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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 

理論在個案研究中佔有重要的角色（Yin, 2003b），一方面可以使研究

成果與理論發展脈絡相連結，增進特定主題被理解的程度；二方面，由理

論中得到的初始概念可以幫助個案研究的設計，包括選樣、分析單位、有

關的變數以及資料蒐集的方向。本研究主要藉由組織生態理論對於新創事

業生存環境的討論、進入時機相關研究脈絡以及新創事業策略之研究，形

成先驗構念（a priori constructs）以及初始的探索架構。 

第一節  組織生態觀點 

一、理論要點 

組織生態理論（Hannan and Freeman, 1989）主要關心組織與大社會環

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包含組織型態的演化（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forms），以及組織的人口統計及生態（the demography and ecology of 

organization），二者均受到環境資源豐富性與變化的影響。由於組織的人

口統計所討論的創立率、解散率的概念可引用到新創事業的績效

（Eisenhardt and Schoonhoven, 1990），故本研究僅採用該理論在組織人口

統計部分的相關概念。 

Hannan and Freeman(1989)認為族群存活率受到一般環境以及特殊環

境的影響，前者包括有限資源的競爭、正當化（legitimation）、組織年齡、

與環境豐富性對所有組織產生影響；後者包括法律與技術發展、制度原則

（institutional rules）等，對特定的組織族群發生影響。環境對於族群的出

生率與死亡率的影響關鍵在於環境資源的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也就是關注環境變化、競爭、以及族群間的

互動對於特定族群數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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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特定組織型態所需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也就是環境資源的

豐富性與限制形成了族群生存的利基（niche），基礎利基（fundamental 

niche）乃一個族群能至少維持其數目的環境條件。將其類比到組織，也就

是一社會環境對某種型態的組織有特定的承載能力(carrying capacity) ，但

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環境的承載能力決定了組織的數量。 

族群數量受新組織創立的速度與社會環境的承載能力所限制，進一步

需考慮族群內與族群間的互動對族群增減的影響。族群內的互動指族群早

期由於正當性，族群密度越高創立率也越高，到晚期由於競爭，族群密度

越高創立率卻下降，同時死亡率也提高。 

族群間的互動指個體必須與生態環境中其他團體共同演化，不同族群

之間的互動也對族群的組織數量增減產生影響，利基重疊的族群彼此有競

食關係，反之，族群之間也可能是互相增益的共生關係，甚至成為「策略

性組織」。所謂「競食」代表爭奪相同的關鍵資源，而「共生」則代表雙

方在某種程度的依存關係，也就是兩者會有集體行為的產生，彼此會相互

聯合以抗拒環境之改變，故當共生者越多，個體本身的生存就更為有利。 

本理論的貢獻在於：（1）採用長期觀點，有利於瞭解塑造組織族群的

社會過程；（2）對組織族群之利基結構之研究，利基彙總了環境的機會與

限制，組織能否建立視其資源的可獲取性而定；（3）將特定族群的存活率

與族群之間的互動（競食或共生）相連結，而將組織生態的研究帶向組織

社群（communities of organizations）的層次，族群的研究提供了分析個別

組織行動的情境（context）。不過，由於此一理論藉由生態學類比到組織，

然而生態學中的物種對於環境通常只能接受，而且族群的角度則忽略了個

別組織的主動性，因此組織生態學也受到學者過於宿命的評論（吳思華，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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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生態觀點下新創事業相關的研究 

