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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  結論與討論 

第一節  結論 

在進入時機的理論脈絡中，先發有優勢抑或後進較有利各有各的立論

點，然而除了先後本身的順序效果（order effect），時機的好壞應視環境狀

況而定；本研究將組織生態觀點中「環境資源豐厚性」（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加入進入時機的探討，亦即當新事業進入時，市場在成長、

各項存活所需資源皆豐富可得，進入時機有利。然而，如此最佳的時機未

必可得，故應從市場面、各項生存資源（要素面）一一加以檢視，期能在

最佳的時機進入（或取得），因而「何謂市場與資源取得的有利時機」即

為本研究的初始動機。 

在環境變化的驅動下，每項資源和市場的狀況也都在變化中，有哪些

分析面向可幫助決策者判斷時機的有利程度？由於過去研究較少從環境

觀點同時探討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的時機議題，故本研究試圖以質化的個

案研究對此議題進行探索，藉由新創事業對其進入時機之回顧，探討資源

取得與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之影響因素。探索的目的在理論的發現，而

非客觀時機的驗證，也就是並不試圖比較特定公司取得資源、進入市場的

時機優劣。 

根據 Eisenhardt(1989)建議，探索性個案研究仍可帶先驗構念（ a priori 

constructs）進入田野，本研究第一階段即是帶著「環境有利程度」、「資源

可得性」等概念以及產業知識進入田野，進行半結構化的訪談，針對進入

產業所需資源之取得過程以及市場進入時機之回顧，從受訪者對其時機議

題的說法歸納其中的道理（reasoning）。從前導個案中又發現「資源效益

性」、「補救成本」與「持有成本」的概念以及時機相關理論意涵之後，再

繼續進行第二階段多重個案的探索，將構念之面向及意涵發展得更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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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並將個案複現所得到之研究發現推導出觀念模式和命題。 

在第二階段的研究中，本研究將紮根理論方法的開放性譯碼融入

Eisenhardt(1989)個案研究建立理論的步驟中，針對前導個案研究中兩個一

次到位產業（DRAM業和休閒型觀光旅館業）再進行多個案研究；資料來

源以訪談為主、產業客觀資料為輔，分析過程包括個案內分析與跨個案分

析。 

個案內分析乃利用開放性譯碼對訪談逐字稿分析與時機有關的概念

賦予標籤（Labeling）並編碼（Coding），得出該個案的時機相關意涵與概

念關係圖。跨個案分析部分先確認構念意涵與效度，再歸納主要的研究發

現；前者乃透過不斷反覆於資料與構念之間，逐一界定本研究所發現之重

要構念的涵意，並加以精緻化，再將該構念在所有個案逐字稿之證據整合

建立證據表(Iterative tabulation of evidence for each construct)，以確認構念

的聚合效度與區別效度；後者運用複現邏輯（replication logic）將研究發

現之相關證據從個案逐字稿中一一加以引用，藉以強化研究發現。整個研

究是一個不斷重複於資料與理論建構的過程（an iterative process），在新增

個案之構念及關係皆已重複未有新出現者的情況下，研究者認為已經達到

理論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茲將前一章的資料分析與研究發現所得

到的研究意涵歸納如下。 

本研究首先要探討的是何謂資源取得之有利時機？由於新創事業往

往需要從外部取得資源，在環境觀點下，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的變化主

要受環境因素的影響，環境變化導致資源可得性以及效益性的變化，另外

資源本身特性亦使得資源因取得時間不同而效益性不同，錯失有利時機需

付出「補救成本」，茲說明如下： 

（一）資源可得性與取得時機有利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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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可得性起伏變化主要受資源供給與需求（競食）環境改變的影

