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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資訊系統開發委外因為會牽涉到兩個不同組織的交易行為，所以本論文理所

當然地必須探討「交易成本理論」（如本章第一節）及委外的相關理論，包括「資

源基礎理論」及「代理成本理論」（如本章第三節）。除此之外，因為資訊系統的

委外開發有別於一般商品的買賣，它必須透過承包商的軟體開發服務過程，以產

出客戶所需求的資訊系統，所以不但無法在事先檢驗產品，甚至連承包商是否有

能力完成委託都是未知，再加上系統建置上線後因為有使用者習慣、資料的相容

些、及其他系統介接等問題，不能說換就換。基於這樣的特性，非常適合探討策

略行銷 4C 理論（如本章第二節，包括「外顯單位效益成本」、「資訊搜尋成本」、

「道德危機成本」及「專屬陷入成本」）如何能幫助承包商提出好的行銷策略，

以降低客戶的各項成本，同時也能突顯承包商的服務價值，達到雙嬴的目標。 

還有，資訊系統的開發畢竟不能全靠行銷策略，承包商及客戶還是必須了解

各種軟體開發生命週期（亦稱軟體開發程序模式）理論、其優缺點及適用情況，

進而可以在專案過程中靈活運用不同的模式，同時也可搭配 4C 行銷策略以達成

策略效果，所以本論文也將探討不同的「軟體開發生命週期」理論（如本章第四

節）。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一、 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  

有限理性闡述人類的行為是「希望達到理性的狀態，但容易受到其他因素的

限制而未達成」（intendedly rational, but only limitedly so）(Simon, 1961, 

P.xxiv)。一般而言，有限理性受限於生理及語言的限制，其中生理之限制包括

個人對於資訊的正確接收、儲存、擷取及處理能力（Williamso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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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諸於軟體開發與維護委外業務的成長歷史，由於資訊科技及軟體開發技術

的日新月異，客戶要能充份掌握新的科技技術已越來越吃力，是故有限理性會影

響到客戶對承包商的成本估算及技術能力的評估。 

二、 環境之不確定性與複雜性（Uncertainty & Complexity）  

在交易過程中，不光只是人類理性受到上述因素而限制，還有由於未來環境

的不可預期性與複雜性。當交易越複雜、外部環境越不易掌握時，非計畫性狀況

之發生會導致交易成本的增加。在不確定性與複雜性高的環境下做決策，通常成

本比較高且風險較大。不確定性分為兩種：一是對於未來的各種可能的情況無法

測知而發生各種突發事件的不確定性；另一是因為資訊不對稱性之下，遭受交易

對方欺騙的不確定性。有限理性會在不確定性與複雜性高的環境下產生，並且與

環境中不確定的經濟問題有極高之相關（Williamson, 1975）。 

三、 投機主義(Opportunism)  

由於交易雙方均可能基於尋求自我利益而採取一些策略行為，並由於彼此之

間對於對方都存在著不信任與懷疑，造成在交易的過程中監督（monitoring）的

成本大增，缺乏經濟效率。Williamson（1975）認為投機主義行為是一種追求私

利的狡詐行為，包括各種主動、被動、故意扭曲資訊與欺騙行為；而投機主義一

般與資訊不對稱性或是訊息的扭曲有很大之相關。 

由於人受到各種限制而無法處於完全理性之狀態，無法預測到未來發生的所

有事件，使得交易雙方不可能在事前訂定非常完整的契約，而使得訂約之後的投

機行為有機可乘。若交易雙方有一方為投機主義者，則區別其是否為投機主義者

的成本就會增加。此外若雙方皆為完全理性，則投機主義的行為就不會發生；換

言之，投機行為乃源於人類在交易時的行為不確定性及欺騙性，而使得訂約的成

本提高。在有限理性及人類自利心的驅使之下，投機行為實際上是無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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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少數交易(Small Numbers)  

由於知識之異質性（idiosyncratic knowledge），資訊與資源並非完全流

通，加上人性之投機因素，使得市場中之交易往往由少數人把持。此時雙方討價

還價或是聯合取利等行為，都會導致市場機能失調。雙方交易次數少者僅需透過

普通的交易市場契約交易，而次數多者則必須設計一個特別的交易方式以確保交

易的順暢。 

五、 資訊不完整性（Incomplete Information） 

因為環境不確定性與投機心態以及人類本身的有限理性，會促使資訊不完整

性發生(Williamson, 1975)。因為交易時的環境與交易的形式，會造成交易雙方

握有不同程度之資訊，雙方無法完全清楚對方所握有之資訊，或是缺乏專業知識

與機會成本過高，無法得知對方的技術與可信賴程度，這種交易一方具有較多資

訊的情況，會產生資訊不完整的情形，並且容易導致先行動者（First Mover）

得利，並形成少數（small numbers）交易。 

以軟體開發與維護委外業務來說，由於交易雙方資訊不完整是常有的事，因

此在資訊搜尋、規格解釋、契約協商與專案執行時的監督成本，都會造成交易成

本的增加。 

六、 交易氣氛(Dealing Atmosphere) 

令人滿意的交換關係（satisfied exchange relation）會影響經濟性的交

易，如果氣氛不佳，會使得交易的困難度提高。交易雙方若處於對立之立場，整

個環境充滿懷疑與不信任的氣氛，使得交易過程非常重視形式的話，只會徒增交

易成本，對於整個交易並沒有正面的幫助。Williamson（1975）認為以上的幾個

主要影響因素並非獨立存在，而是以一個錯綜複雜的關係互相影響。這些因素互

相影響，提高了交易成本，形成一個 Williamson 所稱的「組織失靈架構」，並

造成市場的失靈。Williamson（1975）提出組織失靈架構時，特別將「有限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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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境不確定性/複雜性」；「投機主義」與「少數交易」以配對方式提出。

