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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應用系統開發委外承包商行銷策略~以 4C

架構分析 

誠如本論文第貳章、第二節（策略行銷 4C 理論）所引述邱志聖（2006）的

著作指出，交換的產生乃源自於交換雙方期待該交換行為對自己是有利的。為了

爭取交換利益，在傳統上一般是由賣方發動40行銷活動，期望透過行銷手段，讓

買方了解在眾多可交換的對象中，與之交換是最有利的，此舉亦可幫助雙方提昇

交換效率，降低交易成本。 

以上這些基本觀念在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業務仍可適用，不過行銷策略的內容

更為複雜，主要是因為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業務具有以下特性： 

1. 相較於一般商品，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的行銷對象是組織，而非個人。因此要

訴求的對象是一群人，這群人可能有不同的經驗、背景、職責、及偏好，所

以行銷策略複雜度高。 

2. 相較於一般既有產品的採購，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採購的決策參與單位比較

多。比如說一般的辦公設備，在使用單位提出需求後大多可由採購或總務部

門全權處理，參與採購決策的單位少。而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專案，一般會牽

涉到業務策略、法規遵循或內部管理制度的配合、作業流程的優化、使用者

操作邏輯及便利性的需求、以及資訊策略一致性的要求等，因此參與採購決

策的單位多，決策過程長，且考慮因素複雜。 

3. 相較於一般既有產品，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無法事先驗證其品質及規格或需求

符合的程度，所以行銷策略的重點比一般既有產品複雜。 

                                                       
40近年來由於電子商務技術的發達及商業模式的進化，大企業可以透過自建的採購網站，公告採

購項目及規範，邀請廠商競標，而獲得最佳效益。這種模式可視為買方主導的行銷活動，與傳統

上由賣方主導的行銷活動表達方式、使用媒體或有不同，但目的則都是為了提昇交換效率，降低

交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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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較於其它的專業服務，例如會計師、律師等，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服務的結

果可預測性比較低，其服務結果的好壞，受到承包商所指派人員各方面的能

力（包括技術、行業知識、溝通、經驗等）以及客戶相關人員是否能夠配合

與投入的影響甚大，這也會增加行銷策略的複雜度。 

5. 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對客戶及承包商雙方都有很多的隱藏成本，包括管理成本

41、成員間的溝通成本、品質不良的成本等，如何了解這些隱藏成本項目，讓

雙方可以合理地評估相關的隱藏成本，因而可以與外顯成本間作出平衡的評

估，是為行銷策略的重點。 

6. 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的策略效益與隱藏成本間的關係難以被衡量。客戶希望透

過委外可以享受到一些策略上的效益，例如因而可以將資源聚焦在自己的核

心事業、爭取時間（time to market）、降低成本等，但如果有兩個承包商需

要客戶付出的管理成本不一樣（必須將資源投入於管理委外專案的程度不

同），所以客戶能享受到的策略效益程度也不同。如何溝通策略效益與隱藏成

本間的關係，這也是增加行銷策略複雜度的因素之一。 

7. 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對雙方都是一種「一次性」的「體驗經濟」。「一次性」的

原因是沒有一個客戶會重複購買完全相同的應用軟體，例如買兩套 ERP；「體

驗經濟」指的是因為客戶要購買的不是現有的產品，承包商看到的也只是以

文字敘述的需求，其它的也只能靠正式的會議、簡報，以及私下的口頭說明

及溝通，因此雙方在簽約前某種程度上都是基於一些假設，以及接受一些不

確定性的風險，真正「開發服務」的品質如何，以及開發服務所產出的「應

用軟體」的效用如何，都必須在經歷過後才知道。又因為是「一次性」的關

係，客戶也很難拿別的系統、別的承包商的表現來相互比較，而對承包商的

表現作出合理的評估。 

8. 一般來說，固定合約金額（fixed amount contract）的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服

                                                       
41 本研究將管理成本定義為管理者對於委外專案所需付出的管理時間及心力的成本，包括溝通協

調、爭議仲裁、問題解決、進度及品質管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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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驗收對象是「委外服務」所產生的「應用軟體」，而非「委外服務」本身。

但要產出具備什麼功能的「應用軟體」，大多是由客戶主導提出需求規格，因

此也擁有對需求規格的解釋權。在這種固定合約金額又要聽命於客戶，否則

無法通過驗收的情況下，承包商如何靠行銷策略來平衡這種劣勢處境，亦是

使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服務的行銷策略比一般既有產品複雜的原因。 

針對上述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業務的特性，本研究將以 4C 架構來分析承包商

可考慮採行的行銷策略，以提高交換效率，降低雙方的交易風險，同時也提高委

外專案的成功機率。 

第一節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策略分析 

邱志聖（2006）將「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定義為買者取得產品或服務所需支

付的總成本除以買者從該產品或服務本身所得到的總效益。其中，產品取得總成

本包括成交價格、運費、安裝費、服務費、手續費等，而產品或服務的總效益則

可能包括有形或無形的效益。因此，承包商的行銷策略應朝如何降低客戶的「外

顯單位效益成本」著手，要達到此目的，不外乎將分子（總成本）降低，或將分

母（總效益）提高。從承包商的角度來看，這些降低或提高的作法也呼應波特

（1980）的成本化策略、差異化策略或集中化策略。本研究亦將「外顯單位效益

成本」分為「降低總成本」與「提高總效益」兩方面分析如下： 

一、 降低總成本的方法 

如 Shapiro and Varian（1999）指出資訊有製造成本高昂，但再製成本很低

的特性。這個特性也適用於軟體系統的開發及複製。因此，承包商可以利用這個

特性來降低總成本的 10 種方法如下： 

1. 專注在特定的應用領域 

藉此可以累積寶貴的行業知識，降低學習成本，進而可以針對特定應用

領域的需要，研發出對應的軟體元件或功能模組，產生以下第2點到第4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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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Reusable42, Rapid43, Replicate44）的成本優勢。 

通常客戶會在RFP中以要求提供現有產品的規格、功能說明文件、使用者

手冊、系統展示、甚至是參訪現有客戶等方式來直接要求，或間接暗示，承

包商必須具備類似專案的經驗。因此，如果承包商沒有專注在特定的應用領

域持續耕耘，將會處於相對劣勢。 

2. Reusable；提高程式碼或系統功能模組的再利用率 

在系統開發的過程中，盡量將程式碼或系統功能模組化，當需要再次使

用到這些模組時幾乎沒有成本，而且開發的速度可以加快，系統的品質可以

提高，縮短系統測試的時間，因而降低總成本。 

3. Rapid；建構快速開發框架（Rapid Development Framework；RDF） 

依照軟體開發環境的特性，承包商可以事先將許多行業通用的功能標準

化，建構成一個快速開發框架，就像是在蓋預鑄組合屋一樣，藉此降低總成

本。 

4. Replicate 

在累積夠多 reusable 的模組及隨著 RDF 越來越完整、成熟，承包商就可

提高近乎套裝軟體的系統，可快速重覆販賣安裝，因而大幅降低總成本。 

以上 3R 好像純粹是為了承包商自己的好處，其實客戶也會在 RFP 中藉由

看似不合理的時程要求來淘汰沒有現有產品，或技術、經驗不成熟的承包商。

此舉對客戶的好處是可以不得罪人地將不合格承包商洮汰掉，同時也有機會

以比較好的價格買到成熟的系統或系統開發服務，而提高其成本效益及專案

成功率。 

                                                       
42 Reusable：本研究將 reusable 定義為在單一系統裡的程式碼或功能模組的再利用。 

 
43 Rapid：本研究將之定義為快速開發的能力，這需要經過一些專案的歷練後，整理出一些行業

的通用功能，事先開發好，就像是預鑄屋組合一樣，可以很快把房子的框架完成，再根據個別需

求去裝修一樣。 

 
44 Replicate：本研究將之定義為比 Rapid 更高一級的再利用，是將近套裝軟體（package）的

程度，可以重覆販賣安裝，但可依客戶的需求提供不同程度的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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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用協同作業（Collaboration）及溝通（Communication）科技工具 

