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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業策略 

 

一 策略的定義 

 

策略一詞原自希臘文之 Strategous，本意為統帥軍隊之將軍。Porter (1980) 認

為策略的本質就是為了應付競爭所需。Certo & Peter (1990) 指出策略是為了

達成企業目標所採取的行動方針。林建煌(2003) 解釋策略是綜合環境，資

源，目標等三項因素的結果。而湯明哲(2001) 認為策略是企業行動的最高

指導原則。 

 

Hofer & Schendel (1978) 解釋策略是組織在內部空間(組織本身)與外部空間

(環境)兩者之間的一種調適力量。他解釋若用生態學來說，策略是幫組織在

環境中找到一個生存利基(Niche)，若以經濟學來說，策略是幫組織在環境

中創造(Rent)了一個有利的位置，而若以管理學來看，策略是替組織找到一

個市場領域(Domain)。 

 

Hofer & Schendel 將策略分為四個共同構成因素： 

1. 範圍(Scope)：企業範圍係指策略領域(Strategic Domain)的廣度，企業範圍

的界定，反映了策略管理人員對企業目標與使命的觀點。 

2. 資源的配置(Resource Development)：企業資源不是無限，企業透過資源

取得與配置來達成目的。 

3. 綜效(Synergy)：策略必須能發揮綜效，綜效是一種聯合效果(Joint Effect)。

即總和績效大於各部份績效之和，我們常以 1+1>2 來表示這種結果。相

對於綜效，另一個即是反綜效(Negsynergy)，即 1+1<2。因此策略擬定應

該能發揮正綜效。 

4. 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策略目的為取得競爭優勢以達成策略

目標，因此策略必須指出企業如何在其領域的每一個事業或產品/市場中

從事競爭，亦即企業如何找出及維持一種相對於現存與潛在競爭者的不

同優勢，以取得獨特的競爭地位。 

 

Mintzberg(1987)則以 5P 定義策略:  

1. 策略是一種計劃 (Plan): 策略是經過有意識思考後的一種企圖行動方

案，或是處理一種情況的指導綱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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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略是一種手段 (Poly): 策略可以是一種用來擊倒對手或競爭者的行

動。 

3. 策略是一種型態 (Pattern): 策略是一連串行動中所呈現出來的一種型

態，即策略是行為中所呈現的一致性，不管這一致性是有意塑造或無意

形成的 

4. 策略是一種定位 (Position)。 

5. 策略是一種觀點 (Perspective)。 

 

綜合各家以上所言，簡言之「策略」就是企業競爭的手段。 

 

 

二 策略的層次 

 

我們已定義是企業競爭的手段就是「策略」，策略的內容或策略的層次是什

麼?  

 

Holfer & Schendel (1978) 認為策略可分成三個層次：(1) 企業集團策略

(Corporate Strategy)，(2) 事業單位的經營策略(Business Strategy)，(3)功能策略

(Functional Strategy)。茲說明如下: 

 

1. 企業策略(Corporate Strategy)：屬於企業集團之總體經營策略，說明了企業集

團所規劃的事業組合與所要經營的型態。主要在作成「企業應進入何種行業」

的決策。所以本層次是策略的最高層次，主要焦點在決定企業集團下的各個

事業單位的範圍與資源配置。BCG 矩陣與 GE 矩陣分析法就是屬於這個層次。 

 

2. 事業單位經營策略(Business Strategy)：屬於企業在特定領域內競爭的策略，主

要說明「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為何」與「所欲服務的客戶為何」，並作成「在

已選定的行業區隔中，如何取得最佳的競爭優勢來進行競爭」。因此，決定

內容強調滿足客戶的方式、事業競爭優勢的建立、生存空間的選擇等，而相

對產業競爭者的資本強度、市場佔有率、獲利性、成長率等是屬於這個層次

的策略決定因子。Abell(1980)定義事業的過程有三個相關的決策：(1)顧客的

需要，或什麼是要被滿足的；(2)目標顧客群，或誰要被滿足；(3)特異能力，

如何滿足目標客戶的需求。 

 

3. 功能策略(Functional Strategy)：Mintzberg 依性質將組織的部門大致分成五大類

型，包括高階經營與中階管理(Top and Management)、幕僚性行政支援部門

(Administrative Support)，技術支援部門(Technical Support)，核心前線部門

(Technical Core)。而一般而言，公司依功能性可分成研發，生產，行銷，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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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人事等，各功能主要在促成資源應用效率最佳化，並結合上述兩層次的

策略，共同完成公司目標。 

 

這三層次的策略並非獨立的，而是環環相扣並相互呼應。 

 

三 策略管理 

 

Copeland，Koller，Murrin (1995) 認為策略管理的目地是透過創造重要關係人

(Stakeholder)的價值來達到企業目標。基本上，會影響到企業和會受企業影響

的個人群體都是關係人，包括股東、顧客、組織成員與社區等。當然不可否

認地，最為重要的關係人應是顧客，因而很多企業活動的意義，便在於是否

能產生顧客的價值，以及價值高低。 

 

Broadwin & Bourgeois (1984) 認為策略領域的觀念是指策略的「What」，包括

了何種產品，何種活動與何種市場。從另一方面來看，也決定了「不是」其

領域。 在策略管理的觀念裡，包括了抉擇的觀念與分配的觀念。抉擇和分配

的觀念就是要進行取捨(Trade-Offs)。因此決定甚麼不要做與決定甚麼要做是

同等重要。 

 

林建煌(2003) 認為策略管理(Strategic Management)係藉由維持和創造組織目

標、環境、資源等三者的配合，以發展出策略的一種管理程序。他將策略管理

分為以下三階段: (1)策略規劃-針對環境與資源所進行的內外部分析，如: SWOT

分析(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y，Threat)，(2)策略執行，(3)策略控制。他

同時也主張有效的策略應具備下列四大準則: (1)一致性(Consistency)，(2)調適性

(Consonance)，(3)優勢性(Advantage)，(4)可行性(Feasibility)。 

 

 

四 策略群組(Strategic Group) 

 

Harrigan (1985) 認為策略群組係指在同一產業中使用相同策略的一群公司。策略

群組是產業和企業之間的連結。對策略管理人員而言，策略群組的界定有助於瞭

解組織所在產業結構，同時策略群組也是一種競爭者分析的工具，透過界定產業

內的群組與瞭解策略群組彼此間差異性，策略管理人員可以瞭解產業內主要的競

爭狀態和競爭者的相互競爭情況。而 Newman (1978) 認為策略群組的存在對於產

業績效有很大的影響。 

 

Cave & Porter (1977) 認為策略群組觀念帶出了移動障礙 (Mobility Barriers)的觀

念，移動障礙阻止了廠商在不同策略群組間的自由移動，因此移動障礙是解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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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中廠商在績效上有所差異的關鍵因素。 

 

郭禮瑜 (2002) 針對銀行進行「策略群組」研究，將國內銀行分為三個策略群組：

「穩健擴張群」，「專注耕耘群」，「創新經營群」。「穩健擴張群」以蠶食方式來擴

張其版圖，亦即挾其雄厚資本來占據稀有通路以進行擴張，但在新產品發展及業

務多角化的比重最為保守；「創新經營群」在資金來源、新產品發展及業務多角

化的比重最高，顯示其一方面著重來自貨幣性存款之資金來源，另一方面則積極

擴展營業收入；「專注耕耘群」則在大部份策略變數上都居中。在總體經營績效

表現上，各策略群組有顯著差異的存在，但若就財務績效來看，則無顯著差異。 

 