響，當資源供應量（管道）越多，或是競食壓力越小，則資源可得性提高，

取得時機也較為有利。本研究發現資源供應環境變化的原因包括供應者的

技術進步或是規模經濟的發揮、資源供應者對產業前景的預期、以及政府

制度環境因素。資源需求環境變化的原因包括產業內競食壓力改變或是競

食相同資源的產業出現（消失）。 

（二）資源效益性與取得時機有利程度 

資源效益性也因外在環境變化而有起伏，在效益較高的時間取得資源

者，有時機之優勢。本研究發現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移轉、資源供應廠商所

屬之產業成熟或是個別共生廠商能力的提升，使得資源之效益性發生改

變；另外資源具有技術進步性者，效益隨著時間越來越提升。 

新事業進入市場的時機也影響早期是否容易存活，過去對於市場環境

有利程度涵蓋面向僅及市場成長性、競爭程度、不確定性等本研究加入組

織生態觀點的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協力程度，另發現基礎設施完備程度也

都是市場環境有利與否的面向，因為共生族群的協力可以共創市場，基礎

設施的完備也有助於市場的成長，因此，新事業進入產業在評估環境是否

成熟時，應綜合考量這五個面向，且應注意環境變化的驅動因素，方能掌

握最有利的市場機會。 

對於新創事業進入市場前所必需取得之外部資源，取得時機應如何與

市場進入時機做配合？在已經預定理想的市場進入時機且市場延遲成本

高之下，進入時機不可延遲，由於進入前必須資源能力到位，故最晚應在

各資源（能力）必要之前置時間開始取得，或是提前取得，提前取得與否

取決於資源時機變化下的補救成本，以及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之權衡；資

源環境變化以及資源特性影響補救成本和持有成本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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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資源的持有成本很高，且資源有利時機在原定前置時間之後，應

同時考慮市場進入延後之延遲成本和補救成本的高低，以決定較佳的資源

取得時機。當錯過資源有利時機之補救成本高於延遲成本時，延後取得較

為有利；反之，當市場延遲成本高於資源之補救成本，則不應延後取得。 

由以上可見三種成本之間的互動關係，例如當補救成本很高、延遲成

本也很高，但持有成本較低，則寧可提前取得資源掌握資源有利時機，而

發生持有成本。反之，當資源的持有成本很高而市場延後的延遲成本低，

則不要提前取得，此時考量資源的有利時機，可以延後取得以避免較高的

補救成本。故要兼顧資源取得有利時機以及市場進入有利時機，需同時考

量資源面的補救成本和持有成本以及市場面的延遲成本，在這三者之中取

一個最有利的時點，方能擁有最佳之時機優勢；新創事業就在三個時機相

關成本的權衡（tradeoff）之下，做成對整體最有利的時機決策（圖 6-1）。 

 

圖 6-1  資源取得時機決策概念圖：成本因素之互動關係 

 

 第二節  討論 

本節目的在將本研究所得到的觀念模式之理論意涵與現有理論做比

較，看看在既有文獻之中，有哪些相似之處、有哪些有所抵觸，並探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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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原因。將理論與現有文獻連結可增進理論的內部效度、一般化程度並

提高理論的層次（Eisenhardt, 1989）。 

一、環境的時機觀點與順序的時機觀點 

環境狀況是除了順序（order）之外另一個處理進入時機的方式

（Shamsie et al., 2004），本研究從組織生態觀點，著眼於環境變化與時機

有利程度變化的關係，而不論及由於順序先後所導致的先發優勢或後進優

勢（order effect）。不論是資源取得時機或是市場進入時機，其有利程度變

化主要為環境因素，特別是組織生態觀點中，新事業最重要的環境資源豐

富性，以及共生與競食族群之間的互動，分別成為本研究所關注的資源取

得時機和市場進入時機探索的出發點，也是本研究相較於過去研究所突顯

的特色。 

雖然順序效果確實也在本研究個案的訪談中呈現出來（表 5-4 資源取

得時機有利程度的構念意涵之中），然而大體不出先發者經驗學習的優

勢、技術外溢與技術不確定性的劣勢等概念，過去文獻已探討很多，故不

列在本研究主題之中。而 Lieberman & Montgomery（1998）強調，先發者

與後進者在不同環境狀況下的策略選擇值得更多的研究，策略領域與行銷

領域在這裡可以彼此相互豐富化；本研究也發現，從環境與策略角度出

發，將時機加入權變觀點，可以更清楚的看到市場進入時機與資源取得時

機各應如何做策略選擇。 

二、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區分 

過去文獻多將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混為一談，例如行銷領域研究單位

多為產品，探討新產品進入市場的時機（Robinson and Fornell, 1985; 

Shankar et al.,1998; Shankar et al.,1999），只討論到行銷相關資源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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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通路、品牌與市場（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 Sullivan, 1991），

且市場先發的同時也代表通路、品牌的先佔，然而實際上卻未必等同。而

組織生態的文獻從產業著眼，關心整體產業的環境，雖然新創事業環境資

源的概念包括資金可得性、專業勞力與顧客的財務貢獻等（Carroll & 

Delacroix, 1982），然而文獻往往以市場需求成長性與競爭程度，或是產業

（銷售）成長性作為「資源可得性」的替代指標（Romanelli, 1989; 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0)，忽略了市場（顧客）以外的資源。 

