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總共分成五節，分別針對過去學者們對於「數位學習產業」、「資源

基礎理論」、「新事業資源運用策略」、「創業分期」與「創業機會」等五方

面之看法及研究成果進行歸納整理，一方面希望對本研究之產業有較深入

之瞭解，亦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建立必要之理論基礎。 

第一節  數位學習（e-learning） 

一、定義 

張明敏（2001） 

張明敏認為 e-learning即為網路教學，因為電腦網路具有整合多媒體的特

性，而網路教學可以說是使用者透過結合資訊網路科技與其他電子媒體的

網路環境，進行學習或訓練完成學習，達到最終學習目標的整個過程。 

陳佳賢（2001a） 

陳佳賢認為 e-Learning乃指「運用網路促成的學習，包含學習內容的製作、

傳遞、擷取、學習經驗的管理、學習社群間的交流等」，與傳統學習方式

的最大不同在於 e-Learning將所有與學習有關的活動，如教師的教材製

作、傳遞、學習者上課、討論、上圖書館查詢資料、註冊、繳費等活動，

透過網際網路連接起來，受其影響者包括學習者、教授者及處理學習者與

教授者間相關行政事項的人員，牽動範圍廣大，也因此，對許多有導入

e-Learning需求的業者而言，e-Learning似乎使學習變複雜了。然而，事實

上 e-Learning 只是將傳統學習原本分散的學習活動透過網路技術加以串連

並加以管理，並未改變學習的本質。 

 

此外，如以學習方式來區分，e-learning可分成同步學習、非同步學習及混

合式學習。 



Rosenberg, M. J.（2001） 

Rosenberg認為 e-learning指利用網際網路傳送一連串能強化知識和績效的

解決方案，線上學習是遠距學習的一種，但遠距學習並非線上學習。它必

須具備以下三大根本標準： 

 

 線上學習互連成網，使他能及時更新、儲存/取用、分配和分享教學或

資訊 

這功能非常重要，是線上學習必備條件。其認為唯讀光碟確為科技性

的學習系統，但不該被歸類為線上學習，因為雖然唯讀光碟（以及數

位影碟）是傳送教學和資訊的得力工具，特別可用於豐富的媒體式模

擬，但是缺乏聯網性，無法及時傳送、更新資訊與教學。 

 

 線上學習利用標準的網際網路科技，經由電腦傳送給終端用戶 

由於電腦之定義一直在變，因此此項標準重點在於傳送上需利用標準

之網際網路科技，可以形成全球通用之傳送平台。 

 

 它所著重的是最巨觀的學習—超越傳統訓練典範的學習解決方案 

將線上學習稱之為「替代學習（alternate learning）」反而有損線上學習

之長處，沒有道理要讓線上學習之目標只是模仿在課堂內就能做到的

事。 

陳盈儒（2002） 

陳盈儒認為數位學習（e-learning）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來學習的方式，然

而線上學習所代表的並不只是網路加上學習而已，而是一種新的學習方

式，其具備更深層的知識分享、人際溝通，以及知識管理的意涵在內。 

蔡敦浩（2002） 

蔡敦浩認為 e-learning即「線上學習」，泛指透過科技進行之學習方式，亦

即「電子化學習」。由於網際網路一直是學習的重要管道，因此 e-learning



便是指透過網際網路的線上學習。e-learning結合了電腦科技（如網際網路）

和媒體科技（聲音、影像、圖片），傳送一系列能強化知識和績效的解決

方案。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 

在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定義「數位學習」是以數位工具，透過有

線或無線網路，取得數位教材，進行線上或離線之學習活動；因此數位學

習產業涵括數位學習工具（載具及輔具）研發、數位學習網路環境建置、

數位教材內容開發、以及數位學習活動的設計等。 

 

在對「數位學習」之定義上，本研究採用數位學習國家行計畫中之定義，

也就是指利用數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取得數位教材，進行線

上或離線之學習活動；此外觀察前面學者對 e-learning、線上學習與網路教

學之看法，可知這些不同名詞其實指的是同一種學習方式，也就是說數位

學習即是指 e-learning、線上學習以及網路教學，名稱上之差異只是因為數

位學習產業剛在發展前期，因此在名稱上還尚未未完全統一，過去一般用

e-learning這字眼，最近已經漸漸轉變成用數位學習此名詞。 

二、數位學習之需求、優勢與挑戰 

（一）數位學習需求成因 

本研究綜合陳佳賢、陳盈儒（陳佳賢、2001a）（陳佳賢、2001b）（陳盈儒、

2002）對數位學習產業之看法，歸納造成數位學習產業蓬勃發展之原因（也

可說是使用者需求）如下： 

 

 知識經濟時代來臨引發終身學習的需求 

21世紀為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競爭力的來源由實質資產

移轉至知識，科技是新經濟的驅動力，人力資源則是其燃料，腦力成

了決定企業核心競爭力及企業是否能永續生存的因素，而人們更需要



不斷的學習來提昇自己的競爭力。 

 

 企業競爭全球化下給予員工必要之知識 

在全球佈局的考量下，企業的員工涵蓋不同地理區、不同種族，如何

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員工在認知、工作要求上達到公司的要求，是許

多跨國企業所關注的問題。 

 

 為迅速提昇員工技能以符合企業需求 

因為具備 IT技能的人力一直不足，為提昇員工技能以符合企業需求，

e-Learning成了最好的選擇。此外，企業重視人力資源也反應在企業

對於教育訓練的投資。美國企業大學的數量由 1980年代的 400家成長

至 2000年的 1,600家，可見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競爭力取決於腦力

素質，如何獲取、維持員工的技能便決定企業競爭之成敗。 

 

 人們對學歷之需求 

員工而言，具備高學歷能獲取較多就職的機會及較高的薪資亦帶動員

工對學習的需求。依美國商務部及人口統計局資料顯示，1980年，大

學與高中學歷的勞動者薪資差距約 50%，至 1996年擴大為 80%，2000

年更提高至 111%；而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也由 1950年的 28%，提昇

至 2000年的 65%，預計至 2005年，將有 85%的工作是需要專業技能。 

 

 e-Learning相關技術之進步 

除了 e-Learning內容製作工具、種類及傳遞工具的增加進步外，網路

使用者的迅速普及也是帶動 e-Learning需求的重要因素；科技與頻寬

的改善則使多媒體及高互動性的課程（如模擬、角色扮演）成為可能，

這些都促進學習者之學習成效與意願。 

 

