廠商增加其硬體產品之附加功能與價

值，或者授權給網路服務廠商，提供線上多媒體服務。由於採異業結盟，比較有機會

採取共同品牌(Co-Branding)的模式授權(個案 A3)。而且，或者訓練專業銷售人員對

異業廠商銷售元件或模組(個案 A4) 。 

[A3：曾副總]…假設訊連賣給客戶 PowerDVD 假設十元，但客戶要買其中的元件，

就要收你二十元，原因是，PowerDVD 有品牌名稱，訊連希望這個 Logo 字樣在客戶

的電腦產品中 show 出來，所以單買元件就比較貴，這有點像 co-branding 的意思。至

於除了 PC 之外，像 mobile 的產品譬如 PMP, PND 等產品，訊連雖然也有一些 case
在做，但因為複製成本過高，壓力很大，所以授權出去就很貴。 

[A4：李技術長]…授權方式主要採取黑箱 SDK 方式。一個黑箱裡可能是一個元件

或是幾個元件形成的模組，其中含有很多 IP；我們負責客製化，將程式 compile 到客

戶需要的平台上；或是將元件包裝成特定功能，並訓練 FAE(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
進行銷售。FAE 的訓練並非在研發部門，而是在工程與銷售部門，他們會接受包括銷

售對象、銷售標的等訓練，並讓他們瞭解除了自己的產品以外，有哪一些技術亦可成

為銷售標的。 

2. 夥伴廠商提攜力 

策略聯盟必須奠定在雙贏的基礎，夥伴廠商在合作過程中，會帶來許多利益，譬

如，在「同業互補」方面能協助擴大產品組合，並激勵內部團隊開發速度及新技術導

入，而在「異業互補」方面可協助擴大品牌效益(個案 A3)、增加軟體嵌入業務機會(個

案 A4)、或提供網路服務業務(個案 A4)。 

有關協助擴大產品組合方面，個案 A1 之鼎新說明： 

[A1：黃副總]…譬如說，鼎新自己的 Shop Floor Control 模組可能不強，別的公司

如果做得很好，那麼透過介面互通，就可以整合起來。這個概念是在 BEST 旗艦計畫

中進行，目前比較具體的子艦譬如融易的 Green Supply Chain，碩網的 Knowledge 
Management，都已跟鼎新的 ERP 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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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激勵內部團隊開發速度及新技術導入，個案 A2 之凌群有深刻描述： 

[A2：陳處長]…我們在內部開發，可能大家都架構在相同的想法裡面去做事，對

於外面新技術的演進、還有別人要的需求，可能會很難接收到對方的壓力，所以我希

望我們也有一些外部的客戶也來用我們的東西，也許就可以增加一些壓力、幫助 push 
我們在開發上可以更快速，尤其在新技術的導入部份可以更快速。 

至於協助擴大品牌效益以及增加軟體嵌入業務機會已在 1.提及，至於提供網路服

務業務，個案 A4 之甲尚指出可能產生的巨大商機： 

[A4：李技術長]…我們的 CrazyTalk 產品可以讓使用者在線上跟對方進行虛擬角

色會談，由於其中有一些技術可以即時產生影像，所以有機會與 Skype 合作，整合到

他們的服務平台，採用賣人頭(網路化身)的方式。譬如用一張劉德華的照片，使用者

可以修修補補讓它跟自己長的有點像，然後用自己的聲音進去，那麼照片上劉德華的

臉部表情和嘴唇就跟著使用者的聲音在動了。當然，類似應用也可放在視訊會議中，

當兩個人透過視訊開會，一方可以把要讓對方看到的東西，透過切割畫面，傳輸給對

方看到，可是不會在電腦臺面留下來。而開會完之後，傳給對方的資料不會保存，但

在會談中確實是讓對方看到了，這在 demo 商品時非常有用。不過，跟 Skype 合作的

模式雖然讓甲尚在媒體曝光度高，而且每天都有數萬人下載，但是目前營收模式仍未

展現，主因是在 Skype 上面需免費提供一些 icon。於是我們在思考，如果這樣的東西

一個一塊錢美金的話，會是什麼樣的生意模式… 

 