稀少資源的先佔（包括投入因素、地理位置、產品特性空間與產能）

是 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所闡述的先發優勢之重要來源之一，

而 Child et al.(2003)也將新事業十八種關鍵資源之可得性與市場面分開衡

量，可見資源取得時機應與新事業進入市場之時機分別討論。此外，本研

究二者所得到的有利程度指標及環境影響因素均不同，代表不同的概念，

應分別加以探討。 

三、資源取得時機影響因素 

Barney(1986)一文強調在策略要素市場中擁有優勢資源的方法為有遠

見（far-sighted），在他人尚未能正確評估資源價值時及早取得；或是供給

有限的資源，趁價格尚未上漲之前捷足先登。此為事前觀點，也就是當某

項策略資源在當時可得性高，但是預期該資源未來的效益會上升或是可得

性會下降，而以較低成本提前取得該資源，因而獲得超額利潤。雖然本研

究為事後觀點，從回顧環境的變化說明何以事業單位取得資源之時機較為

有利或不利，但與 Barney(1986)的看法亦相符合，也就是在某項資源可得

性高（未來將轉低）之時取得資源，有成本優勢；或是某項資源目前市場

價值低，但可預見未來效益將遞升，此即新的「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ful factor）或是「產業策略要素」（strategic industry factor, Ami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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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emaker, 1993）出現，在預估該新因素未來總效益高之時提前取得，可

享有獨佔利益，正是資源取得有利的時機。 

（一）資源環境變化與資源可得性： 

Child et al.(2003)探討環境對港商在大陸子公司績效之影響一文中，特

別比過去探討環境有利程度之文獻多納入「資源可得性」（ resource 

availability）做為一個構面，然而該文為橫斷面問卷調查研究，衡量子公

司進入市場當時環境資源的可得性高低，未能追溯到可得性高低變化的原

因。本研究雖為回顧性質，然而從不同時間的環境狀況看待時機的結果，

因能回溯環境的變化與取得資源的過程，所發現的資源取得時機影響因素

卻具有前瞻的預測價值。 

（二）資源環境變化與資源效益性： 

當產業發生技術突破等動態變化，或是由於制度環境的影響，產業關

鍵成功因素可能發生改變（Amit and Schoemaker, 1993; Shepherd and 

Shanley, 1998），舊的因素效益降低而失去重要性，新的因素越來越重要，

取得新的策略要素表示公司的策略性資產與產業策略要素重疊程度越高

（fit），帶進競爭優勢的來源（Andrews, 1987; Amit and Schoemaker, 1993）。

過去對新事業進入時機策略的探討中，當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移轉（亦即環

境不確定性），不宜採取先發策略（Shepherd and Shanley, 1998; Shepherd et 

al.,2000）；然而產業環境可能經常處於變化之中，而且每一成功因素所代

表的策略資源環境變化也不相同，故應一一檢視資源效益性之變化以決定

取得之時機，而不宜以先發、後進兩分方式作為進入時機的策略選擇。 

本研究將資源效益以「總量」的概念看待，以事後回顧來看資源所能

發揮的總效益，而非每年的邊際效益，因而在效益遞升的新因素出現時，

即是在效益性高的時候取得，時機最為有利。Miller and Folta(2002)亦以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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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買方選擇權（Call Option）的投資者（可得性已無問題）在不同時間行

使權利取得資源的總效益現值大小（減除行使價格以及選擇權本身的價

值），決定選擇權最適當的行使時機（加碼投資），可見時機的決策需考量

未來所有效益的總和。 

（三）資源特性與資源效益性變化： 

在資源特性對資源效益性與取得時機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的個案證據

也發現具有「技術進步性」的資源，由於效益逐漸提升，所以越晚取得者，

資源效益越高，也就是時機越有利。此與 Bohlmann et al.(2002)的技術壽命

效果（technology vintage effects）一致，亦即由於技術改良而使後面取得

者降低成本、提高品質；閻大同（2004）對 DRAM 產業的研究也支持由

於製成技術不斷的進步，對於以大量製造的規模經濟取勝的產業而言，後

進者反而具有成本優勢。 

（四）資源可得性、資源效益性與補救成本之概念 

由於錯過可得性高、效益性高的有利時機將導致廠商發生補救成本，

文獻雖少有討論此一時機決策的相關因素，「稀少資源先佔」（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是此一概念的通稱，僅在特定時間方有供給的稀少資

源是廠商最重視的。本研究以整體環境變遷的角度，不僅關心資源「量」

的變化，且包含資源「質」的變遷，形成資源有利程度的變化，因時機的

選擇不同而有「補救成本」的高低，以此做為廠商資源取得時機的考量因

素，可使決策更加完善。 

四、資源可回復性與持有成本之概念 

本研究的「資源持有成本」概念意指資源提前持有期間的成本以及若

要「回復」該資源所可能發生的損失（第五章第三節），也就是影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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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時機決策的所有相關成本。由於新事業各項資源條件皆須掌握恰當的