從生態觀點看新創事業的創立，著眼在大環境對新創事業的影響。由

於新創事業對於環境資源的需求更為殷切，Stinchcombe(1965)指出新創事

業處於四種不利的地位（four major forms of liability），包括 :（1）新組織

表示成為社會的新角色、參與者，但是卻缺乏外在指引的資源，容易犯錯。

新興產業的新組織更是雙重的不利，因為缺乏先行者，角色扮演的資訊不

足;（2）需要大量的時間與努力以學習整合組織的各種角色;（3）參與成

員的相互社會化，彼此信任尚不足;（4）顧客以及其他網絡資源不易從現

有公司那邊吸引過來。Carroll & Delacroix(1982)從次級資料分析發現確實

新創報業在兩年內者死亡率特別高，兩年以上逐漸下降，到十年以上呈現

穩定。 

Carroll & Delacroix(1982)分析組織成立時的社會條件對組織存活的影

響，新興產業的新創事業早期死亡率高，而產業環境達到成熟（資源的豐

富性、支持網絡、正當性、有穩定的人力庫、產業成員融入經濟體系）之

後，死亡率趨向穩定。該文認為環境中資源的豐富性（the abundance of 

resources）（包括資金可得性、專業勞力、顧客的財務貢獻等）對事業早期

存活機會有直接影響，於是作者以長期經濟規模成長（代表資源豐富）的

資料加以檢驗，支持了經濟成長可降低死亡率。但是當產業達到成熟之

後，競爭卻取代經濟變數而成為死亡的主要原因。 

Romanelli(1989)首先將生態的觀點加入策略觀點以探討個別新創事業

的存活，而非族群整體存活率，開啟了生態理論與策略理論連結的先河。

該文以微電腦產業(minicomputer industry)的長期資料研究創業環境與早期

策略對新創事業(start-ups)存活的影響，文中所指之環境分為「市場狀況」

與「競爭」兩方面，當市場成長而競爭尚未激烈時，環境有多餘的承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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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此時資源可得性高，使新公司更容易、更便宜地取得資源，因而提高

其存活率。競爭程度的變化表示已在位者(incumbents)對關鍵資源掌控力的

改變，競爭度下降表示新廠商有機會獲取資源。但是競爭部分的命題卻未

獲支持，可能是此一期間微電腦產業技術變動快，使得在位者無法主宰環

境，讓新創事業有存活機會；也可能是新創事業的存活與否主要受環境資

源豐富性（市場成長）所決定，與整體競爭程度無關，是否如此有待再驗

證。 

Carroll and Hannan(1989)對於族群的數量在達到頂峰之後會大幅下降

再達到穩定的現象感到好奇，因此推測族群密度對族群後續的死亡率有所

影響(density delay)，而不僅是當時的死亡率。新創事業創立時若族群密度

高，將面臨資源的稀少性，使得後續的死亡率提高。此一說法經過五個產

業族群的驗證獲得支持。 

Aldrich and Martinez(2001)認為組織的存活依賴創業的努力與環境力

量的配適程度。環境部分有三個層次，包括族群、社群與社會。首先，族

群部分有兩件事影響新創事業的存活與茁壯—族群密度與關係密度。前者

一般看族群內的組織數目，也就是競爭程度，但是沒有一個衡量方法可以

掌握複雜的競爭力量。而關係密度（Baum & Oliver, 1992）是一族群的組

織與其制度環境之間的關係連結，可提高族群的正當性，提高新公司的存

活可能。其次，社群(community)是共同演化的群體，包含相同利基、對環

境需求相似的共食者（commensalisms），彼此可能競爭也可能合作，以及

不同利基的共生互惠者（symbiosis），彼此互賴共生連結。第三，社會層

次（societal influence）則包括文化常規與價值、政府、政治與政策；創業

者必須對以上三方面有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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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生態觀點對本研究的啟示 