其中「有限理性」與「投機主義」屬於人性因素；而「環境不確定性/複雜性」

與「少數交易」屬於環境因素。當人性因素與環境因素共存時才會產生組織失靈

的情形，才會產生交易成本，兩者之間存在著互動的關係。 

七、 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 

趙寶珍（2001）指出當某項資產移作他用，其價值損失很大時，則該資產具

高度專屬性。資產專屬性越高，則交易雙方對於維持彼此合作關係之意願亦越

高。以承包商而言，提供客製化專屬性的資源投入，會限制其經濟規模優勢之發

揮，故會提高其交易成本。 

八、 交易頻率（Transaction Frequency） 

張善湧（2003）指出交易頻率的提高，對於外部環境的不確定性相對降低，

可減少交易雙方於資訊搜尋過程的重複性耗損，並可降低委外公司及外包商間之

投機意願；相對地，關係維護之成本亦可同時減輕。但是，不可否認的是，每次

交易都會伴隨著發生或多或少的交易成本，因此，隨著交易頻率的提高而累積的

總交易成本，反而會昇高。 

綜合以上交易成本論點，我們可以得出當環境之不確定性與複雜性越高、一

方為投機主義者、市場中之交易由少數廠商把持、資訊不對稱性高、缺乏互信的

交易氣氛、資產專屬性高及交易頻率低時，會使交易成本升高，而使得客戶傾向

於自行開發。 

然而，因為資訊科技及軟體開發技術有不斷推陳出新、日新月異的特性，故

客戶除了交易成本外，也應要考慮要自行開發時是否會有專業能力的問題、規模

經濟的問題，以及官僚成本的問題，才能作出比較合理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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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邱志聖（2006）指出，根據社會學家布羅（Peter M. Blau）的結構交換理

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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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的有

利，就是得到的利益大於需要付出的成本。因為社會上可以從事交換的對象很

多，交換雙方都會找尋最有利的交換對象來進行交換。當一個買者要追求某種效

益時，他必須付出某些成本，只要他所要追求的利益大於所需付出的成本，他就

會有交換的意願。因此在不牽涉其他交易成本的問題時，買者應該會選擇「成本

除以效益」後結果最低者作為交換對象；亦即是在付出同樣成本的情況下，當然

是選擇可以取得利益最高者為交換對象。 

依據策略行銷 4C 分析的理論架構，將上述交換雙方所考量的成本分為外顯

單位效益成本與內隱交換成本兩大類，其中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是指買者取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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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內

隱交換成本則是指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與專屬陷入成本。因此由上述所

提的四大成本共同組合成最終總成本，並且最終總成本會受到人的因素及環境的

因素影響而動態的變化。 

一、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所謂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是在撇開產品的品牌與公司因素影響下，買者需付

出的總成本除以買者可以從公司的產品所得到的總效益之比。買者所欲從產品得

到的效益，應包括「有形效益」與「無形效益」，而買者取得產品的總成本，則

指的是買者要「擁有」與「使用」該產品所必須付出的所有成本。因此降低買者

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方向有二個： 

1. 調整成本結構：從產品設計、製造、通路、推廣、及服務減少總生產成本。 

2. 增加產品對買者的效益：透過行銷分析方法，預估買者所需求的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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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買者實質效益。 

二、 資訊搜尋成本 

因為買、賣雙方對於所想要的交換標的物不熟悉，使得雙方必需投入時間與

金錢來搜集資訊，以減少交換過程之中的資訊不對稱問題。一般而言，所要搜尋

的資訊大致上包括下列幾個方向的資訊： 

1. 買者必需知道他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的主要功能、特徵、利益、以及可能

用此產品所會產生的各種成本。 

2. 買者必需瞭解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與其他主要競爭產品，在功能、特徵、

利益、以及成本上最主要的差異為何？ 

3. 買者必需瞭解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所代表的心理的意義或是象徵性的   

意義為何？心理的意義或是象徵性的意義對買者來說，是正面的加強或是負

面的意義？ 

4. 買者必需知道如何去購買這個品牌或產品、哪裡買、以及如何採購。 

5. 買者必需知道其所要購買的產品或品牌如何使用。 

因此當產品資訊的複雜度愈高，則買者所要付出的資訊搜尋成本就會愈高。

為了有效解決買者的資訊搜尋成本，行銷人員必須對買者涉入程度有更深入的了

解。所謂的買者涉入程度指的是買者對於一個產品的發掘、評估、取得、消費與

去除等行為的關心程度。若關心程度愈高，則涉入程度愈高；反之，關心程度愈

低，則涉入程度愈低。涉入程度的高低可能影響買者在進行產品的發掘、評估、

取得、消費與去除等消費行為的仔細程度。當涉入程度較高時，消費者會仔細評

估產品；反之，若消費者涉入程度較低時，則消費者較不會仔細評估。 

三、 道德危機成本 

所謂買者道德危機成本，指的是買者害怕產品是否真正能達到廠商在交易前

所宣稱的功能與承諾的成本。就算交易之前，買、賣雙方對所要交易的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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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都已經十分清楚，但是交易之後，賣方是否能夠遵守原先承諾的功能與服務，

仍然存在著風險成本，尤其是當有突發狀況產生時，賣方有可能會只顧自己的利

益，絲毫沒有站在買者的立場來處理原先買賣契約所沒有規範的事情，這就是稱

之為道德危機成本。基本上，道德危機成本可以分成下列幾個部份： 

1. 買者是否相信有關產品的功能、特徵及利益上的說明。 

2.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提到有關服務、運送、維修等各方面的說明。 

3.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提到的成本或財務的條款。 

4. 當買者與賣方合作之後，買者擔心哪些關於買者公司的特有知識與秘密，可

能會被賣方所得知，進而被洩露出去。 

5. 買者認為當一些非預期的事件發生時，會造成某些合約上所沒有寫到的、或

是買賣之前產品說明中所沒有說明到的問題產生時，此時，賣方是否會以買

者的利益為基礎來處理這些突發事件？ 

四、 專屬陷入成本 

所謂的專屬資產，是指買、賣雙方因為買賣過程中所產生之無形或有形的特

有資產，此資產唯有買、賣雙方繼續交易行為時，才會具有價值，當任何一方結

束交易行為，此無形或有形資產的價值便會消失，或變得比較沒有價值。基本上，

專屬資產的種類可以分為下列幾種： 

1. 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因為使用某個產品，所以漸漸瞭解如何更有效

率地來使用這個產品，久而久之，買方就與產品產生了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

屬資產。 

2. 特有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的專屬資產：當買方購買了某個實體設備，且想

再擴充其功能時，就必須要選擇與原先的實體設備功能可以相容的產品，如

此才能有效、順利地擴充產品功能。 

3.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賣方為了增加客戶的忠誠度，往往儘量獎勵一些

舊有的使用者，使用愈多，給他們的優惠就愈多。為了保有專屬資產的效果，

累積之優惠必需不可轉移到其他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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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形的專屬資產：買、賣雙方可能因為在交換的過程中，雙方的人員互相了