如本論文第肆章、第三節（影響應用軟體委外專案成敗之因素）所述，

使用者的參與及密切的溝通是委外專案成功的基本要項之一。然而，溝通需

要很多時間成本及差旅成本，特別是需要遠距溝通的委外專案更是如此。因

此，承包商可以透過協同作業及溝通科技工具的運用，例如專案入口網站45、

即時訊息46、影像會議等科技工具，降低雙方的總成本。 

6. 建構標準化的系統開發流程，例如CMMI（請參閱註腳35，第68頁），以降低

因品質不良的重工（rework）成本 

朱慧德（1999）將Juran et al，（1951）等提出的品質成本（Cost of 

Quality）理論運用於資訊系統開發的研究中發現：傳統資訊系統發展過程中

對於品質成本的負擔，用於規劃、分析、設計與製作的預防成本僅占4％，用

於測試的鑑定成本約占10.5％，然而用於應付使用者抱怨所做的系統更新與

維護的內部失敗成本與外部失敗成本的總和卻高達85.5％。因此，建立標準

的系統開發流程，可降低品質不良的重工成本，因而降低總成本。 

截至目前為止，我國政府採購尚未將CMMI的認證當做是選商的必要條

件，頂多是在RFP上說明將對有認證的承包商給予加分。但隨著取得認證的承

包商愈來愈多，不斷有人建議應該將此認證列為選商的必要條件。所以，過

去是加分的優勢，在未來將成為只是承包商可以參加競標的入場券，承包商

應及早準備。依實務經驗，民營企業很少在RFP上特別要求承包商要有CMMI

的認證，但大多數會要求提供標準系統文件，其實對承包商來說是一樣的，

因為這些要求都是要有成熟的品質管理系統才能達成。 

                                                       
45 專案入口網站（Project Portal）為一種專為專案管理設計的入口網站，可以在網站上公佈專

案訊息、進度、交辦事項、儲存文件、原始碼、個人 Blog、Wiki 等功能，就像是一個虛擬的專

案辦公室一樣，專案成員只要可以上網，就可像是在同一個辦公室內工作一樣。同時，以往專案

成員除非是一起開會，否則得一個個溝通或靠 e-mail 做集體溝通，現在只要對著 Project Portal

溝通，Project Portal 會發 mail 通知相關人，他們一登入網站就可看到最新的訊息或文件，因

而可以大幅降低專案管理及溝通成本。 

 
46即時訊息（Instant Message），簡稱 IM，例如 MSN、Yahoo Messager, Skype 等，大多為免費

工具，可以提供即時的文字及語音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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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立標準文件範本 

系統的開發與文件的撰寫同等重要，但大多數的技術人員寧願開發系統

也不願意寫文件，主要是因為缺乏訓練或沒有意願。一個系統缺少文件，或

文件的品質不良，跟系統的現況脫節時，將造成系統維護困難，且維護成本

高漲。因系統文件不是文學作品，但求實用、正確、與直接了當，所以提供

範本讓技術人員容易複製修改，不但可以提昇技術人員的生產力，又可降低

系統的維護成本，進而降低總成本。 

一般來說，客戶大多會在RFP上明白要求承包商必須提供系統文件，但多

數的爭議來自於客戶認為承包商所提供的文件不足或不符合標準。因此，事

先提供標準文件的範本給客戶審查，取得核准後再據以發展正式的文件，將

有助於降低專案成本及雙方的可能爭議。 

8. 靈活運用不同的軟體開發生命週期模式 

如本論文第貳章、第四節（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相關理論）所述，承包商

可以因應不同的專案情境，選擇使用或混用不同的軟體開發生命週期模式，

以便在專案初期即可有效地排除因需求誤解、技術可行性尚待驗證等風險，

這會有助於降低總成本。 

在實務經驗上，比較有專案管理經驗的客戶都會在 RFP 上明確規範階段

性審查，以確保承包商的專案進度有依計畫在進行。因此，承包商如會靈活

運用不同的軟體開發生命週期模式，將可充份利用階段審查的機會，取得客

戶的需求確認或應配合事項的承諾，而順利推進專案進度。 

9. 配置最佳化人力組合 

一個專案總有些工作需要高度的技術及經驗，例如系統架構設計，也有

些是比較照表操課的工作，例如系統測試。因此，依工作需求配置適當人力

組合，才能提供最低總成本。否則，都用沒有所需技術及經驗的人，成本雖

低，但只會壞事；同樣地，都用高階人力，雖然成功率會提高，但也浪費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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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專案資訊透明化，以降低隱藏成本 

如本論文第伍章、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業務特性的第 5 點所述，應用軟體

開發委外對買賣雙方都有很多的隱藏成本，包括管理成本、成員間的溝通成

本、品質不良的成本等，承包商可以透過定期的專案會議，甚至開放專案入

口網站讓客戶也可以加入，以使專案資訊透明化，以降低雙方的隱藏成本，

進而降低總成本。 

在實務經驗上，客戶一般都會在 RFP 上要求承包商必須定期召開專案會

議或提出專案進度報告，但這些定期會議的作用其實不大，因為專案的問題

非常機動，必須隨時協調、處理、應變，不可能等到定期會議時才來解決，

又其所能報告的多是專案的落後指標。所以，如果可以設置專案入口網站，

並開放客戶也可以加入，將對專案資訊的透明化有很大的幫助。 

二、 提高總效益的方法 

要降低客戶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另一個手法是將分母加大，亦即提高

客戶的總效益，可採行的 6個方法如下： 

1. 深入了解客戶的需求 

本論文第肆章本文第 1 點即提到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的行銷對象是組織，

而非個人。因此訴求的對象是一群人，這群人可能有不同的經驗、背景、職

責、及偏好，他們因此對系統需求的重點也會有所不同。例如，管理者關心

的是系統能夠提供什麼經營資訊，這些資訊是否富有策略意涵，可以根據這

些資訊做出什麼決策，這些決策可以產生什麼績效等。而使用者關心的是作

業流程是否和現況或習慣相符，系統是否簡單好用，防呆機制是否具有彈性

又有效，是否可以隨時提供各種報表以回答主管千奇百怪的問題等。 

當客戶的需求有衝突時就是承包商可以展現價值的機會，因為承包商可

以藉此引導客戶再次釐清系統的策略目標，分享其他行業的最佳實務經驗，

與客戶一起深入檢視作業流程是否應該重整，再次確認真正要服務的對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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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如果服務的對象是客戶的客戶，或客戶的上下游廠商，那麼這些需求是

