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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研究發現 

本章進行個案分析、構念的界定以及歸納研究發現，個案分析包括兩

個產業的個案內分析與跨個案分析歸納，再將兩個產業的發現加以綜合，

歸納出本研究發現與觀念架構。因而本章將以第一節與第二節分別說明觀

光旅館業與 DRAM業的個案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亦即訪談逐字稿

分析所得到初步的理論意涵，第三節說明逐字稿分析所發現之構念，並以

逐字稿的證據加以支持，以確保聚合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

度（discriminate validity）。第四節進行觀光旅館業與 DRAM業的跨個案分

析（cross-case analysis），先分別歸納產業的觀念架構，再以複現邏輯（所

有的個案證據）支持本研究發現，再由研究發現推導研究命題與綜合觀念

架構。 

第一節  觀光旅館業個案分析 

由於觀光旅館業有明顯的區域性，故本研究選擇金門國家公園內的觀

光旅館業者做為主要研究對象，訪談大綱及產業大事記如附錄一所示。金

門市場除了前導個案已訪談的金沙假日大飯店之外，研究者又親赴金門訪

談其他三家 A級旅館，包括金瑞大飯店、台金大飯店、浯江大飯店，以及

產業專家、旅遊業者；此外又訪談了礁溪老爺大酒店與墾丁悠活麗緻渡假

村為輔助（共六家）。受訪者相關資料如表 5-1及表 5-2所示，茲將金沙以

外其他五家訪談所獲得的時機相關意涵以及概念圖示一一陳述於後。 

表 5-1  觀光旅館業受訪創業業者一覽表 

飯店名稱 受訪者職位 受訪時間 

浯江大飯店 董事長（第一任）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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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瑞大飯店 總經理（第一任） 2小時 

台金大飯店 總經理（第一任） 1小時 30分 

金沙假日大飯店 總經理（第一任）

（董事長夫人）

2次共 5小時 

墾丁悠活麗緻 董事長（第一任） 1小時 20分 

礁溪老爺大酒店 總經理（第一任） 1小時 20分 

表 5-2  觀光旅館業受訪產業專家一覽表 

機構名稱 受訪者職位 受訪時間 

台南大億麗緻酒

店 

（前）總經理 1小時 

金馬旅行社 董事長 1小時 

金沙假日大飯店 業務副總 1小時 

金門縣議員 議員 30分 

一、金門浯江大飯店 

82 年金門開放觀光時，地主找台灣金主包括觀光飯店業者、金車實業

等諸多大企業共同來投資，由於預期三通，大家對市場前景樂觀，當即決

定合作興建浯江大飯店。從訪談資料中可歸納以下幾項時機意涵： 

（一）資源取得時機 

1. 在資訊不足之下，為先佔資源導致取得成本過高。 

2. 82 年金門政府為了觀光市場，以建築令開放土地做為飯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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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家業者都是在當時利用這個機會取得土地再進行變更。 

3. 由於小三通，後進者的建築成本可以降低一半。 

4. 進入時當地管理人才缺乏，需由台灣支應。 

（二）市場進入時機 

1. 由於需求熱度的變化（需求不確定），導致浯江進入後營業不如預

期，績效不佳。 

2. 浯江自認為過早進入，若晚八年等市場需求穩定成長時進入，時

機較佳。 

（三）時機相關概念圖示 

茲將以上浯江飯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如圖 5-1： 

 

 

 

 

 

 

 

圖 5-1  浯江飯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 

二、金門金瑞大飯店 

金瑞大飯店是原地主在 82 年開放時找到台灣經營者共同投資，由地

制度性因素 
資源供應狀況 

資源可得性： 
短暫的開放時間 
取得管道之限制 

環境變化： 
制度性因素 

需求成長性 
需求不確定性(-) 
 

資源取得時機有

利程度： 
-得以進入市場 
-成本優勢 

市場進入時

機有利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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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出地、投資者建造並經營管理，並付租金予地主，在民國 84 年開幕經

