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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就『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典藏產業』、『核心資源』、『核心能耐』

等方面的文獻來加以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內容產業 

一、定義 

依數位內容產業辦公室（2004）對數位內容定義敘述，數位內容（Digital 

Content）是指將圖片、文字、影像、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

合運用之產品或服務。依照領域別可分為數位影音應用、電腦動畫、數位

遊戲、行動應用服務、數位學習、數位出版典藏、內容軟體、網路服務、

數位藝術等九大類。 

各類內容素材經過數位技術製作處理後，從傳統資料轉換成數位化格

式，並賦予新的應用形態，使其具有易於互動、傳輸、複製、搜尋、編輯

等優點。再搭配服務、頻寬、收費及版權等管理機制，透過網際網路、行

動通訊網路、無線/有線電視、衛星通訊、電影、數位廣播等媒體，由電視、

手機、PDA、個人電腦、MP3 等設備，傳送給一般消費者或機構用戶使用，

即形成完整數位內容產業模式。 

二、產業現況與範疇 

數位內容產業辦公室（2004）的敘述，數位內容產業範疇可以分為九

大類： 

1. 數位遊戲 

將遊戲內容運用資訊科技加以開發或整合之產品或服務稱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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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系統包含：電視遊戲(TV Game)、電腦遊戲(PC Game)、可攜式遊戲

(Handheld Game)等，但手機遊戲則列入行動應用領域中。 

2. 電腦動畫 

運用電腦產生或協助製作的連續聲音影像，廣泛應用於娛樂及其他

工商業用途者稱之。產品或系統包含：電腦動畫( 2D/3D動畫)、網路動

畫(Flash動畫)、虛擬肖像I P 授權與代理、網路多元化動畫應用內容(電

腦、手機、PDA)、行業別動畫模擬應用(醫療、教育、軍事)等。產值發

生主要來自動畫影片代工、自製動畫影片等。 

3. 數位學習 

運用資訊科技，將學習內容數位化後，所進行之網路連線或離線等

服務及產品等學習活動稱之。產品或系統包含：學習內容製作工具、軟

體建置服務、學習課程服務、數位內容教學服務等。 

4. 數位影音應用 

將傳統類比影音資料(如電影、電視、音樂等)加以數位化，或以數位

方式拍攝或錄製影音資料，再透過離線或連線方式，傳送整合應用之產

品及服務稱之。 

5. 行動應用服務 

使用行動終端設備產品，經由行動通訊網路接取多樣化行動數據內

容及應用之服務稱之。產品或系統包含：行動通訊服務、行動娛行服務、

行動交友服務、行動資訊服務、行動定位服務等。 

6. 網路服務 

提供網路內容、連線、儲存、傳送、播放等相關服務稱為網路服務

產業。產品或系統包含：(1) 內容服務；(2) 應用服務；(3) 平台服務；

(4) 通訊/網路加值服務；(5) 接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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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內容軟體 

製作、管理、組織與傳遞數位內容之相關軟體、工具或平台稱為內

容軟體。 

8. 數位出版典藏 

含傳統出版、數位化流通、電子化出版、數位典藏等產業。數位出

版是運用網際網路、資訊科技、硬體設備等技術及版權管理機制，讓傳

統出版在經營上產生改變，創造新的營運模式及所衍生之新市場，帶動

數位知識的生產、流通及服務鏈發展。產品或服務包含圖像或文字之光

碟出版品、電子書、電子雜誌、電子資料庫、電子化出版(E-publishing)、

數位化流通(Digital Distribution)、資訊加值服務(Enabling Services)等。

而數位典藏意指將國家重要並深具人文、歷史意涵的文物以數位形式典

藏的過程，此過程不僅將原始的素材經過數位化處理(拍攝、全文輸入

及掃描等)，亦加入後設資料(Metadata)之描述，再以數位檔案的形式儲

存，而數位典藏產業則意指創意文化、休閒旅遊、生活產品等與生活息

息相關的產業所需之文化數位內容與相關技術。 

9. 數位藝術 

將藝術與科技結合，創作出新型多媒體化之藝術作品，並結合社會

生活與環境生態，產生具休閒娛樂功效之產品與服務稱為藝術科技。如

將影視、遊戲、數位音樂、動畫設計等與藝術結合之新作品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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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數位內容產業架構 

資料來源：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 

黃國俊(2006)指出，從數位內容產業的發展狀況來看，在台灣數位內

容產業產值報告指出 2005 年整體數位內容產值為 2902 億元，較大前年成

長 15％，2006 年也有 15％的成長率，產值達 3412 億元。然而預計在 2007

年則會有 17%的成長率。 

在數位內容的 9 大領域當中，以內容軟體規模最大，約有 1448 億的

規模，較去年成長 2 成。包括數位影音、網路服務、電腦動畫及數位出版

及典藏都有微幅成長。相較前一年度，2005 年成長比較明顯的領域為行動

應用服務及數位學習。行動應用服務去年達到一百八十三億的規模，較前

年成長近四成，而數位學習去年也有六十五億的規模，較 2004 年有 62％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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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數位典藏產業數位典藏產業數位典藏產業數位典藏產業 

一、定義 

1. 陳雪華（2003） 

若以產生的過程來看，陳雪華（2003）是認為「數位典藏」指的是

以數位方式處理(拍攝、全文輸入、掃描等)，並加上後設資料(Metadata)