否可以滿足他們的期望等。透過這樣深入的探討，承包商可提升客戶的總效

益。 

2. 提供整合性的系統 

一個系統很難做到完全地自成一個體系，例如一個 CRM 系統一定不會從

接單做到採購、出貨、開發票，甚至到產生財務報表，因此一定會有與其他

內、外部系統介接（interface）的需要。承包商可以藉由提供更多、更自動

化的系統介面跟其他系統整合在一起，而對客戶提供更高的總效益。 

3. 專業 know-how 的分享或異業經驗的借鏡 

一般來說，客戶對本業的知識與經驗一定比承包商強，但在資訊科技的

趨勢與應用，以及在其他行業鍛練出來的最佳實務經驗，反而是承包商可以

貢獻的地方，經由這些寶貴經驗的分享，承包商可以提高客戶的總效益。 

在實務經驗上，我國客戶的 RFP 絕大多數都是封閉式的，也就是說並不

歡迎承包商提出不同的建議。反觀美國的一些大廠，例如 Martin Marietta

（Lockheed Martin 的子公司之一）、Hughes Network Systems 等，在其 RFP

上的標準條款之一就是歡迎承包商可以提出更有成本效益的建議或規畫，不

一定要 100%照 RFP 來提出建議書。由此可見，外國的客戶是比較尊重，以及

會運用承包商的專業 know-how 及異業經驗的。 

4. 關注客戶使用系統前後效益的差別比較，並持續更新系統功能，以不斷提高

客戶的總效益 

隨著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進

步，再加上行業間的界線越來越糢糊，新的競爭者不知何時會從哪個產業冒

出來，因此，今天效率還不錯的資訊系統，明天就不見得還適用。如果承包

商可以主動提供或快速回應客戶的需求，配合科技進步或競爭態勢的改變而

持續更新系統功能，將可以大幅提高客戶的總效益。 

5. 配合客戶的資訊政策，使用客戶慣用的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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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稍具規模的公司都有成文或不成文的資訊政策，傾向單純化其資訊

平台，主要是為了管理方便、增加議價空間、降低維運成本、系統間可以相

互備援，以及人員訓練等理由。因此，如果承包商可以配合客戶的資訊政策，

使用客戶慣用的資訊平台，也將對提高客戶的總效益有所幫助。 

6. 分析「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改變 

在系統上線一段時間後會進入穩定狀態，此時客戶會開始覺得所付出的

維護費用有些浪費，因而在後續的維護合約議價時通常都會要求承包商要逐

年降價。有趣的是大多數外商的維護合約策略是逐年調漲，更有些強勢的外

商會要求客戶將之前沒有簽約的維護費都在重新簽約時要補足，否則拒絕提

供版本更新的服務。這當然牽涉到市場的獨佔力以及客戶的專屬陷入成本的

議題，請容在本章第四節再深入討論。 

以被客戶要求逐年降價的承包商來說，可以增加客戶總效益的維護服務

是從「問題解決」導向的服務提昇為「問題預防」導向的服務，因為系統使

用得愈久，資料量愈大、硬體及系統平台的穩定性會愈來愈差，萬一系統損

毀或出錯，客戶的損失將難以估計。再加上客戶難免會有人員異動，如果交

接不夠詳實，將對系統的運作有不良的影響，因此承包商所提供的定期系統

健檢、性能調校、人員訓練、應用系統及平台的版本更新，都將增加客戶的

總效益。 

第二節 資訊搜尋成本策略分析 

除了本章第一節所述那些容易被觀察到，可以被客觀判斷的「外顯單位效益

成本」外，客戶的購買決策還受到一些不易被察覺、衡量、以及大多屬於買者個

人主觀知覺的成本所影響，這些成本包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

以及「專屬陷入成本」。邱志聖（2006）將這些成本統稱為「內隱交換成本」。

本節及以下兩節將分別就這些「內隱交換成本」進行策略分析。 

買者的「資訊搜尋成本」的發生是因為買者對於所要購買的標的物不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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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投入時間及成本去搜集資料，以減少資訊不對稱，並確保標的物會符合

需求。當產品的供應廠商愈多、產品的規格愈複雜、產品的品質差異愈大，以及

產品的重要性愈大時，買者的「資訊搜尋成本」也愈高（邱志聖，2006）。應用

軟體開發委外專案的選商，完全符合這些的特性，尤有甚者，應用軟體開發產出

的品質，在專案完成之前，客戶根本無從完全驗證。由此可見客戶要選出一個滿

意的承包商，所要付出的「資訊搜尋成本」是很高的。對承包商來說，這其實是

個好現象，因為將有機會在降低客戶的「資訊搜尋成本」以及其他兩項內隱交換

成本上努力，而不必只能在「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上作價格競爭。 

在深入了解從客戶的角度看應用系統開發委外專案之業務流程後（如第肆

章、第一節所述），承包商應該了解當客戶處在「步驟 2：收集市場狀況及可能

的承包商」及「步驟 3：定義系統需求及發出「提案徵求書」」時，是其「資訊

搜尋成本」最高，也是最關鍵的時刻。承包商除了投資於業務團隊，時時在所選

定的目標市場收集業務機會外，更可運用下列 6種方法來降低客戶的「資訊搜尋

成本」： 

1. 清楚的定位 

軟體開發廠商的定位可以是從技術面、應用面及行業面來著手。承包商

可以擇一或混合這些定位以達到清楚定位的目的。 

 以技術面來定位指的是以承包商所專精的開發平台，例如專屬微軟

（Microsoft）的.net或比較開放的Java技術，專精的資料庫，例如甲

骨文（Oracle）的RDB、IBM的DB2或Informix、或微軟的SQL Server等

來定位。以技術面定位的好處除了有助於技術人才的吸引與培養、資源

調度靈活及易形成經濟規模外，對客戶「資訊搜尋成本」最大的貢獻是

可以藉由與原廠的夥伴關係，利用其行銷資源、客戶關係、及技術社群

的影響力，建立起技術領導廠商的形象，而達到降低客戶「資訊搜尋成

本」的目的。 

 以應用面來定位指的是以承包商所專精的軟體應用領域來定位，例如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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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於業務、財務相關的CRM、ERP等，或與業務流程相關的BPM，或流程