八、開放元件之成熟度 

開放軟體本質上會形成一個模組化的產業結構(Baldwin & Clark, 2006)，從個案中

發現，在軟體產業的實況中，各個開放軟體社群所提供的「開放元件數量與可用性」，

近年來已有快速成長的趨勢，這股風潮也使國際大廠從抗拒改為擁抱，有些社群甚至

開始有國際大廠在背後支持；然而，使用「開放元件存在許多風險」，必須審慎加以

克服；同時，「開放社群的貢獻」之一，至少對軟體公司員工而言，因為社群中有許

多高手，開放的源碼可砥礪員工寫程式的能力，甚至有可能產生創新技術的機會。這

些因素，我們統歸類為「開放元件之成熟度」之觀念類別(如表 4.3.9)。本研究四家軟

體廠商均認為，若有完善智財權管理制度加以檢核，「開放元件之成熟度」確有助於

產業藉由再用提升生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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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放元件之數量與可用性 

個案 A2 的凌群在訪談中表示，許多開放軟體後面都是有公司在支持，並且對其

可用性下了明確的註解： 

[A2：陳處長]…其實在這幾年之間，open source 的整個量比起以前大了很多，也

越來越可用。而且，現在很多 open source 的東西，背後是有很多公司在支持的。他

們也提供了部份的 Support，而因為有 Support，你使用的意願就會提高。如果是就

放在那邊不管它，以 Enterprise 的角度來說很難去使用。 

表 4.3.9    觀念類別(8)—「開放元件之成熟度」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開放元件之數量與可用性  開放元件之數量與可用性成長趨勢 
 開放元件交易平台之偏好 
 知識含量 
 使用與組合之學習成本 
 國際大廠之支持力 

弱 ⇔ 強 

開放元件之風險  相容性 

 完成性 

 授權合約風險 

 責任界定不清 

 客服成本風險 

低 ⇔ 高 

開放軟體社群之貢獻  高手多，可砥礪員工 Programming 能力

 可能產生創新技術機會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個案 A4 的甲尚也指出，各研發團隊之 Leader 都各有所偏好的軟體元件交易網

站，這些網站當中約有三分之一是開放軟體，且以通用型元件為主： 

[A4：李技術長]…目前網路上既有的一些軟體元件交易平台，我們內部各個 Group 
Leaders 都各自有自己的偏好，假設他們遇見了什麼新的規格，就會去看看別人是怎

麼做的。而且，有時候也會上去廣告自己的產品。在這類型網站中，Open Source 大

約占了三分之一，但有銷售行為的還不少，就是直接賣元件的。但是，這類元件多半

很小，以 General Purpose 為主的東西。 

至於個案 A1 的鼎新則從資訊分享、使用與組合學習成本、元件內嵌知識含量等

角度，為開放軟體做了以下的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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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黃副總]…類似 Open ERP 的概念。鼎新認為，這種 Biz Model 若著重於促

進分享跟交流，一定可以達到目的。但是，一個軟體元件的知識含量是很高的，也就

是說當你要用它的時候，你得弄清楚它的所有介面接口及功能，那其實是學習過程當

中所必須要付出去的成本。譬如硬體，它的 I/O 等各方面是很清楚的，通常其 Pin 的

數目、速度、功能等，也都很確定。但是軟體是高知識含量的，它的 I/O 是有很多腳

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是不是有辦法存活？ 

2. 開放元件之風險 

至於開放軟體可能存在之風險，基本上，開放元件最大困難為相容性不足，需要

中立組織定義；而開放元件本身許多是還沒有完成商品化的東西，所以尚須經過測試

才能有保障；而軟體公司的客戶，有很多不敢採用，主要是因為法律責任界定不清，

尤其對於消費型軟體，客服成本相當高，一旦有 Bug，廠商很可能吃不消。個案 A3

之訊連就描述了這樣的兩難困境： 

[A3：曾副總]…open source 是一個很尷尬的話題，因為我們想用卻又不太敢用。

舉例而言，因為開發過程中偶爾會用到 open source 的東西，而訊連的產品通常是幾

千、幾萬套的數量在出貨，如果有人要告的話，那問題會很嚴重。雖然 open source
他們不太敢用，可是偶爾用到了也不知道。所以，訊連固定時間會舉行大清倉，所有

