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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人常說「成功要靠天時、地利、人和」，可見時機對於個人乃至

企業的成敗扮演了一定的角色，雖然時機常被當作非策略因素，視為一種

「機運」的成份，然而時機也有策略的主動性，組織可以透過時機的掌握

而帶來競爭優勢（司徒達賢 2001）。特別是新創事業(new ventures)進入產

業能否站穩腳步順利成長，受進入時機影響甚大，但究竟怎樣才是好時

機？先發好抑或後進較佳？除了先發後進的兩分方式，對於沒有機會成為

先發者的新事業而言，還有怎樣的方式來看待時機？ 

過去進入時機的研究集中在進入順序（entry order），比較先發者與後

進者的優勢來源（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或是驗證先發者績效

是否較佳（Lambkin, 1988; Mascarenhas, 1997; Makadok, 1998; Shepherd and 

Shanley, 1998; Pan et al., 1999; Lee et al., 2000; Shepherd et al.,2000; 

Schilling, 2002）？或是何種情況下先發優勢不易存在（Schnaars, 1994; 

Bartlett & Ghoshal, 2000; Schilling, 2002; Suarez and Lanzolla, 2005; 洪明

洲，1995；洪明洲，2000）？後進者應採取怎樣的策略超越先發者（Schnaars, 

1994；Shankar et al., 1998；Tellis and Golder, 2001）？ 

雖然進入順序有相當的重要性，但是產業中除了少數的先發者，絕大

多數都是後進者，後進者之間仍有很大的時機差異；此外，僅研究先後順

序的影響忽略了其他情境因素（contingencies），本研究試圖從不同時期的

產業環境狀況探討怎樣才是好的時機、哪些因素影響時機有利程度的變

化，藉以補充過去的時機理論。 

在以事業單位為分析對象之下，事業進入產業是一項不可逆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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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resource commitment），資源取得是新創時期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Elfring and Hulsink,2003），因而過去僅以產品上市代表進入時機並不貼

切，且資源有其本身的競食與供應環境的變化，其取得也有時機的議題，

表示在討論「進入時機」時，不能僅關注市場進入時機，資源獲取時機也

是新創事業相當重要的課題，因而本研究從環境觀點分別探討新事業進入

產業的「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 

一、實務面動機 

對新創事業而言，市場進入時機固然重要，然而資源取得時機對營運

也有重大影響。在民國 68 年引進美國南方公司連鎖便利商店經營技術的

統一超商 7-11，甫進市場時經歷了多年的緩慢成長期以及七年的虧損，到

75 年才達到基本營運規模 100家，同時轉虧為盈。早期台灣沒有大型而物

流機能較現代化的批發業，商品管理資訊系統也不發達，所以統一超商當

時的經營環境相當艱困，兩度幾乎拱手讓人，市場進入時機及產業周邊環

境可以說相當不利，多虧母公司統一的強力支持才能支撐到市場成長期。 

然而那段草創期間所獲取的資源卻造就了統一超商往後的佳績，在 71

年統一母公司收回經營權改為自己直營之後，在土地尚未狂飆、店面成本

較低的時候取得許多區位良好的直營店址，同時也以「店長訓練計畫」培

育大批忠誠幹部；到了 77 年以後，市場高速成長，台灣土地飆漲，競爭

者想要擴張但是受限於土地成本過高，而統一超商所養成的人才此時正好

配合迅速擴張計畫，成為各分店的種子幹部，發揮絕佳效益（李仁芳，

1995）。可見統一超商在台灣市場進入時機過早，然而其土地、人才等資

源取得的時機正確，導致後來的成功。 

另以頂新集團在大陸投資為例，其成功也有許多時機因素。民國 78

年進入大陸市場時正逢天安門事件，諸多外商感到中國政治風險高而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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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資，頂新正好利用此一機會廉價接收許多廠房；而在民國 81 年開發康

師傅方便麵的時候，由於當時大陸速食麵市場處於群龍無首的局面，沒有

全國性知名的品牌存在，於是魏氏兄弟決心加快腳步，在品牌製作、廣告

宣傳、產品品質、包裝等諸多方面開足馬力，以使康師傅品牌能夠迅速佔

領和鞏固市場。 

當時，由於中國改革開放才剛剛十年，資訊媒體都還不太成熟，電視

廣告費用也相當便宜，在中央電視台的黃金時段插播廣告幾乎等於不花錢

做廣告，於是經過一番不計成本的「狂轟爛炸」之後，康師傅品牌的名氣

立刻竄升起來，在短短數月之內，迅速建立起中國速食麵霸主地位。（劉

曉波，2004） 

從這些案例可以發現過去偏向從市場面討論進入時機是不足的，資源

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同等重要，若為搶攻市場而忽略資源取得時機，

可能營運成本比競爭者高，或是錯失關鍵資源的取得只好退而求其次，因

而喪失競爭優勢；當然若是為了要搶佔稀少資源而進入市場，但市場遲遲

未能起步，無法帶來足夠的現金流入以支撐新事業運轉，徒有資源也將面

臨退出或被購併的命運。由此可見將新事業「進入時機」的議題區分「市

場進入時機」與「資源取得時機」有其必要性，二者分別探討，方能將新

創事業的時機議題說明得更為完整。 

將「市場進入」與「資源取得」分別看待的另一個理由是以事業單位

為分析對象者，整個「進入」的歷程可能延續一段頗長的時間，進入產業

前後有一系列的準備活動，包括獲取各種策略資源與培養相關的能力，這

些活動在時間軸上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實務上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未必同