前置時間開始著手準備，方能掌握有利的市場進入時機，因而資源取得時

機與市場進入時機需妥為配合，過早開始因需等待其他資源能力的完備而

可能發生持有成本。 

資源取得時機與投資時機概念相近，對於投資時機的討論，Rivoli & 

Salorio(1996)探討在不確定的環境中海外直接投資的時機，以投資的可延

遲性（Delayability）與可逆轉性（reversibility)探討海外投資時機是否應該

再等候（Wait and See）進一步的資訊，其中投資的可逆轉性即是受資源的

可回復性（recoverable）所影響。可回復性包括投資資產的折舊性、是否

具有多項用途（非特殊性資產，流動性高）、可否在有效率的次級市場交

易（容易變現）等相關概念。 

無論是實體資源取得或是無形能力的建立，都有回復性的問題，前者

是資源的市場交易性（marketability），後者是回復過程中的評價問題以及

被揭露的問題（Rivoli & Salorio, 1996），因而可回復性高的資源，不僅折

舊性低，且變賣時市場有效率，持有將發生的損失較低，因而儘可提早取

得；然而可回復性低的資源，折舊高且回復時將遭受較高的損失，取得應

更為審慎，故應在必要的前置時間才開始取得該資源。因此，取得時間與

持有成本的關係受資源的可回復性所調節（Moderate）。 

五、市場環境有利構面之確認與市場延遲成本之概念 

策略文獻對於環境有利程度的實證研究僅涵蓋到市場需求成長性、競

爭程度、環境不確定性三個面向，本研究從組織生態觀點，加上支援網絡

與共生族群協力程度，從訪談分析確認加上此一面向使得市場環境有利程

度的探討更加完整。從此五個面向分析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的變化，市場環

境越有利表示新創事業所能利用的市場機會越佳，新創事業應選擇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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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有利的時機進入市場，若因故而延誤該時機，將發生或高或低的延遲

成本。本研究在各面向的發現以及實證文獻上的討論將在以下一一加以說

明： 

在「市場需求成長性與未滿足需求」方面，如同過去文獻（Romanelli, 

1989;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0; Shankar et al.,1999) 所發現，本研究

的個案證據也支持在產業的成長期（市場需求成長性高之時）、或是市場

存在未滿足需求時進入可享有較佳的營業成長性與績效。在未滿足需求方

面，雖然 Shamsie et al.(2004)對於美國家電產業後進廠商的研究發現，不

同時間進入的市場未滿足需求程度對於早期績效沒有顯著的影響，似乎否

定了進入時機對於新事業的影響，然而作者的討論亦說明另一個可能原

因，即其樣本幾乎都是既存廠商的多角化新事業，極少獨立新事業，後者

必須開發或取得各種不同的資源才能滲透既有市場，而前者若能善用既有

的資源就能面對市場的挑戰，因而進入時機對於集團新事業的影響較不明

顯，所以可能因為樣本偏頗，導致研究結果與大部分新事業創立條件的研

究不一致（Bamford et al., 1999; Carroll & Delacroix, 1982; Carroll & Hannan, 

1989;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0; Romanelli, 1989）。 

在「競爭程度」方面，本研究個案證據也屢屢呈現競爭程度對新創事

業營運的負面影響，雖然新興產業初期需要一定的廠商家數以促進其正當

性（Legitimacy）、使其更能獲得資源供給者的支持而容易存活（Carroll and 

Delacroix, 1982），或是產業尚未達到競爭門檻者，則競爭程度對存活的影

響不大（Eisenhardt and Schoonhoven, 1990）；然而本研究所探討之產業皆

已經過新興期，產業（市場）競爭壓力越高，對個案營業所呈現的皆是負

面影響，此與大部分研究的發現相符（Carroll and Delacroix, 1982; Carroll 

and Hannan, 1989; Bamford et al., 1999），過度擁擠（overcrowding）為族群

死亡率的重要原因，然而部分研究未獲得支持（Romanelli, 1989; Eisen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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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hoonhoven, 1990; Shamsie et al.,2004; ），後者提出的說法包括樣本因