環境中的資源與共生者越多，表示當時的產業環境處於相對較為有利

的時期，也就是環境中的互補因素（例如市場需求、供應商、週邊支援廠

商等對廠商生存有利的因素）處於成長或豐富的狀態；而環境中的競食者

越多，可引伸為族群本身密度高，或是資源的競食族群增多。當共生的廠

商愈多，會使得許多對個體生存有助益之互補性資源不斷產生，個體即使

缺乏本身的努力，生存難度也會下降，故該物種的出生率高而死亡率降

低。反之，若競食相同資源之廠商越多，新創事業可獲得的邊際資源益形

稀少，此時產業內的死亡率高、出生率低，不適合繁衍(進入市場)；故簡

言之，競食個體多時，新組織之資源可得性降低；而共生個體多時，新組

織之資源可得性較高，此時環境之承載能力（carrying capacity）提高，廠

商此時進入產業將較易存活(Hannan & Freeman, 1989)。 

組織生態學所進行的研究多為長期的縱斷面研究，本研究擷取其對於

環境的核心概念，包括環境的有利程度、競食與共生群體的概念，補足過

去進入時機之研究對「環境時機」和「環境中共生者與競食者的產業生態」

等描述之缺口。 

從以上的理論與相關實證，可發現組織生態觀點是從群體的大環境出

發，組織之存活與否部分取決於環境的自然性變遷，故以「資源的可得性」

作為新創事業存活的立論依據。實證方面，市場的成長性普遍獲得支持，

但是資源並不只是顧客資源，特定產業有其生存所需要的獨特資源（例如

經營技術、土地、資金等），資源可得性的變化應針對特定產業來觀察，

然而截至目前為止並無文獻進行此一方面的探討。 

目前的實證文獻也未能完全將生態觀點的所有概念完全呈現，僅以能

夠量化表達的市場成長性與競爭程度（族群密度）代表環境資源的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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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以產業成熟度代表整體的環境有利程度，至於競食、共生等互賴族

群的變遷對焦點族群的影響、制度環境改變的影響等，皆未能深入觀察，

以上皆為本研究將繼續探索之處。 

第二節  進入時機與競爭優勢 

進入時機的研究又可以歸納為幾個主軸，第一是先發優勢來源與後進

優勢來源的探討與比較，第二是產業特性包括技術與市場特性等對先發優

勢的影響，第三是資源與能力對於進入時機的影響。 

一、先發優勢與後進優勢之探討 

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提出「先發者優勢」這篇代表性的文

章開啟了相關議題的研究，在這篇論文中，作者從進入先後順序（order）

的角度探討導致先發優勢的機制，包括下列幾種： 

（一）、技術領先(technological leadership)：從學習曲線獲得的成本優

勢以及在研發或專利競賽中領先後進者。 

（二）、稀少資源的先佔(preemption of scarce assets)：先發者因佔有稀

少資源，而產生競爭優勢，例如投入因素的先佔、地理位置與產品特性空

間的先佔、產能的先佔等。 

（三）、轉換成本和不確定下顧客的選擇（switching costs and buyer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由於轉換成本使得顧客不易轉換品牌，加上在品

質資訊不對稱之下的不確定感，只要對原有品牌滿意就不再轉換，使得先

發品牌擁有優勢。 

雖然如此，先發優勢也可能被某些劣勢所抵銷，也就是後進者可能享

有的優勢，包括搭便車效果、技術或市場不確定性的消除、技術或顧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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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轉變以及在位者惰性等。 

因而許多文獻開始驗證先發者績效是否較佳（時機為外生變數）

（Lambkin, 1988; Mascarenhas, 1997; Makadok, 1998; Shepherd and Sh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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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國內洪明洲(1995)以先發進入大陸市場的台商為樣本，一一檢視是

否具有上述之優勢，結果發現不僅沒有先發優勢，反而後進者可以學習先

發者的經驗，並受惠於政經情勢的明朗化。林玉祥（1996）分別在自行車

業、方便麵、嬰兒配方奶粉、橡膠業各找一家先發台商與後進台商進行比

較，發現先發者只有在行銷通路的先佔有優勢，而後進廠商大多得到搭便

車及市場明確化的優勢。 

根據市場先發與績效關係的實証結果，大部分支持先發者的市場佔有

率是較高的，但是獲利率則未必（Pan, Lee & Tse, 1999; Lieberman & 

Montgomery, 1998），甚至前者的結果也頗受質疑，因為實務上先發失敗而

後進成功的例子比比皆是，於是發現過去先發優勢的實證文章都有高估的

問題，包括存活者偏誤 (survivor bias)、先鋒企業自吹自擂以及受訪廠商在

定義市場時故意有利於自己（Tellis & Golder, 2001）。 

於是許多文獻探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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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市場需求不明確、技術變動快速或是

