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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依本論文第伍章、「從承包商角度來探討應用系統開發委外產業的行銷策略」

的分析，得出承包商可以運用的行銷策略共有 46 個。如果將專案的生命周期依

時間序來區分，可以分為（一）簽約前（或稱「售前階段」；Presales Stage）、

（二）專案執行階段（Project Implementation Stage）、以及（三）專案結案

後（Post-Implementation Stage）等三個階段，再將 46 個行銷策略依其適用性，

按專案生命周期來歸類，可以得出表 23，從表中可以看出不管是在售前、專案

執行中、還是結案後，都有策略行銷活動可以著墨。此為 4C 策略行銷理論與其

他行銷理論（大多只專注在售前的行銷活動）最大的不同點，是其特色之一。 

另外，從表 23 也可清楚看出在「簽約前」可用的策略共有 26 個，占全部策

略的 56.5%，而且除了專屬陷入成本的「防守」策略不適用外，其他成本類別在

這個階段都有策略可用。可見本論文的行銷策略分析是符合「一開始就做對的

事，比把事做對重要」的理念，也符合本研究要透過 4C 策略行銷的角度來探討

如何透過行銷策略，將可能影響軟體委外開發專案失敗的因素，在專案簽約前即

已有效地排除，而提昇專案執行的成功機率的目的。 

表 23－承包商可用 4C 策略統計 

成本類別 可用策略 簽約前 執行階段 結案後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降低總成本的方法 10 4 6 0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提高總效益的方法 6 1 3 2 

資訊搜尋成本 6 6 0 0 

道德危機成本 13 11 2 0 

專屬陷入成本－「攻擊」策略 5 4 1 0 

專屬陷入成本－「防守」策略 6 0 0 6 

合計 46 26 12 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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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專案簽約前、專案執行中、專案結案後可用的行銷策略分別整理成表

24、表 25、及表 26，以方便參考。 

表 24－專案簽約前可用的行銷策略明細 

成本類別 策略# 策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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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Replicate 

A-06 建構標準化的系統開發流程 

A-07 建立標準文件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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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搜尋成本 B-01 清楚的定位 

B-02 突顯的產品定位 

B-03 長期一致的定位 

B-04 整合行銷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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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03 長期維護及維護價格的承諾 

C-04 智慧財產權歸屬的約定 

C-05 保密及專屬系統的承諾 

C-06 現有客戶的證言 

C-08 彈性運用不同形式的合約 

C-09 專業認證或得獎紀錄 

C-10 可以提前解約的協定 

C-11 與有形象外溢效果的廠商合作 

C-12 提供低價或免費試用 

專屬陷入成本－「攻擊」策

略 

D-02 舊有系統設備、軟體可以沿用或折價購入

D-03 針對競爭者的客戶提供特別折扣 

D-04 提供開放標準規格，或高相容性的系統 

D-05 免費的資料轉換服務、訓練及諮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25－專案執行中可用的行銷策略明細 

成本類別 策略# 策略內容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降低

總成本的方法 

A-02 Reusable 

A-03 Ra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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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類別 策略# 策略內容 

A-05 善用協同作業及溝通科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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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提高

總效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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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5 配合客戶的資訊政策，使用客戶慣用的資

訊平台 

道德危機成本 C-07 提供專案管理工具使專案資訊透明化 

C-13 例外狀況的處理 

專屬陷入成本－「攻擊」策

略 

D-01 使用經驗的轉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26－專案結案後可用的行銷策略明細 