營。由於區位在金門縣金城鎮的幾個主要公家機構旁邊，可兼營商務市場

與團體旅遊市場，自開幕以來住用狀況就相當不錯，七年已將資本完全回

收。從訪談資料中可歸納以下幾項具有時機意涵： 

（一）資源取得時機 

1. 由於早期進入取得區位佳的地主之合作機會，可以兼走商務及觀

光，具有長期競爭優勢。 

（二）市場進入時機 

1. 84 年甫開幕時景氣佳，之後景氣雖下滑，但因位於市中心，可兼

營商務及觀光，商務需求不受影響，86 年增加航線，旅客人數成

長，加上進入者有限（大家不敢再投資），業績不錯。 

2. 進入當時市場有未滿足（商務）需求，績效較佳。 

3. 共生者（國家公園與政府之景觀設施、美化、導覽）的協力程度

越高，新創觀光旅館績效越佳。 

4. 政策因素導致需求不確定，影響新創事業績效。 

（三）時機相關概念圖示 

茲將以上金瑞大飯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如圖

5-2： 

 

 

 

早期

進入 
稀少資源先

佔：區位 
資源取得時機

有利程度： 
區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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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金瑞飯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 

三、金門台金大飯店 

台金大飯店為台灣業者在民國 82 年赴金門買地建造，民國 84 年開

幕，與浯江大飯店大約同時進入市場；因為所處地點較偏僻，故定位在團

體旅遊市場。從訪談資料中可歸納以下幾項具有時機意涵： 

（一）資源取得時機 

1. 縣政府僅在 81 年三個月的期間開放任何土地作為觀光旅館的使

用，能在該時機取得土地者，享有進入觀光旅館業的優勢（但未

必是成本優勢）。 

2. 由於甫開放時地主哄抬價格，加上業者急欲購地，土地取得成本

偏高。 

3. 對於稀少資源而言，能否取得比取得成本加倍重要。 

4. 一般性資源（建材、人才）的取得，甫開放早期因取得成本較高

或不易取得，時機較為不利。 

（二）市場進入時機 

1. 由於受政策因素影響，需求不確定，加上進入後市場狀況由熱反

市場環境有利程度

變化 
-存在未滿足需求 
-需求成長性 
-需求不確定性(-) 
-競爭程度(-) 
-環境共生資源協力

程度 

市場進入時機

有利程度： 
住用率 

制度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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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飯店供過於求，台金飯店的進入時機不佳。 

（三）時機相關概念圖示 

茲將以上台金飯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如圖 5-3： 

 

 

 

 

 

 

圖 5-3  台金飯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 

四、墾丁悠活麗緻渡假村 

曾董事長於民國 78 年轉型到休閒產業，並開始在墾丁地區購買適合

做休閒旅館的土地，據曾董事長所言，當時墾丁地區已經無法取得靠海的

大片土地供觀光旅館建造，悠活的土地乃是與村民協商遷村而得。悠活麗

緻渡假村乃配合車城海洋生物館市場定位在親子休閒，並等待海生館順利

招標才同步開工興建，而能在 88 年與海生館同時開幕。從訪談資料中可

歸納以下幾項具有時機意涵： 

（一）資源取得時機 

1. 土地取得時機：取得已非看價格，而是看符合理想之區位是否能

夠取得。當時墾丁地區已經無法取得靠海的大片土地供觀光旅館

建造，悠活的土地乃是與村民協商遷村而得（後來者幾乎已經無

可得性變化： 
-能否取得 
-數量 

資源取得時機

有利程度： 
取得成本高低 

市場需求成長性 
市場需求不確定性(-) 
競爭程度(-) 
共生族群協力狀況 

市場進入時機

有利程度 

制度因素 
競食因素（供需） 

景氣變化 
制度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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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取得土地）。 

2. 建造時機：配合海生館，同步開工。 

3. 擁有良好區位的土地、經營管理知識以及掌握建造時機，故能掌

握海生館的時機進入墾丁觀光市場。 

（二）市場進入時機 

1. 配合海生館開幕所將帶來的區位共榮與住宿需求。 

（三）時機相關概念圖示 

茲將以上墾丁悠活麗緻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如圖

5-4。 

 

 

 

 

 

 

 

 

 

圖 5-4  墾丁悠活麗緻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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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礁溪老爺大酒店 