步，例如觀光旅館業的土地資源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取得，有其本身的時

機考量。不論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是否同步，資源本身的獲取時機是否有

利都應與市場進入時機分開來單獨討論，如此可將新創事業整個進入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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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機分析得更為清楚。 

不過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亦非獨立，時間上要互相配合，因為新創事

業要進入產業，獲取資源的目的就是為了進入市場。例如前述的觀光旅館

業，在開幕進入市場之前，必須取得土地、申請開發許可、建造、招募管

理人才等準備工作，每一項資源的取得（能力的培養）有其必要的前置時

間，因而在資源的獲取時機以及市場的進入時機上，有分別看待但又相互

牽繫的議題。 

二、理論面動機 

過去文獻對於進入時機的研究方式有兩種，一種是以進入順序（order 

of entry）為研究變數，包含先發者與後進者的分類，或是先發者、早期追

隨者與晚期追隨者的分類（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另一種則從

不同進入時點的產業環境狀況(environmental contingencies)看待時機，例如

同樣是後進者，但彼此所面對的環境機會卻有很大的不同，僅研究先後順

序的影響忽略了許多其他的情境因素(Shamsie et al., 2004），採取環境觀點

者多以進入當時的市場成長性和競爭程度等市場狀況（market condition）

做為研究變數（詳第二章文獻探討）。 

環境有利代表資源的豐厚，不同時期的進入者所面對環境有利程度的

差異，影響新進入者是否容易存活（Romanelli, 1989），跳脫順序早晚的二

分法，可以從縱斷面的環境變化比較環境有利程度的差別，所以「環境」

是除了進入順序以外另一種時機的意涵。 

然而環境因素不應侷限於市場狀況，而應將「市場」與「其他資源」

的環境分別看待，組織生態觀點的研究關心事業新創時期環境資源的豐富

性(Hannan and Freeman, 1989)，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0)以成長期

（growth market）進入代表較佳的資源機會，Romanelli(1989)也以市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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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競爭程度下降代表資源可得性較高，但「市場」較適合代表「顧客資

源」，「其他策略資源」所呈現的有利時機則未必在市場的成長期，各項資

源有其背後的環境變化，應個別分析其取得時間在何時較為有利，資源取

得有其本身的時機意涵，不應被涵蓋在整個「進入時機」之中；Child et 

al.(2003)亦將「資源可得性」與市場、競爭等環境因素區分開來，探討環

境對海外子公司績效的影響。 

在有利的時間取得策略資源，可以使新創事業比競爭者享有成本優勢

（Barney,1986），甚至擁有獨佔利益。許多獨佔力的來源其實是時機，例

如土地的取得、特許權的發給、關鍵供應商的關係等（司徒達賢，2001）。

因此，一一檢視策略資源的環境變化決定取得時機有其必要性。 

而在「市場進入時機」方面，目前文獻受限於量化的數據資料，多以

進入時的市場成長性與競爭程度兩個環境因素作為新事業績效的解釋變

數，對於環境面向的處理有所不足。新創事業存在於整個大環境之中，有

產業共生族群與競食族群所形成的社群環境（community）以及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政府法規等制度面的大環境，因此，共生族群的生態變遷、

產業攸關的基礎設施是否完備，也就是整個產業環境的有利程度，都是新

事業市場進入時機的考量重點，唯有透過質性研究，方能探討這些面向。 

環境與策略配適理論(Chandler, 1962)強調管理者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

環境監控，因應大環境的變遷配合策略的作為。在新事業一開始，明辨大

環境的走勢，掌握進入市場的時機以及各種資源的取得時機，也是策略與

環境配適的一種作法。 

因此，由於上述的實務動機，加上目前文獻將「市場進入」和「資源

取得」混合在「進入時機」之中，忽略了資源取得本身的時機意涵，同時

對於市場環境的探討不夠周全，是以本研究將從此角度出發，分別探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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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進入時機與資源取得時機，並討論二者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目的在對新創事業進入產業的時機議題作更為深入而完整的

