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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是近年來興起了一個社群網站，其中隱含了不少資訊管理議題，本社群在閱
讀完個案之後，針對個案教材的四個問題，本組經過熱烈討論之後，歸納整理如下：
1. Why is the speed of growth important to Facebook.s success?
由於成長速度並未定義是哪方面的成長速度，本組只能推測，關於此題回答如下：
Facebook 可以自行選擇要放哪些個人資料到你的個人空間，自己可設定隱私程度。以
自己為中心去聯繫朋友，將 Facebook 推薦給你與你有相同社會領域、經驗與想法的人，可
以從中認識與自己相同性質的朋友。像這樣的網站屬於溝通型的社會網路，主要透過各種
互動、溝通、交友的機制，並加上連結朋友的朋友（Friend Of A Friend, FOAF），以滾雪
球的方式來擴大社會網路，因此成長的速度對這一類型的網站很重要，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由於社會網路的基本假設為六度分割理論，係指任何兩個人之間要建立起一
種聯繫，最多只需要經過六次網路結點的連結，就可以連繫得到，意即透過六次 FOAF 介
紹就可以認識對方，因此許多 SN 都有方法幫妳由自己的人脈網路出發，然後逐漸擴散到
朋友的網路。像 Facebook 就有一個機制，右邊都會列出某某某與妳共同的朋友有多少人，
然後該段文字下面就近有一個加為朋友的按鈕，讓妳很方便的可以加新的朋友，或者透過
朋友的推薦機制，讓妳很快的拓展自己的網路，因此如果成長速度越快，勢必使用的人越
多，將可以將這個社會網路建構的越完全。
Facebook 所提供的功能可以某些程度的補足現實社交生活的遺憾，比如說我的餐廳這

個小遊戲裡，妳可以邀請妳心中喜歡，但卻沒辦法坦白表示的對象來當妳的助理，藉此得
到心靈上的慰藉。但類似的小遊戲可能必須要能推陳出新，不斷改變花樣，以吸引網友的
黏著度，否則可能會在使用者的喜新厭舊之下被淘汰，因此如果把成長的速度解釋成「網
站功能」成長速度的話，功能上的成長速度也必須快，這是第三點。
像 Facebook 這類的網站或許有網路外部性的效果，產品的價值是使用者數量的函數，
當使用者越來越多時，效用越大，因此使用者人數成長的速度不得不快，這是第四點。
其他成長速度對 Facebook 之所以很重要的原因，包括：
(1)市場競爭對手不斷崛起，並挾各種優勢(財務的、技術的…)，Facebook 必須不斷前進。
(2)Facebook 著重的大學院校市場，或要進入的高中/校友市場,目前已有競爭對手想進入或
正在進行。
(3)市場的需求，Facebook 已非原本幾位同學共同合作，隨性開發就能滿足，而須組織化、
企業化，因此 Facebook.com 必須成長才行。
2. Do you think that Facebook and MySpace can co-exist in equilibrium in the same
community (such as a university)? Why or why not?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your
answer for Facebook.s strategy?
Facebook 和 MySpace 雖都定位為社群網站，但兩網站的經營的出發點與主要訴求並不
相同，因此並不會造成衝突是可以共存的。
MySpace 是以影音分享為主的網站，針對的是廣大、未必認識的同好。網站強調完善
功能，例如網站像是一個寶庫從來自世界各地蒐集而成的影片，其它功能像部落格、音樂
下載、檔案分享、照片集錦、社團、聊天室、論壇等等，但是此網站所遇到的朋友就不限
於與自己生活經驗有相同點的人，也沒有擁有權限選擇要公開自我資料的程度。Facebook
針對的是與熟識伙伴的關係經營，強調以人際互動為主，偏向將訊息發佈給好友，Facebook
上的朋友大都為你認識的朋友，社會關係是很緊密的，網站利用使用者的基本資料，把具
相同社會領域的使用者放在一起，倘若希望在此網站上認識新朋友也必須要透過共通的朋
友或是同屬一個學校、公司，現實生活有某一部份是屬同一個領域或是有相同經驗的。透
過此關係結交而成的朋友是會有相同話題，彼此的交流是較容易的。
因為 Facebook 面對的是已熟識的好友，因此會較 MySpace 更有黏性，讓使用者更會
時常回來注意好友狀況。因此，Facebook 的策略將要著重參考其它社群網站的特色，推出
更完整的社群功能，讓好友關係可以更加密切的互動。
當然 Facebook 如果資本夠的話，可以採用購併策略，就好像 Google 購併 YouTube 一
樣，將 MySpace 購併之後，可以快速獲取 MySpace 的 IT 核心能力，來補強 Facebook，形
成 1+1>2 的綜效能力。關於 Facebook 的另一個想法是思考與 MySpace 形成策略聯盟的可
行性。
3. What should Zuckerberg do in the next six months to develop Facebook.s organization?
Why? Be specific, elaborating on how you would manage each function in the company
(marketing, sales, product development) if you were Zuckerberg.
Facebook 已經成為有 100 位員工的企業，而不是幾位同學玩玩而以，因此在各層面都
應往「永續經營」為目標。
(1)在 Marketing：應思考可以營利的模式，比如利用日益成長的流量，與大型廣告商協商賺
取營收；開放更多元的廣告；利用 API 掛接，讓其他企業或團體或個人，可以開發服務，
也藉以收取費用。
(2)在 Sales：拓展使用對象，不限於學校，可著手進行同一組織或同一產業內成員的關係。
(3)在 Product Development：在功能開發上，可多提供需要彼此互動的功能，例如遊戲與測
驗，使使用者與朋友之間的互動更為緊密，對於網站的黏著性更高；販售 Facebook 有
關的實體商品，比如說我的水族箱中魚圖案的布偶。

(4)在 Technology：可以依照既有理念發展，但應兼顧使用者與市場需求調整，比如隱私權
議題、智慧財產權議題；利用公開、免費的 API 的各種運用，以混搭方式快速整合成自
己網站上的功能，而不用自己一項一項開發。
(5)在 Organization：考慮如何讓所有業務與組織成員間的溝通與合作，可以更密切而有效
率；採用虛實合一的經營架構，比如設立實體商店；重視組織內部的知識管理，以將網
站的各項 Know-how 保存下來。
4. Would growth into other countries make sense for Facebook? If so, what would need to
be done organizationally to make this work?
由於網路本來就無遠弗屆，當 Facebook 成長到一定程度，進入其他國家是必須的，但
正如電影「世界是平的」中所要傳達的意念，Facebook 進入其他國家前，應該深入了解該
國家的文化、人文特色與使用網路的習慣等，因地制宜地設計網站、經營管理，才能獲致
成功。因此 Facebook 可能必須考慮以下項目：
(1)必須處理語系轉換問題，降低當地使用者進入障礙。
(2)適當配合當地國情，修改部份系統定義，以順應民風。
(3)研究當地的文化與習慣差異，並盡量配合，避免使用者排斥。
(4)發展美國文化以外的系統活動，比如英國式活動、中國式活動、吸引當地使用者。
(5)各種不同國籍員工的訓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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