成本類別 策略# 策略內容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提高

總效益的方法 

A-14 關注客戶使用系統前後效益的差別比較 

A-16 分析「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改變 

道德危機成本 C-02 程式原始碼託管 

專屬陷入成本－「防守」策

略 

D-06 特有的使用知識 

D-07 讓客戶更能掌握系統 

D-08 特有的整合能力或服務 

D-09 忠誠客戶的優惠計畫 

D-10 無形的專屬資產 

D-11 心理層面認同的專屬資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對軟體開發服務業者的建議 

1. 4C 行銷策略的先後次序、主從關係要掌握清楚 

一般軟體開發服務業者（以下簡稱業者）在構想策略時往往缺乏架構的

觀念，所以常常會東做一下、西弄一點，有些基礎的準備還沒到位（例如

A-06 的「建構標準化的系統開發流程」及 A-07 的「建立標準文件範本」），

就在追求進階的策略（例如 A-04 的「Relpicate」），因此常會徒勞無功，浪



119 
 

費力氣與金錢。在此，建議業者可以依照第伍章、（應用系統開發委外承包

商行銷策略~以 4C 架構分析）的結構，從第一節到第四節，依序將 4C 行銷

策略定義出來，再依第五節做出策略關連分析，即可清楚哪些策略是基本

功，哪些策略是進階版，據而可以一一執行。 

然而，當面臨多個專案在同時進行，又各自在不同的生命周期階段時，

業者將會發現所有的策略錯綜複雜，難免會手忙腳亂。所以如果可以再依本

章第一節（結論）的方式，將所有策略依專案階段再分類一次，即可很容易

地依不同階段的專案來檢視整套策略，而達到最佳策略效果。 

2. 慎選並專注於特定應用領域 

業者應該認知「軟體」的價值不在於花費了多少人天的開發成本，而在

於「解決了客戶什麼問題？」，以及「問題被解決後，能為客戶帶來了多少

效益？」。而「軟體開發服務」的價值不在於寫出的程式有多完美，而在於

對客戶問題的解決有多大的「加值」，是只能提供開發所需的勞力？能貢獻

客戶所需的知識？還是能提供非凡的創意，讓客戶的運作有突破性的精進？ 

自古以來，沒有一個商業組織可以違反成本效益原則而還能生存的。因

此，假設有個問題不解決，客戶最多只會損失 10 萬元，那麼，不管業者花

了多少成本幫客戶解決了這個問題，最多也只能說服客戶付出 10 萬元。同

樣的道理，如果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業者所能提供的只是勞力，那麼當然

只能賺到工錢。以客戶來說，對於這類的業者，當然是誰的工錢低就找誰，

所以被殺價是理所當然的事。 

如果業者除了勞力，還能貢獻客戶解決問題所需的知識，例如客戶只知

道要做什麼，但不知道要怎麼做，此時業者如能提供所需的知識，幫客戶做

得又快又好，而如果沒有競爭者具備相同知識的話，則客戶會因為沒有其他

選擇，而必須尊重業者因特別知識所帶來的價值，以及付給其相對應的價格。 

更進一步，如果業者可以貢獻的還有創意，不只可以解決問題，還能幫客戶

創造出獨特的優勢，增加競爭力。例如透過 e-Service 網站的功能，讓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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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網絡報修，並用選單的方式讓消費者初步描述問題，此舉不只可解