的描述，以數位檔案的形式儲存。 

2. 數位典藏計畫辦公室（2004） 

數位典藏意指將國家重要並深具人文、歷史意涵的文物以數位形式

典藏的過程，此過程不僅將原始的素材經過數位化處理(拍攝、全文輸

入及掃描等)，亦加入後設資料(Metadata)之描述，再以數位檔案的形式

儲存，而數位典藏產業則意指創意文化、休閒旅遊、生活產品等與生活

息息相關的產業所需之文化數位內容與相關技術。 

二、產業現況與範疇 

數位典藏的範疇在整個數位內容產業範疇中佔其中一部份（如圖

2-2），當典藏素材數位化之後，加值應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譬如台灣

在數位典藏計畫之前的數位博物館計畫，就是加值應用。數位博物館建置

所使用的內容，含蓋了人文、歷史、語言、自然、醫學等不同領域，每個

人都可以享受到成果。現在在台灣地區的數位典藏有兩個主要且重要的計

畫正在進行，一個是隸屬於國科會的國家型計畫，典藏國家具代表性的重

要文物；另一個則是由文建會執行，用以典藏台灣地方文化的計畫，兩者

之間並不重複。由國科會指導的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計有故宮博物院、

臺大、自然科學博物館、中研院、國家圖書館、國史館、歷史博物館、臺

灣文獻館八個主要典藏機構參與，所典藏的文獻及文物都屬於國家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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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但就整個國家文化的完整性而言，除了收藏這些國家級典藏品是不

足的，更有許多珍貴的資料散落在民間，所以文建會的計畫就是透過各地

文化中心或文史工作室及隸屬的相關機構來收集具地方特色、本土文化的

相關的素材，大家閨秀加上小家碧玉，兩者相輔相成，等於把臺灣文化素

材完整呈現，這些都可以直接作為文化藝術創作的素材來源，提供給數位

內容產業使用（陳雪華，2003）。 

 

 

 

 

 

 

 

 

 

 

 

圖 2-2  數位典藏與數位內容產業之關係 

資料來源：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

項計畫 

然而根據政府數位內容白皮書（2005）所敘述，數位典藏素材應用模

式漸趨多元，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數位典藏產業現況與範疇可大致區分

為四大項目，詳細描述如下。 

1. 數位學習與創意加值產業素材庫 

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加值，並釋出作為數位內容產業，如：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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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數位遊戲、數位學習等產品設計的靈感D2D（Digital to Database）。

交易型態多為B2C（Business to Consumer）及B2B2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 

2. 整合性產品 

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以整合的形式提供研究、教育、及大眾使用

（D2D -Digital to Database）。此類產品包括各種資料庫（植物、動物、

藝術、歷史檔案等）、數位博物館等，強調資料的品質及完整性，產品

之主要目標市場為圖書館、各級學校與出版業，提供研究與教育加值使

用[ B2B-Business to Business（教育 /出版）以及B2L - Business to 

Library ] 。 

3. 文化創意相關產業 

將數位典藏的數位物件經過加值後變成一般大眾可以使用的產品

(大多為D 2 A–Digital to Analog)，如民生用品(藝術複製品、瓷器、紡

織等)、旅遊等均屬此類。此領域主要由企業開創商品，並將產品直接

銷售給最終使用的消費者，亦即B 2 C（Business to Consumer）形態之

市場。 

4. 數位技術軟體及服務 

數位化所需之技術與服務及數位物件之管理與加值所需的技術與服

務，包括光學讀取、高解析度影像掃描技術、電子浮水印、交易平台、

D R 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資料庫技術、檢索技術及數位化

工作管理與使用所需的軟硬體平台等。隨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多元屬

性的數位標的物，不管在進行數位化、管理數位物件或建構、儲存、蒐

尋、展示等加值應用時，益發需要專業的數位化服務，有鑒於此需求，

市場上陸續提出各式數位技術軟體及支援性的服務，架構起知識創造者

與使用者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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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典藏產業類型與商業模式 

陳雪華（2005）中提到：『當數位典藏素材應用模式漸趨多元，不同

的商業模式於是產生，我們將數位典藏產業應用的商業模式區分為五類：

1.產業加值素材庫；2.整合性產品；3.文化加值產品；4.產品附加內容服務；

5.數位技術軟體及服務。』以下將分別介紹上述五項目的發展背景、市場

應用現況，並歸納其市場特性，以探討未來該領域的可能發展模式： 

1. 數位內容產業加值素材庫 

數位內容產業加值素材庫之用途在於提供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

可以為休閒與娛樂產業（如：電腦動畫、數位遊戲等）、數位學習產

業、文化加值產業產品設計的素材與創意的來源。數位典藏大量的素

材雖未經過加工，但由於典藏物本身即具有文化意義、故事性或教育

價值存在，數位內容產業各領域不論於創意發想、教材研擬，甚或企

劃腳本設計等皆需大量數位素材資源投入，成為內容產品的主力，故

此類數位化的原生素材投入休閒娛樂、數位學習或文化創意加值產業

作為加值產品的原料，自是可以預期。休閒娛樂產業素材庫主要是授

權使用數位化娛樂素材的加值物件資料庫，主要顧客群為休閒娛樂產

品的設計製造廠商，以及數位藝術的創作者，這些設計師於構思產品

腳本進行創作時，需要圖文素材等進行解構加工，編修重製為產品的

元素。另外數位學習產業素材庫則進行數位化學習物件的授權使用，

內容含純文字、動畫、聲音、影片、圖片、數位素材等，客戶多為數

位學習教材出版商與學校，供教師製作教材使用。文化加值產業素材

庫則將數位化的文化、藝術物件資料庫授權給一般民生用品設計廠商

及部分藝術創作者。這些素材庫提供給商品製造商進行加工設計再販

售給消費者，是為B2B2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的經營

型態。當前此類型素材庫仍以教育類型或網頁製作素材類別為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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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教網的圖片素材庫、康軒教師網的素材庫、亞卓市教材館等。網