策略群組最重要的意義便是其代表了「產業中的結構」(Structure Within 

Industries)，因此產業不再被視為一個同質單位。但 Barnery & Hoskisson (1990) 對

「策略群組」理論有幾個關鍵問題: 策略群組是否真的存在？是否策略群組的身

份真的決定了公司績效？都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五 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ies) vs. 關鍵成功因素 

 

1. 核心能力 (Core Competencies) 

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ies)是指企業根基於其資源與能耐，以產生相對競爭者更

大競爭應勢的關鍵構面。核心能力是企業經過長期累積與學習的結果。因此，核

心能力應當是企業相對上表現比競爭者較佳的活動；同時就長期而言，核心能力

也是企業能在產品或服務上增加附加價值的原因。那些能增強核心能力的資源與

能耐，我們稱為「策略性資產」(Strategic Assets)。 

 

Quinn & Hilmer(1994)提出核心能力重點特質如下: (1) 核心能力應該是在技能

(Skill)或知識(Knowledge)，而不是在產品(Product)或職能(Function)上，因為後者很

容易便被其他競爭對手模仿或抄襲。(2) 核心競爭力應是在基於針對未來長期的

目標市場和顧客需求基礎下，可以彈性地進行調整與發展。所以，核心能力應該

看到長期顧客穩定的價值需求，而不是短暫地偏好。(3) 核心能力的數目不應該

太多，核心能力應該是企業針對未來成功最為關鍵的二至三項活動。(4) 核心能

力應該著重於價值鍊中能夠產生獨特槓桿作用的活動。(5) 核心能力應該著重於

相對於競爭者而言，在價值鍊中具有較高主宰力的活動。(6) 核心能力應該著重

於那些對顧客長期而言，在價值鍊中較為重要的因素。(7) 核心能力應該著重於

那些能夠維持長期卓越優異的能力。 

 

Brush & Artz (1999) 認為策略價值 (Strategic Value) 即指資源與能耐對於核心能

力、競爭優勢與最終顧客價值的貢獻程度。一般而言，無形資源重要性相對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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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源重要，因為無形資源比較不容易模仿，也往往不是短期所能建立起來的。 

 

企業的資源與能耐創造了核心能力。資源(Resource)是指企業所擁有的有形價值

之資產如:設備，土地，資金，廠房等：以及無形資產如技術，專利，品牌等。

Hitt & Nixon，Clifford & Conye (1999) 認為能耐(Capability)是指運用，轉換與整合

資源的能力。此一觀念著重在「資源間」的整合，透過此種整合，可以有效地發

揮資源間的生產力。故能耐往往包括著各種無形資源與有形資源彼此間的複雜互

動。資源增加只是一種相加作用，不過能耐卻具有相乘效果。資源增加有時會存

在著綜效，因此造成 1+1>2，但能耐卻可以使資源由 1 變 I(I 代表增加效用後的

1)，因此透過能耐可使 1+1>2 變成 I+I>II，而 II 遠大於 2。所以 McEvily & Zaheer，

(1999)認為，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之意義便是放在企業能耐上，透過

人力資源所進行的資訊發展，持有與交換能產生 I。 

 

2. 關鍵成功因素 (KSFs) 

 

Rockart (1979) 定義關鍵成功因素 (Key Success Factors), 認為「對任何企業而言，

某些主要領域，必需做得對，那麼就可確定這個企業將在競爭績效上有成功的表

現，此主要領域就是關鍵成功因素，它是一種能力的組合」。 

 

Ferguson & Dickinson (1982) 認為 KSFs 特性如下:(1) 企業內部或外部必須加以確

認而慎重處理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會影響企業目標的達成，甚至威脅企業的生

存。(2) 必須特別注意的事，且這些事對企業有顯著地影響。(3) 可能是企業內

在或外在的因素，影響可能是正面或負面。(4) 必須特別注意或熟悉的事情，以

避免突發狀況或錯失機會。(5) 可由評估企業策略、環境、資源、營運等活動加

以確認。 

 

他們認為 KSFs 特性如下:(1) KSFs 會隨時間改變。(2) KSFs 會因產業、產品、市

場不同而有所差異。(3) KSFs 應考慮未來的發展趨勢。(4) 在尚未瞭解 KSFs 以前，

貿然投入該產業，該企業將導致失敗。(5) KSFs 會隨產業生命週期變化而改變。

(6) 管理者應將重心集中於 KSFs。(7) 管理者必須對 KSFs 有深入的了解，並且

作為策略形成的基礎。 

 

Collins & Porras(1996)，深入研究美國 18 家企業個案研究，得到 KSFs 如下：(1).

保存核心，刺激進步。(2).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觀。(3).高瞻遠矚與長期投資。(4).

追求進步的驅策力。Renee Mauborgne(1997)，研究 30 家企業個案發現，成功企業

具有下列特質：(1).價值創新，不把競爭者做標竿，使競爭者無從競爭。(2).長期

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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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ard Berry(1999)，針對美國 14 家保持長期成功的服務業公司進行研究，得到

9 項 KSFs：(1) 以核心價值領導釋放工作潛力。(2) 訂下策略焦點，整合目標。(3)

落實一流的服務品質。(4) 擁有控制企業自我命運的能力。(5) 建立以承諾誠信

為基礎的客戶關係。(6) 投資員工，共創佳績。(7) 保持清薄短小的靈活彈性。(8) 

全員建立深耕品牌的共同意識。(9) 有效率地回饋社會。 

 

又我們如何衡量 KSFs? Hofer & Schendel (1978) 在「策略形成之分析觀念」 中指

出，找尋 KSFs 可依照下列五個步驟：確認該產業與競爭環境有關的因素。每個

因素依相對重要程度給與不同的權數。依該產業中其競爭激烈程度給予不同的評

比。計算每一個因素得加權分數。每一個因素再與實際核對比較其優先順序。每

一個產業中，產業分析得第一個目的在於分析一門產業對於其現有及潛在相關業

者是否有足夠的吸引力；產業分析的第二目的，在於確認該產業的 KSFs。 

 

大前研一(1985) 在「策略家的智慧」中指出兩種確認 KSFs 的方法。(1) 市場剖

析法：運用想像將市場剖開，分析其中主要的構成部份。企業可藉此確認各個市

場區隔，以及認清那一個市場具有策略重要性，然後再分派執行策略的職責，制

定策略與分派職責之後，就可以計算針對每一個市場擬採取策略的經濟效益，也

就是把每一個區隔市場所需投入的資源加在一起，然後再從企業可用資源的角度

來決定其優先順序。(2) 比較法：尋找出成功企業與失敗企業的不同處，然後分

析兩者之間的差異，並套討原因何在？行業不同，KSFs 也不同，為了找出某行

業的 KSFs，必需詳細檢視整個營運的每一個環結，如從原料取得到售後服務，

均應加以注意。 

 

Leidecker & Bruno(1984) 指出七種確認 KSFs 的技術，並討論他們的優缺點、應用

方法及使用實例。 

 

(一) 環境分析 

此方法確認影響或正影響某產業或公司績效的經濟、政治和社會力量，如環

境檢測，經濟模型，社會或政治諮商服務等。 

1.優點：可得知未來公司或產業的總體導向，進一步與機會/威脅的評估做連結。

2.缺點：將分析結果應用至產業或公司上可能會產生困難。 

 