的 code 都要由 Architecture Team 把它們翻出來重新檢查一遍。檢查完之後，也會經

過法務部門的研判與處理。 

[A3：曾副總]…第一，我的客戶絕不會敢用 open Source，連我們自己用都很害怕

了，因為我們要擔責任的，我們要跟 DELL 說，跟 HP 說，這一塊我們承受，有問題

你找我，但他們也不可能隨便拿一個 open source，有 bug 怎麼辦，所以到頭來是不會

真正用上的；第二，open source 是沒有商品化的東西，他是理論值，但我們這邊是完

全產品化，比如別人的 DVD 播東西是五成正常、五成不正常，到頭來人家不敢用，

因為他們一個 service phone call 六元美金，Call 兩次，這個電腦就送他等於我沒賺錢，

所以他們都很怕 phone call。 

3. 開放軟體社群之貢獻 

有關開放軟體社群對於軟體產業的貢獻之一，個案 A3 的訊連認為，開放社群因

為高手多，可砥礪員工寫程式能力。此外，開放模式亦可能產生創新技術機會，譬如

Google 推動了許多 Open Project，被認為可能會挑戰微軟的霸主地位： 

[A3：曾副總]…微軟有時幫很多忙，規格定好了就叫你接著吃，但他有時像敵人，

像 Player 這塊也想吃過來。Google 那邊走了很多 open project，對我們影響還好是因

為還蠻遠的，那他未來 open source 的走勢會如何，是否影響到我們，這一點還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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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在產業上我們還沒看到立即性的影響。但我覺得 open source 最大的好處就是你

可以去參考，你可以去知道很多事情。（裡面有很多高手在裡面！）對，所以你可以學

到很多東西，然後加速你的開發…我個人認為在消費端就是誰用了 IP 誰贏，open 
source 我認為在 PC 消費端這塊，影響不太大，但會促進產業的進步，但不會造成垂

直分工的結構，他有很多 reference，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九、組織政策與文化 

「組織政策與文化」在軟體元件與再用過程中，扮演著潛移默化的角色。根據本

研究之歸納，在這個觀念類別(如表 4.3.10)，大致歸納出「工程化為基礎之元件價值

觀」、「自發性再用習慣」、「習於改變」、「領導者激勵」、「兼顧技術與視覺」等五項觀

念。 

表 4.3.10   觀念類別(9)—「組織政策與文化」之維度與範圍 

子類別 觀念內涵 維度範圍 

工程化為基礎之元件價值觀  寫程式並非藝術，是兜出來而非寫出來

的價值觀 弱 ⇔ 強 

自發性再用習慣  工程師主動自發的再用習慣 弱 ⇔ 強 

習於改變  員工習於改變，不畏懼改變 弱 ⇔ 強 

領導者激勵  能夠激勵員工創意，並挑戰員工不足 弱 ⇔ 強 

兼顧技術與視覺  對產品的技術與視覺呈現均重視 弱 ⇔ 強 

來源：本研究。 

 

1. 工程化為基礎之元件價值觀 

對個案中的軟體公司而言，大致認為元件化導入前後，價值觀並沒有劇烈的改

變，但個案 A1 之鼎新則認為，元件化使得寫程式擺脫了藝術的思維，而建立以工程

化為基礎的價值觀： 

[A1：黃副總]…至於價值觀的轉換，元件跟非元件之間的觀念轉換不大，重點在

於是否有將之工程化(engineering)。在沒有工程化以前，所有的程式師都認為寫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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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藝術，必須要給他創作的空間。可是工程化了以後，必須灌輸程式師程式不是