頁製作等圖片、多媒體素材庫，則強調素材的多樣性，進行基本元素

之切割，方便使用者依據個人使用習慣及創意自由發揮。這些素材庫

主要成本在於取得大量之數位化物件，包含取得數位化授權、數位化

製作成本、資料庫架設維護等，而收入來源大多經由個案授權使用的

授權收入獲得，或者資料庫亦提供賣斷或收取會員年費的方式銷售模

式。而其生產經營活動，一般影像資料授權多為繳交會員年費，然後

取得帳號密碼進行資料庫檢索下載，而較高階影像資料授權則通常透

過商品開發設計者與素材庫擁有者多次協商，就使用目的、使用次數、

產品銷售市場等因素考量，進行授權議價規範。若要使素材庫資源能

有效為數位內容中休閒娛樂及數位學習與文化加值產業有效應用，素

材庫除納入多元化素材外，更應密切配合消費市場趨勢，並與素材開

發使用者保持互動，適時提供素材應用建議及相關資源連結。 

2. 整合性產品 

整合性產品係指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以整合的形式，提供研

究、教育、及大眾使用，屬於D2D（Digital to Database）。各種素材分

類項目下，可視為一個應用開發單元。當數位典藏素材累積至一定數

量時，就形成經濟規模，特別在教育研究的領域中，不管是教學資料

之搜集或研究架構之形塑，皆需要藉助於大量資料的運用，因此就會

出現數位典藏物件經分類整理後，以不同主題性質呈現的整合性產

品。此類產品強調資料的品質及完整性，包括各種主題的資料庫，如：

植物、動物、藝術、歷史檔案等。產品主要提供研究與教育加值使用，

其目標市場為各類圖書館（B2L - Business to Library）、各級學校與出

版業（B2B - Business to Business）。目前市面上可見的資料庫類型不

勝枚舉，如：自然科學／昆蟲（科博館/遠流智慧藏）、美術（華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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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照片（華藝／中央通訊社）、人物誌（漢珍）、電影（視）影音

（臺視／國家電影資料館）、期刊論文（國圖／華藝）、報紙新聞（時

報／聯合／漢珍）、漢籍（中研院）、四庫全書（迪志）等，數量豐

富且多元化。整合學術型資料庫的經營型態，與前述加值素材資料庫

的經營型態頗為相似，但其主要客戶群以大專以上院校或學術研究機

構為主，收費方式大多採取會員繳費方式。產品與服務內容除了大量

學術資源的彙整之外，內容也經過專家或研究者的編排，以有系統有

組織的方式呈現高品質的數位資源，通常透過電腦網路進行檢索，也

有單機版的販售，或侷限於單一學術或研究單位的網路體系下使用，

學術研究型資料庫的使用者多半可依據其完整的主題性資料與知識架

構加以瀏覽檢索，獲得研究之素材。根據資料庫需求與使用研究指出，

使用者在選擇資訊來源時，會受過去使用經驗、成本的考量所左右，

並且會考量資訊來源的權威性、聲望、可近用性、媒介的行銷方式等，

作為資訊搜索的憑據。故此類以B2B形式交易的整合性產品，必須達

成一定的規模，資料庫內容的質量才能夠提升，挾強大優勢拿下市佔

率。而整合性產品的供應商，需要擁有良好的上、下游夥伴關係，既

能取得上游優質數位物件，並要開拓、維繫下游（圖書館與各級學校）

長期使用關係。 

3. 文化加值產品與文化創意產業 

將數位典藏的數位物件經過加值後變成一般大眾可以使用的產

品，大多為D2A （Digital to Analog ），如文具、瓷器、紡織品、複

製畫等均屬此類。在實體與數位相互轉換的過程中，明顯的分野即在

於數位化之後的複製過程較實體來得容易且傳輸便利，故數位典藏數

位物件的重製與加工應用便顯得理所當然。而加工後的產品若能被一

般大眾接受，就可以產生經濟的效益，因此文化加值產業也是一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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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商業模式。目前有許多廠商（藝奇、華藝、得意傳播等），提供

顧客在網站上選圖名畫、自行配框後，以高畫質輸出「數位真跡複製

畫」，或以名畫印製的萬用卡。藝奇以齊白石的畫作加值在杯盤碗等

瓷器，以故宮郎世寧色彩鮮豔亮麗的《百蝶圖》，運用在時下最流行

的Swatch手錶與NOKIA手機，頑石創意加值多項文具用品等皆是此類

型的應用。此領域應用主要是素材擁有者透過授權許可，提供禮品、

玩具、飾品、運動等品牌業者開創商品，並將產品利用目前產銷通路，

直接販售給最終使用的消費者，亦即B2C（Business to Consumer）形

態之市場。另一種經營方式，則是由素材擁有者自行與廠商合作開發

符合該單位形象的商品，利用該單位自有通路推廣銷售（如：故宮的

加值紀念品販售）。對素材擁有者來說，文化加值應用的收入大概來

自幾方面：一為授權開發的許可費，再則為業者銷售商品時按比例回

饋的金額。一般而言B2C產業的運轉模式大概要具備下列要素：標準

化的產品（特別是日常用品）；便利性；價格便宜/差別定價策略；流

行性；使消費者容易搜尋取得。選購此類加值產品的消費者多半不僅

要求產品的實用性，亦重視產品附加的形象及生活品質的提升，因此

在這方面的應用必須選擇具潛力商品，以具備日常用品特性者為佳。

例如將藝術涵養或古典名作等素材，融入生活日常配件或為生活環境

加分的產品。 

4. 數位產品附加內容服務 

在媒體通路及應用平台型態的數位產品中，可以先行提供數位典

藏加值的內容產品（D2D-Digital to Digital） 做為消費者購買的誘因。

隨著數位電視、數位隨身聽、PDA、手機、數位相機等家庭數位娛樂

硬體技術的提升，新產品不斷創新升級，這些產品的賣點不外乎強調

娛樂實體產品的品質提升，使用者自主：例如具備節目隨選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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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消費者對節目內涵和多元選擇的要求相對地提高，故商家在販賣硬