素、衡量時點因素、產業特性（技術變動快，使既存廠商無法主宰資源），

或是未達到競爭門檻（threshold），但本研究認為主要原因是競爭程度不易

衡量所致，由於量化研究對「環境」的衡量若採取問卷調查，主觀認知的

評分有效度方面的問題（Davies and Walters, 2004），但採取客觀資料者，

必須遷就於可得的數據性資料，因而多採取廠商數目（Shamsie et al., 2004）

或是市場集中度、集中度變動率（Romanelli, 1989）加以衡量，前者的問

題在於比較不能呈現競爭壓力的大小與強度（Romanelli, 1989），例如數目

少但集中則對新進者的壓力不見得比數目多而分散要小；後者雖可反應現

有競爭廠商資源控制力的高低及傾向，但仍未能完全呈現競爭壓力的所有

面向（Romanelli, 1989; Aldrich and Martinez, 2001）。 

在「環境不確定性」方面，本研究之環境不確定性指環境的動態性

（Dynamism），表示環境的不穩定或干擾程度（instability and turbulence）

（Dess and Beard, 1984; Bamford et al., 1999），而非不可預測性

（unpredictability）（Child et al., 2003）。新事業進入前環境的不可預測性事

後回顧已成為客觀事實，故可透過訪談瞭解新事業進入後環境的變動對其

營運的影響；Fahey and Narayanan(1986)將環境不確定性分為四種來源，包

括總體環境不確定性、競爭不確定性、市場需求不確定性、技術不確定性。

總體環境的不確定性又包括政治經濟狀況、政府管制、與法令方面。本研

究金門地區的觀光旅館業受到總體環境不確定性影響最大，DRAM業則受

競爭不確定性影響最大。 

「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協力程度」方面，由於本研究是新創事業進入

產業，故共生環境是重要的面向，然而因不易量化，缺乏相關的實證研究。

在組織生態觀點中，族群之間可能競食相同的利基，但也有些族群會形成

互相增益的共生關係，亦即互相依存以抗拒環境之改變，甚至成為共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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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策略性組織」（Hannan and Freeman, 1989）。Carroll and Delacroix

（1982）以「網路支持度」（Network support） 表示產業環境成熟、獲得

正當性，容易取得資源，新事業的存活率較高。Aldrich and Martinez（2001）

以「社群」（community）代表一組共同演化的組織群體，其中共食者

（commensalism）可相互競爭也可能相互合作，共生者（symbiosis）則是

不同利基但能互惠的族群，辨識互補族群並加以利用是新事業的策略重點

之一。 

本研究的觀光旅館業屬於觀光休閒產業中的一環，其市場的發展需要

許多周邊群體例如旅遊業甚至政府部門的共同營造市場；DRAM業的共生

族群包括上下游協力廠商（PC供應鏈）、機台設備商、矽晶圓材料供應商、

銀行或投資大眾在資金的支持，以及政府在產業獎勵政策或投資環境的協

助，方能使得營運效率提升、充分發揮產能的規模經濟。共生族群之中，

政府對於基礎設施完備程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例如觀光休閒設施的營

造、交通建設的配合，以提升區域的觀光吸引力；又如科學園區的開發，

使得進駐廠商擁有良好的經營環境。 

六、制度環境因素對於時機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制度性因素對於環境變化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不論在

資源取得方面，或是市場進入時機方面，政府經常扮演環境變遷的驅動力

量，甚至是環境有利程度的直接影響者，例如環境不確定性的來源；特別

是本土型的觀光旅館業，受政府政策因素的影響尤其明顯，近幾年政府將

觀光產業列為重點發展產業，故相關的利多措施、土地取得方面的支持，

對新設的觀光旅館助益頗大。高科技製造產業在形成初期，也相當需要政

府的協助，由於政府產業政策是制度環境中重要的一環（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洪世章，2002），密切配合政府的政策以取得資源、進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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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是新事業掌握時機優勢關鍵的一步。 

第三節  研究發現之管理涵義 

本研究將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區分之後，可針對個別資源的

環境變化以及資源本身特性探討較佳的取得時機，以及如何與市場進入時

機相互配合的問題，具體的管理涵義如下： 

一、資源可得性、效益性與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 

資源可得性可區分兩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可否取得」，也就是供應

的有無，屬於此一層次者為可得性低的稀少性策略資源，例如管制性資

源，只要能在短暫的可得時間取得即是好時機，因為若未取得將導致無法

進入產業，或是延誤市場進入時機，需付出相當高的補救成本；反之，其

取得往往能帶來獨佔利益。第二層次為「是否容易取得」，也就是有供應

的資源，其供給量多寡、取得是否就近方便、取得的管道多寡與可選擇性

高低，除了上述的稀少性資源，一般資源的取得屬於此一層次的問題，在

這些資源可得性高的時期取得，可以有成本優勢或是時效優勢。易言之，

一般性資源取得時機佳，可以帶來成本的競爭優勢，而稀少性資源的取得

時機佳，不僅可以掌握進入市場（產業）的時機，而且可以因為擁有異質

性資源而產生獨佔利益。 

由於資源可得性受資源供應狀況與競食族群狀況所影響，而政府制度

性因素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供應量，例如管制性資源的供應者就是政府，

或是政府可扮演協助取得資源的角色，因而妥善配合政府政策，在可得性

高的時候取得資源，是最值得廠商重視的時機策略。 

本研究歸納各種環境變化的驅動因素，目的在得知環境變化下應如何

掌握有利時機以取得資源；例如當廠商進入某一產業時，當時該產業中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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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可得性較高，預期未來該資源效益將提高（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移