解，因此在溝通上更加地有效率，或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立而使得雙

方的溝通效率提高許多，此種資產稱之為「無形的專屬資產」。 

5. 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創造買者對特殊品牌的認同效果，造成買者使用

該品牌時，在心理產生特殊品牌意義，就算這個產品的功能與其他產品是一

樣的，但此特殊意義無法由其他品牌取代，因而形成買者與品牌之間的心理

專屬資產。 

6. 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有很多買方的行為並不完全來自於自有意

志，而是來自於群體的壓力。因此就算某些產品的功能是一樣的，但因須考

慮產品所代表的群體象徵意義，所以必須選擇某特定產品。其之所以被稱為

專屬資產，是因為一旦買者離開該群體，則此產品的專屬資產將變為毫無價

值。 

第三節 委外相關理論 

根據文獻，一般在探討委外（outsourcing，亦稱外包）議題時，所提及的

理論多以交易成本理論、資源基礎理論及代理成本理論為主。交易成本理論在本

章第一節已提及，故以下將就後兩者提出探討。 

一、 資源基礎理論 

Barney（1991）指出，企業決策應以所擁有的資源為中心，並應持續強化及

應用企業本身之優勢條件，因而可以回應外部環境之變化及贏得競爭。換句話

說，企業所擁有之資源應具備有價值性、稀有性、不易被模仿性及不可替代性。

資源基礎理認為，競爭優勢是由企業的異質性資源所產生，且強調競爭優勢的持

續性，而非短期的競爭優勢。 

根據張善湧（2003）的研究，客戶（客戶）與承包商（廠商）雙方均需堅守

自己的核心能力，避免因方向錯亂而造成其價值創造能力之喪失。承包商也必須

致力於提供符合其核心能力之服務項目，並以可滿足多數顧客需求之方式，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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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制式化，藉此提升其競爭優勢。但反過來說，如果承包商必須針對特定

客戶的需求而客製化其服務，而無法將其特有的資源發揮最大競爭優勢時，或是

承包商所提供的制式服務無法滿足客戶的需求時，則委外不易為雙方帶來好處。 

二、 代理成本理論 

張善湧（2003）的研究指出，將代理關係定義為：「由個人或多人（委託人，

Principal），委任並授權給代理人（或受託人，Agent），於代理權限內行使某

些特定的行為，為此而所存在的合約關係。」基於這樣的代理關係，會伴隨著代

理成本的發生。其原因是由於委託人與代理人之間存有目標差異及資訊不對稱，

而造成委託人對於代理人之評量困難所造成。代理成本包括下列三項：委託人的

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代理人的束縛成本（bonding cost）及委託人

的殘餘成本（residual cost）。 

總而言之，委外（outsourcing）是相對於自製或自我服務（in-house make 

or self-service）的概念，主要是指企業將特定功能或服務委由外面廠商或個

人來承擔。這種作法在兩種極端狀況容易發生及被接受。第一種極端是在技術變

化快速、技術門檻高、專業分工越來越細、人才培養不易、有法規遵循的要求的

功能或服務，會越來越普遍。另外，當自製需投入大量的時間、人力與財務資源，

以及專業技術及經驗的支持，而企業認為應將核心資源專注於企業核心競爭力之

上，在企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外包的作業有其發生之必要（張善湧，2003）。 

黃錦桂（2006）的研究認為，另一種極端是純粹考慮成本效益、或是在價值

鏈活動中屬於比較低階、低貢獻的功能或活動。根據 Labbs（1993）指出：「委

外就是將企業運作需要的功能中不屬於關鍵核心的部份，以契約方式委由企業外

服務者來負責提供，以維持企業營運的需要。」而根據 Minoli（1995）的詮釋，

委外的定義也可擴大為：「企業外的組織若能將企業內本身的工作做得更好、更

有效率而且便宜，則該項工作應該由企業外的組織來做；若企業本身能將該項工

作做得更好，則應該維持自己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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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委外的定義 

資訊系統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可以有各種不同的分類方法，最重要的是不

同的資訊系統，其委外的形式及委外管理的難易程度各有不同。玆將與資訊系統

委外相關的文獻，依提出的年代整理如表6，或許可看出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

以及資訊廠商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不斷地演化，各學者對資訊委外的看

法及探討重點也會隨之改變。 

表 6－資訊委外定義彙整 

研究者 資訊委外定義 

董正淥（1989） 企業體利用承包商的設備及人力資源，來聯結及整合

使用者的資訊科技之基本架構。 

吳以文（1990）  企業中資料處理活動之部分或全部外包給業界的資

訊服務業者。 

吳采菽、李建復（1991） 企業將全部或一部分的資訊科技應用及處理功能交

由外界資訊業者負責。 

Cavinato Joseph

（1991）  

企業為均衡成本與資產，利用最新科技，快速充實資

訊能力及設備操作的功能，以簽約方式外包給資訊業

者並負擔部分或全部的責任。 

Richmond et al.（1992） 以簽約的方式，將外部供應商負責組織一些或全部的

資訊系統活動。 

Due（1992）  將組織中的資料處理、硬體、軟體、通訊網路、資訊

人員的部份或全部，轉交給包括硬體供應者、顧問公

司與系統合約商的第三者提供。 

Loh & Venkatraman

（1992）  

外部承包商對使用者提供特定或全部的資訊科技架

構、包括相關物質或人力資源等方面皆稱為資訊委

外。並藉由外部承包商的服務，使組織中資訊相關的

資源或人力產生重大貢獻。 

張一飛（1993） 可由簡單的職務外包到資產（機器和地產）和人員的

轉移，甚至可成立合資公司來經營，即為合作開發。

Lacity et al.（1993） 

 