體產品或設施的同時，亦須兼顧節目內容的充實程度，節目是否受消

費者的歡迎。在此所指的產品附加內容服務為：在媒體通路及應用平

台型態的數位產品中（如：網路、數位電視、MP3、PDA），植入數

位典藏加值的內容（D2D-Digital to Digital）。目前市場主流如：數位

電視、中華電信MOD（Multimedia on Demand）、各電視公司隨選頻

道、So-net TV隨選服務、i-Pod結合i-Tune網路音樂商店的服務、PDA

結合電子書、手機鈴聲、桌布下載服務等，突顯了行動內容及數位影

音服務的需求。這類商業模式的主要收入來源包含系統業者月費收

入、實體產品銷售所得、廣告收入等。在這些新興的數位產品中，我

們可依數位產品的特性與效能，將既有的內容重新包裝與組合，而研

發新的內容，如對影音資料典藏進行整理重製，讓產品與內容可以相

輔相成，更完美地貼近消費者的生活以滿足其需求。這有賴業者跳脫

單純網路主流化典藏的模式，將內容改製為與新興產品規格特性相符

的顯示型態。 

5. 數位技術軟體及服務 

將一般物件進行數位化的技術與服務（A2D-Analog to Digital），

包含數位化軟體及工具之開發、版權徵集、授權服務等，是實體產品

數位化的必備要件。數位物件管理及產品化階段所需之技術及服務

（D2P-Digital to Product），除數位物件管理、資料庫系統及檢索技術

開發，及防偽防盜的技術服務與數位版權管理等亦是數位物件在商品

化時需要考量的。隨著新經濟時代的來臨，多元屬性的數位標的物，

不管在進行數位化、管理數位物件或建構、儲存、搜尋、展示等加值

應用時，均需專業的數位化服務。實體典藏需要數位化技術的支援，

才能轉為數位物件，而這些數位物件的保存需要數位物件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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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進行再利用，不論是檢索技術的開發或商品散佈所需的防偽防盜

機制皆需建立。「數位技術軟體及服務」可說肩負了整個數位典藏產

業商業模式建立的基礎建設。有鑒於此龐大的需求，市場上陸續提出

各式數位技術軟體及支援性的服務，架構起知識創造者與使用者間的

橋樑。數位化所需之技術及數位物件之管理與加值前後端所需的技

術，包括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2D與3D掃描、浮水印、

交易平台、數位內容與智財管理、網路傳輸技術、儲存機制、商業平

台、資料庫技術、檢索技術及數位化工作管理與使用所需的軟硬體平

台等。由於國科會數位典藏、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及其他公私單位

數位化的殷切需求，近年來數位技術軟體與服務產業有了長足的發

展。基本上這類產品大多是B2B的型態，多半以專案承包的方式來提

供服務，將本身開發或引進的具國際標準的產品客製化以符合不同單

位流程的需求，並提供後續的服務。所以與客戶群需長期合作互動，

維護產品的品質；收入來源有專案承包收入、標準化產品銷售、以及

維護費用等。除了處理數位物件本身的軟體與系統需求外，數位化與

加值前後端的服務亦包括版權徵集、授權機制、智財權法律諮詢、行

銷規劃等各式支援活動。相關同業人員除了基本的專業背景外，亦需

對數位產品的屬性有所瞭解，方可有效運用專業，串聯產業加值鏈各

環節的互動，確保上下游等涉入廠商順利運作。臺灣在數位技術軟體

與服務方面的發展十分蓬勃，從基礎數位化建置到異地備援平台均有

業界投入。表2-1彙整數位典藏產業的應用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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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數位典藏產業應用分類 

應用類別 定義 應用形式 交易形式 目標使用者 

數位內容產業

加值素材庫 

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進行切

割與加值，作為數位內容產業

產品設計的素材 

D2D B2B2C 個別消費者 

整合性產品 

將數位典藏之數位物件以整合

形式提供研究、教育及大眾使

用 

D2D B2B 學校圖書館 

文化加值產品

與文化創意產

業 

將數位典藏的數位物件經過加

值後變成一般大眾可以使用的

產品 

D2A B2C 個別消費者 

數位產品附加

內容服務 

媒體通路及應用平台型態的數

位產品中，植入數位典藏加值

內容 

D2D B2B2C 個別消費者 

數位技術軟體

及服務 

1.將一般物件進行數位化的技

術與服務 

2.數位物件管理及產品化階段

所需技術與服務 

1.A2D 

2.D2P 
B2B 

數位化工作

及加值業者 

資料來源：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應用服務分項計畫 

三、小結 

數位典藏產業在整個數位內容產雖然現階段仍僅佔一小部分，遠不如

數位動畫遊戲等產業的產值來的驚人，但是在中華悠久文化的優勢下，數

位典藏擁有外國所沒有的商業潛力。藉著上述文獻將數位典藏商業模式分

成五種型態，並對每一種型態與數位典藏之間的相互關聯、應用與產業模

式做了大略的分析，希望素材擁有者與服務提供者共同思索何處為利基市

場所在，在眾多相似產品環伺的競爭環境中，刻劃目標市場，明確產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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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量身打造推廣策略。在這大產業分析底下，單一的個別廠商所處於

價值鍊的一環中，要如何運用本身的優勢與能耐，譬如在技術上的領先或

是專利的擁有等，也是本研究後面會討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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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資源基礎論資源基礎論資源基礎論資源基礎論 

一、定義 

1. Penrose (1959) 

Penrose（1959）提出『組織不均衡成長理論』與『企業成長理論』，

認為應將廠商視為有血有肉的生物組織。該研究揚棄了廠商的靜態生產因

素組合理論，認為廠商之生產因素是動態的組合過程，若企業要能獲取利

潤，不僅要擁有優越的『資源』，也更要發揮且它有效利用這些資源的『獨

特性』，此論點可說是資源基礎論的先驅，明白地指出了廠商在資源與利

潤上的關係。 

2. Polanyi (1967) 

認為當技術貨資源無法透過市場交易授權取得時，唯有以共同合作方

式才能達成獲取該技術或資源的目的。 

3. Wernerfelt (1984) 

Wernerfelt（1984）提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 View），指

出傳統的策略性思考絕大部分是以『產品』的角度來考量『資源』，而很

少以『資源』的角度來探討『產品』或『市場』。他認為『產品』與『市

場』是一體兩面的，但企業若採用傳統的策略思考模式，往往無法發揮資

源的（使用）效率，若以新觀點的角度，也就是以『資源』的角度來探討

並制定適當的策略，可大幅提昇資源的使用效率。 

4. Barney (1986) 

Barney（1986）提出『資源基礎模式』（Resource-Base Model），是指

在探討廠商持續性競爭優勢時，發現企業可經由本身資源與能力的累積及

培養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勢。因此也認為企業是一種『資源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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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folio of Resource）的組織，在建立競爭優勢的過程中，不僅受到外