 成本效益考量 

在企業降低成本的壓力下，傳統教育方式上，教育經費有 40%至 60%

左右是消耗於相關的交通費用上（這尚未包括員工暫時離開工作崗位

參加教育訓練，不在職期間所產生的機會成本），而 e-Learning具有任



何時間、任何地點(Anytime, Anywhere)之便利性，可有效降低成本。 

 

 知識管理需求 

近年來，國內廠商大舉進軍中國，將許多生產線外移中國，由於具有

相同的語文，為避免再犯相同的錯誤，許多企業積極將其在台灣發展

之管理經驗藉由 e-Learning的方式詳實記載以教授中國當地之幹部，

以期能完成經驗傳承，避免錯誤、提昇經營效率。 

 

 學校增加收入之需求 

在教育部逐漸降低補助款，自主籌措財源比例提高的壓力下，許多學

校無不積極思考如何籌措財源。在此同時，台灣許多企業經理人員有

進修之需求，但受限於時間、地點之限制而無法回學校進修，因此學

校可藉由提供 e-Learning以增加收入，讓有意願想進修的人員則可以

在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下修習到所需課程，此外也可以進軍大陸教

育市場。 

 

簡單來說，企業或個人對數位學習之需求主要受以下三種因素所驅動： 

1. 降低學習成本或增進收益之需求。 

2. 對於不斷且隨時學習新知識或技能之需求。 

3. 進行有效之知識管理之需求。 

（二）數位學習發展上之優點與面臨的問題 

田耐青、洪明洲（1998）  

田耐青、洪明洲認為網路教學有以下優點： 

 

 非同步：師生可以不必同時在線上。 

 多方向：師生都可以有群體且雙向的溝通。 

 個別化：學生可以依其需要選擇合適之進度或教材來學習。 

 自動記錄：網路的各種行為或溝通都可以留下資料，利於查索與追蹤。 



Marc J. Rosenberg（2001）  

Rosenberg認為線上學習有以下好處： 

 

1. 學習成本降低，因為可以減少差旅支出、縮短訓練時間，還能免去或大

幅減低對課堂/講師基礎設施的需求。 

2. 線上學習幾乎能同時接觸無限多的人數，因此能強化企業業務反應能

力。 

3. 可照需求製作一致性或客製化內容。 

4. 內容可透過網路能及時更新。 

5. 全年無休，人們可以隨時隨地進入線上學習。 

6. 已有數以千萬的人使用網路，因此學習如何取用線上學習已不是個問

題。 

7. 已有通用之網路協定和瀏覽器，每個人在網上幾乎都能以同樣的方式取

得同樣的材料。 

8. 可以建構社群，進行知識分享。 

9. 網路學習解決方案具高度可調整性。 

10. 線上學習為企業網路之應用方式之一，因此能讓企業對網路的投資能符

合槓桿原理。 

11. 提供更有價值的顧客服務。 

陳韻竹（2001）  

陳韻竹綜合部分學者之看法，認為電子學習有以下之優缺點： 

 

 優點 

1. 彈性、方便性：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進行訓練。 

2. 跨平台：可以藉由任何平台網路存取資料。 

3. 訓練內容更新容易：只要將資料在伺服器更新，及可以讓在遠端的人下

載更新的內容。 

4. 節省訓練時間的交通成本。 

 



 缺點 

1. 網路的頻寬/瀏覽器會限制教學方法。 

2. 由於頻寬的限制，在影像、聲音方面表現較差。 

3. 學習者在超媒體環境中由於過多連結造成學習者迷失。 

蔡敦浩（2002）  

蔡敦浩認為線上教育取代了舊式的講授方式，也顛覆了既有的訓練與教

學，因為它有以下傳統學習方式所不及之優點： 

 

1. 可降低學習成本。 

2. 強化業務反應能力。 

3. 可以需求製作標準化或客製化的教材。 

4. 內容及時、精確。 

5. 學習工具簡易不費時。 

6. 可建構知識交流社群。 

7. 具有網路外部性或網路效應。 

8. 可促進企業的網路投資符合槓桿原理。 

9. 可提供更有價值的顧客服務。 

陳佳賢（2001b）  

陳佳賢整合國外資訊以及自己之看法，將 e-Learning學習方式與傳統教室

學習方式主要之差異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2-1-1  e-Learning與傳統教育學習方式之比較 

 e-Learning 傳統教室學習方式 
教材 1. 個人化教材 

2. 更新即時、快速 
3. just-in-time的學習方
式，只提供所需資訊 

1. 制式教材 
2. 更新速度慢 
3. just-in-cast的學習方
式，提供大量資料，但

相關性如何不得而知 
成本 國際化的規模，相對成本較

低 
規模較小，相對成本較高 

資訊擷取 無時間限制，一週 7天，每
天 24小時 

只在固定的時間 

效果衡量 藉資訊科技自動衡量受訓

結果 
不易衡量 

學習中心 以學習者為中心

(learner-centric) 
以老師為中心

(Instructor-centric) 
互動性 較差 最佳 

資料來源：Merrill Lynch、Thomas Weisel Partners、Aberdeen Group， 

資策會MIC經濟部 ITIS計畫整理 

張明敏（2001）  

張明敏分別針對企業與學校網路教學推展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業界

與學校所認為之網路教學「關鍵因素」與「困難」不盡相同，摘要如下表

所示 

 



表 2-1-2  推展網路教學之關鍵因素與面臨之困難 

 關鍵因素 最主要的問題與困難 
業界 1. 網路教學相關人員的專業

知識培訓 
2. 建立學習追蹤的機制，以掌
握學習者學習狀況 

3. 學習者能夠接受網路教學
的環境與方式 

1. 頻寬不足導致網路教學系
統的功能受限 

2. 傳統面對面學習習慣不易
改變 

3. 社會大眾欠缺對網路學習
的認知 

學校 1. 編製高品質的網路課程 
2. 網路教學與傳統教學相互
配合 

3. 提供學習者一個具高度使
用者親和力的學習環境 

1. 頻寬不足導致網路教學系
統的功能受限  

2. 教學平台的品質良窳不一 
3. 智財權不易受到完善的保
護 

陳盈儒（2002）  

在「數位學習技術座談會」中各方專家認為數位學習產業在發展上有以下

瓶頸： 

 