後端的workflow engine等。以應用面來定位的好處是比較符合客戶的

資訊搜尋邏輯，因為客戶如果需要委外開發一個系統，首先會搜尋有哪

些廠商有該系統的開發經驗，因而可以降低客戶的「資訊搜尋成本」。 

 以行業面來定位指的是以承包商所專精的行業別來定位，例如專精於金

融、零售、還是製造業。以行業別定位的好處是可以累積行業專業知識、

人脈、口碑，還有行業的同業公會可以做為行銷管道，精準地接觸到目

標對象，因而可以降低客戶的「資訊搜尋成本」。同一行業的問題其實

大多大同小異，如果承包商是以行業別來定位，則比較有機會快速累積

可再利用軟體模組，這對降低客戶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會是一個重

要的貢獻來源。 

2. 突顯的產品定位 

市場上可以從事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服務的廠商很多，因此除了第1點的

以技術面、應用面及行業面來定位之外，建議承包商亦應在產品上找出特

色，以進一步降低客戶的「資訊搜尋成本」。承包商在開發委外業務的產品

有兩種，一種是開發服務，一種是服務後所開發出來的應用軟體。開發服務

的重點是「流程」及「人」，「人」的特色可以是「態度」、「經驗」及「能

力」，其中「態度」跟「經驗」在服務業是最重要的特色，但可惜的是難有

客觀的標準。人的「能力」最佳佐證就是取得國際認證（請參閱附錄一、2006

最熱門10大IT證照）。同樣地，「流程」可以視為是「組織的能力」，也有

國際認證，例如ISO系列及CMMI（請參閱註腳35，第68頁），可以佐證。承

包商應可在開發服務上突顯這些特色。 

至於服務後所開發出來的應用軟體特色，可以是「彈性化」，可透過系

統參數的調整滿足大部份作業狀況，可以是「大型化」，可在極短時間內處

理數量龐大的資料，可以是「國際化」，可應用於跨國的企業，也可以是「整

合化」，可將客戶的上下游及客戶納入系統運作，以追求最高的系統整合效



98 
 

益。 

3. 長期一致的定位 

在以上第1點（清楚的定位）及第2點（突顯的產品定位）定位清楚後，

對大多數是中小企業的軟體開發業者來說，最難的就是是否有能力及勇氣去

拒絕一些會混淆定位且短暫的機會，而保持長期一致的定位。要判斷哪些機

會應該接受、哪些應該拒絕，經營者除了要有眼光、高度的自信、勇氣與膽

識之外，還要有夠深的口袋，否則壯志未酬公司先倒，再好的定位也是枉然。

為此，軟體開發業者應將珍貴的資源投資在那些可長可久、可操之在我的定

位上，例如以行業的特定應用定位就會比以技術面定位要能持久，因為資訊

科技變化太快，且掌握在原廠手上，廠商好不容易培養出來的核心能力常會

被不斷推出的新技術淘汰。 

4. 整合行銷組合 

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大多是專案型47的業務，廠商間的競合關係又多變，

因此4P（Product, Pricing, Promotion, Place）行銷組合的延續性通常不

若其他產業那麼重要，反而與承包商事業策略的呼應比較重要。在實務上，

我們常會看到一些公司把願景、使命定為創造客戶價值、客戶滿意、誠信、

獲利、品質第一等名詞，而實際上卻不斷在低價搶標各種沒有核心能力或競

爭優勢的專案，結果當然是把專案做爛、客戶不滿意、公司也無法獲利。在

這種情況下，不論如何努力，都無法達成願景、使命的目標，主要原因是誤

把那些冠冕堂皇的願景、使命當作名詞，而不是動詞的關係。 

5. 活用不同的溝通通路 

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因為牽涉到客戶的策略優勢是否可以落實，所以其涉

入程度必然比一般產品的採購高，特別是負有策略成敗責任的高階主管、負

                                                       
47 根據 PMI PMBoK®對專案的定義，專案的兩大特性為 temporary and unique，temporary 不是

指「暫時」，而是指有明確的起訖日期，強調在「一定期間內」必須完成預定的工作及交付項目

的意思。而 unique 即是認為每個專案都是獨特的，就算同樣的系統已經開發了很多次，但因為

客戶不同，參與的人不同，就算是獨特的，所以還是必須做完所有該作的範疇、時程、成本、品

質、人力資源、溝通、風險、採購及整合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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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專案成敗責任的規劃單位、資訊單位、以及使用單位的相關人員（我們可

以統稱這些人為專案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這些利害關係人因其專業背景及職務責任不同，可以接觸到他們的管

道、與之溝通的方式，以及他們對於產品資訊需求的重點及詳細程度，也都

必然不同。為了降低不同利害關係人的「資訊搜尋成本」，承包商應該準備

不同重點、不同詳細程度的產品資訊，以便可以適時適地的提供。例如，與

高階主管的接觸可能是在社交場合，所要提供的訊息應著重於承包商是可以

考慮的合作夥伴，並取得將指派人員進行技術評估的承諾。與規劃單位及資

訊單位接觸的場合可能是在產品發表會或正式的拜會簡報、專業的研討會、

網路搜尋引擎、公司的網站等，最好能夠提供比較中性、有知識含量、少帶

sales talk的技術說明或產品白皮書（whitepaper）。而與使用單位的溝通

重點應該比較落在系統的彈性、操作的便利性、教育訓練的完整性、以及支

援服務的即時性等。 

6. 善用網際網路的資料與互動性 

因為應用軟體開發委外與電腦、網路、資訊等息息相關，所要溝通的對

象應有電腦及網路的使用能力，所以承包商應善加利用網際網路來降低客戶

的「資訊搜尋成本」。公司網站可以提供產品資訊流覽或下載、發行電子報

供訂閱、購買搜尋引擎的關鍵字、有知識含量的文章被各種blog轉載、在維

基百科48上提供公司及產品的相關訊息、利用社交網站（例如Facebook、

YouTube等）提供產品訊息等，都是可行的方法。 

第三節 道德危機成本策略分析 

邱志聖（2006）認為「道德危機成本」是一種風險成本，指的是買方懷疑賣

方的產品或服務是否真正能達到交換完成前所宣稱或承諾的功能。根據這個定

                                                       
48  維基百科為一開放性的網路百科全書，任何人都可以在上面開闢新的條目，並編輯內容，其

網址為 www.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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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我們可以將「道德危機成本」視為是客戶對承包商信任程度的檢驗計，如果

客戶主觀地知覺承包商「有可能」無法提供所宣稱或承諾的功能時，則會降低對

承包商的信任程度，另外花時間與成本以採取適當的防制措施來降低被騙的風

險，因而會提高其「道德危機成本」。一旦客戶感覺承包商的道德危機風險無法

有效降低時，客戶會傾向於不與之交易，轉而尋求比較可靠的供應商。 

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專案的交易特性是雙方在簽約時，所依據的是客戶提出的

RFP，以及承包商回覆的建議書，對於最終要交付的應用軟體系統，可能只有高

階的需求描述，真正的細節要在進入軟體開發生命週期才能逐步釐清、確認。而

最終建置完成的軟體系統是否能夠滿足客戶的需求，客戶主要人員的參與及投

入，與承包商的投入占有同等重要的影響。在這些特性下，承包商必須秉持著將

心比心的態度，從客戶的立場來思考道德風險，進而提供可行的措施，並確實執

行，才可逐步建立客戶的信任。建議承包商可以透過以下 13 種方法來降低客戶

的「道德危機成本」。 

1. 主要參與人員的承諾 

一般提供解決方案型服務49的廠商為了爭取業務，都會將最有經驗的人

員放在售前建議及高階規劃階段，以贏得客戶的信心，但在簽約後往往會將

專案交給比較資淺的人員執行，對專案不再聞問。這對當初因為信賴資深人

員而選擇該承包商的客戶來說，落差太大，有被欺騙的感覺。 

在實務上，有些客戶已經學聰明了，會在合約內載明那些重要人員必須

參與專案的執行，如果需要換人，所提供的替代人選必須有同等的資歷，並

經客戶審核通過後才能替換。某國營企業，甚至在合約內規定重要人員在專

案完成前如果替換超過一定比例，則每超過一個人，承包商要被罰款若干

元，以降低承包商指派資淺人員充數，或因高人員流動比率，對專案造成負

面影響的「道德危機成本」。 

                                                       
49  解決方案型服務（solution-type services）的特性是需要複雜的售前（presales）建議及

高階規劃階段、簽約後的專案執行建置階段（implementation or deployment）、以及提供較長

時間的售後（post-sales）服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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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的操作方式是客戶會在 RFP 上要有一個章節要求承包商提供關