部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組織所能建構的資源之影響。 

5. Hakansson & Snehote (1989) 

Hakansson & Snehote (1989)以網路理論解釋組織間之資源交換活動，

認為網路的形成是因為組織通常在有限而特定的成員組織所形成的環境

中運作，此處所謂『運作』是指有連續性之交換關係，透過此關係，組織

直接或間接地掌握了資源，故組織間的資源若存在著互補性而非競爭性，

則組織可經由網路成員的連結合作，而使資源產生流動，而達到成效。 

6. Grant (1991) 

Grant（1991）連結策略與資源的相關理論，認為策略的主要作用是在

充分發揮組織內部的資源，該研究探討資源在決定企業主要活動上所扮演

的角色以及資源在競爭與利潤之間的關係，此學者將之稱為『資源基礎

論』。 

7. 司徒達賢（1995） 

司徒達賢（1995）綜合相關學者之觀點，認為資源基礎理論係將資源

視為企業之地基，故以資源為策略思考焦點時，企業首先應曲各種不同角

度先觀察其資源之用途及組合，檢討及評估資源的品質，並以此作為策略

行為之依據，而在進行決策執行之前，更需進一步考量此一決策將可創造

那些績效、那些優勢資源及填補那些資源缺口。 

二、資源的類型 

1. Barney (1991) 

Barney (1991)從資本的類型探討組織資源，指出有助於企業執行策略

的資源可分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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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體資本資源(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企業的機器設備、廠房、

地理位置、原物料取得等。 

(2) 人力資源資本(Human Capital Resource)：管理者與員工的訓練、判

斷、人際關係，以及對環境的觀察能力。 

(3) 組織資本資源(Organizational Capital Resource)：企業中正式與非正

式之程序、協調，與控制。 

2. Hall （1992） 

Hall（1992）將無形資源分為資產和技能。前者包括智慧財產權、專

利、商標、版權、契約、商業機密、資料庫、聲譽等。後者包括員工的

know-how，以及企業文化。並且強調物形資產與可持續性競爭優勢有密切

關係。 

3. Grant（1995） 

Grant （ 1995 ） 公 司 的 資 源 分 為 三 大 類 ，  包 括 有 形 資 源

(Tangibleresources)、無形資源 (Intangible Resources)與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引自浦筱德，2001）： 

(1) 有形資源：最容易辨認，實體資產與財務資源皆為有形資源。 

(2) 無形資源：實體資產等有形資源已較不如以往般地重要，取而代

之的是無形資源。包括技術、聲譽與文化 

(3) 人力資源：員工亦為組織的一部份，包括專業技術與知識、溝通

與應對能力以及其動機。 

4. Miller and Shamsie （1996） 

多數學者對資源的分類，和資源特性—有價值的、稀少的、難以模仿

及無法替代等並無太大相關，因此，Miller and Shamsie （1996）認為基於

資源對於企業績效最重要的特性--模仿障礙(Barriers to Imitability)，所有的

資源可以分成兩大類，即財產基礎資源及知識基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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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產基礎資源(property-based resources)：某些資源之所以不能被模

仿是因為受到財產權(Property Rights)的保護，競爭者無法合法奪

取或模仿，例如合約、所有權、或專利權；如果競爭者想要合法

取得該資源，就必需支付約當該資源未來經濟價值的現值。財產

基礎資源包括組織的實體資源、人力資源、以長期合約獨佔稀少

的生產因素、獨享某一項具有價值的技術權利或是專享特定的通

路優勢。 

(2) 知識基礎資源(knowledge-based Resources)：另外有很多具價值的

資源，並未受到財產權的保護，其之所以未被模仿，是因為受到

知識障礙(knowledge Barriers)的保護，因為該種資源通常具有不可

言傳性、模糊性等特性，競爭者往往不知從何模仿(Lippman and 

Rumelt 1982)。知識基礎資源包括組織資源、科技和管理資源等。 

5. 吳思華 (1996) 

吳思華（1996）綜合國內外學者相關學說，將企業之資源分成資產和

能耐兩部份。前者是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量，並可區分為有形

資產和無形資產兩者。後者則是指企業建構和配置資源的能力，又可分為

組織能力與個人能力兩部份。說明如下： 

(1) 有形資產：具有固定產能特徵的實體資產，以及可自由流通的金

融性商品，這些資產在公司財務報表中均有清楚的呈現。 

(2) 無形資產：無形資產包含各類的智慧財產，如專利、商標、著作

權、契約、商業機密、資料庫、商譽等。這些資產在財務報表中

雖未表達，但是所有權歸屬企業，在買賣過程中會被清楚的計算。 

(3) 個人能力：一個企業因為擁有某位關鍵人物，使其得以取得較佳

的競爭優勢。通常可以分成三類，與特定產業(或產品)有關的創新

與技術能力、管理能力、人際網路能力。 



 25

(4) 組織能力：用運管理能力持續改善企業效率和效果的能力。這是

一項屬於組織的能力，不會隨著人員的流動而變化。組織能力可

以表現於四個不同的層面，業務運作能力、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

力、鼓勵創新、合作的組織文化、組織記憶與學習。 

三、資源的特性 

1. Reed & De Fillippi （1990） 

Reed & De Fillippi （1990）認為組織之持續性競爭優勢主要來自資源

的模糊性，其所形成的模仿障礙，不僅可以阻礙競爭者的模仿，也可防止

資源的外移，此處的模糊性有三種特性： 

(1) 內隱性(Tacitness)：指經親身執行所學習而來之隱含的，未整理編

輯的技能累積，此特性價值是來自於無法將此類技能編輯成一套

可執行的決策規則與草約。 

(2) 複雜性(Complexity)：指技能間及技能與資產間的相互依存所產生

的一種組合能力，為大量技術，組織常規與經驗的函數，核心資

源的複雜性使得幾乎無人可以擁有足夠的知識去掌控所有，並使

得員工流動風險降至最低。 

(3) 專屬性(Specificity)：指某些技能與資產，僅能在特定生產製程中

使用或僅能服務於特定顧客，可視為是為了個別顧客需求的資源

承諾，因此公司與顧客之間是處於長期的共生關係。 

2. Barney (1991) 

Barney (1991)認為組織必須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ity) 及不可移動性