決客服人員登錄報修資料速度太慢的問題，還提昇了報修資料的正確性。另

外還可提供消費者自行查詢維修進度及購買消耗品等電子商務功能，不但使

服務成本大幅降低，同時又提高收入，也讓消費者因服務品質提高、24 小

時網路服務的方便性、自主性提高等優點而專屬陷入客戶的產品及服務。這

些創意的貢獻，當然會讓客戶樂意付出遠高於勞力工錢的價格給業者。 

以上這些例子，旨在說明有價值的服務是來自於「知識」及「創意」，

而這些「知識」及「創意」的培養與是否合用，又跟應用領域有關，業者是

沒法漫無目標地隨機培養的。所以給軟體開發服務業者的第一個建議是，要

慎重選擇並專注在特定應用領域，然後 4C 成本的策略行銷才能找到著力

點，也才有機會發揮威力。 

3. 品質管理是基本功，no quality no talk（沒有品質，一切免談） 

軟體品質不似其他產品，不但無法從外觀上直接判斷，且其面向是多且

廣51，影響也是深遠而全面的。例如，在美國某些主要的電信公司，就不乏

因為帳務系統的錯誤（品質不良），輕者誤導了產品及定價策略，重者還曾

引起消費者糾紛，集體訴訟，巨額賠償，以及後續的財務、稅務、法務等問

題，讓管理當局焦頭爛額的案例。因此，品質管理是基本功，業者不應把它

視為是「額外的成本」52，而應該當作是追求卓越，降低整體成本53的長期策

略在經營。好的品質可以降低現有客戶的「道德危機成本」及提高「專屬陷

                                                       
51王致鈞（2006）的研究提到依據 McCall 的軟體品質度量模式因子，軟體品質包括 

 產品執行性－包含正確性、可靠性、效率、可使用性、完整性。 

 產品修正性－包含可維護性、靈活性、可測試性。 

 產品移轉性－包含可移植性、重覆使用性、連接性。 

這比大多數人所認為的軟體品質好壞只在於使用者的操作便利性、防呆機制的設計及資料的正確

性，範圍要廣很多。 

 
52額外成本在本論文的定義是「不在計畫內的成本」，但在發生問題後才不得不增加的善後成本。 

 
53朱慧德（1999）的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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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4％，用於測試的鑑定成本約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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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系統開發前期就

把品質管理好，可以大幅降低矯正成本，因而降低整體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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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成本」，同時因為在目標市場已建立起好口碑，還可降低新客戶的「資訊

搜尋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以及擁有較佳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並

使客戶樂意被專屬陷入。所以，品質管理是基本功，再多的行銷投資如果沒

有好品質做後盾，反而只會加速業者的滅亡。至於如何提昇品質管理能力，

ISO 及 CMMI（請參閱註腳 35，第 68 頁）都提供了國際級的方法論可以遵循。 

4. 建立策略聯盟，相互支援，以提昇產能彈性及創造經濟規模 

如本論文第參章、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錯誤! 找不到參照來源。」

的分析，我國軟體開發服務業為典型的零散型產業（fragmented 

industry），廠商家數多、規模小，每家業者都有幾個好手，但因為規模小，

產能有限，無法承接比較複雜、高價值的大型專案，所以大多只能在小型專

案上以價格競爭。為了突破這種困境，建議業者應該建立策略聯盟，相互支

援，以提昇產能彈性，甚至可以聯合接單。 

再者，以取得 CMMI（請參閱註腳 35，第 68 頁）認證為例，顧問輔導及

認證費用大約需要投資新台幣 3~5 百萬，絕非小型業者所能負擔得起的。最

近已有 CMMI 顧問公司取得認證單位的同意，可以虛擬專案組織（聯合多家

業者組成一個專案團隊）的方式取得認證，因而每家業者只要負擔部分費用

即有機會取得國際級的認證。這只是透過策略聯盟以創造經濟規模的例子之

一，還有很多綜效等待業者合作去創造。 

在彈性產能及國際級品質認證的加持下，業者當有更多的創意空間可以

將 4C 行銷策略發揮得淋漓盡致。 

5. 擴展海外市場 

台灣是個很小的經濟體，如果業者又只專注在市場規模小的特定領域

時，將很難達到經濟規模。所以，在實務上，可以看到本地業者大多得朝範

疇經濟發展，客戶要什麼就做什麼，結果又回到什麼都做，什麼都不精的輪

迴上。為了突破這個輪迴，建議業者在選擇應用領域時即應考慮到市場規模

大小的問題，同時也要有國際眼光，在所發展的軟體架構上應有彈性可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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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多語言、多幣別等功能，以及將非常深入的行業知識及最佳實務嵌入在系