鍵人員履歷，並給予評分。在簽約時，要求幾個最重要的關鍵人員，通常是

專案經理、系統分析師、顧問等，必須在合約內列管，非經客戶同意，不得

替換。至於其他專案人員，則可規定當超過一定比例的流動時會有罰款機制。 

以上機制或會降低承包商資源調度的彈性、也會減少收入、增加人事成

本等，但相對於可以降低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以及確保專案可以成功，

特別是針對第一次交易的客戶，藉此所建立起來的信任感，將是一個值得的

投資。 

2. 程式原始碼託管 

應用軟體系統建置對客戶而言是策略執行的一環，也是一種長期投資，

為確保系統可以隨著經營需求而調整，需要持續地維護。而當初選擇委外開

發，即基於策略考量或利益比較後的決策，所以有很大的可能需要靠原來的

承包商來繼續提供維護服務。 

然而，承包商有自己的事業策略，也不確定是否可以存活那麼久，所以

客戶最擔心的是承包商是否可以持續提供系統維護的服務。這個擔心是有道

理的，因為根據行政院主計處所發佈的第十一次（2006）「全國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統計（如第參章、第二節我國資訊服務業發展現況的分析），與第

十次（2001）的普查相比，「6201-電腦軟體設計業」的廠商減少了 424 家

（12.84%），雇用人數減少了 6,765 人（18.15%），收入總額減少了約 393

億元（32.72%），而雇用人數在 9 人以下（少於平均人數 11.4 人者）的企

業共有 2,343 家，占比更高達 81.5%。可見其經營規模普遍偏小，進入與退

出門檻都低。 

就算承包商還存活著，但是否還有能力；例如原來的技術人員已離職，

或有意願去維護一個舊系統，也是堪慮。儘管如此，客戶可能也不願意付些

錢把程式原始碼買斷，有時是太貴買不起，或者就算是買了程式原始碼，但

因為沒有專業人員可以維護，反而會造成更多問題。 而承包商呢？要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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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原始碼賣掉，特別是有利基的技術或是有市場潛力的產品，就怕賣了一套

以後，變成公開的技術，整個市場就斷送掉了。要把公司賴以為生的基礎賣

掉，當然也是百般的不願意。 

為了解決這個難題，雙方可以與第三方託管公司簽定「程式原始碼託管

合約」（Source Code Escrow Agreement，詳細條款請參閱附錄二、程式原

始碼託管合約範例），其操作方式是由客戶付費給託管公司，請承包商將程

式原始碼及系統設計文件存到託管公司。在將來，如果承包商因為某些理由

不願意或無法再提供維護服務時(稱為達到釋出條件；reach release 

conditions)，客戶可以要求託管公司將程式原始碼無償地釋出給客戶，以

便客戶可以自力救濟，或將之移轉給合適的廠商繼續提供維護服務，不至於

因為承包商的退出市場而無辜受害，求救無門。 

當 RFP 或合約沒有規範程式原始碼應該交付給客戶，或客戶並不以取得

程式原始碼為目的，或客戶不願另外付費以取得程式原始碼時，透過「程式

原始碼託管合約」的簽訂，應可有效地降低客戶有關長期服務的「道德危機

成本」。 

3. 長期維護及維護價格的承諾 

如果認為將程式原始碼託管太麻煩，有類似效果的是雙方可以在合約內

簽訂，在多長的期間內承包商不得拒絕提供系統維護服務的條款。同時為了

避免每年在維護費用上的爭議，也可事先約定每年費用調整的機制，例如以

上一年度物價指數的變動數加上 3%為新年度維護費用的計算基礎。如果客

戶有這樣的需求，建議一定要在 RFP 裡說清楚，以便承包商可以事先評估，

而不是在簽約前才發生爭議。 

4. 智慧財產權歸屬的約定 

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專案所開發出來的系統，因為是客戶及承包商雙方共

同合作的結果，其智慧財產權的歸屬常是雙方爭執的焦點之一，故建議雙方

宜事先約定。如果系統是 100%為客戶的需求而重新開發的，問題將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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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如果是在承包商既有的（特別是在其他廠商所提供的）系統上開發時，

則要考慮的範圍就比較複雜。不過，一般來說，在應用軟體智慧財產權的歸

屬上，協商的焦點不外乎擁有者是誰、擁有的範圍及權利如何、授權給誰、

被授權者可以使用的範圍（例如只限在台灣的母公司使用，子公司或關係企

業得另外取得授權，不得重製、反向轉譯、公開發表、轉售、移轉等）、保

證（沒有侵犯他人的智慧財產權）及責任（如有侵犯時應負的責任）等。雙

方事先的共識與約定，會有助於降低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 

在實務經驗上，我國的客戶通常都認為既然花錢購買系統，理當擁有所

有的智慧財產權，特別是政府機關、金融機構等，都在 RFP 裡明白規範要求

擁有所有的智慧財產權。如果要認真執行，我國就不會有軟體服務業，因為

所有的業者都會因為在已沒有智慧財產權的系統上繼續開發，或又賣給其他

客戶，因而違反智慧財產權而坐牢或倒閉了。 

反觀國外的客戶，或是國外的業者到我國賣軟體，則是很清楚地規範客

戶所取得的只是系統的使用權，甚至還有授權年限的規定，超過授權年限後

如要繼續使用，還需再次付費購買新的使用權。這個基本觀念的差異，讓我

國軟體業者的獲利能力完全不能與外國同行相提並論，難怪我國的軟體服務

業都是小企業，而且無法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5. 保密及專屬系統的承諾 

如果在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的過程中會知悉客戶很多的營業秘密及獨有

的經營 know-how 時，承包商主動地提出保密及專屬系統的承諾（多少年內

不會幫其他客戶開發類似功能的系統），亦會有助於降低客戶的「道德危機

成本」。 

一般在 RFP 及合約上都會有保密協定的要求，但多半僅止於營業秘密的

部份，因此如果承包商主動地提出專屬系統的承諾，將會加強客戶的信任，

而有機會與客戶發展出更密切的策略夥伴關係。 

6. 現有客戶的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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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既有客戶言之有物的證言、願意在產品發表會或其他公開場合上

站台，另外，安排客戶到沒有競爭關係的客戶做現地參訪（site visit），

這些舉措對於降低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都有幫助。 

7. 提供專案管理工具使專案資訊透明化 

如本章第一節第一段（降低總成本的方法）第 10 點所述，專案資訊透

明化不但有助於降低客戶的管理成本，更有助於降低「道德危機成本」。因

為承包商在最後交付系統供驗收測試前，其專案進度、品質等都只能靠承包

商專案經理的定期報告，實務上不乏一路報告如期的專案在最後關頭卻交不

出來的烏龍案例。因此，承包商如能主動提供專案管理工具給客戶，讓客戶

可以透過網路隨時掌握專案進度及品質，不必再擔心專案經理是否在報喜不

報憂，操弄專案進度，這對降低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應大有幫助。 

8. 彈性運用不同形式的合約 

如圖 23 所示，合約其實可以有不同的形式，從對賣方風險最高的固定

金額（FFP）合約，一直到風險最低的成本加成（CPPC）合約。因為買賣雙

方在合約形式上是零和的關係，所以對買方而言風險的高低正好與賣方相

反。 

 
圖 23－各種合約形式與買賣方的風險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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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高低在此的定義與他處不同，對承包商而言，簡單的說就是收入與