(Immobility)，同時必須具備以下四項屬性方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 

 

(1) 價值性資源(Valuable Resources)－能協助廠商規劃或增進執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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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時的效率與效能之資源。 

(2) 稀少性－該項資源僅有少數廠商擁有，同時該項資源也是其他或

潛在競爭者需要但未擁有的資源。 

(3) 不可模仿性－廠商擁有競爭者完全無法模仿的資源，因為歷史背

景，因果模糊性與社會複雜性所形成資源之不可模仿性。 

(4) 不可替代性－競爭者無法用其他對等的策略性資源來替代。 

 

 

圖 2-3  資源特性與持久競爭優勢間之關係 

資料來源：Barney (1991)，劉武雄（2003）整理。 

 

3. Grant（1991） 

Grant（1991）研究認為市場的競爭優勢源自資源的四項特性，並因此

也提出企業可以善用資源與能力，利用資源基礎策略制定的過程（見圖

2-4），轉化成為可能的策略，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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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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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  資源基礎的策略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Grant (1991) 

 

 

第一 確認集分類公司的

資源：和競爭對手作優劣

是評估，確認機會而將資

源作更好的運用 

第二 確認公司的能力：是

否比對手作的有效？確定

每項資源及能力投入的複

雜性 

第三 以產生持久性競爭

優勢及報償的專屬性，評

估資源及能力產生租的潛

力 

第四 選擇一個能發揮公

司資源和能力的機會 

第五 確認需要補充

的資源差距：投資及

升級公司的資源基礎 

策  略 

競爭優勢 

能  力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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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mit and Schoemaker （1993） 

Amit and Schoemaker （1993）認為核心資源的策略價值在於增加競爭

者的購買，模仿與替代資源能力的困難度，而策略性資產的價值會因互補

性，稀少性，不可交易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耐久性，適切性與

策略產業因素相重疊等特性而提高（見圖 2-5） 

 

 

圖 2-5  企業資源與能力的期望特性 

資料來源：Amit & Schoemaker, 1993，劉武雄整理（2003） 

 

 

5. 司徒達賢（1995） 

司徒達賢（1995）對資源特性的研究，提出資源特性的整合觀點，認

為核心資源特性可依四個層次思考： 

(1) 資源本質：優勢資源本質是有價值的，有價值的資源來自於資源

的稀少性，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 

(2) 資源建構特性：有價值的資源其獲取途徑是從市場購得及自己培

養，市場購得的資源無法形成持續性競爭優勢，優勢資源通常不

是市場上的商品，必須是自己培養開發的資源建構方式產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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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些有價值的優勢資源，普遍具有困難建構的特性且具有內

隱，複雜，不可言傳及長期培養的特性。 

(3) 資源競爭取向特性：以競爭防衛取向的競爭隔絕，其特性包括了

模糊性，低透明性，不可模仿性，不可複製性與不可移轉性等特

性，另一競爭取向為攻擊性的主動攻擊特性的資源，資源具有積

極與主動才能站在有利的主控競爭優勢地位，主動攻擊特性又包

含了攻擊性及槓桿性。 

(4) 競爭成果特性：企業是否願意付出高額的代價來建構與取得有價

值的資源，尚需考量競爭成果的專享，此特性包括專享性的，組

織的，耐久的特點。 

藉由上述說明師徒達賢（1995）將核心資源特性分為四個層次，進一

步說明如圖 2-6 所示： 

 

 

圖 2-6  資源特性層次圖 

資源來源：司徒達賢(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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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礎資源之應用與衍生 

1. Wernerfelt（1989） 

Wenerfelt（1989）認為企業可以以如下的三種方式，來發揮資源的運

用效率： 

(1) 獨立應用（Independent Application）：當核心資源可以被單獨使用

時，可以有出售、出租，以及內部使用（Use in-house）等方式 

(2) 成對應用（Paired Application）：當企業所需核心資源已經存在，

但是另一家公司也同時擁有同樣的資源時，可以有合資（Joint 

Venture），以及購併（Merger）的方式 

(3) 特別應用（Customized Application）：當企業所需的核心資源須投

入大筆資金，才能取得時，可以委由另一家公司開發，而與其簽

訂長期合理收入保證的協議，另一種方式則可透過關係共同合作。 

2. Grant（1991） 

Grant（1991）就資源基礎觀點上的策略分析模式中，提出了五種核心

資源的維持方式： 

(1) 替代性投資(Replacement Investment)：以替代投資保有並增加優

勢，以鞏固加強現有競爭優勢。 

(2) 升級(Upgrading)：以創新資源做為提昇手段。 

(3) 協調(Harmonying)：協調現有資源，並運用於開拓未來競爭優勢的

資源與能力。 

(4) 擴展相關多角化的資源：藉以延伸企業的產品範圍。 

(5) 併購互補性資源：併購自己所欠缺的資源，並和自己持有的現有

資源發揮互補加成的效果，以建立未來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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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mel & Prahalad（1993） 