1. 企業員工使用率偏低： 

其造成原因有許多，例如速度太慢、教材內容不夠豐富等。 

2. 企業並未隨導入數位學習而進行適當組織變革： 

數位學習之導入並不只是技術的引進，還要注意整個內容以及相關活動

之配合，才會有效。 

3. 人才的缺乏： 

尤其是有國際觀、有創意的人才。 

4. 數位學習的學分承認問題與證照制度之配合： 

增進人們繼續學習之動機。 



李昌雄（2003）  

李昌雄認為目前線上學習並不是很成功主要因為以下原因： 

1. 仍在攀爬學習曲線的早期。 

2. 有系統的投入太少。 

3. 單打獨鬥，未能形成教學與學習社群。 

4. 很少的課程曾經過重新設計。 

5. 教材不適當；缺乏彈性，無法因為個人需要調整。 

6. 重形式、輕實質。 

7. 科技造成使用上之障礙。 

8. 缺乏教學支援。 

9. 學習文化和習慣難以改變。 

10. 學習變得很無聊。 

 

此外，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軒尼士（John Hennessy）認為 e-learning發展

上，教材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為如果學生真要做好學問，更重要的事

必須實際上與老師們互動交流，才能深入學習。此外，很多東西會因為距

離的關係而無法移植到國外，我們希望學生在史丹福唸書可以得到完整的

「史丹福生活經驗」，所以要擴大遠距教學的規模比想像中難的太多了。

（黃牧慈，2002）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目前學者對於數位學習優勢之看法大都著在於效率、彈

性與便利性上，而這些主要是由網際網路之特性而來；而在數位學習發展

上面臨之問題方面，主要是在於人們「觀念上的轉變」（不論是使用者、

業者、政府官員或是企業高階管理人員）以及與學生的互動，本研究分別

將數位學習主要之優勢與面臨的問題整理如下兩表所示： 

 



表 2-1-3  數位學習之優點整理 

優點 相關學者 
學習時間、地點上之便利性 田耐青、洪明洲（1998）、Rosenberg, M. 

J.（2001）、陳韻竹（2001）、蔡敦浩（2002）、
陳佳賢（2001b） 

學習成本的降低 Rosenberg, M. J.（2001）、陳韻竹（2001）、
蔡敦浩（2002）、陳佳賢（2001b）、 

易於進行知識管理與分享 Rosenberg, M. J.（2001）、蔡敦浩（2002）
可同時接觸許多人 Rosenberg, M. J.（2001）、陳佳賢（2001b）
課程規劃具高度彈性，可達到

個人化教材 
田耐青、洪明洲（1998）、Rosenberg, M. 
J.（2001）、蔡敦浩（2002）、陳佳賢（2001b）

教材更新容易且迅速 Rosenberg, M. J.（2001）、陳韻竹（2001）、
蔡敦浩（2002）、陳佳賢（2001b） 

以學習者為中心 田耐青、洪明洲（1998）、陳佳賢（2001b）
自動記錄學習進度 田耐青、洪明洲（1998）、陳佳賢（2001b）

 

表 2-1-4  數位學習發展上面臨的問題整理 

發展上面臨的問題 相關學者 
學習社群的經營 李昌雄（2003） 
課程設計、發展適合的教材 陳韻竹（2001）、陳盈儒（2002）、李昌雄

（2003） 
人們學習習慣與觀念的改變 張明敏（2001）、陳盈儒（2002）、李昌雄

（2003） 
與學生間之互動效果不佳 陳佳賢（2001b）、李昌雄（2003）、John 

Hennessy1（2002） 
頻寬不足 陳韻竹（2001）、張明敏（2001）、陳盈儒

（2002） 
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 張明敏（2001） 
學分承認與證照制度配合 陳盈儒（2002） 
如何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陳韻竹（2001） 

                                                 
1引自黃牧慈（2002） 



三、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 

（一）數位學習產業現況分析 

陳佳賢（2001a） 

如果以業者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來看，可將 e-Learning業者區分成三類：工

具提供者(Tool Provider)、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及服務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各區隔之定義及代表業者如下表 

 

表 2-1-5  線上學習市場區隔及主要廠商 

區隔 定義 主要業者 

服務提供者 提供與線上學習有關的服務，如課程代製、學習

入口網站(e-Portal、e-Hub)、提供 e-Learning軟

體及課程的學習服務供應商(Learning Service 

Provider ; LSP)、e-Learning建置、諮詢顧問服務

等 

勝典科技、 

為智科技 

工具提供者 提供課程製作、傳送、管理之軟硬體系統及工

具，可說是 e-Learning產業的軍火商 

天下趨勢、育碁、肯

心、創意家、Lotus、

中山寰亞、一宇數

位、訊連 

內容提供者 課程內容可概分成五大類：IT技能、企業技能、

生活型態、學校課程、量身訂製等。課程內容可

以是自行開發、製作的，如出版社，也可以是其

他機構授權使用，如學術機構授權。 

昱泉國際、松誼企

管、中國生產力中

心、巨匠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1年 4月 



蔡敦浩（2002） 

蔡敦浩認為線上學習產業包括了「技術」、「內容」與「服務」三大類業者，

整理如下表 

 

表 2-1-6  數位學習產業市場區隔及國內外廠商 

區隔 定義 市場發展與主要業者 

技術廠商 提供電子學習所需之技術，例如視訊、語

音等，將之整合至「學習管理平台」

（Learning Management Platform, 

LMP），此類平台在美國有有兩個名稱，

一是 LMS（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即學習管理系統；一是 LCMS

（Learning Content Management），即針對

學習內容的管理系統，此外也提供相關軟

硬體支援 

約佔總市場 10%，年成長率為

80% 

主要業者有天下趨勢、育碁、肯

心、創意家、IBM Lotus、旭聯、

訊連；國外有 Blackboard、Smart 

Force、Click21learn、Digital Think

等 

服務廠商 主要提供的學習服務有三種類型： 

1. 學習入口網站（Learning Portal） 

2. 學習服務供應商（Learning Service 

Provider, LSP） 

3. 其他專業服務，包括各類委外合約內

容研擬、企業學習顧問、網站整合與

代管、網路與資訊服務的供應等 

此類市場成長最快，其年複合成

長率（GAGR）預估為 111%，2003

年將可達總市場 36% 

主要業者有天下趨勢、勝典、哈

佛企管、松誼企管、昱泉國際、

IBM Lotus、育碁、旭聯、創意家、

為智、柏高悠、肯心 

內容廠商 提供套裝的教材軟體，或為客戶量身訂做

學習教材，運用多媒體方式，利用不同傳

送技術或模式傳遞給學習者。一般而言，

傳統的教育機構與出版業者會有相當之

優勢與興趣切入此市場 

IDC預估 2003年內容廠商產值

約佔總市場54%年成長率約74%

主要業者有天下趨勢、勝典、昱

泉國際等；國外有 Hungry 

Mind、Learn2.com、

Click21learn、Digital Think等 

 