能力容易被模仿等情況下，先發者難以享有優勢，甚至只是燒錢為後進者

鋪路而已，而後進者可採取某些策略作為以超越先發者。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1998)回顧過去十年有關先發者優勢與經

營績效的實証文獻，整理出四點結論： 

1. 進入順序的效果存在，特別表現在市場佔有率，但與其他因素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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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效果較直接效果為強。 

2. 先發者優勢的大小隨著不同的產品類別和地理區域而有所不同。 

3. 先發者優勢會隨時間消逝，但領先進入的時間愈長，優勢可持續愈

久。 

4. 進入順序的效果雖然顯著，但是價格和廣告等行銷組合的效果又更

強，較晚之進入者可以利用行銷組合追上或超越先發者。 

近年來後進者的策略受到重視，例如 Schnaars(1994)所強調的追隨模

仿策略的好處；Shankar et al.(1998)發現創新的後進者(innovative late-mover)

比先發者擁有更高的市場潛力與顧客重複購買率、銷售成長較快以及可降

低先發者的行銷效果；Tellis and Golder(2001)討論如何能夠後發居上的策

略，包括大眾市場的願景、堅持的毅力、持續地創新、財力保證與現有資

產的運用等五大要素；Shamsie et al.,（2004）發現擁有相關產品經驗以及

策略定位較佳的後進者能有較佳的早期績效。 

同為後進者，進入時機仍有不同的選擇，此時即須由「環境」看待時

機。例如 Shankar et al.(1999)發現在產業的成長期進入可更快達到銷售水

準、不受競爭擴散所傷害、在品質知覺上也比導入期先發者及成熟期後進

者為佳；又如 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0)發現進入時機在產業成長期

的美國半導體產業早期績效較佳，成長期（growth market）代表了市場規

模、需求快速成長以及較佳的資源機會（Carroll and Delacroix, 1982; Carroll 

and Hannan, 1989; Romanelli, 1989; Eisenhardt and Schoonhoven, 1990; 

Schnaars, 1994; Shamsie et al., 2004）。 

二、產業特性與先發優勢的高低 

除了上述從策略面或是環境面反思進入時機之外，先發優勢的高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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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產業特性而有所不同，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1998)也同意先發優

勢的高低因產品類別而異。 

程淑莞（1990）以台灣飲料業、便利商店業及國際觀光旅館業進行實

證，將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1988)所羅列的先發優勢來源一一檢驗，

發現先發優勢的高低因產業而異，便利商店業因為技術、地理空間的優先

取得、規模經濟與學習的效果，先發優勢相當明顯，但國際觀光旅館業則

因外溢效果強，又未能從要素的先行取得而帶來先佔優勢，反而硬體設備

越晚越新穎，所以幾乎沒有先發優勢存在。 

Tan and Hennart(2000)以赴美國投資的日本廠商為例，探討先發到國外

當地從事製造者，在何種情況下才能享有先發優勢？研究發現需要當地適

應的產品、需要接近通路且消費者重視產品是否當地生產的產業，能享有

先發優勢，不具有上述特徵的產業則無法享有先發優勢。 

Bohlmann et al.(2002)探討技術壽命效果(technology vintage effects) 對

先發者績效的影響，由於技術的改良而使後進者降低成本、提高品質，因

而使先發優勢降低。閻大同（2004）對 DRAM 產業策略的研究，也認為

由於製程技術不斷進步之下，後進者反而具有成本優勢，而這在大量製造

的產業就是競爭力的關鍵。 

Mascarenhas(1997)發現海外探油業先發者可先佔最佳地點，當地政府

（顧客）轉換成本高，且因重視可靠度，不輕易轉換滿意的供應商，使得

後進者不易打入市場，因而先發者具有優勢。Schoenecker and Cooper(1998)

研究發現微電腦業因為顧客的轉換成本較高、產品不易模仿、進入市場的

管道也較為稀少，故先發優勢高，相對的個人電腦業上述特性卻相反，先

發優勢即不明顯。由以上研究可知先發優勢的高低明顯受到產業特性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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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能力與進入時機 