(二) 產業結構分析法 

運用 Porter (1980) 提出五力分析架構作為分析 KSFs 的基礎。 

1.優點：產業結構分析讓使用者很容易瞭解產業的結構要素及要素之間的連結 

與影響。 

2.缺點：產業間關鍵成功因素不一定適用於特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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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事業專家 

向產業專家、事業專家等，具有卓越知識與經驗的專家請教。 

1.優點：可獲得專家累積的智慧知識，同時可獲得由標準分析技術或客觀資料中

不易得到的資訊。 

2.缺點：資料客觀性不足，將導致實證及驗證上的困難。 

 

(四) 競爭分析法 

分析公司在產業中應該如何競爭，以了解公司面臨的競爭環境與競爭態勢。 

1.優點：研究焦點集中，因而可以提供更詳細的資料，此外，由於分析較為深入，

能夠有更佳的驗證性。 

2.缺點：在特定方面發展受到限制。 

 

(五) 該產業領導產商的分析 

通常該產業領導廠商本身的行為模式可以提供該類產業 KSFs 的重要概念。

這種方法對於那些由一家公司或少數幾家主導的產業非常有用。 

1.優點：對領導廠商進行分析有助於確任 KSFs。 

2.缺點：對成功的解釋將受到限制。 

 

(六)公司評估 

此技術乃針對特定公司，如強弱勢評估 (Strength and Weakness Assessment)、資源

組合(Resource Profiles)、策略稽核(Strategic Audits)、及策略能力評估(Strategic 

Capabilities)等。 

 

根據以上歸納分析 KSFs 的涵概面及來源如表： 

表 2-1 KSFs 的涵概面及來源 

分析法 涵蓋層面 來源 

環境分析法 總體面 公司高層主管對環境近行

偵測 

產業結構分析法 產業總體面 不同產業結構分析 

競爭分析法 產業個體面 對本產業瞭解深入之專家

學者或從業人員 

競爭分析法 產業個體面 高階管理者、內部幕僚群

或企業外部顧問 

產業領導者分析法 產業個體面 高階管理者、內部幕僚群

或企業外部顧問 

企業本質分析法 產業個體面 企業內部幕僚 

暫時/突發因素分析法 產業個體面 企業內部幕僚、腦力激

盪、決策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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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司徒達賢(1989 與 1994)認為不論企業採取何種策略，都應該可以整理出它的形

態。司徒達賢在 1989 年提出八大構面來描述分析各企業的策略形態，後來在 1994

年予以修正成六大構面就足以涵概各種策略的形態。此六大構面為： 

(1) 產品線廣度與特色 

(2)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 

(3) 垂直整合程度之取決 

(4) 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5) 地理涵蓋範圍 

(6) 競爭武器 

 

另外，司徒達賢提出策略形態分析法的思考程序，此程序共分十階段如圖 2-1，

最大的特色是描述現在與未來的環境形貌，並依據創意或標竿學習產生新的策略

方案，並進一步從未來的策略形態產生行動方案。 

圖 2-1   司徒達賢的策略形態分析法的思考程序 

 

將前述學者歸結之 KSFs 分類整理如下： 

1. 無形資產類: (1).公司聲譽與品牌聲譽，(2).企業文化與組織文化。 

2. 有形資產類: (1).人力資源，(2).財務資源。 

1.描述現在形貌

2.檢驗目標達成水準

4.研究變化

3.找出前提

目標分析

邏輯推理

環境偵測與 條件評估

5.描述未來形貌

6.檢驗各方案

8.驗證前提

7.找出各方案的前提

目標分析

邏輯推理

環境偵測與 條件評估

9.選擇策略方案

10.設計行動計畫

目標管理與 方針管理

研判與 風險偏好

策略形態構面

創意與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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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能力類:(1).企業領導人能力，(2).專業經理人團隊能力，(3).創新能力。 

 

 

六 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Advantage) 

 

Bourgeois，Duhaime & Stimpert (1999) 認為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是指一

套能使企業可以持續不斷地比其他競爭者表現優異的因素與能耐 

 

Hill & Jones (2001) 認為當我們說某個組織具有競爭優勢時，我們意指這個組織具

有某種能力來維持其在競爭上的優勢地位。競爭優勢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長

期的，如果競爭優勢是長期的，則我們可以特別稱之為持久性的競爭優勢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競爭優勢基礎在於顧客價值的創造。企業競爭的重點在於創造最大價值，也就是

利用最少成本來創造最大的顧客利益，以提供最大顧客價值盈餘，這也是整個競

爭優勢邏輯的核心。基於此一策略邏輯，凡是能增加價值的活動，都是增加競爭

優勢的活動，因此增加競爭優勢活動包括了利益創造活動與成本降低活動。故企

業若要取得成功，則必須善用競爭優勢。 

 

Pitts & Lei (2000) 認為基本上，企業競爭優勢的運用，有以下三種思考方向 

1. 維持競爭優勢 

2. 建立競爭優勢，或可稱為＂更新競爭優勢＂(Renewing Advantage)  

3. 擴展競爭競爭 

 

 

七 競爭策略分析 

 

1. SWOT 分析 

Pearce & Robinson (1997) 提出一套架構，以提供我們根據 SWOT 分析來尋找較適

合的策略方向。如圖所示，當企業本身很強勢，而環境有有很多機會時，則此時

策略方向偏向於採用供擊性的策略(Aggressive Strategy)；反之，當企業本身很弱

勢，而環境又充滿威脅時，則此時策略方向偏向採用防禦性策略(Defensive 

Strategy)；另外，當企業本身很強勢，但環境卻是威脅多於機會時，此時策略偏

向於採用多角化策略(Diversification Strategy)；最後，轉型策略(Turnaround-Oriented 

Strategy)則適合企業本身弱勢，但環境又存在很多機會的狀態。 

 

在一九六零年代末期與七零年代初期，管理領域流行的理論是：公司能把專業性

管理所創造的競爭優勢，移轉運用於廣泛的事業領域上。 



 12

 

2. 波特的五力架構  

Michael E. Porter 提出＂五力模式＂(Five Forces Model)，如圖 2-2 所示，是眾所週

知分析產業環境中的競爭力，以分辨出企業所面臨的機會與威脅，並從中找到企

業競爭優勢的地位。 

 

圖 2-2 Michael E. Porter 提出＂五力模式 

 

 

Porter 認為產業現存競爭者、潛在競爭者、供應商、顧客以及具有威脅的替

代品五者是影響企業競爭的重要關鍵。企業若要創造競爭優勢，必須設法提高進

入障礙、減弱供應商的議價能力、減弱顧客的議價能力、限制替代品的競爭力以

及選擇結合型產業(獨占或寡占)。 

 

1. 提高進入障礙： 

進入障礙是由 Joe Bain 所提出來的，他認為新進入障礙的來源有三：(1)品

牌忠誠度；(2)絕對成本優勢，來自較佳的生產技術、控制生產所需之投入、

取得較便宜資金；(3)經濟規模，藉由大量生產標準化的產出而獲得成本的

下降、大量採購原料與零件的折扣、固定成本分攤到大的生產量、以及在

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另外 Hill & Jones 增加(4)政府設定許多產業中主要進入

障礙的法規，設法影響政府法規以提高進入障礙也是常用的策略。 

 

 

 

 

  

 

 

 

 

 

產業競爭者 
 
現有公司間的競爭 

客戶 供應商 

潛在競爭者

替代品 

替代品或服務

的威脅 

客戶的 
議價力量 

供應商的 
議價力量 

新加入者 
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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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減弱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根據 Porter 所言，供應商在下列情況下之議價能力較強：(1)供應商所賣的產品