（三）數位學習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孫珍如（2002）、陳佳賢、孫珍如（2002） 

E-Learning目前看到比較多的市場機會是在解決方案的部分，包括學習管

理系統(LMS)等軟體工具與平台，課程內容(Courseware)，系統整合與專業

顧問，以及協助企業客戶開發特製內容需求等服務。根據國外顧問公司研

究預測，北美企業教育訓練市場目前以「講師講授」為主的時代將於 2004

年演變為以「E-Learning」為主流，根據 IDC預估 2004年全球企業

E-Learning解決方案市場規模將成長至 231.1億美元，1999-2004年複合成

長率（CAGR）高達 69%。 

 

而國內市場由於產業價值鏈尚未完全成形，短期內明確的市場定位乃業者

能否存活的關鍵；此外MIC認為 E-Learning市場將於 2002年進入成長期，

並預估 2004年我國企業 E-Learning市場規模將突破新台幣 30億元，

2000-2004年的複合平均成長率高達 104%(詳見圖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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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企業市場乃包括政府部門與公私營企業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1年 6月 

圖 2-1-1  2000-2004年我國企業 E-Learning市場規模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此外，關於數位學習產業之未來發展趨勢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內容市場將在 2003年成為最大區隔：對內容提供者而言，能否在市場

上佔有一席之地取決於是否有「大量」、「質精」且「價格合理」的課程。 

2. E-Learning系統規劃設計顧問市場將是未來成長最快的區隔。 

3. 隨著 E-Learning市場逐漸擴大，內容與服務市場所佔的比重將逐步提

昇。 

4. 華人教育市場的拓展（主要針對大陸）。 

陳盈儒（2002） 

在「數位學習技術座談會」中各方專家認為數位學習產業未來發展有以下

趨勢 

 

1. 業者會受政府的預算與政策所影響：例如總經費達 40億元之「數位學

習國家型計畫」對整個產業之發展方向會有影響。 

2. 企業間併購增加：例如 Smartforce與 Skillsoft併購。 

3. 專業分工：雖然台灣業者目前大都停留在整體解決方案，但這是未來趨

勢。 

4. 以需求為導向：以企業之需求為發展重點，而非技術。 

5. 外商搶食大餅：國際大廠挾有技術優勢與完整解決方案的完整性企圖切

入國內市場。 

6. 發展以遊戲為基礎的學習：例如 EA（美國藝電）很有名的模擬城市，

被很多商學院或建築學院拿來當作輔助教材。 

 

綜合上述，國內數位學習產業未來之發展有以下趨勢 

 整體市場持續成長。 

 市場競爭加劇。 

 政府之力量對於未來產業發展之影響很大。 

 走向專業分工。 

 企業間之併購情形加劇。 

 發展新的學習模式（能真正發揮數位學習之優點的學習模式）。 



第二節  資源基礎理論 

一、定義 

Wernerflet（1984） 

Wernerfelt是第一個提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RBV）

的學者，他強調應以「資源面」取代原來「產品面」的觀點來創造、掌握

資源的情境並強化資源效率，這是因為多數產品的完成須借助資源的投入

與服務，而大部份資源亦使用在產品上，兩者為一體兩面，故企業須創造

與把握資源的優勢情境，在管理上強化資源效率，使其所累積及培養的資

源優勢，為競爭者無法直接或間接取得，而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勢。 

Barney（1991） 

Barney認為隨著環境的變化，企業間的競爭策略也日新月異，從製造能

力、產品品質、時間競爭、顧客滿意、創新能力以至於協力外包，每個在

商場上搏鬥的企業都汲汲於尋找、創造與演化自身的核心能力，而此能力

的來源，便是隱含於企業中的「資源」。 

 

因此資源基礎理論強調公司資源與競爭優勢的結合，也就是企業應持續累

積稀少（rare）、有價值（valuable）、不完全模仿（imperfect imitable）與不

可替代（non-substitutability）的核心資源，才能獲得長期的利潤、成長與

生存。 

吳思華（2000） 

吳思華認為企業進行策略規劃有兩種不同的策略方式，說明如下： 

 

1. 由外向內型 

著重於瞭解外在環境變化的趨勢，調整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以維持長



久之競爭優勢，如SWOT 分析，以及Porter 的五力分析模式。 

2. 由內向外型 

企業應持續建構組織的核心資源，對抗外在環境的變化，此即所謂資源

基礎理論。 

 

簡單來說，資源基礎理論強調企業必須不斷累積自己之核心資源，才能維

持長久之競爭優勢。 

二、核心資源特色 

Prahalad & Hamel (1990) 

Prahalad & Hamel指出核心能力需具備以下特色： 

 

1. 為整合性技能：完整組合的技藝與能力。 

2. 它不是資產：非會計帳上的資產項目，是動態的活動，累積性的學習以

及無形與有形兼具的知識。 

3. 能與顧客價值結合：產品或服務，必須能充份顯現顧客在使用後所獲得

之價值或利益。 

4. 與競爭者有所差異：是獨特且短期內不易模仿的。 

5. 提供進入新市場的路徑：以順利進入新市場為目的。 

6. 不容易被競爭者模仿：如何順暢運作到產品製造上、內部跨部門技術協

調、以組織學習創造技術的有價值 know-how 及公司整套系統運作，均

非短期所能模仿或學習到的。 

Barney（1991） 

Barney認為公司之所以能維持長久競爭優勢，在於公司所擁有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與不可移動(immobility)之資源，這些資源具有以下四項顯著

特徵： 

 

1. 有價值性(value)：所謂資源的價值是指，公司在執行某一特定策略時，



是否能增進效能與效率。 

2. 稀少性(rareness)：指公司擁有獨特的唯一資源，市場上現有或潛在的競

爭者並未擁有它。 

3. 不可模仿性(imperfect limitability)：這主要是基於 

（1）獨特歷史因素：即特定時空關係所孕育的資源，例如組織的文化、

個人能力。 

（2）模糊的因果關係：指企業的特有資源與持續性競爭優勢間的關係

難以劃分，因此競爭者無法清楚得知是何資源導致公司具有競爭優勢，

也無法對成功的策略進行模仿。 

（3）社會的複雜現象：資源無法模仿，有可能源於複雜的社會現象，

超越系統化的管理與影響，例如企業中的人際關係互動、企業文化、商

譽等，此種資源明顯地增加了公司的競爭優勢，但卻因為非常複雜而難

以複製。 

4. 不可替代(insubstitutability)：企業沒有可被替代的稀有或有價值的資

源，所以企業可取得競爭優勢。 

Grant（1991） 

Grant認為市場的競爭優勢源自資源的四項特性，分別是： 

 