時機優勢與資源基礎的關係密切，Lieberman & Montgomery(1998)將

進入時機與公司資源能力的互動關係以圖 2-1 表示，也就是說，先發是否

會增強資源與能力？以及資源與能力是否影響進入的時機？ 

 

圖 2-1 進入時機與公司資源能力的互動關係 

資料來源：Lieberman & Montgomery(1998) ,p.1112 

第一個問題在兩位學者 1988 年一文以及諸多探討先發優勢的相關文

獻就一直強調先發者可以先佔有較佳的資源與能力（時機為外生變數），

但這些可能的優勢並不確保後續的競爭地位，先發優勢的持久性有賴後續

資源與能力的培養。而且，在技術或環境不確定之下，先進者所獲取的資

源可能在事後證明是無價值的。 

第二個問題從 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就強調有內部能力

（proficiency）才能掌握環境機會（時機），時機也可以是策略選擇的結果

（時機為內生變數），探討怎樣的情況下廠商會先發（或後進）？後續研

究也陸續探討公司特性與進入時機的關係，例如公司規模、擁有產業特殊

性資源，或特殊的功能領域能力或是管理團隊的風險偏好等。 

Lambkin（1988）利用生態理論探討廠商選擇進入新市場的時機，並

描述不同時期進入者特徵的差異；Robinson, Fornell & Sullivan（1992）研

究先發者是否比後進者資源能力較強？Mascarenhas(1992b)探討公司特徵

與目標市場特徵對進入順序的影響，Fong（1995）看組織特徵對進入時機

Timing of entry 
Resources(assets) 
Capabilities and 
Competencies(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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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Tan & Vertinsky(1996)探討公司屬性對投資時機的影響；

Schoenecker & Cooper（1998）探討資源與能力較強的是否較早進入市場；

彭玉樹(2000)研究公司對不確定性認知、國際化經驗與全球策略對海外進

入時機的影響；Fuentelsaz et al.(2002)探討公司規模與多角化經驗、原市場

的競爭程度、目標市場的特徵對於進入另一個地理市場快慢的影響。 

四、進入時機對本研究的啟示與評論 

從上述文獻討論，我們發現絕大部分時機的研究皆是由先發後進之順

序（entry order）的角度看待時機，然而也有由不同時間的環境狀況看待時

機者（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0; Shankar et al.,1999; Shamsie et 

al.,2004)，以權變觀點(contingency perspective)而言，除了進入順序之外，

尚有許多因素影響新進者的績效，例如市場機會狀況 (Shamsie et 

al.,2004）。本研究即是延續此一環境面的觀點看待時機因素。 

上述文獻在環境面的討論專注在產業的市場成長性（或飽和度）與競

爭程度，比較一致的結論是在成長期進入者，績效較佳；所以好的進入時

機未必出現在產業生命週期的早期，重點在當時環境的有利程度。然而環

境有利程度不僅只是市場成長性與競爭程度，各項資源的可得性、週邊共

生族群的狀況也都影響新創事業進入市場之後能否存活茁壯，忽略此二者

有明顯的偏頗不足。 

在前述先發與後進優勢的討論當中，資源取得的時機不斷被強調，

Lieberman & Montgomery(1998）也特別探討資源能力與進入時機的關係。

在他們 1988 年文章中所列舉的先發優勢包括稀少資源的先佔以及技術與

品牌的搶先擁有，其他學者也提出例如行銷通路、地點等資源的先行獲

取，然而如同進入市場的時機一樣，資源取得未必越早越好，有時反而取

得的是錯誤的資源(Lieberman & Montgomery,1998），更何況有些資源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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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取較佳，例如會不斷進步的技術，或是越來越好的設備（程淑莞,1990; 