寫出來，而是抄出來的價值觀。也就是用元件把它兜起來，用抄的，甚至於架構都可

以抄，一個一個放進去。在這個關卡中，通常就會有一批人理念不合就陣亡了。因此，

留下來的員工，其價值觀很自然就都是以工程化的概念為基礎。 

至於個案 A2 之凌群則強調，整體員工更清楚開發流程，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A2：陳處長]…公司導入元件之後，尤其是 SAFE TEAM 執行了這些時間之後，

員工的價值觀本身差別其實不太大，但是在規範上，整體員工對開發流程的角度來說

會比較完整，因為流程的機制已經建立了，所以員工會清楚考量層面所必須要涵蓋的

範圍，也瞭解自己被規範了哪些東西要去做，那些是屬於他的權責、哪些是屬於他的

職責、是他該要去完成的部份。 

2. 自發性再用習慣 

軟體元件化之參考書籍多建議，廠商宜建立鼓勵再用之政策，但從個案中來看，

台灣軟體廠商對於元件之導入，皆採取強制性的手段，然後員工逐漸養成自發性的再

用習慣，譬如個案 A3 訊連描述： 

[A3：曾副總]…對於鼓勵軟體再用，我們是採取比較 negative 的方式，就是養成

員工若要很快達成你的任務，自然就會去拿元件了，根本不想自己開發，也就是從加

速開發時程做為考量，養成自動自發的習慣… 

3. 習於改變 

習於改變也是部份軟體公司認為對軟體元件化與再用有影響的價值觀，個案 A3

之訊連就指出： 

[A3：曾副總]…訊連認為很重要的一項是員工已養成習於改變的文化。”Change”
在訊連是根深柢固的觀念，甚至管理作為上，採取座位每半年換一次的方式… 

4. 領導者激勵 

領導者的激勵也是部份軟體公司認為重要的因素，譬如個案 A4 之甲尚，認為他

們的經營者能夠有效激勵員工之創意，並挑戰員工之不足： 

[A4：李技術長]…甲尚經營者在一般員工的眼中，最有趣的貢獻在於他的創意與

激發，他會很清楚地指出員工所不足的地方，以及與世界標竿的差異。因為即使擁有

一群自視不低的員工，仍然可以適時使用市場資訊，激勵他們接受各種挑戰。這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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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傳遞市場資訊來挑戰研發團隊，並且使其接受挑戰而順利完成的領導風格，是相

當鮮明的。 

5. 兼顧技術與視覺 

此外，對消費型軟體而言，再用不僅需考慮技術面，也必須考慮到視覺風格上的

一致，個案 A4 之甲尚就描述： 

[A4：李技術長]…上下班的要求其實在軟體公司而言都是不太重要的事，可是他(經
營者)比較重視的是技術、和視覺上呈現的樣貌。舉例來說，很多時候產品其實已經可

以發表了，但是他就會還想要再修改，或者哪裏可以再更好，就寧可讓產品再延遲發

表，這是因為產品是為消費者使用為假設。 

 

 

第四節  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整理完成開放編碼之九項高階觀念性類別之後，我們大致上獲得了如圖 4.4.1 所示

的一個暫現的理論(an emergent theory)，有助於思考如何建構理論。接著，我們必須按

照編碼典範，藉由分析現象的因果條件、脈絡、行動/互動策略、與結果，將各類別間

聯結起來，讓資料重新組合在一起。主軸編碼過程大致上包含了五個步驟，第一個步

驟是連結因果條件(causal conditions)與現象(phenomenon)連結起來；第二個步驟是連結

脈絡(context)與現象；第三個步驟連結中介條件(intervening conditions)與行動/互動策

略(action/interactional strategies)；第四個步驟是連結因果條件、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

第五個步驟則是連結行動/互動策略與結果((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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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元件個案開放編碼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產品/技術獨特性
‧一致風格