礁溪老爺大酒店是老爺系統在台東知本之後另一個定位在親子休

閒、會議市場的休閒型觀光旅館，於民國 94 年 5 月開幕，從訪談資料中

可歸納以下幾項具有時機意涵： 

（一）資源取得時機 

1. 由於政府鼓勵觀光產業之政策，礁溪老爺土地取得較過去容易，

開發時程較短，對於切入市場的時機影響很大。 

2. 由於集團的品牌信譽，獲得政府協助土地開發、較易取得人才與

策略性資源。 

（二）市場進入時機 

1. 配合北宜高速公路開通所將帶來的台北都會區休閒住宿需求。 

2. 目前宜蘭沒有五星級的觀光旅館，大型活動沒有品質好的地方可

住，存在未滿足需求。 

3. 國民旅遊市場的成長性與縣市政府做多促進觀光市場成長。 

（三）時機相關概念圖示 

茲將以上礁溪老爺酒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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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礁溪老爺酒店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 

六、觀光旅館業跨個案分析 

由於觀光旅館業區域競爭的特性，時機主要受區域性環境變化和國家

整體性環境因素的影響。從本產業以金門地區的四家 A級觀光旅館為主，

經上述個案的分析之後，再進行跨個案分析（Cross Case Analysis），並以

墾丁悠活和礁溪老爺二家台灣新設觀光旅館為輔助，而歸納得到以下的時

機意涵： 

「市場進入時機」方面，金門市場的環境變化主要受週邊環境資源與

制度性因素所影響；週邊環境資源包括機場設施的改善、國家公園管理處

對於戰地古蹟的美化，以及縣政府為金門觀光的行銷宣導，加上旅遊業者

的共同努力，使得金門觀光市場越來越蓬勃。 

制度性因素包括開放觀光政策、小三通政策、國民旅遊政策、開放大

陸人士赴金門觀光以及其他獎勵觀光產業政策。由於民國 82 年甫由戰地

轉為開放台灣旅客赴金門觀光，一開始吸引大量遊客前來，但是隨著神秘

色彩的消失，旅遊人數亦銳減，導致觀光旅館殺價競爭，旅行社為了爭取

客源，更是壓低旅館價格的殺手，導致除了兼做商務客的金瑞飯店之外，

浯江飯店與台金飯店都呈現虧損。相對而言，較晚進入的金沙假日飯店，

由於迎合週休二日國民旅遊以及開放大陸人士的商機，進入三年即能損益

兩平。 

制度性因素 
產業環境變化 
-共生資源出現 
-國民旅遊趨勢 

未滿足需求 
需求成長性 
基礎設施完備性 

市場進入時

機有利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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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取得時機」方面，本產業關鍵資源是土地取得與興建許可，都

是進入產業所不可或缺，由於供給有限，可得性低；另外如建材、人力資

源有穩定存在的供需市場，可得性較高。後者的取得若錯失時機，補救僅

是成本較高；前者的取得若錯失時機，補救不僅是成本，乃至於無法進入

該產業。 

土地資源的取得雖有市場的供應，然而區位佳、適合建造觀光旅館之

土地卻是稀有財，且需視地主釋出之意願以及所開立之價格，因而其可取

得時機往往相當短暫，錯失時機則需退而求其次，尋求區位次佳的土地，

故投資者在不可替代的情況下，往往願意出高價取得，否則等待其他機會

的出現則充滿不確定性。稀少資源的先佔往往可以由於區位優勢而帶來較

佳營業狀況，例如金瑞飯店因為地處金門的公家機構附近，而可以兼營商

務旅客及團體旅遊，因而能在市場整體情勢不佳時，仍較其他同業有持平

的表現。而墾丁悠活土地的取得時機由於墾丁地區已經高度開發，靠海而

大片的土地不易取得，而悠活得以在民國 78 年以遷村的方式取得海洋生

物館旁邊的土地，雖然相較於早期進入者悠活土地之取得難度頗高，但後

進者也難以再進入該地區競爭。 

經營許可是管制性產業經常面對的問題，由於金門在戰地時期沒有設

立大型觀光旅館用地之名目，為鼓勵大型觀光旅館設立以提升金門觀光市

場之吸引力，所以在開放觀光後民國 81 年當中 3 個月的期間，縣政府允

許業者只要能取得土地不論任何地目都給予興建觀光旅館之許可，即是取

得建造許可的特殊時機，過了該時間，新進的業者取得建造許可則相當不

易。  

一般性資源如人才的取得有人力資源市場，以台灣而言，由於相關餐

旅科系的陸續設立，人力庫逐漸豐沛，業者人力使用不虞缺乏，然而金門

地區由於當地的管理人才不足，仍須從台灣聘請，取得較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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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建材的取得，除了原材料等直接成本的市場波動之外，金門的