運用外界代理人執行一種或多種組織活動，雖然並非

資訊系統之專用名詞，卻廣泛的應用於資訊領域。 

Lacity & Hirschheim

（1993）  

資訊科技資產、租賃、管理責任的轉換，將這些事務

由內部運作交付給外部的委外廠商。 

Altinkemer & Gulati 將組織中資訊系統的工作全部或部分以契約方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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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資訊委外定義 

（1994） 由外部供應商執行。 

Gordon（1994）  付費給其他廠商來完成部分或全部的資訊系統功能。

Meyer（1994）  選擇性地將一項或多項資訊科技轉包出去。 

Takac（1994） 

 

類似資產的轉移，即將電腦、網路和人員，從業主移

轉給承包商，而由承包商取代業主應有的資訊服務。

蔡政達（1995） 業主將部分或全部資訊系統功能委託給承包商處理

的一種活動。 

李淑芳（1995） 

 

將組織中資訊系統相關功能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交由

組織以外的資訊服務者完成，如資訊顧問公司或資訊

服務公司。 

Alpar & Saharia（1995） 客戶與一個或是多個獨立的供應商簽署一個中期到

長期的合約(通常是五到十年)，在合約期限內資訊系

統供應商將持續提供企業不同的資訊系統服務。 

Lacity & Fitzgerald

（1995） 

將組織中的資訊技術/資訊系統和相關服務的部分和

全部移轉第三者管理，以得到所需的結果。 

Minoli（1995） 

 

將資訊系統或通訊功能的全部或一部分交由第三者

去執行。 

Grover et al. （1996） 將組織中部份或全部的資訊系統功能，轉交給外部服

務承包商去完成，包括：應用系統開發及維護、系統

操作、網路通訊管理、終端使用者服務支援、系統規

劃管理、及應用系統軟體採購等。 

卜一（1997） 從企業外部尋找出企業內部所需要及商合的資源，再

由企業向外部購買這些資源，諸如服務、設備等，以

期建立長期的合作關係。 

林奇瑩（1997） 將組織中任一資料處理活動的部分或全部交由外界

之資訊服務業以提供。 

張慧莉（1997） 將部分或全部資訊系統應用系統交由外界供應商完

成，包括應用系統發展與維護、系統操作、端末使用

者支援，系統規劃與管理。 

Klepper & Jones（1998） 將各種不同資訊的系統，交由外部的資訊系統承包商

承攬。 

Lee et al.（1999）  將組織中部份或全部的資訊系統功能，交由外部承包

商完成，這裡所指的資訊系統功能委外，可以分成資

產委外及服務委外兩大類，資產委外指硬體、軟體、

人員等的委外，而服務委外則指系統開發、系統整

合、系統管理等服務。 

Radding（1999） 讓組織外的單位以簽約方式負責組織內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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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資訊委外定義 

 的資訊系統活動。 

吳琮璠、謝清佳（2000） 將組織中資訊相關活動，部分或全部由組織外的資訊

服務提供者來完成。 

黃仁伯（2000） 

 

將組織中資訊功能部分或全部轉移至外部服務供應

者的實際行為。 

孫思源（2001） 資訊委外方式大多透過合約方式委託外部的資訊系

統承包商，於合約期間內提供資訊系統服務。 

Gay & Esslinger（2001） 根據服務協議企業將某項服務的持續管理責任轉嫁

給第三者執行。外包已經是企業價值鏈的一環。 

林東清（2002） 「企業把部分或全部的資訊系統功能，以契約的方式

委託外部的供應商來發展、管理或提供」。 

陳文賢（2002） 

 

將組織中資訊的電腦、儀器、網路設備、軟體資料庫、

資訊人員及相關活動（系統開發、作業、維護）等一

部或全部，移轉到外部的資訊服務提供廠商來管理。

謝依辰（2002） 組織以簽訂契約方式，將部份或全部資訊系統功能委

託外部資訊服務供應商，達成組織預期之目標。 

Jenkins（2002） 委外是資訊服務提供者對企業委外單位履行所應負

擔的責任與承諾。 

Kishore et al.（2003） 將資訊系統功能以合約方式委託外部供應商處理，其

中可包含：資訊中心的管理與運作、硬體支援、軟體

維護、網路管理、應用系統開發等。 

李樹瑾（2005） 將企業組織中屬於資訊應用系統範疇與內容的工作

或任務，委由外面專業的資訊廠商進行，建立一種合

約的夥伴關係，並由委託機構參與和受託之廠商互

動、溝通、配合，完成該委外合約的任務。 

資料來源：徐綺憶（1999）、黃錦桂（2006），洪仲亞（2008）及本研究整理 

圖12是一個資訊系統的簡單構成要素，包括有網路事項、系統規劃與整合，

系統規劃與整合又分應用系統及資料中心規劃兩塊。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以及

資訊廠商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不斷地演化，委外的型態也不斷地在改變，

從過去企業找來資訊廠商建置網路、資料中心、應用系統，到委由代為操作、維

運、管理，到 ASP Model12、Co-location13、SaaS Model14，這些都可說是資訊委

                                                       
12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應用軟體服務供應商）狹義的定義為「透過網際網路

平台，提供客戶應用軟體租賃及其相關服務之供應商」，意指應用軟體服務供應商本身，所提供

之軟體租賃相關服務涵蓋軟體維護更新、系統設施代管、資料中心建置、安全認證與系統整合等

內容；廣義的定義則泛指 ASP 產業模式，獨立軟體開發商（ISV）負責提供應用軟體，經由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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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範疇，但因這些委外主體是比較容易規格化、量化、衡量的，甚至在合約前

可以清楚評估、試用，在委外過程中也很少會因為企業的需求而可以修改其功能

的，所以本研究將這些基礎設施及標準商用軟體的委外排除，而專注於應用系統

的開發及維護這個領域。 

 