組織政策與文化

內 部

研發部門
Related BURelated BURelated BURelated BU事業/產品部門

‧架構師與研發團隊之知
識與技術能力

‧研發人員分工之明確性

國際IT大廠主導力 夥伴廠商

開放軟體社群

‧軟體元件外部擴散策略
‧夥伴廠商提攜力

•技術架構主導者
•元件平台提供者
•界面標準制訂者
•底層IT元件提供者
•新創事業培育者
•下世代技術協力者

SOPsSOPsSOPsSOPs元件研發計畫

: ::

SOPsSOPsSOPsSOPs
專案或產品
開發計畫

: ::

‧元件開發與再用決
策機制

‧元件開發流程管理
‧開發元件供內部使

用之考量因素
‧開發元件供外部使

用之考量因素
‧軟體元件內嵌技術

之深度或獨特性
‧軟體元件源碼策略

平台演進力
‧系統化再用能力

- 以IT為基礎之管
理系統

- 促進再用之管理
作為

- 元件版本控制

外 部

市場脈絡

‧蒐尋內部元件能力
‧蒐尋外部元件並內化之能力
‧部門內客製化或開發領域元

件之能力

‧採用內部元件之考
量因素

‧採用外部元件之考
量因素

‧促進平台演進因素
- 平台應用情境適切性及
累積性

- 平台元件之完整性與相
容性

- 平台IT底層技術之共通
性與結合性

- 平台元件之切割

‧工程化為基礎之元件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習慣
‧習於改變文化
‧領導者激勵
‧兼顧技術與視覺

‧市場類型
‧累積顧客聲音之機制
‧特定顧客之壓力成長
‧當下市場趨勢之掌握力

‧開放元件之數量及可用性
‧開放元件之使用管理機制
‧開放元件之風險
‧國際大廠支持力
‧開放社群之貢獻

 

圖 4.4.1    軟體元件個案開放編碼獲得之暫現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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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果條件與現象之連結 

所謂現象(phenomenon)，係指會引起一連串行動/互動來管理(managing)或處理

(handling)的中心意念(idea)、事件或事情。而因果條件(causal conditions)，則是導致

一個現象產生或發展的事件或事故。從研究的目的可以明確瞭解，我們所要研究的是

軟體公司「導入軟體元件化與再用」現象背後的系統性因素，而因果條件正是軟體公

司希望「提升競爭力與績效」動機。因此，其連結關係如圖 4.4.2a 所示。 

(二)脈絡與現象之連結 

脈絡(context)係指與某一現象有關的一組特定性質，其意謂著一組特定的條件，

而行動者在這些條件下，為了回應某一特定現象，或加以管理(manage)、處理

(handle)、執行，而會採取的一些行動/互動性質的策略。從研究中可以發現，軟體公

司「導入軟體元件化與再用」現象，必須考量的脈絡因素主要包括元件供給面之「國

際 IT 大廠主導力」，以及元件需求面之「市場異質性」兩項，其連結關係如圖 4.4.2b

所示。 

(三)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之連結 

行動/互動策略(action/interactional strategies)，乃是針對某一現象在其可見的、特

殊的一組條件之下，所採取的管理(manage)、處理(handle)及執行的措施。脈絡(context)

係指與某一現象有關的一組特定性質，其意謂著一組特定的條件，而行動者在這些條

件下，為了回應某一特定現象，或加以管理(manage)、處理(handle)、執行，而會採

取的一些行動/互動性質的策略。由於行動/互動策略，通常較屬於公司特定因素(Firm 

Specific Factors)，我們則歸類出包括，「研發部門技術力」、「事業部門再用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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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演進力」與「組織政策與文化」等四項，其連結關係如圖 4.4.2c 所示。 