較特殊，不僅很少替代品且對企業十分重要；(2)過度集中在某些供應商上；(3)

轉換成本相當昂貴；(4)供應商向前整合；(5)企業並非供應商之重要客戶，亦

無法向後垂直整合。因此企業為建立競爭優勢的最佳位置，必須設法削消上

游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3. 減弱顧客的議價能力： 

企業的顧客可能是最終消費該產品的顧客(最終使用者)，也可能是配銷該產品

給最終消費者的中間商，如零售商或批發商。公司為提高售價以賺取更多利

潤，取決於該公司和購買者議價能力的相對大小，根據 Porter 所言，購買者在

下列情況下之議價能力較強：(1)供給者由許多小企業所組成，而購買者很少

且規模很大；(2)購買者購買量甚大，購買者可利用其購買力量要求供應商調

降價格；(3)購買者很容易同時向幾家供應商購買其投入原料時；(4)轉換成本

很低；(5)購買者可由向前垂直整合方式滿足其需要，並以此作為威脅的工具。 

 

4. 限制替代品的競爭力： 

高度替代品的存在表示有強烈的競爭威脅，限制企業所能收取較高的價格，

並因而限制其獲利能力。某些產業的產品常和被分析產業所提供產品以類似

的方式服務消費者的需求，例如投信業所提供的債券基金、證券業的債券業

務、銀行業的存款業務，這三個產業都是服務保守投資者之理財的需求。如

果企業能夠限制其高度替代品的數量與競爭力，將有機會賺取額外的利潤。 

 

5. 選擇結合型產業： 

在產業內現存企業間的敵對競爭程度主要是三個變數：(1)競爭結構：指的是

產業內企業的數量與規模分佈，競爭結構由零散(Fragmented)到結合

(Consolidated)，零散型產業由多家中小型企業所組成，而結合型產業由少數大

型企業所掌握(如寡占)，或極端的情況是僅由一家企業所掌握(如獨占)。(2)需

求狀況：需求的成長狀況是現存企業間敵對程度的另一個決定因素，若該產

業之需求持續地成長，則市場可以提供較大的擴張空間而緩和競爭；若需求

下降時，企業只能搶走其他競爭者的市場佔有率來維持成長，徒增現存企業

間之敵對和競爭程度。(3)退出障礙：包括經濟的、策略的、感情的因素，它

使得企業即使虧損但仍留在產業內競爭。 

 

司徒達賢 (1998) 認為 Porter 是利用外部利害關係人的基礎，結合產業經濟學

與企業管理兩種學科的觀點，提出其獨特的觀念架構。公司的利害關係人事

指有利益、要求與利害影響關係的個人或團體，可區分成內部利害關係人

(Internal Stakeholders)與外部利害關係人(External Stakeholders)，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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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內部利害關係人與外部利害關係人對公司的影響 

 

 

3. 成長率/市佔率矩陣 

 

波士頓顧問集團(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利用成長率/市佔率矩陣( Growth/ 

Share Matrix ) 這個簡單矩陣，讓經理人能以市場成長率及市場佔有率來劃分出四

個象限，據此來區分各個事業單位，每一個事業單位都被稱為策略性事業單位 

(Strategic business unit；SBU)。此四象限矩陣的每一象限都被賦予一個策略，繼續

經營賺錢的金牛(Cash Cows)，賣掉市場成長率及市場佔有率皆低的落水狗

(Dog)，把從金牛賺到的錢投資在問號(Question Marks)上，使它們變成閃耀的明星

(Star)；提高明星的市場佔有率，直到該產業成功率趨緩，並使明星變成賺錢的

金牛。 

 

如此簡單的架構說明，使企業管理階層一方面得以知道公司策略該達成的目標– 

平衡的事業資產組合；另一方面則可了解在事業單位間分配與管控資源的方法。 

 

但資產組合矩陣的問題在於： 

1. 它並沒有說明如何在不同得事業單位之間創造價值。不同事業單位之間的

差異，可以大到像半導體與鐵鎚之間的差異一般，根據這個矩陣架構，不

同事業單位之間唯一的關係就是現金。但現在我們已經了解，事業單位之

間關聯性，是多角化企業創造價值的核心。資產組合矩陣的另一個問題

是：它假設公司在資本上必須自給自足。這意謂著公司必須設法完成自內

部籌措資金，而不能在資本市場募集。一九八零年代的資本市場，已經說

明了這個假設的謬誤。 

 

2. 成長率/市佔率矩陣也未能把一事業單位因隸屬於某特定公司旗下而獲得

的競爭優勢，拿來與該公司因擁有此事業單位所付出的成本作比較。在一

公司

外部利害關係人
•顧客
•競爭者
•供應商
•政府
•工會
•地方社區
•一般大眾

內部利害關係人
•股東
•董事會成員
•管理者
•員工

影響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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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零年代，許多公司建立了巨大的企業基礎建設，但這些建設在事業單

位層級，卻只創造了很小的利益。同一時期，企業管控風潮熱了起來，注

意力集中在為股東創造價值上。很多想像中具有理想資產組合的公司，因

而瓦解。 

 

1970 年代全美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採用成長率/市佔率矩陣，鼓勵公司透過成長

中的問號(Question marks)、賺錢的金牛(Cash Cows)、閃耀的明星(Stars)，來平衡它

們的事業資產組合。然而，利用資產組合管理技巧的公司表現不佳，對多角化經

營感到幻滅，這些情況使許多公司現在已經不再採用這個架構。 

 

 

八 核心能力與集中策略 vs. 多角化與購併策略 

 

核心能力與集中策略，是現在西方國家企業策略的符咒。有些集團採取控股公司

方式，擁有許多企業百分之百股權，有些則是幾家公開上市公司結合在一起而形

成，但二者都具有某種程度的中央控管。 

 

能力與核心能力並不同。蓋瑞 哈默爾 (Gary Hamel) 與普哈拉 (C.K.Prahlad)曾於

1990 年的「哈佛商業論壇」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中，發表一篇很有影響性

的文章：「企業的核心能力」(The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認為企業策略

的中心基石是「核心能力」，到底核心能力 (Competence) 與能力 (Capability) 之

間有何區別？這兩者之間有何關聯？ 哈默爾與普哈拉將「核心能力」定義為：

構成一間公司無數產品線基礎的個別技術與生產技術組合。他們認為利用核心能

力，成功的競爭者可以很輕易地跨入似乎並不相關的新事業。然而，再仔細檢視，

我們會發現只有核心能力並不能達成此目的，也需要「能力」才可達到。 

 

核心能力與能力在企業策略的新興典範中，代表兩種不同但互補的面向。這兩種

觀念都強調策略的「行為」面，與傳統的結構模型不同。但是，核心能力強調的

是價值鍊上某一點的技術與生產專長，而能力則是較廣泛的基礎，包括整個價值

鍊。從這個角度而言，消費者看得到的是能力，而核心能力則否。 

 

哈默爾與普哈拉舉例說明- 華喬維公司(Wachovia Corporation ) 。華喬維公司

(Wachovia Corporation ) 有兩個總部，一個設於北卡羅萊納州的溫斯頓–  塞林

(Winston Salem) ，另一個總部在喬治亞州的亞特蘭大(Atlanta)，該公司在兩個州

的核心市場中，都享有高報酬及不斷成長的市場佔有率。另外，總部設於俄亥俄

州哥倫市的第一銀行，則是美國銀行業中一直維持最高的資產報酬率。這兩家銀

行都是靠能力而競爭，但採取的方法非常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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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喬維憑藉的能力是，了解並服務個別客戶的需求，這種技能顯示在其可能是全