探討，進入產業包含獲取資源以及產品進入市場等一連串的行動，故分別

從各項資源取得時機的有利程度以及進入市場時的環境有利程度兩方面

進行分析。 

本研究將資源取得時機從過去的「進入時機」當中抽離單獨探討，包

括：環境因素的改變如何影響資源取得時機的有利程度？何種資源應該先

擁有？哪些資源應等到進入市場之前再行取得？先後之間有哪些因素考

量？而市場進入的時機部分則從策略領域之文獻與本研究的訪談中歸納

新事業對於環境有利程度之評估構面，以補過去文獻之不足。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從「市場進入」與「資源取得」兩角度重新探

討新創事業的產業進入時機，包括進入市場時環境的有利程度、環境的改

變對於資源獲取時機有利程度的影響、以及市場進入時機與資源獲取時機

兩者間的關係。亦即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1. 何謂資源取得的有利時機？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受哪些因素影

響？  

2. 新創事業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之內涵為何？受哪些因素影響？  

3. 對於進入市場前所需獲取的資源，應如何配合市場有利的進入時

機，並能兼顧資源本身的有利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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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流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依循進入時機的研究脈絡，但以事業單位（business unit）為對

象，並聚焦在新創事業，包括獨立新事業以及集團多角化的新事業(Hax and 

Majluf, 1991) ，或是牽涉到新風險的重大投資，只要與現有的事業不連

續，都包含在本研究新創事業的範圍內。  

由於新創期間是密集取得資源的時間，同時配合進入時機的研究脈

絡，本研究僅探討新創事業「創立期間」的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的時機問

題。創立期間是指新創事業為進入產業正式做投入(commitment)，從開始

獲取各種策略性資源、培養能力到產品進入市場且達到基本營運規模的期

間，實際應用上將因產業類型而異；有的產業在產品進入市場之時就要具

備基本營運規模，有的產業在產品進入市場之後好幾年才能達到基本營運

規模，則資源取得的觀察需涵蓋到市場進入之後。第一種產業需具備所有

必要的資源（能力）方能進入市場（例如觀光旅館業），第二種產業進入

市場前不需要重大投資，而在進入後才慢慢獲取資源培養能力（例如人壽

保險業）。 

本研究第三章的前導個案包含此兩種產業類型，以瞭解各種可能的情

況，但由於第二種產業進入前不需要重大投資，市場進入時點較不易認

定，故後續正式研究中僅以第一種產業為對象，同時所分析的資源亦針對

進入市場前所必須取得之資源。 

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由實務觀察與文獻探討發現進入時機值得再探討的問題（第一

章），並從中得到時機的相關構念作為初步探索的開始（第二章），分兩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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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進行探索性個案研究。第一階段以四個產業各一家公司以進行前導個案

研究，從訪談摘要中萃取時機相關意涵，並從中發現新的構念以及初步的

理論關係，確認議題值得繼續進行研究（第三章）。前導個案研究在本文

的定位除了對研究問題初步探索之外，也是研究流程與方法的嘗試，故對

後續研究設計有所啟發（第四章）。 

第二階段再依循 Eisenhardt(1989)的步驟進行正式的探索性個案研

究，先做理論選樣，再對所選的產業個案進行訪談，經過訪談逐字稿的個

案內分析（開放性編碼與個案概念圖示），再從跨個案的比較建立構念效

度，再運用複現邏輯以歸納研究發現，進而彙整有關市場進入時機與資源

取得時機的觀念模式（第五章），最後得出研究結論及管理涵義，並予相

關文獻在進行對話討論（第六章）。研究流程如圖 1-1所示。 

第四節  論文章節安排 

本研究章節的安排如下，第一章說明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流

程，第二章為理論回顧，包括組織生態觀點、進入時機研究脈絡和新創事

業相關的文獻，從中找出進入時機的相關構念以及環境分析的相關面向以

作為初步探索的開始；第三章為前導個案研究，從觀光旅館業、人壽保險

業、量販業與 DRAM 業四個產業各一個案例的訪談分析，從中得到初步

研究發現，提出新的構念以及對於後續研究方法的啟示。第四章說明後續

探索性個案研究的設計，包括研究方法選用的原因、理論選樣的理由、資

料收集方式與分析方法。第五章為個案分析結果與研究發現，包括兩產業

的個案內分析與跨個案分析、所發現構念之證據表以及個案複現所歸納的

研究發現，並據以推展命題，第六章做綜合結論，再與理論文獻進行對話、

最後說明本研究發現之管理意涵以及本研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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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流程 

 

實務觀察 文獻探討 

研究問題形成 

前導個案研究 

時機相關構念& 
初始探索架構 

正式探索性個案研究 
-理論選樣 
-資料收集 

初步研究發現 

結論與概念

模式 

資料分析 
(1)個案內分析 
-逐字稿編碼 
-個案意涵與概念圖示 
(2)跨個案分析 
-構念與構念證據 
-主要研究發現 

文獻討論與

管理涵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