(四)因果條件、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之連結 

主軸編碼典範中，將因果條件與脈絡等兩類別與行動/互動策略相連結，乃是意圖

檢視該兩類別對行動/互動策略是否具有加乘的效果。由於本研究中之因果條件已將

之簡化為「提升競爭力與績效」之動機，因此較毋須探討此加乘效果，經整理其連結

關係如圖 4.4.2d 所示。 

(五)行動/互動策略與結果之連結以及中介條件之效果 

結果(consequence)意指行動/互動的結果，此處意即指「績效與競爭力」是否提升。

至於中介條件(intervening conditions)，可視為某個現象的較為寬廣的結構性脈絡，也

是一組足以促進或抑止行動/互動措施的條件。本研究歸納出中介條件包括「夥伴廠

商整合力」與「開放元件成熟度」等二項。如圖 4.4.2e 所示，行動/互動策略所產生

的結果，會受到中介條件之影響。 

(六)主軸編碼之統合 

經過上述主軸編碼程序，經統合後之整體連結關係如圖 4.4.2f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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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因果條件因果條件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導入軟體元件化

與再用

現 象現 象

 
圖 4.4.2a   軟體元件主軸編碼--因果條件與現象連結 

市場異質性

顧客類型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特定顧客成長壓力

市場趨勢

導入軟體元件化
與再用

現 象現 象

脈 絡脈 絡

元件需求面脈絡
國際IT大廠主導力

技術架構主導者

元件平台提供者

界面標準制訂者

底層IT元件提供者

新創事業培育者

下世代技術協力者

元件供給面脈絡
脈 絡脈 絡

脈 絡脈 絡

國際IT大廠引導力

技術架構主導者

元件平台提供者

界面標準制訂者

底層IT元件提供者

新創事業培育者

下世代技術協力者

元件供給面脈絡

 

圖 4.4.2b   軟體元件主軸編碼--脈絡與現象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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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部門技術力研發部門技術力

部門組成與機制
‧架構師與研發團隊之
知識與技術能力

‧研發人員分工之明確
性

研發計畫之運作
‧元件開發與再用決策
機制

‧元件開發流程管理
‧開發元件內部使用考
量因素

‧開發元件供外部使用
考量因素

‧元件內嵌技術深度或
獨特性

‧軟體元件源碼策略

平台演進力平台演進力

系統化再用能力
‧IT為基礎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作
為

‧元件版本控制

促進平台演進策略
‧平台應用情境適
切性及累積性

‧平台元件之完整
性與相容性

‧平台IT底層技術之
共通性與結合性

‧平台元件之切割

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

部門組成與機制
‧蒐尋內部元件能力
‧蒐尋外部元件並內化
之能力

‧部門內客製化能力
‧開發領域元件之能力

事業/產品開發計畫
‧採用內部元件之考量
因素

‧採用外部元件之考量
因素

組織政策與文化

‧工程化基礎之元件價值觀
‧自發性再用習慣
‧習於改變文化
‧領導者激勵
‧兼顧技術與視覺

脈 絡脈 絡脈 絡脈 絡

國際IT大廠引導力

元件供給面脈絡 元件需求面脈絡

脈 絡脈 絡

市場異質性

行動/互動策略行動/互動策略

 

圖 4.4.2c   軟體元件主軸編碼--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連結 

平台演進力平台演進力

組織政策與文化組織政策與文化

研發部門技術力研發部門技術力 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事業/產品部門再用力

脈 絡脈 絡脈 絡脈 絡

國際IT大廠引導力

技術架構主導者

元件平台提供者

界面標準制訂者

底層IT元件提供者

新創事業培育者

下世代技術協力者

元件供給面脈絡

市場異質性

顧客類型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特定顧客成長壓力

市場趨勢

元件需求面脈絡

脈 絡脈 絡
行動/互動策略行動/互動策略

因果條件/結果因果條件/結果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圖 4.4.2d   軟體元件主軸編碼--因果條件、脈絡與行動/互動策略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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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演進力平台演進力

組織政策與文化組織政策與文化

研發部門
技術力

研發部門
技術力

事業/產品部門
再用力

事業/產品部門
再用力

行動/互動策略行動/互動策略

績效與競爭力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因果條件/結果因果條件/結果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一致風格