美國銀行業中最高的「交叉銷售率」(Cross Selling Ratio)上– 每位顧客所購買的

平均產品數量。這個能力的主軸是，近六百位提供個人化服務的前線行員。這種

個人化服務在傳統上只有少數銀行客戶才能享用，但華喬維卻提供給廣大得市場

消費者。該公司的專業支援系統使其每一位「個人銀行家」(Personal Banker)，可

以服務約一千二百位顧客，這些系統包括：一套整合過的顧客資訊檔案，簡化的

作業程序，使銀行能在當天營業結束前，處理完幾乎所有顧客的需求，以及為期

五年的個人銀行家訓練計劃。華喬維專注於滿足每一位顧客的個別需求，而第一

銀行的獨特能力則在於，能了解整個社區的需要 

 

 

九 機制環境如何影響策略 

 

表 2-2 機制環境如何影響策略 

機制 美國 日本 印度 

資本市場 以股權為重心，以公

開的規定及市場來監

督公司 

以銀行為重心；以連

鎖投資及經營者來監

督公司 

未開發、缺乏流動性

股權市場與國營銀

行；由官僚作極若的

監督 

勞動市場 許多商學院及顧問公

司提供人才，有證書

及文憑保證的技能，

使勞工流動性提高。

商學院不多，由公司

內部提共訓練，公司

個別針對自己需要來

發展人才。 

商學院不多，極少訓

練；管理人才極少。

產品市場 責任法律的執行可

靠，有效率的資訊傳

播，許多活躍的消費

者 

責任法律的執行可

靠，有效率的資訊傳

播，許多活躍的消費

者 

責任法律的執行可

靠，有效率的資訊傳

播，許多活躍的消費

者 

政府管制 低，幾乎沒有貪污賄

賂 

適中，幾乎沒有貪污

賄賂 

高，貪污賄賂很常見

契約執行 可預期 可預期 不可預期 

結果 多角化企業有許多不

利之處 

多角化企業有一些有

利之處 

多角化企業有許多有

利之處 

 

David J Collis  Cynthia A Montgomery 在「企業成長策略」, 「哈佛企業策略」中

認為 絕大多數經營多角化事業的公司，充其量不過是所有事業單位的加總而

已。雖然經理人對於個別事業單位如何能達成競爭優勢，已經相當精熟；但如何

在跨事業之間創造出企業優勢，經理人的技能卻仍有待加強。大多數企業創造了

平淡無奇的企業總管理處，以為有一個最適當的方法，是每家公司都應該遵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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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 畢德士與鮑伯 華特曼於 1982 年出版「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 一

書，建議企業集中在核心事業，心無旁鶩。許多企業捨棄它們因追求多角化經營

而收購來的事業，專注於核心事業，依賴核心能力觀念的指引。 

 

湯姆 畢德士與鮑伯 華特曼指出為期六年，從五十家公司的調查分析，發現很多

企業主都力圖創造各種企業策略，有些人從企業核心能力著手，有些則著重企業

資產組合，也有人建立學習型組織。不論那一種方式，這些主管總是專注於企業

策略的單一要素：資源，事業，或組織，他們所欠缺的是，把這些要素整合為一

的洞察力。這種洞察力是企業優勢的精髄 - 一家公司藉由其多角化事業活動的

配置與協調整合，進一步創造價值的方法。而最終，這也是真正優秀的企業策略

與僅堪適用的企業策略之間差異所在。 

 

企業策略三角關係：資產，技術，能力。一個企業在資源帶上落居的位置，會侷

限它應該從事的業務種類，並且限制了該企業所能選擇的組織型態設計。 

 

優越的企業策略，首先來自三角形中三邊的力量：高品質而平凡的資源；在具吸

引力的產業中有強力的市場地位，以及有效率的行政管理組織。然而，真正的企

業優勢，也需要形成非常適宜而緊密的三角。當一公司使其資源成為事業成功之

關鍵時，獲得的成果就是競爭優勢。當公司組織的結構，能將資源運用在各事業

單位上時，便能促成事業單位間的綜效，達到整合目的。最後，讓公司的評鍵報

酬制度與事業相配合，便能產生策略性的管控。 

 

哈默爾與普哈拉曾於 1990 年的「哈佛商業論壇」(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一

文：「企業的核心能力」(The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認為企業的事業資

產組合，應該建立於共享技術或營運的核心能力上，而且，公司應該致力於發展

結構及方法以提高核心能力。 

 

公司能結合規模與彈性，在下列五個競爭層面上脫穎而出： 

 速度：有能力對顧客或市場需求作出快速反應，並把新創意及技術快速併入

產品中。 

 一貫性：有能力不斷地生產出確實滿足顧客期望的產品。 

 敏銳：有能力看清競爭環境，並因此能預期顧客在需求與期望上的變化演

進，繼而作出反應。 

 敏捷：有能力同時調控許多不同的商業環境。 

 創造力：有能力產生新創意，並能結合現有要素，創造新的價值來源。 

 

傳統邏輯 vs 價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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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兩種策略性邏輯 (傳統邏輯 vs 價值創新) 

策略的 

五種面向 

傳統邏輯 價值創新邏輯 

產業的假設 認命於產業的狀況 產業的狀況可以自行打造 

策略性重點 企業應該要建立競爭優勢。其目的便

在於贏取競爭的勝利 

競爭並非標竿。企業應該要追求價值中的大

幅躍進，以支配市場。 

顧客 企業應該要透過更進一步的區隔化與

顧客化，以保留並擴張其客層它應把

重心放在顧客所重視的差異化之上 

價值創新者把目標放在多數顧客，並且願意

放棄某些顧客。價值創新者把重心放在顧客

所重視的關鍵共通點上 

資產與能力 企業應該使其現有的資產與能力都發

揮槓桿效益 

企業決不可受限於已有的成果，它必須自

問：假如重新開始，我們會怎麼做？ 

產品與 

服務內容 

產業傳統的界線決定了企業所提供的

產品與服務。其目標在極度擴張這些

產品或服務的內容 

價值創新者以顧客所追求的全方位解決方

案來思考，即使它使得企業必須跨越該產業

傳統的產品內容，亦未嘗不可 

 

重複價值創新上極為成功的企業，都利用下列三種平台於價值創新可能發生之

處：產品，服務，運送。 

 

 產品平台(Product Platform)：實體的商品 

 服務平台(Service Platform)：顧客服務，維修，保證，經銷商與零售商的訓練

支援等活動。 

 運送平台(Delivery Platform)：包含了將產品運送給顧客的後勤補給及所運用

的通路。 

 

十 成功多角化必須注意的六個問題 

 

 在目前的市場中，我們公司在那些方面能作得比所有的競爭者更好？ 

 為了在新市場中獲的成功，我們需要那些策略性資產(Strategic Assets) 。 

 我們能以競爭者的游戲規則而迎頭敢上或超越他們嗎？ 

 多角化會分解原本必須結合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的策略性資產嗎？ 

 我們僅是新市場中的一員，或是會以勝利者的姿態出現？ 

 我們可以從多角化中學習到甚麼？我們的組織方式足以學習到多角化的經

驗嗎？ 

 

奇異資融公司收購模式可做為我們展開成功多角化的方法。 

 

1. 收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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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從事文化評估的工作。 

 標示有礙整合成功的企業或文化障礙。 

 遴選負責整合任務的經理人員。 

 發展溝通策略。 

 