轉），或是對該資源的需求將大增、可得性將下降，則該廠商以較低的成

本儘早取得該資源即擁有時機優勢。 

二、資源取得之補救成本、持有成本與市場延遲成本之權衡 

對於新創事業進入前所要取得之資源，不僅要考量本身環境變化下的

取得時機和補救成本，尚且應與市場進入時機相配合，因為配合故又衍生

持有成本和市場延遲成本考量的問題。 

例如可得性低的策略資源不是供給有限，就是僅在特殊時間才有開放

供給，因而往往也是效益性高的重要資源，不能等到進入市場才取得，錯

失時機可能就無法進入產業，或是延後進入市場，導致補救成本和延遲成

本，此種資源在可得的時間就要提前取得，縱使將發生持有成本。 

反之，若資源的投入成本高或是可回復性低，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很

高，則寧可等到必要的前置時間才取得，或是延後取得，延後與否則考量

補救成本與延遲成本的高低。因而對於新創事業經營者而言，辨識資源特

性與環境變化趨勢，在補救成本、持有成本與市場延遲成本的權衡之下掌

握時機取得資源，以擁有最佳的時機優勢。 

三、前置期間的準備與市場有利期間之長短 

對於一次到位的產業而言，進入產業需要各項資源能力完備，往往需

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準備，因為有些資源取得後尚須建置的過程，有些能力

的培養需要時間，都需要一定的前置時間；若是資源特性需要的前置準備

時間長，而市場有利期間的波段短，亦即機會窗口很小（Abell, 1978），則

應提早開始採取行動獲取資源或培養能力，以免錯失良機而發生延遲成

本；但過早開始又可能發生持有成本，所以應妥為拿捏適當的前置時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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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投入，以便在市場有利時機來臨時能夠資源能力到位，順利掌握。茲將

各項資源取得時機之掌握與市場進入時機之配合的關係呈現如圖 6-2 所

示。 

 

 

 

 

圖 6-2  各項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配合 

四、資源特性與資源取得時機 

本研究發現資源特性與資源取得時機決策有關，而且具有相當的管理

涵義。可得性與效益性除了用於表達特定資源在不同時間隨著環境的變

化，以橫斷面而言，不同資源在特定時間的可得性有差異、效益性也有差

異，因而可得性與效益性也被視為資源的特質配合補救成本的概念探討取

得的時機。 

另外研究發現資源的技術進步性以及可回復性，前者主要為科技性產

品的日新月異，越晚取得效益越高；後者則因資源本身的折舊性與市場交

易性（所處市場之活絡程度）而定，可回復性高的資源因為持有成本低可

以儘早取得。因而若是技術進步性高且可回復性又低的資源，應在最後必

要的時間才採取行動取得。 

由前面折舊性與市場性之討論，若資產具有相反之特質，亦即價值不

因時間而減損，且有可能因市場供需而增值者，本研究稱之為「增值性」

資源，例如區位佳的土地，則此種資源儘可提早取得。另由文獻中也發現，

資源具有「網路外部性」者，因為使用者的效益會因為使用人數的增加而

市場進入

時機掌握 

前置時間掌握 取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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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故越早取得該資源建立使用者基礎者，資源可發揮之效益越高

（Schilling, 2002），但本研究之樣本產業未有具備該特性之策略資源者。 

茲將上述各種資源特性對於取得時機之意涵，綜合整理如表 6-1所示。 

表 6-1  資源特質與取得時機管理涵義 

主要考量 
 

資源特質 可否

取得 

取得

成本 

效益

高低

持有

成本

 

取得時機管理涵義  

可得性低 V    有供給時及時取得 

可得性高  V   成本最低的時候取得 

效益性   V  效益高之時取得 

技術進步性

（高） 

  V  必要時方取得 

折舊性（高）    V 必要時方取得 

市場性（高）    V 可提前取得 

增值性（高）   V  及早取得 

 

五、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互動關係 

過去對於進入時機之研究僅探討進入後市場面的表現，以之代表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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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之有利程度，若是市場績效不佳，則謂之進入時機不好。但本研究在