Bohlmann et al.,2002; 閻大同,2004），也就是資源獲取的時機應視環境情況

與資源特性而定。 

由於大部分進入時機的研究都是以產品項目（product item）的進入市

場為分析對象，特別是在行銷領域，皆以某一品牌進入一產品類別的的上

市時間認定其進入時間；然而以「事業」為分析對象者，整個「進入」的

歷程可能延續一段頗長的時間，僅以產品的上市代表進入時機未必貼切，

因而有必要分別探討市場的進入時機以及進入過程中一系列的資源取得

時機。 

目前進入時機的文獻都隱含市場的進入與資源的取得是同步的，然而

實務上二者未必同步，甚至可能有一段頗長的差距（如研究動機所示），

每一項策略資源的取得都是重要的行動，隨著環境的改變，各項資源的可

得性也在改變，本身也有恰當的取得時機，因而新創事業可以單獨考量何

時取得較為有利而決定取得時機。即使資源是在進入市場時同步取得，當

時的取得時機是否有利也可以分開討論，因為資源有其本身的供應環境與

競食環境，為配合市場的進入而取得資源，當時的時機卻未必最有利。因

此，將各項資源的取得與市場的進入看成一系列的策略行動，從每個行動

所對應的時機是否有利，可以更明確、更完整的說明新創事業的時機內涵。 

由於「進入」的本質是一項重大資源的承諾（Abell, 1978），本研究將

產品的上市與資源的取得行動分開，以新創事業之產品進入市場之時間認

定為「市場進入時機」(Robinson et al., 1992)，而將新創事業獲取資源、培

養能力的行動另外分析「資源取得時機」，在探索上述時機議題的過程中，

可以同時瞭解怎樣的前提要件使特定廠商可以掌握有利的時機取得資

源、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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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創業環境與新創事業資源之取得 

一、創業本質與創業情境 

經濟學者強調從環境機會的角度研究創業，探討創業機會的發現、評

估和利用，機會因素不是隨時存在於產業之中的，均衡的市場中資源已被

最佳利用，沒有超額利潤，因而沒有創業機會；當產業的改變發生，市場

不均衡的機會產生出來，當此機會被其他創業者利用之後，市場被推向均

衡，機會就消失了，因此產業環境中的機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一般稱為機

會窗口（opportunity window）（Schumpeter, 1934;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 Singh, 2001; 朱沛，2005）。 

由於新創事業處於較為不利的地位（Stinchcombe, 1965），特別是獨立

新事業不容易獲取所需的資源（Shepherd and Shanley, 1998），因而機會品

質的評估更是重要，環境機會的有利程度越高，新事業越能吸引到資源，

進入後也越容易存活與成長。 

二、新創事業的環境與相關研究 

除了前述的組織生態觀點，策略理論對於環境的探討也由來已久，只

是前者著重整體大環境對族群集體存活率的影響，後者則是從任務環境的

角度出發，觀察環境對於個別組織的策略、結構、與績效的影響(Chandler, 

1962)。本研究除了採取前述組織生態宏觀的角度，探討整體產業環境所呈

現「環境有利程度」的概念，同時也借重策略領域對於產業環境的分析，

以確認環境的相關構面。  

Dess & Beard(1984)將組織的任務環境歸納為三方面：豐厚性（承載能

力）、複雜性（異質程度、集中程度）、動態性（穩定性、干擾性），可見

策略領域不僅看環境的豐厚性與競爭，亦非常關心環境的動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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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ey and Narayanan(1986)將環境不確定性分為四個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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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dler & Hanks(1994)探討市場吸引力、相關能力與策略對年輕公司