2. 奠定基礎 

 正式地介紹負責整合任務的經理人員。 

 讓新的高層主管適應奇異資融公司的企業節奏與規定。 

 共同形成整合計劃，包括百日計劃與溝通計劃。 

 實地參與高階管理階層。 

 提供足夠的資源，並指定責任的歸屬。 

 

3. 迅速整合 

 運用過程的圖示，藉由工作會報(Workout)，加速整合。 

 運用回饋與學習的方式，以持續地適應整合計劃。 

 開始進行短期的管理階層互換。 

 

4. 同化 

 持續地發展共同的工具、作法、過程與語言。 

 繼續進行長期的管理階層互換。 

 利用企業教育中心。 

 運用稽核人員以從事整合的稽核工作。 

 

十一 購併 

 

1.企業購併動機 

企業併購活動(Merger & Acquisition)包含有「收購」及「合併」兩種商業行為，是

一家企業藉由外部成長的方式，以達到提高市場佔有率；增加產品線、通路；分

散風險，或是得到新技術或人才等策略目標。而兩家企業在進行合併，背後的原

因通長不只是一項，而是由許多複雜的動機所組成，無法由單一理論來解釋現

象，但是對於各種不同動機的了解，可有助企業高階經理人，投資人在面對一個

合併案時，用以預測在不同購併動機下，購併績效可能的發展，並可藉以採取事

前的因應措施。 

 

伍忠賢 (1999) 以是否「公司價值極大化」做為分類依據，將過去學者對於購併

動機的研究，予以區分為兩大類，一種是使股東財富增加，稱為公司價值極大化，

代表理論為效率理論，包括營運綜效假說及財務綜效假說。另一種為其他因素，

非為增加股東財富，稱之非價值極大化，歸納原因有傲慢假說及代理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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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企業併購動機 

影響 動機 提出學者 

價值極大化 一、效率理論 

(一).綜效假說 

1. 起動綜效 

2. 營運綜效-獨佔力理論 

(二).財務綜效假說 

1. 節稅 

2. 風險減少 

3. 資本利得 

4. 評價理論 

 

 

 

Willaim 1997 

Edwards,1995 

 

 

Lewellen,1971 

非價值極大化 二、傲慢理論 

三、代理理論 

1. 成長極大假說 

2. 自由現金假說 

3. 經營者個人風險分散假說 

Roll,1986 

 

Mueller,1969 

Jensen,1984 

Amihud & Lev,1981 

資料來源：伍忠賢，企業購併聖經 

 

2.效率理論(Efficiency Theory) 

企業透過購併的方式透過收入增加或降低成本，達到利潤增加，或風險降低；並

希望透過購併其他企業，和其他企業結合，以提升營運，財務，管理效率，以創

造綜效(Synergy)，也就是希望企業在購併之後的整體價值大於購併前兩者之價值

總和，也就是所謂 1+1>2 的效果。其中，透過購併以提高企業在原產業中的市場

佔有率，減少市場競爭度，增加企業在市場上的控制力、訂價能力的說法稱為「市

場力假說」(Market Power Hypothesis). 

 

 

十二 「綜效」(Synergy) 

 

綜效來自「規模經濟」。包括， 

(1).起動綜效(Starting Synergy)： 

起動綜效是指「先行卡位」的效果，強調透過購併手段，進入一個正在發

展或成長的產業，而免去自己創立所面臨的產業知識，經驗不足，技術，

專業人才取得困難等問題，可以快速取得現有公司的資產，能力而搶得市

場先機，加速獲利時程。 

 

(2).營運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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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綜效包括透過購併方式，可以降低市場競爭程度，以提升獲利能力。

另一方面，當兩家公司進行水平合併時，可以透過裁撤重複人員、機器設

備，出售多餘資產等方式進行瘦身，以降低經營成本，或是透過兩家公司

結合，達到採購、生產、銷售上的規模經濟(Scale Economy)。而當兩家公司

的業務重疊性低時，更可以括大生產線、服務範圍，以增加營收基礎並可

達到範疇經濟(Scope Economy)的效果，台灣金控業即希望以金控集團成員

間之交叉銷售(Cross Selling)來達到金控集團的營運綜效。 

 

「綜效」(Synergy) 可分為下列六種型式： 

 共享訣竅 

事業單位藉共享知識與技能而獲益。 

 協調整合策略 

  有時候，二個以上事業單位的策略結合，可以為公司創造利益。 

 共享有形資源 

  有時候，藉由共享實質資產或資源，可以讓事業單位節省不少成本。 

 垂直整合 

  整合兩個以上事業單位的產品及服務，可以降低存貨成本、加速產品發展、提

高產能利用、及改善市場通路。 

 結合談判力量 

  不同事業聯合採購，可以在面對供應商時，有更大的談判力量，來降低成本或

改善產品品質。 

 聯合創造新事業 

結合不同事業單位的訣竅：從各事業單位選出各種活動，重新結合成一個新

單位；設立內部合資創業或同盟等，都是創造新事業單位的方法。 

 

Williamson(1997)提出垂直購併也能產生綜效，透過上下游廠商的結合，降低與供

應商之間的溝通、議價成本、也可以掌握成本較低、來源穩定的原料，亦能在營

運上達到綜效的效果。而另一個綜效效果來源是當買方經營效率優於賣方時，可

以透過購併手段將目標公司買進重整以提生經營效率，即「效率差異理論」

(Differential Managerial Efficiency Theory)。 

 

 

十三 綜效的迷思 

 

綜效的迷思有四:  

第一種偏見是綜效偏見(Synergy Bias)，企業總部主管會高估綜效的利益，並低估

其成本。第二種是家長式偏見(Parenting Bias)，認為綜效的獲得，只能靠哄騙或

強迫旗下事業單位合作。通常伴隨家長式偏見而來的是第三種的技能偏見(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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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以為達成綜效所需的任何訣竅，都可以自組織內取得。第四種是正面偏見

(Upside Bias)，主管過度專注於綜效的潛在利益，而忽視了可能的風險。這四種

偏見結合起來，使綜效看起來比實際上更具吸引力、更易達成，但形成綜效的迷

思。 

說明如下: 

 

1.綜效偏見(Synergy Bias) 

大多數企業總部主管不論本身對於綜效是否具有獨特洞察力，是否具有培養合作

關係的才能，總是認為自己應該創造綜效，他們把達成事業單位之間綜效，與自

己的工作使命及價值連在一起。綜效偏見(Synergy Bias)變成一些企業總部主管得

固執觀念，他們竭盡所能地尋找綜效，而因此作出不明智的決策與投資。 

 

2.家長式偏見(Parenting Bias) 

企業總部主管假設事業單位經理會抗拒合作，因而他們做出結論，認為只有採取

家長式的干預才能達成綜效。然而在多數情況中，上述假設與結論是錯的。對事

業經理而言，只要與其他單位相連結，可以使他們的事業更成功，他們當然願意

支持這種連結。而若事業經理選擇不與其他單位合作，他們通常是有很好的理由

支持這種選擇。 

 

3.技能偏見(Skills Bias) 

那些認為自己應該採取干預的企業總部主管，也多半會以為自己具有有效干預的

技能，但事實上，多數情況是他們並不具有這種技能。管理階層成員可能缺乏達

成有效合作所需要的營運知識、人際關係、促進技巧、或者他們就只是缺乏貫徹

到底所需要的耐心與角色力量。家長式偏見與技能偏見結合在一起，就註定了許

多綜效計劃的失敗命運。放棄機會可能比著手干預一個無法成功執行的機會要好

些。 

 