圖12－資訊系統委外之分類  

資料來源：劉淑真，1991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並參考Grover et al. （1996）、張慧莉（1997）、

Lee et al.（1999）的服務委外定義、李樹瑾（2005）及劉淑真（1991）等對於

資訊委外的看法，配合本研究的重點是在於應用系統開發及維護的委外，故在本

研究中將資訊委外定義在於應用系統開發及維護相關：「在合約關係下，承包商

依據客戶的需求，為其規劃、開發、導入、維護所需的資訊應用系統。在系統建

置過程中，客戶的主要人員，必須積極地參與承包商的開發活動，包括提供需求

說明，驗證與確認（verify & validate；V&V）階段性產出的正確性及可用性等，

以確保承包商可以如期、如質、如需求地在預算內完成所委託的交付項目及服

                                                                                                                                                           
廠商與客戶簽訂服務水準協定（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明定計價方式及服務內容和

範圍，經由租賃的方式提供客戶軟體使用權（柯明輝，2000）。 

 
13所謂的「主機代管（Co-location）」服務，亦稱 hosting 服務，簡單的說就是將企業的伺服主

機（Server）放在 Internet Data Center; IDC 的機房，由 IDC 代管，以節省企業自建機房的成

本及管理費用，包括電力、空調、安全、防災、頻寬、監控等費用。 

 
14 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是指以服務模式提供的軟體。雖然現今的商用

軟體皆以 Package 的營運模式來銷售，但由於越來越多藉由網路或 Web Service 及 Hosting 等的

服務方式，繼續支援 Application 服務，所以很早以前就有由第三者運作 Hosting，以較低的成

本使用遠端連接，提供企業商用軟體的服務。由 Hosting 公司自行開發且維護軟體的管理作業，

類似於 Outsourcing 概念的 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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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本研究提出以上定義的主要理由如下： 

1. 資訊委外已由以往的經濟考量（低成本、降低費用等）轉變為企業的策略考

量（專業分工、聚焦於專長領域等），承包商已成為企業策略執行的一環，

因此企業必須把與承包商的關係由以往的「買賣關係」提昇為「策略夥伴

關係」。 

2. 如果同意承包商是企業策略執行的一環，那麼企業就必須能把承包商的資源

視為自己資源的延伸，因此企業要有打破組織邊界的視野，以及管理虛擬

組織及資源的能力。這些能力包括能把需求講清楚、能夠了解或指導承包

商工作方法的適切性、有能力監控承包商的工作進度及品質、及有能力驗

證承包商所產出的結果等，本研究統稱以上能力為企業的「委外管理能力」。 

3. 承包商是否能如期、如質、如需求地在預算內完成所委託的交付項目及服

務，不是只有承包商的責任，企業也有相對的責任，甚至要負更大的責任，

因為如果承包商不能如期、如質、如需求地完成所委託的交付項目及服務，

那表示企業的策略執行將受到影響，企業的損失會比承包商大。因此客戶

的專案負責人及主要的系統使用者（統稱為主要人員）必須積極地參與承

包商的開發活動，是有其必要性的，而不能認為既然已經委外給承包商，

且有合約條款保障，就認為承包商理所當然地有能力獨立完成委外工作。 

由以上理由推論，承包商的成敗對組織的策略成敗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

企業建立「委外管理能力」及執行「委外管理」的成本也很高，因此企業對承包

商的選擇不應純以買賣價格的高低來決定，而必須綜合考慮策略如果失敗的損失

及「委外管理」的相關成本，才能正確評估與一個合格的承包商建立起長期「策

略夥伴」關係的效益。 

第四節 軟體開發生命週期相關理論 

應用系統是否能夠符合企業的需求，在日常營運、管理及決策支援上發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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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除了需要各種不同專長的系統開發人員參與外，使用單位的管理者及使用者

的貢獻，更是不可或缺的因素。為了要使眾多的參與者可以一起工作，並使複雜

的系統開發流程可以被管理，因此需要使用一些程序來幫助協調、溝通、控制、

管理及記錄所有的過程及資訊，以減少開發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錯誤、重工

（rework），甚至導致系統開發失敗。 

軟體開發程序模式（Software Process Models，又稱生命期模式 Lifecycle 

Models）主要在強調開發過程的管理與設計，及探討如何把與軟體開發相關的人

（包含開發設計人員、管理人員、使用者等角色）和設備等組織起來，以一些特

定形式的架構投入軟體開發的工作。軟體開發程序模式與軟體生命週期模式兩者

非常相似，軟體生命週期模式是屬於概念性的模式，而軟體開發程序模式會更詳

細的敘述出各個階段內部的內容。 

軟體開發程序模式的優點為可提供統一的開發規則使得軟體開發期間能更

順利進行，並進而提高軟體開發的成功率及減少開發過程的複雜性，對於管理者

也能提供較方便的管理方式，更有助於開發完成後的維護工作（林信惠等，

2002）。 

一般來說，使用軟體開發程序模式可以提供一個統一的開發規則及概念，有

助於開發團隊間，以及與使用者的溝通，更有助於開發計畫的規劃及管理，使得

軟體開發期間能更順利進行，並進而提高軟體開發的成功率及減少開發過程的複

雜性，對於管理者也能提供較方便的管理方式，更有助於開發完成後的維護工作。 

綜合以上，軟體開發程序模式在應用軟體開發委外的 4C 行銷策略上，與建

構標準化的系統開發流程及建立標準文件範本是同一個策略群組，可以達成降低

總成本及道德危機成本的策略目標（詳如第伍章、第五節所述），故可以把軟體

開發程序模式視為是執行 4C 行銷策略的一種技術手段。 

一、 瀑布模式（Waterfall Model） 

最早出現的軟體開發模型是 Winston Royce（1970）提出的瀑布模型。該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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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定出了固定的順序，將軟體開發活動從上一個階段向下一個階段逐級過渡，如

