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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軟體業遠端服務之可行性實證研究 校(院)系所組別：輔仁大

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劉賢益 指導教授：張銀益 論文頁數：

86 關鍵詞：ASP、遠端服務、資訊委外 論文提要內容： 網際網路的普及

及頻寬快速成長，軟體業如何透過網際網路之遠端服務方式來增加營業

收入降低營運成本經常被討論著，但軟體供應商往往不知將現有的服務



項目改採遠端服務模式客戶的接受度如何都沒有相關的數據可供參考。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針對 Y 公司的客戶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客戶的使用意

願之關鍵因素及不願使用的因素。 本研究以 Y 公司的客戶為研究對象，

從 Y 公司 400 多個客戶中，篩選出屬於公司企業類型的客戶及近五年有

交易過的客戶，排除個人類型的客戶，取出 95 個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

現有六點：1. 問卷中所列出的服務項目以線上維護(主機遠端維護)使用意

願最高，線上更新(驅動程式下載)次之 2. 線上付款這個業務流程，客戶

使用的意願並不高。3. 在問卷中所列出的關鍵誘因因素，所顯示出來的

數值還是以資訊安全性最重要 4. 經過統計分析可以了解到，現行的遠端

遙控主機進行維護還是被客戶最為接受 5. 使用意願最高的服務項目是線

上更新軟體 6. 資訊安全性是客戶首先考慮的因素影響最深。  

摘要

(英) 

Keywords: ASP, Remote Service, Information Outsourcing As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and the fast growth of bandwidth, the issue how software industry can 

increase business profits and reduce operation costs by the utilization of the remote 

service of the internet is widely discussed; however, the software providers are not 

aware of the lack of the related referable figures about the customer receptibility of 

changing present services into remote service mode. This research is to do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t Y company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key factors of 

customer’s willingness and unwillingness of using remote services. This research 

takes Y company’s custom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ifts out the customers 

of enterprise type and those that have trading interaction within 5 years from the 

400 customers of Y company, ruling out the customers of individual type. There 

are 95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out of which, six points are concluded: 1. Out of 

the services which are lis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the first service which customers 

are willing to use is Online Service Maintenance, and Online Update(downloading 

drivers) as the second. 2. Customers are not quite willing to use Online Payment 

Business Process. 3. The figures in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key 

factor of inducement is Information Security. 4. Through statistically analysis, we 

realize the fact that the present Remote Service Maintenance is the most accepted 

service. 5. The service that customers are most willing to use is Software Online 

Update. 6.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customer’s prior consideration and matters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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