4.正面偏見(Upside Bias) 

不論綜效倡導所期望的利益是否實現，此倡導活動可能造成意料之外的結果，我

們稱之為犯規漏球效果(Knock On Effects)。這效果可能有益的，也可能有害的，

而且具有多種型式。在評估綜效潛力時，企業總部主管往往只看見「犯規漏球效

果」的正面效果，而輕忽其負面效果。 

 

大部份正面效果是伴隨「綜效偏見」而自然產生的；如果上層經理傾向想到綜效

的好處，他們會尋求支持其想法的證據，而逃避反對的證據。而一般認為合作、

共享、團隊工作會有益於組織發展的觀念，也會增加正面偏見。事實上，合作對

組織而言並非總是有益，有時候，它是完全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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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偏見一樣，矯正這四種偏見最好的方法是警覺性與紀律。只要明白到自己

有可能過度高估綜效的利益與可行性，主管就必較能找出思考上的偏差及扭曲。 

 

企業總部主管可以對自己及同事提出下列問題，來檢查自己的思考：我們真正想

達成甚麼？利益有多大？總部層級的干預能有何好處？可能會有甚麼負面效

果？若嚴格思考及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助於了解該不該行動及如何行動。 

 

 

第二節 公司治理 

 

美國學術界自一九三○年代開始探討有關公司治理之課題，亞洲國家在一九九七

年金融風暴以後亦逐漸呼籲企業體能夠重視公司治理制度。所謂「公司治理」

（Corporate Governance）乙詞，我國學者譯法不一，基於監督、防弊觀念者有稱

之為「公司管控」或「公司監理」，至強調興利功能者則稱之為「公司管理」或

「公司統理」；或許各種名詞所界定之意義與範圍不盡相同，但其主要之內涵均

係使企業體透過法律的制衡管控與設計，在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離的組織體系

中，有效監督其組織活動，以及如何健全其組織運作，防止脫法行為之經營弊端，

以實現企業社會責任之高度目標。 

 

OECD（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於一九九八年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開

部長級會議時，提出下列之五項公司治理原則，可作為企業體執行及落實公司治

理制度之參考基準： 

（一）公司治理架構應保護股東的基本權利和決策參與權。 

（二）公司治理架構應確保公平對待所有的大小股東及外國股東。 

（三）公司治理架構應鼓勵公司，就利害關係人之法定權益與角色在創造財富、

工作及健全財務等方面積極合作。 

（四）公司治理架構應能確保有關公司財務狀況、績效、所有權及其他重大資訊

之正確揭露及透明性。 

（五）公司治理架構應確保公司董事會的策略性指導及有效性監督。 

 

我國企業（上市上櫃公司）執行公司治理之基本法律架構： 

（一）公司法： 

公司法係公司治理之規範主軸，有關股東會、董事會及監察人之公司法制有如政

治上三權分立體制，期藉由彼此間相互制衡，以達到公司治理之目的。 

 

（二）證券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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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公開發行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有價證券募集、發行、買賣之管理與監督悉

依證交法之規定，證交法未規定者始適用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證交法

第三十六條及證交法施行細則第七條在公司治理機制中，係著重於財務資訊之揭

露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而財務資訊的傳遞往往可以顯現出公司治理的成果與效

益。另除證交法外，證券主管機關依據證交法授權訂定之公開發行公司相關規範

亦為公司治理之重要內涵。 

 

（三）上市、上櫃相關規章： 

證交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所訂上市上櫃相關規章，併同公司法、證交法及公開發行

公司之相關規範，均可協助並引導上市上櫃公司建立、執行與落實公司治理制度。 

鑒於設置獨立董事、監察人乃推動公司治理制度之重要環節，證交所於九十一年

二月二十二日公告實施之「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暨「有

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十七條修正條文對於初次申請上市者，以及櫃

檯買賣中心於九十一年二月二十五日公告實施之「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十條暨「第十條第一項各款不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修正條

文對於初次申請上櫃者，均就設置獨立董事、監察人之席次、資格條件與獨立性

等訂有具體規範；於上開日期以後（含當日）申請上市上櫃者應依規辦理，至該

日期之前已經上市上櫃者亦期能參照辦理。 

 

上市上櫃公司實施公司治理制度之主要方向： 

（一）強化董事會職能： 

董事會成員應本著忠誠、謹慎及高度注意的態度以公司利益為前提，對於評估公

司經營策略、風險管理、年度預算、業務績效及監督主要資本支出、併購與投資

處分等重大事項須善盡職責，同時應確保公司會計系統和財務報告之適正性，並

避免有董事會成員損及公司之行為或與股東間發生利益衝突之情事。又董事會應

審慎選任、監督經營階層，對公司事務進行客觀判斷，以及遴選適任之內部稽核

主管，確保內部控制之有效性，俾防範弊端。 

 

（二）發揮監察人功能： 

監察人應適時行使監察權，並本於公平、透明、權責分明之理念，促使監察人制

度之運作更為順暢；監察人除確實監督公司之財務業務事項外，必要時得委託專

業會計師、律師代表審核相關事務。另為避免公司之監察人與董事為同一法人之

代表人，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有實質無法獨立行使職權之情形，公司於申請上市或

上櫃時對於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所出具之相關承諾事項，監察人宜督促公司確

實補正改善，以免日後損及股東權益。又監察人應確實查閱內部稽核報告，追蹤

公司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之執行情形。遇有危害公司之狀況，監察人倘能適時主

動告知主管機關及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將有助先期防範或遏止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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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視股東及利害關係人之權利： 

公司應公平對待大小股東，鼓勵其踴躍出席股東會，積極參與董監事之選舉或公

司章程等之增修事宜，公司亦應給予股東適當、充分發問或提案之機會，俾達制

衡之效，同時股東應有即時、經常取得公司資訊及分享利潤的權利。此外公司治

理尤須重視利害關係人的權益，在創造財富、工作及維持財務健全上與之積極合

作，如有利害關係人為公司挹注資金之情形，公司務必依法相對履行債務人之責

任，以避免公司產生財務危機。 

 

（四）資訊揭露透明化： 

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二條明定提升資訊揭露透明度乃公司治理之原則

之一，公司應建立發言人制度並妥善利用公開資訊系統，使股東及利害關係人能

充分瞭解公司之財務業務狀況以及實施公司治理之情形。 

 

（五）內部控制暨內部稽核制度之建立與落實： 

為健全公司經營，協助董事會及管理階層確實履行其責任，公司應建立完備之內

部控制制度，並確實有效執行。監察人除應依相關規定查閱、追蹤內控與內稽之

執行情形外，上市上櫃公司尚應確實辦理自行評估作業，董事會及管理階層亦應

每年檢討各單位自行查核結果及稽核單位之稽核報告，作成內部控制聲明書按期

陳報主管機關。 

 

（六）慎選優良之會計師及律師： 

專業且負責之會計師於定期對公司財務及內部控制之查核過程中，較能適時發

現、揭露異常或缺失事項，並能提出具體改善或防弊意見，或將因此突破公司治

理之盲點，藉以增進公司治理之興利與防弊功能。良好的律師則可以提供適當的

法律諮詢服務，協助董事會及管理階層提昇其基本的法律素養，避免公司或相關

人員觸犯法令，使公司治理在法律架構及法定程序下從容運作；一旦董事會、監

察人與股東會有違法衝突情事，適當的法律措施亦能使公司治理得以靈活發揮效

益。 

 