同瀑布下瀉般，最終得到所開發的軟體產品，投入使用（如圖 13）。瀑布模式的

設計構想是軟體開發程序是依照各個階段，從分析至實作測試，直線性地進行。

一個階段的產出必須經過驗證或確認才能進入下一個階段，因此任何更改、錯誤

或爭議都必須回溯到前面相關的階段加以修正。瀑布模式是一個理想化的模式，

它最大的貢獻是提出了軟體開發程序應有組織、有計畫、需要管理且開發的目標

要明確。 

 

圖 13－軟體開發模型－瀑布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瀑布模式的優點為每一階段都要求要有特定的文件產出，且必須經過確認、

驗證或測試的機制，才能往下一個階段進展，因此每一階段的結束都可成為管理

控制的一個里程碑（milestone），進度控制客觀、明確，少有爭議。 

但由於瀑布模式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往下進行的，使得使用者在訂定好

需求後，必須等到開發人員將程式寫好，經測試無誤後才能知道當初所提的需求

是否和實際開發出來的功能一致，或是合乎實際使用情境，所以在最後階段才能

知道結果，故風險高。也因為如此，其另一缺點是回應使用者需求變動的能力差，

特別是在新系統的開發，由於缺乏可供參考的經驗，很難要求使用者在分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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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需求完整提出來，故會造成日後如有需求異動，則各個階段之間必須反覆地

重做以反映新需求，造成開發時間拉長，成本增加。 

此外，當前一個階段的工作有延遲時，會使得下個階段的工作無法開始，造

成下游人員閒置及增加資源調度的困難，最後會導致整個專案的整體延誤。還

有，由於瀑布模式是單向流程，故開發中的經驗不容易回饋到整個軟體開發過

程，而造成風險在後期階段才顯露出來，而失去即早修正的機會。 

二、 漸增模式（Incremental Model） 

漸進模式開發程序是由 Mills（1971）等學者所提出，其主要構想是將一個

軟體系統分割成數個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執行一部分功能。同時將系統設計成一

個據有彈性、開放的系統架構，使後續的功能能夠加入，而不需修改基本的架構，

因而可以將後續發展的子系統，陸續與已完成的部分整合在一起，而完成一個完

整的系統，如圖 14。 

 

圖 14－軟體開發模型－漸進模式 

資料來源：吳仁和、林信惠（2004） 

漸增模式與瀑布模式的開發程序大部分相同，但是仍有一些地方不同，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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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漸增模式將大系統分成幾個子系統或功能，各子系統可獨立依序開發；而瀑

布模式則是各個子系統須同時開發。另外，漸增模式的系統開發可由多個週期完

成，每個週期表示不同版本之系統，因此在每個週期均有程式編輯及上線實施，

使用者每個週期均參與，故相較於瀑布模式，漸增模式之風險較低（吳仁和、林

信惠，2004）。 

綜合以上，漸進式開發程序有以下優點： 

 因為漸進式開發程序會先完成系統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些部份會在每次的新

功能加入的系統整合中，得到重覆測試的機會，因此不易發生實作失敗的風

險，同時使用者可以提早使用到部分系統功能，而不需等待整個系統完成。 

 使用者對已完成的部分系統功能的使用經驗，可提出回饋給系統開發人員，

成為後續漸進開發的需求，有助於確保使用者的需求完全被涵蓋。 

 每一步的增加包含前一個系統的功能，如此開發者可以準確評估系統總共完

成的比率。 

漸進模式開發程序適用於以下的情況： 

 有預算及風險考量時：系統可在一開始先做整體規劃，往後再預算分期執行

開發，不必一次大量投資，降低財務負擔及風險。 

 需要時間來熟悉和接受新科技時：使用漸進式開發程序可以紓解時間壓力。 

 需要初步成功作為後續推動的基礎時：初期的成功使得往後的工作容易推

動，且投資報酬率較高。  

 需要高系統延續性時：可將不可避免的需求變更及系統維護併入後續漸開

發，使系統的延續良好。 

三、 雛型模式（Prototyping Model） 

由 Bally（1977）首先提出，其構想是希望透過一個初步的系統雛型供給使

用者試驗及操作，用來評估系統的特徵和驗證需求，以有效地蒐集使用者的意見

與需求，並按蒐集的意見修改系統；反覆此一程序直到系統被使用者接受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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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型模式主要的特徵為開發過程的早期能傳達一些有用的訊息給使用者，及在關

鍵性的功能測量出系統效能或附加價值給使用者，並基於雛型操作的觀察結果據

以調整實體的設計和目標。 

雛型模式之主要特性與原則為強調雛型之盡早開發及使用者高度的參與，以

雛型作為使用者及系統開發者之需求溝通與學習機制，並透過使用者對雛型之操

作與回饋，反覆修改與擴充。每次反覆之週期要盡可能縮短，如圖 16（吳仁和、

林信惠，2004）。 

 
圖 15－軟體開發模型－雛型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雛型模式依雛型建立的目的，可以分為「演化雛型法」及「丟棄雛型法」兩

類： 

 演化雛型法（Evolutionary Prototyping） 

演化雛型法是參照瀑布模式的方法來開發的，系統的開發是由已充分了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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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開始，在需求訂定出後開始建立雛型，並經由使用者的實際操作後逐步

加入新功能，直到雛型演化成為完全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完整系統。 

 丟棄雛型法（Throw-away Prototyping） 

丟棄雛型法只用於檢驗某些想法，故先對最不了解的系統需求開始，建立雛

型，以增進對系統需求的掌握，確定系統需求後，則將所建立的雛型丟棄。 

根據軟體工程聯盟（2005）指出，雛型法相對於瀑布模式，有以下優點： 

 可以增進使用者的參與的意願，有助於提高客戶滿意度。 

 藉由雛型可以增進開發者與使用者溝通的效率，避免誤解需求。 

 需求分析的時間及成本可以降低。 

 系統的正確性提高。 

但雛型法也難免有其缺點： 

 較難建造大型系統的雛型。 

 因為缺乏深入的分析及開發的工具，系統架構較不嚴謹，因此系統的效率較

差。 

 因為系統雛型演化速度甚快，對每一版雛型產生文件缺乏經濟效益；但也因

此造成專案管理者較難掌握系統開發進度。 

 系統架構通常較為鬆散，改動困難。 

 可能需要特殊開發工具及技術，以因應快速開發系統雛型的需求。 

四、 螺旋模式（Spiral Model） 

  螺旋模式是 Boehm 於 1988 提出的，這是一種整合瀑布模式與雛形模式等多

種系統發展策略的系統發展模式，且強調「風險分析」導向，將系統功能模組化

後逐一進行，由內而外每一圈都必需確定目標的決定、風險的預估與降低、發展

及驗證產品及計劃下一階段等四項工作能夠完整的執行。  

螺旋模式的構想是基於在開發生命週期的每一階段，應該主動發覺風險並設

法解決，而風險是可以透過模擬、雛型、標竿（benchmarks）等方法來降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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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發生命週期的每一階段，都必須經過確認或驗證的程序，以確保符合需求，