產品/技術獨特性

降低成本與時程

提高生產力

減少重工

開放元件成熟度
數量及可用性

風險

國際大廠支持力

開放社群之貢獻

中介條件中介條件 中介條件中介條件

開放元件成熟度
數量及可用性

風險

國際大廠支持力

開放社群之貢獻

夥伴廠商整合力

軟體元件外部擴散策略

夥伴廠商提攜力

 

圖 4.4.2e   軟體元件主軸編碼--行動/互動策略與結果連結及中介條件效果 

結果
績效與競爭力

提升

中介條件
•夥伴廠商整合力
•開放元件成熟度
•組織政策與文化

脈絡
•國際IT大廠主導力
(弱↔強)
•市場脈絡(B↔C)

行動/互動策略
•研發部門技術力
•事業部門再用力
•平台演進力
•組織政策與文化

因果條件
提升績效與競爭力

之動機

現象
導入軟體元件化

與再用

中介條件
•夥伴廠商整合力
•開放元件成熟度

脈絡
•國際IT大廠引導力
•市場異質性

 

圖 4.4.2f   軟體元件主軸編碼—主軸編碼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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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節根據前面四節之分析，彙整出四個個案之跨個案比較如表 4.5.1。從個案公司

元件化背景、組織構型、以及編碼過程中，可以發現，以軟體元件化及再用作為競爭

策略的軟體公司，都不約而同地逐漸導引到建構內部的軟體平台，透過公司常規與產

業互動因素之運作，平台上的共用元件與領域元件持續進行著創造、引入、演化與再

用等活動，故使得這種平台本身能夠動態成長與演進，進而促使公司之績效與競爭力

能夠提升。換言之，以元件化作為競爭策略之軟體公司，其競爭優勢來源更精確地說，

應該是奠基於平台上之內外部元件動態組合能力，能夠快速回應市場與環境的快速變

遷。 

從表 4.5.1 中，若以公司常規與產業互動因素角度分別審視，可以看出四個個案公

司其產業區隔雖不同，但公司常規之一致性相當高，而產業互動因素方面差異則稍大。 

1. 公司常規：包括了研發部門技術力、事業部門再用力、軟體元件平台演進

力及組織政策與文化等四大項，從中我們可以發現，A1 與 A2 之元件開發

採取白箱方式，連帶著其從外部引進元件再用之程序就變得更為複雜。A3

與 A4 之元件開發採取黑箱模式，因此再用程序就較為簡單。至於其他項目

顯示一致性較高。 

2. 產業互動因素：包括了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市場異質性、夥伴廠商整合力、

開放元件成熟度等。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通常促使產業成員必須採取相同的

策略開發產品；市場異質性則對軟體元件的再用與平台演進速度產生影

響；夥伴廠商整合力主要差異在於屬同業整合抑或異業整合；至於開放軟

體成熟度則四個個案受到影響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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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軟體元件產業跨個案比較 

個案名稱 A1：鼎新 A2：凌群 A3：訊連 A4：甲尚 
軟體元件平台屬性  ERP 商業軟體平台  SAFE 共用 IT 元件平台  DVD 播放器等多媒體套裝

軟體平台 
 個人 3D 多媒體軟體平台 

平台元件主要來源     

產業共用基礎元件  數家國際大廠提供  數家國際大廠提供  微軟為主  微軟為主 

平台共用元件  研發部門  研發部門  研發部門 A  研發一部 

平台領域元件  事業部門  事業部門  研發部門 B, C  研發二部 

績效與競爭力需求  提升生產力與成本競爭力 
 提升獨特性 

 提升生產力與成本競爭力 
 提升系統整合能力 

 提升生產力與成本競爭力 
 提升獨特性 

 提升生產力與成本競爭力 
 提升獨特性 

公司常規(Internal Routines) 
研發部門技術力     

部門組成與機制  強化架構師與研發團隊知識

與技術能力 
 共用元件研發部門化並將分

工明確化 

 強化架構師與研發團隊知識

與技術能力 
 共用元件研發部門化並將分

工明確化 

 強化架構師與研發團隊知識

與技術能力 
 共用元件研發部門化並將分

工明確化 

 強化架構師與研發團隊知識

與技術能力 
 共用元件研發部門化並將分

工明確化 
元件研發計畫運作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白箱開發與再用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白箱開發與再用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黑箱開發與再用 