Walter Salmon(2001)認為:董事會最重要的兩個工作:監督公司的長期經營策略及

對公司高層管理人員的選拔、評估與獎酬。 

 

而 Jay W Lorsch(2001)說如果 1980 年代是勞工運動讓美國工廠及辦公室的員工取

得權力的時代，那麼 1990 年代就是授權 (Empowerment) 對公司董事會產生大幅

影響的時代。授權的意義是:外部能力:在公司經營績效不符合董事會的預期時，

敦促公司管理階層改變經營策略的方向；以及在某些例子中，更換公司領導人。

他也認為董事會真正的權力與能力，得視董事所擁有的知識與董事團隊的凝聚力

而定。在考量這兩個因素時，都必須將與執行長的關係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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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W Lorsch 同時指出關於授權董事會的四大錯誤假設: 

 

1.權力是一種零和的遊戲-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觀念。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公司董事被授權監督公司執行長或高階管理人員時，發現他

們喪失了領導公司的權力。事實上，他們反而發現董事得到的資訊愈多，便愈能

有效地溝通他們的意見，並且提供愈好的意見。 

 

2.提供建議與執行監督兩者是互相衝突的- 這是一個被誤導觀念。  

如果董事能扮演好＂能夠取得有效資訊＂，＂有時間與其他董事與管理階層討

論＂，董事若處於有權力的董事會則將會比傳統董事會更加願意投入，因此他們

也將是更好的顧問。 

 

3.危機來臨時才需要行動 - 

授權董事的優點在於，能促使董事防止危機的產生。董事若都是主動監督的話，

便可以鼓勵或支持執行階層作必要的改變，避免小小轉變變成重大危機。 

如果沒在公司良好時主動監督，就可能無法及時發現並了解問題所在。 

 

4.所有公司都適用同樣的董事會授權模式 - 

至少三個因素影響董事所採取的程序與方式: 

董事對執行長的信心，公司績效，公司經營市場與技術的複雜度。 

 

Gordon Donaldson(2001) 在「哈佛商業論壇」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62) 中，

發表有關公司治理的文章. 他認為經理人是要將策略的願景轉成實際經營成

果，而董事會則是代表投資人的看法，質問公司策略執行步驟的正確性。 

 

John Pound(2001)則提出兩大公司治理模式如下: 

 

1.管理型的公司(Managed Cooperation) 模式  

公司將注意力焦點中在權力上。在這個模式中，資深管理階層負責領導與作決

策；而董事會則是雇用高階階層，監督他們並在他們表現不好時開除他們；而股

東唯一責任是在公司表現不好時，解散董事會。 

 

2.治理型公司(Governed Cooperation)的模式 

其中心目標與權力無關，而是如何產生有效決策。改革公司治理的方式，應該要

找出方法，去發展及維持一個更有效濾的決策程序。這一個目標應該要能避免公

司策略發生重大的錯誤，並且能在錯誤發生時能夠很快地更正。所以公司治理上

的基本問題，並不是來自權力的不平衡，而是來自公司決策程序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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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型公司＂的模式並不是要權力的改變，而是將注意力集中在決策程序中的

角色與行為上。這模式將形成東司在討論、審核及政策決策上的徹底改變。 

 

茲將＂管理型公司＂與＂治理型公司＂兩模式列表比較如下: 

 

表 2-5 ＂管理型公司＂與＂治理型公司＂: 

管理型公司的典範 

董事會的角色是雇用，監督管理人員，並

在必要的時候更換他們。 

治理型公司的典範 

董事會的角色是促成有效決策，及修正錯

誤的決策。 

董事會的特色 

 有足夠的權力去控制執行長及執行評

估程序。 

 有獨立性，以確保執行長的績效被確

實地評估，而且董事不會因為衝突，

或新增委員而與管理階層衝突。 

 董事會的程序能讓外部董事冷靜而有

效地評估管理人員。 

董事會的特色 

 有足夠的專業知識讓董事會為決策程

序增加價值。 

 有足夠動機讓董事會能全心投入創造

公司價值。 

 有良好方式來促成開放性的對論，並

讓董事會對公司問題保持足夠的認

知，而且能熟知股東所關切的事情。

政策 

 將執行長與董事長(或外部董事)的角

色分開 

 董事會議中沒有執行長出席 

 由獨立董事所組成的委員會來評執行

長 

 外部董事有獨立的財務及法律顧問。

 有清楚的尺度來判斷執行長的績效。

政策 

 在董事會中有公司所需要的專業領域

專家，如核心產業專家或財務專家。

 每年至少投入二十五天的時間。 

 董事的選擇方式很多。 

 對新的政策提出批評。 

 與大股東舉行定期會議。 

 董事會成員可以很自由要求任何一位

員工提供資訊。 

 

 

Cornger, Finegold, Lawler (2001)在「哈佛商業論壇」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120) 

中，發表有關公司治理的文章時,另提出“活動＂與＂責任＂的觀點。他們指出

除了董事會自己，沒人能夠執行這項評鍵。然而，自我評鍵不見得會變成自私自

利的評鍵。董事會必須在廣泛的責任類別中，為自己設定目標，最後，他們才依

此目標衡量自己的表現。Cornger,Finegold 和 Lawler 提出董事會需要下列四種技能

才能做好工作: (1) 知識– 董事會成員的知識必須能夠符合公司所面臨的策略需

求。在理想狀況下，每一位董事會成員都應該能滿足不只一樣的需求。(2) 權力 –

康柏電腦董事長 Benjamin Rosen 說 “有效的治理，需要有正確的權力平衡。＂(3)

激勵。 (4)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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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華金控副總彭康雄則認為公司治理的概念一般指公司管理與監控的方法。公

司治理的範圍，可能包含股東，經營管理階層間之代理關係，或廣義來說，則可

納入利害關係人在公司治理所扮演的角色。 

 

彭康雄說明如下:1.從法律觀點來看，公司治理著眼於在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離

之現代公司組織體系下，如何透過法律的制衡管控設計，有效監督企業的組織運

作，及健全企業組織運作防止脫法行為之經營弊端。2.重視經濟觀點，認為公司

治理是使公司經濟價值達到極大化經營為目標之制度。3.強調財務管理，認為公

司治理係資金提供者為確保公司經理人能以最佳方式運運其資金，並為其賺取應

得之報酬。 

 

彭康雄指出公司治理之意義與範圍在台灣並無統一標準. 從現在公司治理的執

行情況來看，存在以下的幾個缺失，如 1.國內企業過去家族企業,董事會易遭少

數大股東把持，致績效不彰。2.監察人缺乏獨立性與專業性,功能無法有效發揮。

近年來主管機關也陸續提出一些改善方法，如獨立董事,獨立監察人等制度。因

此他認為並不是企業設立外部獨立董事就代表公司治理做得不錯，重要的是在設

立獨立董監事之後獨立董監事是否真的確實監督公司管理階層重視內部控制制

度，以及其能否保持中立態度確切監督公司營運，才是公司治理能否發揮功效的

主要關鍵。 

 

 

第三節 結論 

 

根據上述理論，本研究將金融控股公司的企業策略定義為：使金融控股公司能提

升經營綜效，創造競爭優勢，以在產業競爭中取得領先且持久性的地位。又由於

金融控股公司的成功乃有賴於旗下子公司的績效表現與經營策略，因此金融控股

公司的競爭策略與旗下子公司的競爭策略實際上是密不可分的，所以在分析過程

中，旗下子公司的競爭策略應放入一併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