成本間可能落差的程度；對客戶而言，就是對要獲得合約標的所要付出多少

成本的把握程度。因此，FFP 合約對承包商是收入已經被固定，至於要花多

少成本才能完成客戶的需求50，這個風險就完全落在承包商身上，所以風險

最高。相對於客戶，因為要付出的成本已經固定，所以完全沒有風險（但有

可能買得太貴的風險，但不在此討論範圍）。 

準此，以國內的交易習慣，絕大部份的合約都是採用 FFP，但它其實是

比較適用於買賣規格明確、容易定義與衡量的標的物。另一邊的極端是固定

金額加獎金（CCPC）合約，比較適用於研發專案，例如第一次要發展太空船，

其範疇、規格、內容、甚至連是否可行都是未知數，合理成本根本無從估算，

故無法以 FFP 合約處理，因而必須採用 CCPC 合約來發包。 

以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的特性，成本加獎金（CPIF）的合約形式應該是比

較適合的選擇。其主要的內容是由雙方事先同意一個目標成本及承包商應得

的利潤，以及如有節省或超支時，雙方的分攤比例。玆以兩個例子說明如下： 

案例一： 

目標成本為 1,000 萬，承包商的應得目標利潤為 100 萬，所以客戶的預

計總支出為 1,100 萬，責任分攤 70:30。在雙方的密切合作及努力下，結果

以 800 萬完成系統的開發，節省了 200 萬，依責任分攤 70:30，客戶節省 140

萬，承包商可多得 60 萬。所以最終客戶只要付出 960 萬（800+100+60=960），

而承包商可以得到 160 萬（100+60=160），得到雙嬴的好處。 

案例二： 

背景參數如案例一，唯一不同的是在開發過程中有些需求不明確，軟體

的品質也未盡理想，結果以 1,200 萬才完成系統的開發，超支了 200 萬，依

責任分攤 70:30，客戶得多付出 140 萬，承包商也得負擔 60 萬。所以最終

                                                       
50 根據 PMI PMBoK®，如果承包商所需的成本低於收入，是為正面的風險，稱為「機會」，應該採

取開發、分享、強化、或接受等回應策略，努力促成其發生。如果成本會高於收入，是為負面的

風險，應該採取避免、轉移、減緩、或接受等回應策略，以降低其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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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得付出 1,240 萬（1,200+100-60=1,240），而承包商只能得到 40 萬

（100-60=40），雙方都對專案的品質及成本控制不良付出代價。 

在國內要讓客戶接受成本加獎金（CPIF）的合約形式，首先要讓客戶對

承包商的系統開發流程（要有一定的標準程序）、人員的生產力（有合格的

能力及經驗）及工時申報管理、成本認定機制等有信心，也就是要得定客戶

的信任才行，所以適合與已有合作關係的客戶一起試行。因為客戶對承包商

的信心與信任，可以降低後續交易的「道德危機成本」。 

另外，在實務上也有將專案分段的作法，在規畫階段，承包商以按人時

及材料（Time & Material; T&M）的合約幫客戶把需求規格釐清，系統架構

設計好，再以固定金額（FFP）合約發包出去開發，以降低總體成本及提供

專案成功機率，也可降低客戶只能一次發包時的「道德危機成本」。 

9. 專業認證或得獎紀錄 

承包商對於自己的能力、產品及管理制度不斷地自吹自擂，倒不如以取

得專業認證或得獎紀錄來得有效。專業認證可以有針對「人」的（請參閱附

錄一、2006 最熱門 10 大 IT 證照）、有針對「組織」的（例如 ISO 、CMMI）

（請參閱註腳 35，第 68 頁）、有針對「產品」的（例如通過 FDA 認證）。

同樣地如有與「人」、「組織」、「產品」相關的得獎紀錄，也可降低客戶的「道

德危機成本」。 

10. 可以提前解約的協定 

有時客戶為了爭取商機或其他理由，在還沒 100%確定可行前（例如尚

待政府審查通過）即需要開始建置系統，此時如果承包商提供可提前解約的

協定，把在何時解約，及其所需負擔的成本清楚列出，讓客戶不必擔心屆時

爭訟不休或被獅子大開口，這對降低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應有幫助。例

如，合約期間一共 10 個月，前五個月內如果通知解約，每個月的解約費用

是 8%，第六個月後每個月的解約費用是 12%。如果客戶在第三個月時確定無

法通過政府的審查，通知承包商解約，則所需負擔的解約費用是合約金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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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同時這三個月的產出會移交給客戶，以便後續如果要重啟專案時可以

使用。有這些清楚的協議，應可使有可能需要提前解約的客戶降低其「道德

危機成本」。 

11. 與有形象外溢效果的廠商合作 

這在比較複雜，需要不同領域與專長的廠商一起合作才能滿足需求的專

案，是一種必然的選擇，也是常態。因此，承包商可透過與有形象外溢效果

的廠商合作，來降低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 

12. 提供低價或免費試用 

對於一個新進廠商，或是要推出新產品的公司，可以降低客戶「道德危

機成本」的策略其實不多，針對指標型的客戶，提供低價，甚至是免費試用

（如果客戶在目標市場的影響力夠大，值得爭取的話），應是可行的策略之

一。藉由客戶的試用，可以深入了解客戶的行業經驗及作業習慣，據以強化、

改進系統功能，以貼近客戶的實際運作狀況，並應把客戶服務到最好，以期

能爭取到客戶願意為承包商背書、站台的承諾。這些作法旨在降低未來正式

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而非著眼於試用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所以承

包商的眼光要放遠。 

13. 例外狀況的處理 

凡事總有例外，再完整的協議也不可能把所有的狀況都涵蓋，因此，承

包商要有凡事以客戶為第一優先的心態，遇到問題，就以解決問題為第一要

務，事後再來檢討、改善，會比凡事先討論是誰的責任，或是推拖拉到無法

逃避時才出面，更能贏得客戶的長久的信任。但是，這些處事原則只能做，

不能事先說，否則客戶的驚豔及感動程度會不同，甚至會產生錯誤的期待，

而無法達到要降低客戶「道德危機成本」的目的。 

第四節 專屬陷入成本策略分析 

買方於交易完成後會擁有一些有形或無形的專屬資產，有些專屬資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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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為特定交易的不存而減損或消失，因此，買方為了保有這些專屬資產的價

值，只好與該特定賣方繼續交易，此即為買方的「專屬陷入成本」，也就是一般

所說的「被套牢」所要付出的代價。 

在買賣的交換過程，賣方無不希望藉此建構起買方無可替代的專屬資產，增

加其「專屬陷入成本」，使其無可脫逃地被套牢。反之，買方則希望「專屬陷入

成本」愈低愈好，以保有未來可以自由轉換供應商的彈性及自主權，如果買方看

出賣方的「專屬陷入成本」高，則會避免與之交易。所以「專屬陷入成本」的運

用對賣方而言是一把兩面刃，運用得好可以贏得比較長久的生意，運用得不好則

會讓買方掉頭而去。 

以上是從「防守」的角度來看賣方的「專屬陷入成本」策略，其重點在於如

何增加買方的「專屬陷入成本」。如果今天面對的客戶是已陷入在競爭者的專屬

資產上，則賣方的思考應該改為「攻擊」的角度，將策略調整成如何協助客戶從

競爭者的專屬資產跳脫出來，而投入我方的陣營。 

在應用軟體開發委外服務產業，承包商可以採行的「攻擊」策略有以下6種： 

1. 使用經驗的轉移 

客戶的使用者如果已經習慣了競爭者的系統畫面設計及操作流程，則承

包商可設法讓新系統與舊系統有類似的設計，以協助客戶可以無痛苦地

（painlessly，即不必重新學習）將舊系統的使用經驗轉移過來，而降低引

進承包商新系統的阻力。更進一步，承包商應該設法增加一些更好的設計及

功能，使客戶覺得更換系統是有道理的，同時也在不知不覺中增加了有利於

承包商的「專屬陷入成本」。 

2. 舊有系統設備、軟體可以沿用或折價購入（trade in） 

客戶如果已在舊系統上投資了可觀的系統設備及軟體，包含資料庫、作

業系統等，承包商如可盡量沿用那些既有的資產，這可大幅降低客戶在舊系

統上的「專屬陷入成本」而順利轉移到承包商的新系統上。如果舊設備無法

沿用，以一般資訊設備的折舊年限為三年的來說，承包商依其殘值將之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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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也是可行的策略之一。 