 建立跨部門決策機制 
 建立開發流程管理 
 技術深化與獨特性 
 黑箱開發與再用 

事業部門再用力     

部門能力與機制  內/外部元件蒐尋能力 
 客製化或開發領域元件能力

 內/外部元件蒐尋能力 
 客製化或開發領域元件能力 

 內/外部元件蒐尋能力 
 客製化或開發領域元件能力

 內/外部元件蒐尋能力 
 客製化或開發領域元件能力 

專案/產品計畫運作  內部元件：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學習成本、穩定

度與支援能力、須經測試及

功能驗證並建立內部支援能

量、元件獨特性、節省時間

 內部元件：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學習成本、穩定

度與支援能力、須經測試及

功能驗證並建立內部支援能

量、元件獨特性、節省時間 

 內部元件：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學習成本、節省

時間 

 內部元件：運用效率化 
 外部元件：學習成本、節省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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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軟體元件產業跨個案比較(續) 
個案名稱 A1：鼎新 A2：凌群 A3：訊連 A4：甲尚 

軟體元件平台演進力     

系統化再用能力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產能目

標管理、抽驗再用、不擬再

用之成本評估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產能目

標管理、抽驗再用、不擬再

用之成本評估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產能目

標管理、抽驗再用、不擬再

用之成本評估 

 IT 為基礎之管理系統 
 促進再用管理措施：產能目

標管理、抽驗再用、不擬再

用之成本評估 
平台演進之促進  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 

 平台元件完整性與相容性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

 元件界面標準制定 
 平台元件之切割 
 元件版本控制與資訊回饋 

 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 
 平台元件完整性與相容性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 
 元件界面標準制定 
 平台元件之切割 
 元件版本控制與資訊回饋 

 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 
 平台元件完整性與相容性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

 元件界面標準制定 
 元件版本控制與資訊回饋 

 應用情境適切性及累積性 
 平台元件完整性與相容性 
 底層技術之共通性與結合性 
 元件界面標準制定 
 元件版本控制與資訊回饋 

組織政策與文化  自發再用與工程化為基礎  自發再用與工程化為基礎  自發再用與工程化為基礎 
 兼顧技術與視覺呈現 

 自發再用與工程化為基礎 
 兼顧技術與視覺呈現 

產業互動因素(External Factors) 
國際 IT 大廠引導力  主導技術架構 

 提供產業共用軟體平台 
 主導技術架構 
 提供產業共用軟體平台 

 制定產業界面標準 
 提供底層 IT 元件 
 培育新創事業 

 制定產業界面標準 
 提供底層 IT 元件 
 協力發展下世代技術 

市場異質性  異質性適中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特定顧客壓力成長 

 異質性高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特定顧客壓力成長 

 異質性低(大眾軟體) 
 異質性適中(OEM Bundle)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市場趨勢掌握力 

 異質性低(大眾軟體) 
 異質性適中(硬體內嵌軟體) 
 累積顧客聲音機制 
 特定顧客壓力成長 
 市場趨勢掌握力 

夥伴廠商整合力  同業互補 
 擴大產品組合 
 激勵開發速度與新技術導入

 同業互補 
 擴大產品組合 
 激勵開發速度與新技術導入 

 異業互補 
 擴大品牌效益 
 增加異業合作業務機會 

 異業互補 
 擴大品牌效益 
 增加異業合作業務機會 

開放元件成熟度  數量與可用性成長 
 風險管理 
 技術切磋與創新技術機會 

 數量與可用性成長 
 風險管理 
 技術切磋與創新技術機會 

 數量與可用性成長 
 風險管理 
 技術切磋與創新技術機會 

 數量與可用性成長 
 風險管理 
 技術切磋與創新技術機會 

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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