1. 持久性：技術的改變會使得資本設備、技術資源縮短可用時間，但如商

譽、品牌等雖也有耗損，卻可經由再投資而得到維持。 

2. 非透明性：即企業的競爭優勢是由許多資源能力組成，內容複雜，則競

爭者在判定資源及進行模仿時，將無從辨別其關鍵所在，因此無從模仿。 

3. 非轉移性：指可經由地理上的固定、不完全資訊、獨特資源與能力的固

定性，提高資源的優勢。 

4. 非複製性：指企業須投資資源，建立使競爭者無法模仿的資源優勢。 



吳思華（2000） 

吳思華認為核心資源需具備以下三大特色： 

 

1. 獨特性：指該項資源必須具有使企業在執行策略時增進效能與效率的價

值，同時包含了有價值、極稀少、不可替代三項特性。 

2. 專屬性：指該資源和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理制度緊密結

合，不易移轉或分割，其他企業縱然取得該項資源亦不一定能發揮類似

功能。 

3. 模糊性：指資源建構過程及其與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不易清楚釐

清，使競爭者不僅無法取得，亦根本無從學習。 

 

綜合上述，可知企業之核心資源具備以下之特性 

 為數種資源或能力整合而成的，並非單單由一種資源或能力所構成的。 

 能提供顧客價值。 

 專屬於該企業所有的。 

 別的企業難以模仿或取得。 

三、資源分類 

由於創業相關領域發展甚晚，所以許多領域之研究大都先借用過去在企業

管理、策略相關領域之研究成果加以驗證或修正，下面摘要不同學者對於

資源分類之看法。 

Aldrich & Fiol（1994） 

Aldrich & Fiol將新創事業所需之重要資源分成下面六大類 

1. Legitimacy（正統性） 

2. Top managers（高階管理團隊） 

3. Quality employees（優秀員工） 

4. Financial resources（財物資源） 



5. Technology（技術） 

6. Government support（政府支持） 

 

他們認為在新創事業的成長過程中，正統性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以

幫助新創事業獲取其他所需資源，但因為正統性很難衡量，因此很難做進

一步之研究。 

Greene, P. G.（1995）2 

P. G. Greene將資源分成以下五類： 

 

1. human（人力資源）：包括個人所受之教育、工作經驗等。 

2. social（社會資源）：包括存在社會中每個人之非關經濟的知識，例如家

族關係或社會規範或社會結構。 

3. physical（實體資源）：企業營運所需之機器設備等實體資源。 

4. organizational（組織資源）：包括組織成員間之相互關係、成員以及儲

存在組織中之知識等。 

5. financial（財務資源）：企業營運或成長所需要之資金等。 

Greene, P. G.、Brush, C. G. & T. Brown（1997）  

Greene等將資源分成下面六種類型，相較於 P. G. Greene（1995）的分法，

主要是多了技術資源。 

 

1. 人力資源（human） 

2. 社會資源（social） 

3. 財務資源（financial） 

4. 實體設備（physical） 

5. 技術資源（technology） 

6. 組織資源（organizational） 

                                                 
2 引自 Greene, P. G.、Brush, C. G. & T. Brown（1997） 



吳思華（2000）  

吳思華將資源分成資產與能力兩部分：前者是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

素存量，並可分成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兩類；後者則是指企業建構與配置

資源的能力，又可以分成組織能力與與個人能力兩部分，如表 3-2-1所示： 

 

表 2-2-1策略性資源的內涵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有形資產 

金融資產 現金、有價證券 

資

產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著作權、已登記

註冊的設計）、執照、契約/正式網路、資料庫等 

個人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 

管理能力 

人際網路 

能

力 

組織能力 業務運作能力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料來源：吳思華（2000） 

Brush, C. G.等（2001） 

Brush等認為新創企業之資源可以分別從該資源組成之複雜程度以及該資

源之功效兩個向度作為劃分之指標；如果從該資源組成之複雜程度來看，

可以劃分成單純性資源（Simple resources）與複雜性資源（Complexity 

resources），說明如下： 

 

1. 單純性資源（Simple resources）：此類資源較偏向實體性質、可以個別

分開來看、較偏向資產導向的，例如財務資源。 

2. 複雜性資源（Complexity resources）：此類資源為非實體的、系統化程

度較高（因此難個別分開來看）、較偏向知識導向。 



此外，該資源之複雜程度會影響該資源在移轉上、整合上之難易程度以及

其所創造出之競爭優勢強度。如果從該資源之功用來看，可以將資源分成

直接資源（Utilitarian resources）與間接資源（Instrumental resources），但

有些資源是很難劃分清楚其屬於直接資源或是間接資源，例如技術。直接

資源與間接資源之說明如下： 

 

1. 直接資源（Utilitarian resources）：該資源直接參與產品製造流程或是可

以相互結合去取得其他資源，如實體設備。 

2. 間接資源（Instrumental resources）：該資源可以幫助公司去取得其他資

源，但與生產製造並無直接關係，例如財務資源。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學者們對於資源總共包含哪些項目（如財務、人力、

智財…）的認知是接近的，所不同的是在分類的架構上。本研究在訪談問

卷設計上利用吳思華（2000）之分類方式，將企業資源分成有形資產、無

形資產、個人能力與組織能力四大項。 



第三節  新創事業資源運用策略 

因為本研究之目的為瞭解新創事業資源累積歷程，因此下面摘要整理過去

學者在企業資源運用策略方面研究中與本研究較相關之理論，以做為參

考。 

Grant（1991） 

Grant在資源基礎觀點策略分析模型裡，提出了五種核心資源的維持方式： 

 

1. 替代性投資（replacement investment）：以替代性投資保有、增加資源優

勢，以鞏固或加強現有的競爭地位。 

2. 升級（upprading）：將資源作創新的提升。 

3. 協調（harmonizing）：協調現有資源，並將其運用在開拓未來競爭優勢

的資源與能力方面。 

4. 擴展相關多角化的資源：藉以延伸企業的產品範圍。 

5. 購併互補性資源：藉以發展現有資源，建立未來的競爭優勢。 

Hamel＆Prahalad（1993）  

Hamel＆Prahalad提出資源延伸與槓桿概念，強調企業產生競爭優勢的關鍵

並不是資源的多寡，而是運用資源的能力；企業應能辨認並建構本身的核

心能力，以形成延伸其策略意圖（strategic intent）與策略架構（strategic 

architecture）。而以下五個途徑，可造成企業資源之槓桿運用： 

 