提出資源延伸與槓桿觀念，強調企業資源的多寡並不能有效決定企業

的競爭優勢，而關鍵是在於企業如何去運用其資源，所謂活用資源是運用

資源槓桿原理，以最少的資源創造最大的價值。企業面對有限的資源，可

以將有限資源集中在策略目標上，並藉由創造策略與資源的失衡，再利用

資源的延伸與槓桿來更有效率地運用資源，創造競爭優勢。而企業資源槓

桿運用，主要有以下的五種途徑： 

(1) 更有效的「集中」（Focus）資源於重要的策略目標。 

(2) 更有效率地「累積」（Accumulating）現有資源。 

(3) 以資源的「互補」（Complementing）來創造更高的價值。 

(4) 儘可能的「保存」（Conserving）企業資源。 

(5) 在最短的時間內，從市場「回收」（Recovering）資源 

4. Verdin & Williamson（1994） 

Verdin & Williamson（1994）他們從資源的交易程度及產業專屬性兩構

面，來探討資源的延伸模式，該研究認為可透過資產原賦（Asset 

endowment）、購併、資產共享（Assetsharing）與資產累積（Asset 

Accumulating）等四種方式，來取得重要資產，且在不同的資源特性下，

企業採用的資源延伸方式也不同。 

5. 吳思華（1996） 

吳思華（1996）在資源說的研究上，提出了下列的資源運用方式： 

(1) 利用剩餘資源：資源有剩餘時，應充分有效運用，以創造最大的

價值，各種資源中，以無形資產，個人能力與組織能力，常擁有

較大外溢的剩餘效果，因此當市場機會窗口出現時，剩餘資源的

利用能夠讓企業有效掌控成長的時機。 

(2) 資源移轉：運用資源上代表資源功能的移轉，因此同一資源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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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到各種不同業務或範疇，是運用資源時應慎思而行。 

(3) 善用資源：剩餘資源利用時，應考量各種不同的運用方式，除了

自行運用外，尚可授權給他人使用，其利益也許更高。 

(4) 維持資源：運用資源上除了創造最大的準租為基本原則外，應注

意資源的維持與保護，避免資源過渡濫用，例如利用良好的聲譽，

推出各種不同品質水準的商品，滿足不同層級顧客的需求，但品

質不一的印象長期而言，卻摧毀了品牌資源，因此資源的維持與

資源的運用，是需要同時考量的重要課題。 

(5) 蓄積資源：建構核心資源上除了考量資源獨特，專屬與模糊的特

性，選擇建構的資源轉化成組織的資源，而非屬個人所有，才有

助於組織競爭優勢的維持，思考如何蓄積核心資源，尤其在知識

資源方面通常採行下列方法： 

a. 知識萃取：透過建立檔案方式，將無形資產或個人能力，逐

漸轉換成組織中公開的資訊，並融入日常運作體系中，資源

的創造有賴於轉換成日常的程序，這項資源才得以持續累積。 

b. 知識擴散：透過專案小組，團隊合作，師徒制的方式，將個人

知識擴散至參與成員身上，進而擴散至整個組織中，將知識擴

散的工作正式化。 

c. 機構化：有價值的資源，常散落於各個不同的單位，未加以系

統的管理，會失去它應有的價值，將資源有效的蓄積在組織

中，以專責的組織來管理這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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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資源是組成組織的最基本要件，亦是組織成長、創新的重要來源。由

上述的文獻可以知道企業要衡量核心資源，是有相當多的分類以及指標，

然而本研究對於資源之分類將以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個人能力、組織能

力等四項分類作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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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核心能耐核心能耐核心能耐核心能耐 

一、 定義 

一般認為核心能耐的觀念對企業策略、企業資源運用、產品發展管

理、組織文化、產品創新及人力資源均有很大幫助。在核心能耐理論提出

之前，一般是以企業的資源的多寡與配置、有形無形資源等來評估企業的

競爭優勢，到了1990年Hamel＆Prahalad提出核心能耐理論後，評估企業的

指標已經慢慢變成找尋與培養能夠讓公司擁有獨特、延展與價值的關鍵核

心優勢。 

1. Hamel＆Prahalad（1990） 

Hamel＆Prahalad（1990）認為組織由過去到現在所累積的一種知識學

習效果(learning)，它需要各事業單位間充分溝通、參與投入，特別是使不

同生產技能之間能合作無間或將各種不同領域的技術加以整合的能力，並

且提供顧客特定的效用與價值」。核心能力就是組織內的共同學習，使不

同的生產技能能結合成多用途的技術，核心能耐則是一種跨組織間的聯

繫、參與及工作承諾。 

2. Collis（1991） 

Collis（1991）認為核心能耐來自一組不可逆的資源，公司相對於競

爭者之專屬優勢，公司創造利潤的來源，它可能是一組更科技技術，互補

性資源組織習性等。 

3. Leonard-Barton（1992） 

Leonard-Barton（1992）使用知識基礎觀點將核心能耐分成四構面來解

釋： 

(1) 員工的知識與技能(Employee Knowledge and Skill)：包含了公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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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技術及具科學性的知識。科技能力不僅在人們腦海裏逐漸累

積，假以時日，也會表現再人們所建立的實體系統，如資料庫、

機械和軟體程式。一個有趣說法就是所謂的『當員工下班離開公

司後，公司還在發光發亮的東西。』 

(2) 技術性系統(Technical Systems)：為知識創新與控制過程的指導方

針。將不可言傳的（Tacit）知識加以累積、編輯與結構化，使其

知識得以建立成為一資料庫。 

(3) 管理系統(Managerial System)：包括創造與控制知識的正式及非正

式方法。 

(4) 價值觀與規範(Values and Norms)：為公司知識的內容與結構與蒐

集知識的方式等。價值觀與常規決定公司應追求和培育何種知

識，以及哪一種知識創造活動可被容許及鼓勵。而此為「企業文

化」之呈現。 

4. Tampoe（1994） 

Tampoe（1994）認為能夠多方面整合科技、流程以及發展具有持久、

獨特之競爭優勢，並創造組織附加價值的技術或管理子系統才能算是核心

能耐。並且強調核心能耐是隱藏在產品背後的一種能力，它是公司技術子

系統與管理子系統的一部分，隱藏在公司的生產與管理程序之內，能整合

公司內外分散的技術、資源來提供具有獨特競爭優勢的產品或服務。 

二、 核心能耐的分類與特性 

一般來說組織核心能耐是可分為「資產」和「能力」兩方面。「資產」

是企業累積的資源稟賦，如規模、設備系統的效率、品牌或商譽等；「能

力」則是深植於企業，能使資源有利於部署的技巧和知識，如個人專業技

術能力、組織的業務運作能力，組織文化等等（Hal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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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mel and Heene（1994） 