統的設計裡，以達到可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實力。此時，4C 行銷策略可

能需要視目標市場的特性再做調整，不過在本地市場所累積的成果及經驗，

肯定會是個助力，而非阻力。 

第三節 對軟體開發服務買方的建議 

1. 買方應致力於提昇自己的籌獲（acquisition）能力成熟度 

依本論文對「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的定義，是在表達買方在軟體開發委

外專案成敗上所應負的責任，其實不比承包商輕。然而，買方承擔責任的方

法不能只靠一味地要求業者要盡力，而自己卻沒有該有的能力，例如，開錯

RFP、選錯廠商、需求變動不已、不合理的成本及時程要求、驗收漫無邊際

等。當面對這種買方，就算再有能力的承包商恐怕也都無能為力。 

為了提昇買方的籌獲能力成熟度，美國卡內基美隆大學「軟體工程學院

（Software Engineering Insitute；SEI）繼於 2006 年 8 月發表 CMMI for 

Development（CMMI-DEV）1.2 版後，又分別於 2007 年 3 月發行 CMMI for 

Acquisition（CMMI-ACQ），及在 2009 年 3 月份發布 CMMI for Services。

其中 CMMI-ACQ 即是針對買方如何建構籌獲管理能力成熟度的指引。至此，

SEI 發布的 CMMI 群集（Constellation）包括了 CMMI for Development（在

於評鑑業者的開發能力成熟度）、CMMI for Acquisition（在於評鑑買方的

籌獲能力成熟度）和 CMMI for Services（在於評鑑系統維運單位的服務能

力成熟度）三種，其範圍涵蓋了軟體開發維護管理、籌獲管理和服務管理三

個領域，期使各方都有能力成熟度的觀念及能力，才能提高專案的成功率及

發揮系統應有的效能。 

買方、承包商、及維運單位三者的主要流程及相互間的關係如圖 24，

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買方是站在決策領導的地位，故為了提供軟體委外專案的

成功率，建議買方應該致力於提昇自己的籌獲能力成熟度，而不能將一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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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寄託於自己的好運氣或承包商的良心及能力。 

 

圖 24－CMMI-ACQ 與 CMMI-DEV、CMMI-Services 之關係 

資料來源：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 

2. 建立與承包商的策略夥伴關係 

在議價及合約條款上應將承包商定位為策略執行夥伴的關係，必須有承

包商如果失敗了54，買方的策略目標也將無法達成的認知，才不會有非要將

承包商壓榨到毫無利潤才划算的偏頗觀念。現今精明的買方，反而會保障承

包商的合理利潤，讓承包商不必為了減少虧損而在不易察覺的地方犧牲品

質，或無以為繼而倒閉。同時，在此前提下，承包商如有違反合約要求者，

應有配套的賠償或懲罰措施，使得承包商因有風險而不敢投機，因而可以確

保買方的策略目標可以被達成。 

然而，喊口號比較容易，真要把承包商當作策略夥伴，這觀念在我國似

乎還很難被接受，因為我們已經習慣了買賣雙方的零和關係，表面上是合

作，但骨子裡卻是競爭關係，這對於要降低雙方的「道德危機成本」、監督

成本及交易成本，都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無異是在緣木求魚。 

                                                       
54在此將供應商的失敗定義為供應商無法在期望的期限內交付符合客戶需求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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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雙方會形成零和關係是因為互不信任，而且在個別利益與共同利益

之間沒有交集所致。舉例來說，NASA（美國太空總署）有必要為了壓榨零件

廠商 15%的利潤，而使得一個小零件出問題，讓太空梭在發射時爆炸嗎？因

此，如果沒法把承包商視為策略夥伴，給予該有的利潤，同時要求承諾把工

作做好（當然要輔以買方 ACQ 的專案領導管理與監控作為），否則承包商就

應被科以相對的賠償責任。如果做不到，應該及早將之剔出供應體系。所以，

如本論文第伍章、第三節道德危機成本策略分析、第 8 點的建議（第 104

頁），買賣雙方可以彈性運用不同形式的合約，來共享成本節省的好處，以

及共同分攤可能的風險，以連結個別利益及共同利益，並為建立雙方的策略

夥伴關係提供一個良好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