1. 集中（focus）：集中資源在重要的策略目標。 

2. 累積（accumulating）：累積現有資源。 

3. 互補（complementing）：藉由資源間之互補創造更高之價值。 

4. 保存（conserving）：保存企業資源。 

5. 回收（recovering）：在最短時間內將資源回收。 



Brush,C. G.等（2001） 

Brush,C. G.等從事業發展各時期所需面對之資源方面問題來看，認為在各

創業時期中創業家分別會面臨以下四項資源相關挑戰： 

 

1. 辨認資源（Identification） 

2. 獲取資源（Attracting initial resources） 

3. 組織資源（Combining initial resources） 

4. 將個人資源移轉至組織（Transforming personal resources into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因此如果從資源的角度來看，創業家必須做好以下四件事情，新創事業才

能順利發展。 

 

1. 清楚定義、瞭解資源。 

2. 盡可能取得各種所需之資源。 

3. 將取得之資源與其所知覺到之機會加以整合（看看是否能搭配）。 

4. 整合資源使其符合企業之產品或市場策略所需。 

Lichtenstein,B. M. B.＆Brush,C. G.（2001）  

Lichtenstein,B. M. B.＆Brush,C. G.認為創業家必須具備判斷在達成目標之

前提下，哪些資源特別重要之能力；此外他們認為在愈動態的競爭環境或

新創企業發展愈迅速的狀況下，新創企業無形資產之重要性愈高。在其研

究中，作者提出三種資源變動型態，希望能藉由讓創業家瞭解三種資源配

置改變之形式以及其影響，幫助創業家運用資源改變現況，朝成功邁進，

下面為此三種資源變動型態之說明： 

 

1. 持續增強型（Incremental alteration） 

也就是不斷地增強該資源之能力，以累積該資源之深度、強度。 

2. 擴大發展型（Evolutionary resource development） 



針對某些資源不斷演化或擴大其定義與應用範圍，以增加資源運用的廣

度，可以達到綜效。 

3. 不連續改變型（Discontinuous change） 

此類型常常是因為企業策略重點改變而改變其資源結構、改變其最重視

之資源。 

Zimmerman, M. A. & G. J. Zeitz（2002） 

Zimmerman, M. A. & G. J. Zeitz針對企業正統性（legitimacy）此項資源進

行研究，提出四種可增加企業正統性（legitimacy）之策略，整理如下表所

示： 

 

表 2-3-1  四種取得正統性（legitimacy）之策略 

可行策略 解釋 例子 
Conformance 完全依照社會之規範來

做 
1. 透過公開市場進行股票交
易 

2. 通過 ISO認證 
Selection 不改變環境，但選擇對自

己有利之環境或利基去

發展 

1. Apple在行銷市場選擇上
以美國為主 

2. 許多軟體公司選擇在矽谷
成立 

Manipulation 適度改變環境或觀念使

其適合廠商發展，這作法

較不適合小公司 

1. 許多生技公司改變一般大
眾認為公司必須先有獲利

才能 IPO（公開上市）之慣
例 

2. Napster改變大家對音樂散
佈途徑之想法 

Creation 創造一個新的遊戲規

則、新的操作模式、新的

規範等，此方法主要在於

一個產業剛在發展時期 

1. Amazon發展網路書店銷
售模式，創造一種新的線

上零售模式 
2. 網路公司創造’’eyeballs’’
這觀念與名詞用來作為衡

量公司價值之指標之一 



本研究綜合 Hamel＆Prahalad（1993）以及 Lichtenstein＆Brush（2001）之

看法，在資源運用方式上分成以下四種方式，說明如下： 

 

表 2-3-2  四種資源運用方式 

資源運用方式 說明 

集中強化  專注在增強、深化某資源之強度 

延伸運用  擴大某資源之運用範圍或方式，或與其他資源進

行結合，創造更高之價值 

不連續改變  資源之使用並非從原先之核心資源發展而來，而

是找尋新目標、希望建立新的核心資源 

保留實力  屬於較保守之方式，以最短時間將部分資源進行

處理、回收，為下次出擊保留實力 

 



第四節  創業分期 

Webster（1976）3 

Webster依照創業過程各種會經歷過的重大歷程將新創企業發展分成五階

段： 

 

1. 導入前期（Pre-venture state）：創業家找尋、評估、協議初步構想。 

2. 組織化階段（Organization stage）：開始積極建立廠房。 

3. 財務危機（Financial jeopardy）：修正原型與建立銷售管道。 

4. 產品導入（Product introduction）：開始將產品導入市場，此時仍有資金

短缺的現象。 

5. 壓榨行動（Rapacious act）:創業家藉壓榨員工以取得控制。 

6. 結果階段（Outcome stage）:存活或失敗。 

Kazanjiana & Drazin（1990） 

Kazanjiana & Drazin認為分段是在反應新創事業在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主

要問題，並根據以對有實體產品的科技導向新創事業所做的研究，將新創

事業分成四個階段 

 