並應考量每一階段的目標、可行的方案及限制條件（軟體工程聯盟）。 

螺旋式開發程序類似瀑布模式，在瀑布模式中，任何活動的結束或退出都是

有可能的。對專案的每個階段考慮得越詳細，專案取得成功的機率就越大，利用

螺旋的模式使得系統在每次螺旋時都得到更詳細的考慮。 

 

圖 16－軟體開發模型－螺旋模式 

資料來源：吳仁和、林信惠（2004） 

圖 16 中縱向軸表示到目前為止完成各個步驟所累積的成本，橫向軸表示完

成螺旋模式各個週期的進度。其實施步驟概述如下： 

 步驟一、找出系統的目標、可行之實施方案與限制： 

系統目標的例子有很多，例如系統的績效、功能與容忍改變之能力等。系統

實施方案會因問題而異，例如找出之實施方案有設計 A、設計 B、重用、購

買等。實施方案之限制可能為專案之成本、時程、系統介面等。  

 步驟二、依目標與限制評估方案： 

主要是找出各方案之不確定處，亦即風險的重要來源，並以雛型、模擬、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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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參考點檢查、問卷、分析模式、或以上各種方法的綜合或其他技術以解

決風險。 

 步驟三、由剩下之風險決定下一步驟： 

若績效或使用者介面風險將強力影響程式開發或內部介面控制，則下一步驟

可能是採取演進式雛型策略。若該雛型使用性佳且夠強韌，足以當作未來系

統發展之基礎，則往後的步驟將是一系列的雛型演進。假如先前之雛型已解

決了所有的績效或使用者介面之風險，且程式開發及介面控制之風險獲得掌

控，則下一步將遵循基本的瀑布模式，亦可適當的修飾以整合漸增模式。  

螺旋模式包容了現有軟體流程模式之大部分優點，其風險導向之方法解決了

許多模式之問題。在某些條件下，螺旋模式相當於某一現有之流程模式。例如， 

若專案在使用者介面或綜合績效需求方面屬於低風險，且在預算及時程控制方面

屬於高風險，則這些風險之考量會使螺旋模式之執行相當於瀑布模式或漸增模

式。反之，若專案在預算及時程控制、大型系統之整合或需求變動方面之風險較

低，且在使用者介面或使用者決策支援需求方面之風險較高，則這些風險之考量

會使螺旋模式之執行類似於雛型模式。簡而言之，螺旋模式較適合大型、複雜性

高、風險高的系統開發專案使用，對於小型或定義明確的系統，此法會太複雜，

且成本太高。 

螺旋模式的優點為強調嚴格的全過程風險管理、各開發階段的質量，以及提

供機會檢討專案是否有價值繼續開發下去。它利用雛型方法作為降低風險的方

法，同時也保持了瀑布模型中，系統化且循序前進的優點。但其缺點為進化的過

程不容易控制，同時依賴非常嚴格的風險識別、風險分析、和風險控制，這對風

險管理的技能水準提出了很高的要求，而這需要人員、資金、和時間的投入。 

五、 同步模式（Concurrent Model） 

同步模式是由 Aoyama 於 1993 年提出，其主要手法是於透過活動同步、資訊

同步及整合性的管理系統，以縮短產品開發時間，加速版本之更新，達到提高市



44 
 

場競爭力的目的，如圖 17。 

同步模式是基於下列構想以縮短開發時間： 

 多個團隊同時開發，稱為活動同步。做法可以是一個階段內的工作、多個階

段的工作、或多個專案的工作，或軟硬體的工作，交由多個團隊同時開發，

平行進行。  

 不同團隊的資訊互相交流共享，稱為資訊同步。做法可以將後階段的重要議

題提前讓前階段的人知道（稱為向前傳遞；Front Loading）；將前階段的

開發情況傳遞給後階段的開發團隊（稱為向後傳遞；Flying），或建立一個

有效的資訊交換網路或群體工作環境。 

 開發一個管理系統以協調人員、資源、程序和產品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同步模式的發展主要是為了因應商業套裝軟體的市場競爭，其優點是開發時

間的縮短可提高產品的競爭力，其缺點則是緊湊的步驟及頻繁的資訊溝通，使得

專案管理的複雜度大幅提高，人力成本也相對提高，若沒有輔以良好的工具及管

理方法，則不易達成目標（軟體工程聯盟）。 

 
圖 17－軟體開發模型－同步模式 

資料來源：吳仁和、林信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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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RUP（Rational Unified Model）模式 

RUP（Rational 統一流程）模式於 1998 年由 Jacobson 等人提出。該模式結

合螺旋模式的概念，以反覆與漸增的軟體發展原理進行軟體開發，且每一次的反

覆需產出一個可運作的系統版本，並在每一個反覆週期評估風險，以盡早發現問

題，如圖 18。 

RUP 模式可由動態與靜態兩個構面來說明系統開發專案之實施階段與核心

工作：   

 RUP 模式的動態構面把軟體開發依序分成四個主要階段：初始、詳述、建構

與轉移。這四個階段構成一個週期，週期可反覆進行，每個週期內之各階段

也可以視情況反覆進行。   

 RUP 模式的靜態構面主要表達成九個核心工作流程：企業模型、需求、分析

與設計、實作、測試、配置、專案管理、組態管理與變動管理、環境等。其

中，前六項是軟體工程工作，而後三項則是管理支援工作。  

 
圖 18－軟體開發模型－RUP 模式 

資料來源：吳仁和、林信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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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種系統開發模式之綜合比較 