資源與市場兩邊的動態調整概念下，發現資源取得之補救成本與市場時機

之延遲成本具有抵換關係，亦即若為資源取得之時機有利，可能犧牲市場

方面的時機，但整體而言對事業仍為較佳的時機決策，或是為了市場時機

有利，而使部分資源取得時機較為不利。雖然若各項資源取得時機有利，

又能在有利期間進入市場是最佳狀態，然而實際上往往只能整體考量而有

所取捨。因而時機優勢應整體看待，本研究加入資源的取得觀點，使得新

事業的時機管理更加周全。 

六、資源取得時機模式可應用於各種事業資源取得的時機決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新事業進入產業的時機，包括市場環境以及各項策

略資源的取得時機如何方為有利，然而資源取得時機所歸納的可得性與效

益性等結論與架構，分析單位為資源的取得行動，並不限於新創事業，可

以同樣適用既存廠商在資源取得時機之考量。 

七、研究結果在循序進入型產業的應用 

一次到位產業之產品/服務進入市場前需投入重大資源承諾、需要較長

時間準備，因而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時機配合的議題重要，同時因資源投

入高，進入後的市場環境有利程度對營運績效影響重大，也就是市場進入

時機點很重要，但是對循序進入的產業而言，該二議題重要程度則較低，

同時為了避免市場進入時點認定的問題，故本文正式研究僅針對一次到位

的產業。 

然而資源取得時機所歸納的結論與架構，分析單位為資源的取得行

動，並不限於一次到位型產業；而市場進入時機部分，亦可以其達到「基

本營運規模」的時間為準去分析環境的有利程度，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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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方面，也可以該時間作為正式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再往前推估所需的

前置時間以建置資源能力。 

八、時機為策略 

過去許多文獻將時機視為非策略因素（non-strategic factor），表示廠商

被動受環境影響的機運（Luck），然而本研究發現，廠商的各種策略選擇

都會考慮時機，亦即先考量市場環境成熟而有利的進入時機，資源取得在

與之相配合，例如墾丁悠活渡假村需要藉由海洋生物館帶來業績，所以等

到海生館確定發包、共生資源出現而市場機會成熟，它才同步動工建造；

礁溪老爺也是配合北宜高速公路預定的開通時間去建造，以便掌握大台北

都會區的休閒旅遊需求；南亞科技也規劃在成本低的時間開始建造下一座

十二吋晶圓廠，兩年後蓋好時若能搭上景氣復甦的時機，即可同時兼具資

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的優勢。雖然事後的結果可能受到不可控制因

素的影響，然而時機確實為新創事業策略規劃中重要的一環。 

九、產業特性對時機模式的影響 

本研究針對高科技 DRAM 製造業以及傳統的觀光旅館服務業進行時

機議題的探索，其中發現高科技產業由於技術環境變動快速，產業關鍵成

功因素移轉較常發生，且資源本身也較多具備技術進步性者，因而資源效

益性較常發生改變，越晚取得者時機往往較為有利。不過傳統產業也可能

發生關鍵成功因素移轉，也可能有技術進步性的資源，因而本研究的資源

取得時機模式也適用在傳統產業。 

在市場進入時機方面，高科技產業的上下游環境較常處於變動之中

（例如上游新技術、下游新應用的發生），使得市場環境的不確定程度較

高，而需求景氣也經常大起大落，市場時機較難掌握。因此，對高科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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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言，時機的影響更為明顯。特別是進入高科技產業往往需要一段較長

時間的準備，因為有些資源取得後尚須要建置的過程，有些能力的培養需

要時間，前置時間較長，再加上市場有利的波段短，時機的掌握更是不易。  

第四節  研究貢獻、研究限制和未來研究建議 

一、研究貢獻 

（一）新創事業時機決策的相關構念和思考架構 

本研究主要的理論貢獻在於新創事業時機決策有關的構念和思考架

構，前者主要有資源可得性、資源效益性、補救成本、資源取得前置時間

掌握、持有成本與延遲成本等構念的意涵與面向，後者包括資源取得時機

和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的判斷模式，以及為了市場進入而取得資源時，

應如何進行時機決策，特別是在資源與市場兩邊的時機都在動態的調整之

下，應如何取決整體有利的時機。本研究所提出的補救成本、持有成本和

延遲成本的概念，對於一次到位產業進入市場前所需外部取得之資源的時

機決策如何達到時機配適具有理論貢獻之外，更具有實務重要性。 

（二）區分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 

以新事業進入產業為研究對象不同於過去僅看待新產品進入市場的

研究，除了市場面的時機，將資源取得時機單獨探討之後，發現個別資源

有其環境，更有其資源特性，皆影響其取得時機的決策。所建立之資源取

得時機觀念架構，讓進入時機研究脈絡增加了資源與環境觀點，是本研究

主要的貢獻。 

二、研究限制 

（一）產業限制與資源類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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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理論發展的同時進行選樣，然而以「一次到位」產業所選取