1. 觀念及發展期（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此時組織的主要問題包

括有發展事業構想、建立產品的原型、將事業構想推銷給資金供應者。 

2. 商業化期（Commercialization）：此階段重心在於發展可商業化的產品

或技術，該新創事業仍然有單一的擁有者或少數的合夥人所掌控。 

3. 成長期（Growth）：此階段之問題在如何大量生產、銷售與配送產品，

並避免因為效率不彰而退出市場。 

4. 穩定期（Stability）：這時期之主要問題為維持成長，專業經理人會取代

或支援所有人或合夥人。 

                                                 
3引自侯佳雯（2001） 



Nesheim, John L.（2000） 

Nesheim認為創業過程有 14個歷程，每個歷程都有不同的要務必須完成，

各階段之重點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2-4-1  創業之十四個歷程 

階段 核心工作 需要的協助 主要風險 結果 
1.尋找創意 形成願景 創意 缺少對現實市

場之認識 
找出願景 

2.餐桌旁的討
論 

夢想具體化 1. 秘密進行 
2. 市場判斷 
3. 技術 
4. 行銷 
5. 策略思考 

機密外洩 想清楚風險及

報酬的取捨 

3.創業家充分
投入 

全力以赴 一到三位創業

伙伴的全力支

持 

創業伙伴潑冷

水 
每個伙伴下定

決心 

4.離開舊老闆 走的清楚、無負

擔 
法律諮詢 舊老闆法律上

之威脅 
合法與前公司

劃清界限 
5.撰寫營運計
畫書 

撰寫營運計畫

書 
1. 明智的行銷
及財務策略

2. 可長可久之
非常競爭優

勢 

缺乏獨特競爭

力不值得被投

資 

1. 精彩之計畫
2. 經的起考驗
之優勢 

6.網羅管理團
隊 

吸引重要人才 1. 候選人才庫
2. 獎金紅利計
畫 

3. 選擇優秀人
才 

1. 機密外洩 
2. 要求高薪 

找到一流管理

團隊 

7.募集種子資
金 

主要創投之支

援 
1. 知道和誰聯
絡 

2. 表達能力訓
練 

3. 定價判斷 

缺乏主導之創

投公司 
確保創投公司

支持 

8.公司註冊與
存放融資 

現今存入銀行

帳戶 
1. 談判高手 
2. 財務顧問 
3. 法律顧問 

沒有現金 現金存入銀行 



9.尋找辦公室 租下適合之辦

公室 
1. 房地產仲介
2. 辦公室設備
顧問 

錯誤之選擇 長期據點的建

立 

10.開始運作 1. 雇人 
2. 生產產品 

啟動公司的經

營經驗 
1. 缺少好的員
工 

2. 產品未能如
期完成 

3. 競爭過早開
始 

公司開始運轉 

11.募集第二輪
資金 

1. 慎用昂貴資
產 

2. 募集更多資
金 

3. 創投公司主
導者 

4. 租賃公司 

1. 破產 
2. 週轉不靈 
3. 管理沒有重
點 

1. 足夠的現金
2. 籌資的股價
較第一輪高

12.新產品上市 找到顧客 1. 突出的行銷
能力 

2. 公司和產品
定位 

3. 現金準備 
4. 確保執行計
畫的品質 

1. 焦點模糊 
2. 市場接受度
不佳 

展開產品銷售 

13.募集營運資
金 

運用公司資金 1. 獲利率 
2. 銀行顧問 

現金不足需賣

掉部分重要資

產 

掌握足夠資本 

14. 掛 牌 上 市
（IPO） 

1. 增加股票流
動性 

2. 部分股票換
現 

3. 慶功 

4. 時間 
5. 股票價格 

1. 景氣不佳 
2. 股價不佳 
3. 市場機會喪
失 

1. 創 投 獲 利
5-10倍 

2. 創業伙伴身
價高 

3. 成為知名公
司 

Bhide ,A.等（2000） 

Bhide ,A等.認為決定創業分期的依據並非時間，而是一些特定的重要事件

（也就是里程碑），其認為新創事業之發展共可分成十個里程碑，創業家

必須針對各個里程碑設立明確且重要之事件來做衡量標準，各個里程碑說

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2  創業之十個里程碑 

里程碑 相關說明 

1. 產生構想、完成產品測試 創業家必須自問：我們認定的商機是否真的

存在？ 

2. 完成產品原型 如果創業家預期產品開發時間會很長，可以

將其再分割成數個里程碑，並分階段檢討 

3. 初期融資 應視爭取融資為學習如何設計出可接受的

融資與費用結構的機會 

4. 完成初期廠房測試 運用工廠測試以做必要之修正 

5. 市場測試 對原先市場之假設進行第一次真正的測試 

6. 首批生產 一般而言首批生產會有許多問題產生 

7. 前導銷售 指公司和潛在客戶完成第一批數量很大的

生意 

8. 首次競爭活動 事先針對可能競爭者之競爭活動擬定好作

戰策略 

9. 首次重新設計或修正方向 只創業家必須重新檢討所有的基本假設，包

括市場規模、市場區隔、投資需求、產品價

位乃至於融資 

10. 首次大幅度調整價格 價格的調整勢必影響產品獲利，因此創業家

必須決定是否該繼續投資該市場 

 

Bhide ,A.等認為對新創事業而言，里程碑規劃模式有以下三點好處： 

 

1. 可避免因時間估計錯誤而耗費昂貴的成本。 

2. 里程碑的訂定既合理又實用，可供經理人有效學習乃至於重新評估整個

事業。 

3. 經理人因此有了根據日益嚴謹且不斷成長的資訊，從而針對新事業進行

「再規劃」的基礎。 



王柏勝（2002） 

王柏勝其研究著重於看創業團隊在創業初期之特性變動，在研究中將創業

階段分成四階段，如下表所示： 

 

表 2-4-3  創業的四個階段 

創業階段 說明 結果 

概念產生 著重於創意之產生與願景之形塑 創業家或創業團對決定投入

創業 

概念實現 把創意具體化，包括確認所需資

源、尋找團隊成員加入、決定維繫

團隊政策、募集種子基金等 

公司成立 

公司啟動 找到顧客、開始進行交易 完成第一筆訂單 

營運擴張 開始產品試製，另一方面將所需要

之經營與技術人才招募進來 

公司開始順利運作且第一次

募集外部資金 

 

綜合上述，在企業分期標準選擇上，一般都是以新創事業發展過程中所經

歷的特殊事件或問題來劃分，較少以財務指標為劃分指標。由於本研究重

點在於觀察新創企業資源累積歷程，而企業資源之配置狀況往往受重大決

策或事件影響，加上數位學習產業之企業成立時間幾乎皆未超過兩年，如

果劃分之階段過多則容易造成操作上之困難，因此本研究將 Amar Bhide

所提出之分期方式進行修改，將新創事業分成三期，其中概念產生與發展

階段大約相當於第一至第三個里程碑，剛踏入數位學習產業階段大約為第

四到第七個里程碑，第一次面對重大挑戰階段大約為第八到第十個里程

碑，各創業階段之說明如下表所示。 



表 2-4-4  新創事業的三個階段 

創業階段 情況描述 

概念產生與發展 創業構想之產生與認定 

剛踏入數位學習產業 剛成立公司開始營運，或跨足數位學習產業 

第一次面對重大挑戰 因為面臨重大挑戰而做出必要之決定與行為（例

如首次修改營運方向、修改產品或大幅降價等）

 



第五節  創業機會 

陳輝吉（1993） 

陳輝吉認為創業契機非常多，一般可以歸納為以下六種： 

 