績效之影響。市場吸引力涵蓋市場成長率、競爭強度、與競爭產品的差異

性，當產品需求快速成長、產品是差異化的、產業競爭程度不高表示機會

品質好。 

McDougall et al.(1994)發現在高成長環境與低成長環境的新創事業有

不同的進入規模、新產品發展與策略選擇，進一步支持市場吸引力（高成

長）是開創新創事業的重要考慮因素。 

Bamford, Dean & McDougall(1999)進行初始創業條件與決策對新銀行

績效之影響，創業條件包括外部環境、資源能力與策略決策，外部環境包

括環境豐厚性（munificence）、產業環境動態性（dynamism）與競爭程度

（competitive intensity），整體而言，所有因素對創立後績效都有顯著影響。 

Child et al.(2003)以香港在大陸子公司為樣本探討環境與策略對子公

司績效的影響力，環境面採用市場吸引力(Burke, 1984)、競爭程度(Jaworski 

and Kohli, 1993)、環境不可預測性(Doty et al., 1993)及資源可得性(resource 

availability)四者做為環境有利程度（environmental favourability）的子構

面，此外還有制度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影響。此研究納入資

源可得性的概念是較大的突破，可惜為橫斷面調查，且未針對每一產業不

同的關鍵資源做衡量，難以表現真正的資源可得性。 

Davies and Walters(2004)研究之命題為廠商所處的環境越有利，績效越

佳，其所指的有利環境涵蓋市場吸引力（Burke, 1984）、市場成長性、競爭

程度（Jaworski and kohli, 1993）與進入障礙（Porter, 1985），除後者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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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不夠刪除外，前三者又經過標準化加總而得到事業環境有利程度的綜合

指數，命題也獲得支持。 

Shamsei et al.(2004)以家電設備業為例，探討後進廠商進入時的市場機

會高低對新創事業短期績效的影響，市場機會區分為市場飽和程度與競爭

者數目，可惜命題並未獲得支持。 

茲將前述組織生態觀點與策略領域文獻對於「環境有利程度」的分析

構面比較如表 2-1，表 2-2所示。 

表 2-1  環境有利程度的分析構面（組織生態學者） 

作者與期刊 構念 衡 量

方式 
Carroll and 
Delacroix 
(ASQ, 1982) 

產業成熟度、  資源豐富性 (the abundance of 
resources-經濟環境)、政治環境 

客 觀

資料 

Dess & Beard 
(ASQ, 1984) 
 

(1)市場成長性 (2)動態性 (3)複雜性 客 觀

資料 

Carroll and 
Hannan (ASQ, 
1989) 

族群密度(族群數目) 客 觀

資料 

Romanelli 
(ASQ, 1989)  

需求 ＆ 競爭 客 觀

資料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ASQ, 1990) 

將產業環境分為新興、成長與成熟三個階段 客 觀

資料 

Bamford et al. 
(JBV, 1999)  

環境分為豐厚性,動態性, 與競爭程度 客 觀

資料 

表 2-2  環境有利程度的分析構面（策略學者） 

McDougall et 
al. (SMJ, 1994) 

市場吸引力：高成長與低成長 主 觀

認知 
Chandler & 
Hanks (JBV, 

市場吸引力包含顧客基礎的成長, 競爭產品的
差異性,競爭程度三個子構念 

主 觀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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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Child, Chung 
&Davies(JIBS, 
2003) 
 

事業環境分為市場吸引力, 競爭程度, 環境不可

預測性, 資源可得性。 
此外，尚有制度環境 (法律支持等) 

主 觀

認知 

Shamsie et al. 
(SMJ, 2004)  

市場機會，又分市場飽和度＆重要競爭者數目 客 觀

資料 
Davies & 
Walters (SMJ, 
2004)  

事業環境的有利程度：市場吸引力、市場成長

性、競爭程度與進入障礙等四個構念 
主 觀

認知 

 

根據表 2-1 及表 2-2 可歸納出幾個主要的環境構面，即為市場飽和度

與成長性、競爭程度、環境不確定性（包括需求面、技術面、政治法規面、

經濟景氣等）及資源可得性等四項，本研究再結合組織生態觀點共生族群

與支援網絡的概念，綜合成為「環境有利程度」的五項指標，用以觀察新

創事業進入產業時的環境狀況。 

 

 

 

 

 

 

 

 

 

圖 2-1  環境有利程度的子構面 

市場飽和度與成長

性 

共生族群與支援網

絡完備程度 

環境不確定性 

競爭程度 

環境有利程度 

資源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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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創事業資源的取得與時機因素 