的觀光旅館業及 DRAM業，雖已試圖尋求市場特性與資源屬性的差異化，

然而仍未能涵蓋所有的資源類型，例如具有「網路外部性」的資源（Schilling, 

2002），由於本研究二產業之相關資源未有該特性者，故未能收集相關證

據以進行推論。 

（二）資源涵蓋範圍 

本研究僅針對進入市場前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生存資源探討其取得時

機，進入後尚可慢慢取得者則不再討論之列，因其沒有與市場進入時機配

合的問題。在進入前所需取得的資源當中，有些需要前置時間準備，有些

可以等市場進入前再行取得，但是考量資源本身環境變化的有利時機，兩

種皆可能有提前或延後取得之需要，故均有補救成本、持有成本與延遲成

本的考量問題。 

一、 未來研究建議 

（一）進入時機後續相關研究 

對於以事業單位為分析對象探討進入產業或是新市場的時機議題

者，應同時對市場進入時機以及資源面的取得時機進行探討才是完整的時

機研究。本研究歸納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之影響因素，

以及兩個時機如何配合的相關構念，並發展構念的意涵和衡量面向，未來

可在這基礎之上，對於新創事業進入時機的議題進行實證研究，例如重新

驗證進入時機與績效之間的關係，透過市場面與資源取得面完整的衡量，

對於進入時機不同對績效產生之差異應能做更有效的解釋。 

（二）嘗試其他產業以發掘其他與時機有關之資源特性 

本研究發現資源特性對於資源取得時機決策有相當的管理涵義，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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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技術進步性、資源的可回復性、資源可得性與效益性，後續研究可

再針對此一方面，嘗試其他產業以發掘其他資源特性，對於廠商資源取得

時機決策觀念的完整性有實務貢獻。 

（三）創業家因素對於時機決策的影響 

本研究僅探討何謂有利的時機，以及在不同的環境狀況和資源特性之

下如何進行時機決策，而未從事業本身的特性如何影響時機之掌握進行探

討，特別是創業家因素在這一部份扮演了重要的角色。面對相同的環境，

不同的創業家可能做出不同的時機決策，與個人風險偏好、策略企圖心和

遠見（far-sighted）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新創事業受創業者個人因素或是創

業團隊的影響很大，可從市場進入或是關鍵資源取得的時機決策過程深入

探討，應可歸納出創業家或是創業團隊特性的差異對於時機掌握模式的影

響。 

（四）獨立新事業與資源取得問題 

本研究個案因包含有獨立新事業與集團新事業，資料中呈現集團新事

業在資源取得的優勢，因集團有相關資源及既有之聲譽、網絡關係，容易

獲得資源提供者的支持，資源可得性較獨立新事業為高。Shepherd and 

Shanley(1998)也指出集團新事業比獨立新事業較容易獲得資金、人力資

源、顧客的支持以及社會資本。相形之下，獨立新事業如何克服資源取得

限制而能順利營運成長的議題，值得繼續進行研究。 

（五）廠商資源能力特徵對於時機掌握之影響 

Lieberman & Montgomery（1998）認為時機與資源基礎觀點兩個研究

脈絡的連結可以發揮互補的綜效，先發優勢（或是時機的掌握）就是資源

能力累積的證明。不同性質的資源條件（研發、製造、行銷能力）是否適

合不同的進入時機？ 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就已指出擁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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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通能力（ proficiency）的廠商方能掌握環境不對稱性的機會

（asymmetry），表示時機的掌握是內生的本質（endogenous nature）。 

時機的掌握不僅是市場面，資源取得亦需掌握有利的時機，特別是稀

少性資源，雖然本研究未對何以特定廠商較能掌握有利時機提出解釋，但

從訪談資料中已發現具備「與後續資源相關之資源能力」使廠商不僅擁有

等候時機、隨時行動的前提要件，更具有辨識時機的能力，因而比較能掌

握有利時機獲取資源。具有後續價值的相關資源，對於取得新資源才有槓

桿效果（leverage），更進一步分析可發現此相關資源能力可再區分為與新

資源具有互補性之資源，或是有前後延續性的技術，能夠運用到後續新資

源或市場者。 

擁有相關資源能力除了較能辨識適當的時機之外，尚可使事業處在容

易取得資源的狀態，因為相關經驗知識有助於迅速取得資源，因而使其具

有「等待時機」的條件。一旦在策略上有必要採取行動時，就能比競食者

掌握更好的時機取得關鍵資源，此一資源基礎與時機結合的議題，值得後

續研究繼續深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