3. 針對競爭者的客戶提供特別折扣 

這是最直接了當，也是最容易理解的手段，不過在使用這個策略時要特

別注意，不要有在懲罰老客戶，或是傷害到忠誠客戶的印象。可行的避免方

法是給的折扣是在專案總價，而非明確項目的單價上，例如每個人日

（man-day）的價格，因為每個專案的規模及複雜度都不一樣，所以總價是

無法相互比較的。第二個方法是把折扣給在後續的維護合約，既可避免在專

案建置期間營收的降低，也可因為提供的是不同服務等級合約（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所以也無從比較。 

4. 提供開放標準規格，或高相容性的系統 

已經被競爭者專屬陷入到非要更換系統或供應商不可的客戶，想必對專

屬陷入的手法是知之甚詳，甚至是深惡痛絕。因此，承包商可以採用的策略

是提供開放標準規格，或高相容性的系統，並提供訓練及輔導，以協助客戶

建立自主的系統維護能力。這對客戶來說，能夠站在客戶立場，建議並提供

這些服務的承包商，是一個值得信賴，且低「專屬陷入成本」供應商。但實

際上，這種信賴關係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專屬陷入成本」。 

5. 免費的資料轉換服務、訓練及諮詢 

軟體開發委外廠商一般都認為系統比資料值錢，但對客戶來說，資料才

是無價的，一個沒有資料的系統，對客戶來說，只不過是一堆昂貴的電路板

而已。因此，有很多客戶被特定資料格式的系統綁住，無法升級或轉換系統，

忍受著很高的「專屬陷入成本」。承包商如果可以提供免費的資料轉換服務，

或是提供訓練及諮詢，協助客戶自己轉換（因為資料機密性的原因），將可

幫客戶從高「專屬陷入成本」解脫出來，而轉換到承包商的新系統。 

以下將討論承包商可以採行的「防守」策略，共有下列5種： 

1. 特有的使用知識 

雖然應用軟體開發委外大多是由客戶主導需求規格，但承包商還是有機



110 
 

會可以運用其在資訊科技方面的知識優勢，主導整個系統的設計觀念，藉以

引導客戶接受一些特有的、為其量身訂做的貼心功能，以培養客戶的獨特使

用習慣。但如果站在「攻擊」策略第1點（使用經驗的轉移）的反向立場，

光是培養客戶在特有使用知識的「專屬陷入成本」層次還是不夠高，容易被

摹仿、取代，因此承包商應該在其他方面加強。 

2. 讓客戶更能掌握系統 

傳統觀念認為封閉的系統與獨門的知識才能把客戶套牢，因此會害怕與

客戶分享系統的know-how，怕客戶學會了以後就不再依賴自己。但在現代的

商業及網路時代，每個組織都在找尋自己在產業價值鏈上獨特定位，只有誠

心誠意地把客戶當作策略夥伴看待，並隨時確定自己在專業領域裡比客戶及

競爭者能夠做得更快、更好、更便宜（faster、better、cheaper）才是王

道。因此，承包商可以讓客戶更了解系統的設計觀念或將客戶的觀念納入，

幫客戶培養必要的技術能力，甚至讓客戶自己可以改善系統效能，協助客戶

根據系統的特性發展出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如此無形中客戶就會建構起很深厚的「專屬陷入成本」。因為軟體

開發非客戶的本業，又因為承包商做得又快、又好、又便宜，態度上又乖巧，

客戶覺得自己的掌握程度又很高，所以會很享受這種「專屬陷入成本」，這

才是承包商要在委外這個行業成功的高招。 

3. 特有的整合能力或服務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系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所以每家公司必然會有多

個系統，各自負責不同的應用。在多系統的環境下，為了達到最大效益，「整

合」是必然的需求。很多客戶在選擇系統時不一定會選擇「最好」的系統，

因為只要那個系統無法被整合，那就會形成一座資訊孤島，成為運作效率提

昇的障礙，「最好」的系統也就失去意義了。為此，幾乎沒有一家軟體廠商

敢不提供整合介面的。然而當大家都提供標準的整合介面後，下一個戰場就

會移到誰的整合彈性最大，具有最高的相容性，是否願意為客戶的特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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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製化的功能及服務等，這些項目就成為新的決戰點。能夠在這些決戰

點上贏得勝利的承包商，就會讓客戶增加對他的「專屬陷入成本」，這好比

是在客戶的系統拼圖上，當其他系統都歪歪扭扭的散在那裡時，而只有特定

的承包商有能力把這些系統間的縫隙填滿，那麼這個承包商將很難被拔掉。 

4. 忠誠客戶的優惠計畫 

軟體系統是有生命的，它必須透過維護服務才能讓系統有能力因應事業

策略的調整、外界環境的變化、內部作業程序的優化、客戶需求的轉變等因

素，而持續發揮應有的效能。又通常維護合約為每年一簽，客戶會擔心承包

商藉此拿翹，年年要調漲維護費用，而承包商也會當心如果客戶不再簽約，

則原來的提供維護服務的技術人力將會成為包袱。為解決雙方這些不確定感

及每年簽約的交易成本，承包商可以透過一簽多年的維護合約，提供忠誠客

戶比較優惠的維護服務，以增加合約期間客戶的「專屬陷入成本」。 

5. 無形的專屬資產 

當客戶與承包商雙方人員在經過一段痛苦的專案建置過程後，大家已從

陌生到熟悉，因相互了解而使溝通更有效率，也建立起革命情感及信任關

係，這些對雙方來說都是很珍貴的「專屬陷入成本」。在實務上不乏承包商

在爭取現有客戶的新業務時占盡優勢的例子，過去我們會認為是因為天時、

地利、人和的關係，而實際上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客戶認為跟新的廠商雞同

鴨講，溝通起來太累，而寧願跟現有的承包商繼續合作，「享受」這種「專

屬陷入成本」的好處。 

6. 心理層面認同的專屬資產 

以軟體開發委外產業來說，廠商要建立客戶的心理層面認同的專屬資產

比較困難，除非是承包商在特定領域的占有獨特的領導地位，或是擁有很好

的公益形像。不過，這些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軟體開發服務廠商來說，距離

似乎有些遙遠。但是，在一些特定（同質性很高）的市場，例如以前公營銀

行在建置海外分行系統，倒是有個類似心理層面認同的案例可以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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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是當第一家省屬行庫在海外分行以某個廠商的系統建置完成