Hamel and Heene（1994）提出了下列三種類型可做為參考： 

(1) 接觸市場類型之競爭力：能夠使企業更接近顧客的技巧。例如：

品牌發展的管理、行銷、物流與通路等。 

(2) 整合相關類型之競爭力：使企業能夠更迅速、更有彈性的運作，

或比競爭者更具有可依賴性。例如：生產週期管理、即時生產之

存貨管理等。 

(3) 機能相關類型之競爭力：使企業以獨特的機能投資於其產品與服

務的能力，而且是投資在具有獨特顧客利益的方面，而非只是不

斷的改善。例如：產品包裝上的變更讓客戶得以自動化組裝取代

人工組裝。 

2. Hamel and Prahalad（1990） 

在『競爭大未來』（Competing the Future）也有提到關於核心能耐

的特性，也就是要成為核心能耐必須具備三個類型條件： 

(1) 核心能耐必須具有延展性，也就是必須能提供通往其他市場的潛

在路徑。 

(2) 核心能耐必須通過顧客價值的考驗，也就是必須使顧客對最終產

品的認知品質有重要貢獻。 

(3) 核心能耐必須具有獨特性，也就是必須讓競爭者難以模仿。 

3. Quinn and Hilmer（1994） 

Quinn and Hilmer（1994）提出了六個關於核心能耐應該具備的類

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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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套的技能或知識，而非產品或功能。該能力超越傳統功能，涵

蓋以知識為基礎的產品，服務設計、科技創新、顧客服務、後勤

支援等而不是以資產/智慧財產為基礎。 

(2) 彈性及長期規劃，可適應、可沿革。具備彈性的技能才是核心能

力策略最佳驗証。 

(3) 限制數目，大多數的公司只選擇在價值鏈中最關鍵的兩至三個活

動(通常不是一個，也很少超過五個)。 

(4) 在價值鏈中尋求最獨特的槓桿運用。 

(5) 以顧客至上為長期要件。 

(6) 深植於組織價值及文化當中。 

 

表 2-2 是包含外重要的一些文獻所提到核心能耐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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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核心能耐類型 

文獻代表學者 類型 

Hofer & Schendel (1978) 「財務」、「實體」、「人力資源」、「科技」與「組織」五

大類型 

Amit & Schoemaker (1993) 「洋蔥型」、「樹狀型」、「策略資產型」、「關鍵成功因素

型」 

Chandler (1990) 功能性能力(例如財務、生產、研發)、策略能力(例如垂

直整合、多角化等等) 

Hamel and Prahalad（1990） 核心能耐必須具備延展性、難以模仿性以及價值性 

Hamel &Heene (1994) 「接近市場能力」、「整合能力」、「功能性能力」三種核

心競爭力類型 

Long &Vickers-Koch (1995) 「門檻能力」 (Threshold capability)、「重要性能力」、「未

來性能力」。 

Nonaka (1998) 「基礎知識」、「架構知識」、「動態知識」 

呂鴻德 (民82) 「核心輻射型」、「核心延伸型」、「策略資產型」、「關鍵

成功型」 

呂玉如 (民83) 跨國企業核心資源之建構策略分做四種構面：「市場

型」、「合作學習型」、「模仿創新型」、「合作創新型」 

林晉寬 (民84) 核心資源分為「財務資產」、「組織能力」「實體資產」 

吳思華 (民83) 將核心資源分為「資產」(包括有形產及無形資產)、「能

力」(包括組織能力及個人能力) 

衛南陽 (民90) 將核心能耐分為有形的策略性資產、無形的管理控制能

力、資源調配能力、決策方向之制定能力 

范敏(民93)、吳豐祥(民93) 核心資源除了延展性、價值性、難以模仿性之外還有往

新領域擴展的學習性 

Leonard-Barton（1992） 利用知識基礎觀點將核心能耐分為員工知識與技能、技

術性系統、管理系統與價值觀、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Hamel and Prahalad（1990）也有提到關於企業需要如何管理並

且把握管理核心能耐的五個方式： 

(1) 辨別現有的核心專長 

(2) 擬定核心專長取得計畫 

(3) 培養核心專長 

(4) 善用核心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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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衛核心專長領導地位 

他們提到『企業就像一顆大樹，所謂公司核心產品就是構成這棵大樹

的主幹；比較細的枝幹是個別事業單位；花果則是各個事業單位生產的最

終產品。然而提供養分、生命力及穩定力的根部組織（如圖2-7所示），就

是核心能耐核心能耐核心能耐核心能耐』 

 

 

 

 

 

 

 

 

 

 

 

 

 

 

 

 

圖 2-7  核心能耐：競爭力的根部組織 

資料來源：Hamel and Prahala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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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由上述的文獻可以知道企業要培養核心能耐，必須能夠找出自身的價

值所在，尋得商機，也是體認出公司真正的核心資源與競爭力，並且經過

不斷的學習與運用，還有修正，可以真正為企業建立市場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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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 

藉由本章的文獻探討可以讓本研究架構、工具與分析思維上面有所幫

助與依歸。對於企業的資源理論與核心能耐，Collins （1991）認為核心能

耐是來自一組不可逆的資源，若與過去策略大師波特在一般性競爭策略中

所提到集中焦點（Focus）策略的概念比較，核心能耐似乎更強調資源基礎

的觀點，與集中策略比較從利基產品線、通路或其他價值練的觀點是不同

的。 

此外，儘管在資源方面有各式各樣的分類，不過，本研究認為吳思華

（1996）所定義的四個分類：（1）有形資產（2）無形資產（3）個人能力

（4）組織能力，似乎是很容易理解的，且具有其完整性，因此，本研究

在資源的界定上，將以該分類為基礎。再者，本研究亦將藉由Hamel＆

Prahalad（1990）所提出的『企業核心能耐有三個原則』：（1）難以模仿性

（2）延展性（3）價值性等特性，來探討我國數位典藏廠商核心能耐的情

況。 

下一章繼續延伸此一概念，來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且進一步分

析數位典藏廠商的核心能耐的形成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