1. 人口結構改變 

人口結構改變又可細分為人口數增加、人口結構變化、人口流動性變

化、人口屬性變化、家庭結構變化等，每一細項中的演變，都隱藏著無

數創業的機會。 

2. 社會與政治結構改變 

例如中國及東歐市場逐漸開放，或是消費型態的演變，皆可產生不少的

創業機會。 

3. 市場與產業結構改變 

例如從工商經濟轉變成服務型經濟就會產生許多的創業機會。 

4. 新科技發明或社會創新 

例如電腦科技的發展，帶動整體資訊產業的發展，造就無數的創業家；

此外社會創新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例如房屋預售制度配合銀行等各種

貸款實施，使得購買者可以用少數自備款購置房屋。 

5. 社會不協調現象的解決 

消費者使用商品時，常常會有不少困擾發生，如果能對此加以解決或是

提供更多附加價值，就會產生創業的機會，例如針對忙碌的顧客推出快

速健檢服務。 

6. 社會價值與生活形態改變 

由於社會變化急遽，會有對時間的有效運用、對身體健康的重視、精神

生活的精緻化、對生活多樣的要求、生活成本觀念的養成等觀念或生活

形態產生，這會使既有市場結構產生變化，進而延伸出與多創業的機會。 



Timmons（1999）  

Timmons（1999）提出 Timmons Model（參見圖 2-5-1），主要用來說明創

業過程模式，在該模型中主要由機會、資源與團隊三個驅動力所構成，而

營運計畫書則為三個驅動力間之溝通語言，整個創業過程即為不斷維持三

個驅動力動態平衡的過程。 

 

 

 

 

 

 

 

 

 

 

 

 

圖 2-5-1  Timmons Model 

資料來源：Timmons（1999） 

 

Timmons認為新創事業是從「機會」開始，而非金錢、策略、網路、團隊

或營運計畫，所以創業過程的中心就是機會，而且大部分之機會都不是創

業團隊的能耐或是所擁有的資源能駕馭的。 

 

好的構想不一定是好的機會，事實上每 100個構想，大約只有個，最多 23

個能獲得創投或是投資者的資金投入。要判斷是否是好機會，可以從以下

三大方向來思考： 

 

1. 需求面：是否有客戶需求、客戶是否有可及性。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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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面：是否有進入障礙、市場結構與規模是否有發展潛力。 

3. 財務面：毛利是否夠高、何時可以損益兩平。 

 

機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他是動態的目標，可能變大或是變小，也不會

等著讓人掌握，一不小心就可能消逝，或是被競爭者奪去。 

Hiam, A. W. & Olander, K. W.（1999）  

Hiam. & Olander認為具有創意的事業點子是企業成功的根本，在產生點子

的過程中建議創業家多找幾個人共同思考討論。此外 Hiam. & Olander認

為在找尋創業點子時可以從以下方向思考： 

 

1. 從自己的興趣下手： 

從自己的興趣下手會讓你創業的衝勁持續更久，而且也較願意埋首苦

幹。 

2. 發現既有產品或服務的缺點： 

思考現有的產品或服務是否缺少什麼？是否有辦法彌補這些缺點？ 

3. 列一張假想清單： 

有什麼產品是你很想擁有，但目前市場上還沒有人提供的。 

4. 市場上現有產品是否另有其他妙用： 

有許多現有之產品或服務只要稍加修改，就是一個新的生意點子。 

5. 注意社會脈動的變化： 

社會習慣的變化是否代表有新需求出現？例如美國 18-21歲年輕人之

聚會，越來越流行飲用不含酒精的飲料。 

6. 思考科技的創新如何影響目前市面上的產品 

想想如何利用新科技來發展不同的產品或服務。 

7. 開發現有產品或服務的衍生商品 

例如當家用製麵包機開始流行，不少廠商推出專門適用於這種家電的麵

粉材料與份量。 

8. 觀察已經創設的企業 

是否能從改善既有的服務下手？例如當顧客需要修車可是又不能一天

沒有車時該怎麼辦？ 



9. 為某一產品添加新的功能 

思考是否能為顧客提供更多的便利。 

 

在歸納許多創業點子後，Hiam. & Olander認為創業的點子總是不超出以下

四個範圍： 

1. 市面上既有的產品或服務。 

2. 市面上剛出來的新產品或服務。 

3. 將既有的產品或服務引進到新市場。 

4. 為新市場研發新的產品或服務。 

William（2000）  

William認為關於創立新事業所需要的點子，最大的錯覺也許是：這個點

子必須獨一無二，但其實不管什麼點子，只要你想得到，別人也一樣想得

到。 

 

William認為可以從下述幾個方向來檢視該構想是否真的是機會： 

1. 客戶需求是否真實存在：如果提不出具體的可能客戶，或是提出的可能

客戶在經過驗證後發現，對於這構想所發展出來之產品沒有需求，這就

代表沒市場，也就是沒有機會。 

2. 時機：時機對許多潛在機會來說扮演一個關鍵角色，在一些發展中的產

業，機會之窗只開啟一次，如果機會之窗只是短暫的開啟，那可能代表

該點子只是一個會快速消失的消費流行罷了。對此William建議大部分

的創業家應該避免追逐剎那即逝的機會之窗。 

Kirk, M.（2000）  

Kirk從創業家本身的喜好與專長來看待創業機會的挖掘，Kirk建議人們在

開創事業前需先問自己幾個問題： 

 

1. 這工作能讓我樂在其中嗎？ 

2. 我的生意和我的價值觀是否一致？ 



3. 我瞭解自己在做的事情嗎？我的天賦是否能發會出來？ 

4. 這門生意符合我的生活方式嗎？ 

 

Kirk認為一個人必須作自己熱愛的是才會成功，所以在機會選擇上必須考

慮因該機會所發展之事業或工作型態自己是否喜愛，否則創業家很有可能

會失敗，即使賺錢，也不會是這輩子可以賺最多錢的事業。 

 

本研究將上述學者的看法整理如下表，此外就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數位學

習產業新創事業而言，創業機會較偏向將新技術用於新市場，因為良好之

數位學習並非向原先想像之將書籍、教材數位化即可，其實還有許多可以

發揮以及改進的空間。 

 

表 2-5-1  創業機會文獻整理 
項目 說明 
機會特性 1. 機會是創業的基礎與開端 

2. 機會隨時會變動，不會一直存在 
3. 雖然可能的機會非常多，但真正好的機會比例很低 

機會發現 機會可以從總體環境、產業環境或個人生活中挖掘，主要可
以從以下四個角度來思考 
1. 既有產品或服務用於既有市場 
2. 既有產品或服務用於新市場 
3. 新產品或服務用於既有市場 
4. 新產品或服務用於新市場 

機會選擇 在機會選擇上需注意以下幾點 
1. 配合自己喜好或專長 
2. 多與人討論 
3. 檢驗預期之顧客需求是否真實存在 
4. 是否能創造有效之進入障礙 
5. 檢驗市場是否具有發展潛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