後，可能不見得是最好的，也不是最便宜的系統，但對於後進的同業，只要

照抄第一家的計畫書及預算，即可輕意通過省議會的審核，因而沒有一家省

屬行庫願意標新立異，採用不同的系統。這當然跟主事者的心態及工作文化

有關，亦即「別人能用，我們一定也能用，如果有不滿意，一定是使用者的

問題，不會是選系統的人的問題」。另外，這種現象也可以「先行者優勢」

（first mover advantage）來解釋，本論文則認為這種心理層面的認同也

是「專屬陷入成本」的一種，提出供軟體開發委外服務業者作為行銷策略設

計的參考。 

第五節 總結 4C 架構分析 

綜合本章第一節到第四節的分析，玆將各種成本的可能策略彙整如表 22－

4C 策略彙整及相關策略說明，以便相互參照及檢視彼此是否有進一步整合或可

以產生更大綜效（synergy）的空間。 

表 22－4C 策略彙整及相關策略說明 

成本類別 策略

編號

策略內容 相關策略及建議 

外顯單位

效益成本

－ 

降低總成

本的方法 

A-01 專注在特定的應

用領域 

A-01 即為波特的集中（focus）策略，也

是 A-02、A-03、A-04、A-12、A-13、B-01、

B-02 及 B-03 的基礎。所以這幾個策略應

該被當作是同一個策略群組，借力使力，

相互拉抬，以達到最大的綜合效果。同時

A-06 及 A-07 的落實也有助於 A-02、

A-03、A-04 的執行。另外 A-01 的選擇也

會影響 B-04、B-05 及 B-06 的執行方式。

故由此可知 A-01 是 STP（segmentation、

targeting、positioning）後的結果，也

是所有 4C 策略的依據。 

A-02 Reusable 

A-03 Rapid 

A-04 Replicate 

A-05 善用協同作業及

溝通科技工具 

軟體開發服務業者自己應該率先使用系

統管理工具來管理專案，不但可以降低管

理成本，展現對資訊科技的掌握能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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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類別 策略

編號

策略內容 相關策略及建議 

可將系統提供給客戶使用，提高客戶的信

心。故此策略應與 A-10 及 C-07 視為同一

個策略群組，一起執行。同時這個策略群

組是達成 D-07 及 D-10 的基礎，所以執行

的先後順序要注意，以免事倍功半，甚至

徒勞無功。 

A-06 建構標準化的系

統開發流程 

A-06 與 A-07 同為承包商品質管理能力的

基礎，也是 C-03 可否獲利，及是否有機

會達成 C-06 及 C-09 策略目的的基礎。同

時要達到 A-02、A-03 及 A-04，也非要靠

此品質策略的落實不可，否則承包商終將

因為軟體品質不良而被自己的高成本拖

垮，或被客戶摒棄。另外，A-08 是 A-06

達到高成熟度的展現，也是是否能夠執行

A-09 的依據。 

A-07 建立標準文件範

本 

A-08 靈活運用不同的

軟體開發生命週

期模式 

A-09 配置最佳化人力

組合 

A-10 專案資訊透明

化，以降低隱藏

成本 

請參閱 A-05。 

外顯單位

效益成本

－ 

提高總效

益的方法 

A-11 深入了解客戶的

需求 

A-11 是 A-12 的前提，也是執行 A-14 及

A-16 的基礎，以及是否可以達成 B-02 策

略的關鍵因素之一，故應特別注意其先後

主從的關係。 

A-12 提供整合性的系

統 

A-13 專業 know-how

的分享或異業經

驗的借鏡 

請參閱 A-01。 

A-14 關注客戶使用系

統前後效益的差

別比較 

請參閱 A-11。 

A-15 配合客戶的資訊

政策，使用客戶

慣用的資訊平台

此為承包商開發平台選擇策略的問題，同

時也跟 C-11 及 D-02 高度相關，有時會互

利，有時會互斥，承包商應審慎考慮。 

A-16 分析「外顯單位

效益成本」的改

變 

請參閱 A-11。 

資訊搜尋

成本 

B-01 清楚的定位 請參閱 A-01。 

B-02 突顯的產品定位 請參閱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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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類別 策略

編號

策略內容 相關策略及建議 

B-03 長期一致的定位 請參閱 A-01。 

B-04 整合行銷組合 B-04、B-05 及 B-06 都跟 A-01 高度相關，

請參閱 A-01。 B-05 活用不同的溝通

通路 

B-06 善用網際網路的

資料與互動性 

道德危機

成本 

C-01 主要參與人員的

承諾 

道德危機成本的所有策略看似斷斷續

續，彼此不大相關，但其主要精神都圍繞

在同一個主題，就是要如何才能建立，或

提高客戶對承包商的信任程度，讓客戶覺

得有雖然把軟體委給承包商開發，但還是

擁有掌控能力，因而願意接受所伴隨而來

的「專屬陷入成本」。 

C-02 程式原始碼託管 請參閱 C-01。 

C-03 長期維護及維護

價格的承諾 

請參閱 A-06 及 C-01。 

C-04 智慧財產權歸屬

的約定 

請參閱 C-01。 

C-05 保密及專屬系統

的承諾 

請參閱 C-01。 

C-06 現有客戶的證言 請參閱 A-06 及 C-01。 

C-07 提供專案管理工

具使專案資訊透

明化 

請參閱 A-05 及 C-01。 

C-08 彈性運用不同形

式的合約 

請參閱 C-01。 

C-09 專業認證或得獎

紀錄 

請參閱 A-06 及 C-01。 

C-10 可以提前解約的

協定 

請參閱 C-01。 

C-11 與有形象外溢效

果的廠商合作 

請參閱 A-15 及 C-01。 

C-12 提供低價或免費

試用 

請參閱 C-01。 

C-13 例外狀況的處理 請參閱 C-01。 

專屬陷入 D-01 使用經驗的轉移 專屬陷入成本的「攻擊」與「防守」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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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類別 策略

編號

策略內容 相關策略及建議 

成本－ 

「攻擊」

策略 

是一體兩面，所以 D-01 與 D-06 相對的，

就看兩邊競爭者誰的功力高，紮的根比較

深，不易被拔掉，或比誰犯的錯比較少。

D-02 舊有系統設備、

軟體可以沿用或

折價購入 

請參閱 A-15。 

D-03 針對競爭者的客

戶提供特別折扣

D-03 與 D-09 相對，競爭雙方比賽看誰比

較了解客戶。在實務經驗上，客戶通常不

會因為純粹的價格因素而倒戈，而是對原

有承包商有不滿意，價格只是引爆炸彈的

那根火柴而已。 

D-04 提供開放標準規

格，或高相容性

的系統 

D-04 與 D-05 都是為了擊破 D-06 及 D-08

而設計。一般來說，每個人都有惰性（或

慣性），組織也一樣，因此，除非面臨很

大的危機，否則要汰換一套系統其實沒有

那麼容易。所以，攻擊策略要成功，攻擊

方必須製造客戶的危機感，或撘一些事件

的順風車，例如千禧年的 Y2K 及即將到來

的民國百年問題。 

D-05 免費的資料轉換

服務、訓練及諮

詢 

專屬陷入

成本－ 

「防守」

策略 

D-06 特有的使用知識 請參閱 D-01 及 D-04。 

D-07 讓客戶更能掌握

系統 

請參閱 A-05。 

D-08 特有的整合能力

或服務 

請參閱 D-04。 

D-09 忠誠客戶的優惠

計畫 

請參閱 D-03。 

D-10 無形的專屬資產 請參閱 A-05。 

D-11 心理層面認同的

專屬資產 

以本論文的研究，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軟

體設計業要成功執行 D-11 的策略，還是

要回歸到 A-01，專注在特定應用領域，成

為該應用領域的標竿或先行者，比較有成

功的機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