瞭解各種軟體開發模式的主要特徵、適用情況及優缺點，對軟體開發承包商

的行銷人員來說，不但有助於與客戶及內部技術人員的溝通，更可以深入思考，

如何設計好的行銷方案，引導客戶瞭解軟體開發應有的流程，如何降低專案風

險，因而可以合理評估承包商的專業貢獻，及接受合理的成本，達到雙嬴的目的。

玆將各種系統開發模式之綜合比較整理如表 7。 

表 7－各種系統開發模式之綜合比較 

模

式 
年代 

基本假設／ 

適用情況 
主要特徵 

瀑

布

模

式 

1970 1. 使用者需求可完整且清

楚地描述。 

2. 解決問題之知識（例如模

式方法）成熟且可得。 

3. 軟硬體之技術與支援沒

問題。 

1. 開發階段有清楚的定義，每

階段均需考量完整的系統範

圍，且各階段僅循環一次。 

2. 強調先有完整的設計與規

劃，再進行編碼。 

3. 重視設計與規劃之文件。 

4. 每一階段的完成都須通過驗

證，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5. 當本階段發現有問題或不符

需求時，必須追溯回上階重

做、修正，以維持一致性。 

6. 使用者不須全程參與。 

漸

增

模

式 

1971 1、2、3，同上。 

4. 有預算及風險考量時。 

5. 需要時間來熟悉和接受

新科技時。 

6. 需要初步成功作為後續

推動的基礎時。 

7. 需要高系統延續性時。 

1. 開發階段有清楚的定義，把

整個系統範圍分解成若干個

子系統，各子系統之開發可

依序以瀑布模式進行，亦可

平行進行再整合。 

2. 強調先有完整的設計與規劃

，再進行編碼。 

3. 開發週期反覆地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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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年代 

基本假設／ 

適用情況 
主要特徵 

雛

型

模

式 

1977 1. 使用者需求無法完整且

清楚地描述。 

2. 解決問題之模式或方法

無法立即得到。 

3. 軟／硬體之技術與支援

不確定。 

4. 完成期限較緊迫的系統。

5. 小型專案。 

1. 系統開發階段無清楚之分

野，且開發週期反覆地進行。

2. 不強調先有完整的設計與規

劃再進行編碼。 

3. 強調快速的完成雛型且盡早

使用，以作為雙方需求溝通與

學習的工具。 

螺

旋

模

式 

1988 上述各情況均可。 1. 上述各情況之綜合。 

2. 強調各開發週期之規劃與風

險評估。 

同

步

模

式 

1993 1. 需求可明確與完整地描

述。 

2. 有足夠的人力參與。 

3. 團隊間有良好的溝通、資

訊交換與專案管理。 

1. 將開發工作分割並同時進行。

2. 整合及系統測試不可分割，且

各功能組都要執行。 

RUP

模

式 

1998 上述各情況均可。 1. 上述各情況之綜合。 

2. 強調反覆與漸增的開發，及各

開發週期之規劃與風險評估。

3. 強調流程、工作產出與專案管

理。 

資料來源：吳仁和、林信惠（2004）及本研究整理 

八、 各種系統開發模式之優點及限制 

玆將各開發模式之優點及限制整理如表 8。 

表 8－各開發模式之優點及限制 

模式

名稱 

優點 限制 

瀑 布

模式 

 

1. 建立嚴謹、標準的發展程序。

2. 清楚的階段劃分，易於分工及

責任歸屬。 

1. 因以循序性的方式進行階段轉

移，導致系統在沒開發完成前，

看不到成果，風險高。 



48 
 

模式

名稱 

優點 限制 

3. 符合模組化的觀念。 

4. 進度控制客觀、明確。 

2. 某一階段工作無法如期完成

時，將導致後續階段的所有工作

停頓。 

3. 回應使用者需求變動的能力差。

漸 增

模式 

 

1. 建構一個有彈性、開放的系統

架構的觀念。 

2. 各子系統可獨立依序開發。 

3. 使用者可以提早使用到部分

系統功能，失敗風險低。 

4. 易於準確評估系統總共完成

的比率。 

1. 子系統的獨立性不夠時會對使

用者產生干擾。 

2. 本增多，增加管理難度。 

3. 回應使用者需求變動的能力與

瀑布模式相同。  

雛 型

方法 

 

1. 可以充分瞭解使用者的需求。

2. 允許使用者隨時改變需求，並

協助使用者發現新的需求。 

3. 快速的系統發展，降低風險。

1. 因工作雛型不斷的修改，且缺少

文件製作的管理，故不易維護。

2. 缺少有效的設計評估準則。 

3. 因缺少嚴謹的分析與設計，所以

系統的執行效率較差。 

4. 必須大量使用者參與。 

螺 旋

模式 

 

1. 每一個演進層次皆進行風險

分析。 

2. 它利用雛型方法作為降低風

險的方法。 

3. 它保持了瀑布模型中，系統化

且循序前進的優點。 

1. 進化的過程不容易控制。 

2. 需要很多風險評估的專業知識。

3. 並不像瀑布模型及雛型方法廣

泛被運用。 

 

同 步

模式 

 

1. 開發時間的縮短。 

 

 

1. 緊湊的步驟及頻繁的資訊溝

通，使得專案管理的複雜度大幅

提高。 

2. 管理成本也相對提高。 

3. 需有良好的工具及管理方法。 

RUP

模式 

 

1. 結合許多成功的方法論，清楚

定義系統發展的階段與核心

工作流程。 

2. 強調儘早處理風險問題。 

3. 快速開發出一個系統的初始

版本，並反覆進行之。 

1. 涵蓋範圍廣泛，學習及管理困

難。 

2. 支援工具只限於 Rational 的產

品。  

資料來源：吳仁和、林信惠（2004）及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