新創事業最重要的程序有三項，即發現機會、確保資源與取得正當性

（Elfring and Hulsink, 2003），可見除了辨認產業機會以決定進入時機之

外，取得所需的資源也是新創期間的關鍵活動。各項資源本身有一個要素

市場，Barney(1986)便指出，透過良好的預期能力，在策略要素市場尚不

完全之時以較低的成本取得策略性資源，是超額利潤的來源。策略要素市

場的不完全性是來自於資源擁有者與策略需求者雙方對於資源未來使用

價值的預期有差異，所以培養正確的預期能力很重要，可以幫助資源需求

者在早期就以較低成本取得策略資源。撇開運氣的成分，正確預期的能力

要靠資訊優勢，故一方面有完善的環境分析，另一方面向內分析組織已握

有的資源、善加利用。 

從 Barney(1986)的研究可以引伸新創事業要擁有優勢資源的作法，首

先是有遠見，在別人尚未能正確評估資源價值時及早取得（買下或簽約）；

或者是供給有限的資源，趁價格尚未上漲之前捷足先登，所以新創事業不

僅要注意進入市場時機的問題，資源取得時機的掌握也相當重要。 

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先發優勢的機制之一為稀少資源的先

佔：先發者因佔有稀少資源，而產生競爭優勢，例如投入因素的先佔、地

理位置與產品特性空間的先佔、產能的先佔等。作者將這些稀少資源的先

佔與領先進入市場合在一起討論，然而這些稀少資源未必要先發者才能擁

有，在產業環境的變化之下，策略資源在哪一段期間可得性最高，未必出

現在產業的早期，所以未必先發者才能夠擁有，後進者也可能在因緣際會

的某個時間正好取得，或是以較優惠的價格取得，完全要看該資源在環境

歷程的發展狀況而定，所以本研究認為應該一一檢視各項策略資源的可得

性變化，方能推知某項資源的取得時機是否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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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總結與本研究初始探索架構  

過去進入時機的研究多落入先發與後進兩分法的比較，雖然順序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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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

後進者之間仍有很大的時機的差異；此外，僅研究先後順序的影響忽略了

許多其他的情境因素（contingencies），例如市場與環境的狀況(Shamsie et al., 

2004)、產業的特性(Schoenecker and Cooper, 1998)等。 

本研究從「環境面」探討時機的有利程度，結合組織生態觀點所強調

的環境資源豐富性與可得性、環境承載能力、競食與共生群體等概念對新

創事業存活的影響，著重在大環境的改變，然而目前的文獻僅以市場成長

性與競爭程度（族群密度）代表環境資源的可得性，或以「產業成熟度」

(Carroll and Delacroix, 1982)代表整體環境的有利程度，未能完全將生態觀

點的環境概念完整呈現，例如競食與共生等互賴族群的演變對焦點族群的

影響、制度環境的改變對市場環境或是資源取得的影響等。  

組織生態觀點關心長期的演變，本研究再結合策略文獻對新事業環境

的探討，歸納市場成長性、競爭程度、環境不確定性、支援網絡與共生族

群及資源可得性等五方面為「環境有利程度」的分析構面，前三者與新事

業進入後的市場環境相關，故用以分析「市場進入時機」，資源可得性的

概念用以分析「資源取得時機」，而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對市場環境和資

源環境都可能有影響，故兩者均加以分析。 

環境資源包含廣泛，市場成長性與競爭程度較適合代表顧客資源，另

外個別產業族群有其生存所需的獨特資源，除了顧客資源，其他生存所需

的資源例如經營技術、土地、資金，還有執行策略所需的資源，皆是新創

事業必須獲取者。而 Barney(1986)策略要素市場的概念，本研究引伸為新

創事業應掌握資源的取得時機，一一分析資源的供需狀況，供應者何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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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出資源？新事業何時取得代價較低？或是環境改變將使資源可得性

發生變化？然而既有文獻在此方面卻未有深入的討論。 

藉由上述組織生態理論，加上資源取得時機單獨研究的必要性，本研

究將新創事業的市場進入時機與資源取得時機分開，將相關的先驗構念（a 

priori constructs）歸納而得到初始探索架構（圖 2-2）。由於資源取得時機

探討不足，故以此為後續個案探索的起點，再逐步建立更完整的時機理論

模式。 

 

 

 

 

 

 

 

圖 2-2  初始探索觀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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