建造成本也受到小三通的制度因素而有重大的影響。雖然國際建材價格一

直在上漲，但對金門而言，建築成本卻較過去為低。由於過去物資都要由

台灣海運而來，小三通之後建築物資可由廈門地區就近取得，節省了運

費，取得成本降了一半。 

連同前導個案之金沙假日飯店，總共六家觀光旅館新創期間時機的跨

個案分析，本研究得到綜合概念模式如圖 5-6。 

第二節 DRAM產業個案分析 

DRAM 十二吋晶圓廠的投資對於廠商而言是另一個重大資源的承

諾，因為投資金額高達八百億台幣，且停留在原本的八吋晶圓廠將逐漸失

去成本的競爭力，也就是會從產業版圖中消失，因此，繼續投入十二吋晶

圓廠是一個新創事業，必須重新建廠、取得新一代製程技術。國內投入十

二吋晶圓廠的業者有力晶半導體、華亞科技（南亞科技與德國英飛凌合

資）、茂德與華邦，本研究訪談了力晶與南亞科技，訪談大綱、產業大事

記和產業概況參見附錄一；除了前導個案對於 DRAM 產業八吋晶圓廠時

機議題的認知基礎，尚訪談產業專家-晶圓封測廠商泰林科技之高階主管。

茲將受訪者資料列示於表 5-3。 

表 5-3  DRAM業受訪者一覽表 

公司名稱 受訪者職位 受訪時間 

力晶半導體 總經理室特別助理（參

與十二吋晶圓廠規劃） 
2.5小時 

南亞科技 資深副總經理（參與華

亞十二吋晶圓廠規劃） 
1.5小時 

泰林科技 高階主管 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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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觀光旅館業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綜合概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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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力晶半導體公司 

力晶半導體公司董事長黃崇仁在台灣半導體史上虧損最嚴重、全球

DRAM 廠都陷入獲利泥沼的西元 2001 年，「力排眾議」蓋起台灣第一座

DRAM 十二吋晶圓廠（再次進入產業）。當時，全世界十二吋晶圓廠還屈

指可數，連力晶的技術母廠三菱都停留在八吋，半導體產業都看到十二吋

廠是未來的主流，但每一家都虧損，其他廠商一虧損就不敢投資，結果由

於力晶這樣大膽的投資（建廠成本高達八百億台幣），等到市場大好時機

來臨，靠著比八吋廠低二至三成的成本優勢，力晶在 2004 年從排名最後

躍居台灣第一大 DRAM廠，締造了輝煌的業績，並確立未來的競爭地位，

未來可望成為世界第三大廠，僅次於三星和美光。從訪談中發現以下的時

機意涵： 

（一）資源取得時機 

1. 由於是國內第一家十二吋廠，因而購置設備的付款條件較佳、取

得成本較具優勢。 

2. 由於沒有過多八吋廠的包袱（退出障礙高），力晶十二吋廠的營運

可以輕裝上陣，進入 DRAM產業的時機佳（競爭優勢）。 

3. 十二吋廠的建造過程中，由於市場狀況未惡化，資金供給者願意

提供資金，於是機台慢慢拉入，同時配合市場狀況控制持有成本

（折舊）。 

4. 先進者就既有的知識投入，用量產將學習曲線拉起來，累積量產

的 Know-How，等到蓋下一個廠時，問題就比別人少很多。 

5. 十二吋晶圓廠有其成熟的循環，後進的廠商可享有較成熟的建廠

技術及設備，但是在內部系統方面，先發的力晶有其經驗優勢。 

6. 與日本人合作，一旦效益顯現，日方就會保持第一順位，後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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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源源不絕。即使日方經過合併，關係仍能延續。 

7. 力晶是國內唯一與日本合作的 DRAM業者，由於合作效益已經實

現，後來茂德爭取與 Elpida的合作即未能如願。 

8. 由於力晶在 DDRI 的努力，三菱技術的效益顯現，正好向 Elpida

證明 DDR可在其十二吋廠量產，獲得肯定，進而繼續移轉 DDRII

的技術。 

9. 十二吋廠初期，由於市場沒有更壞，加上有好的計畫、產能循序

投入，市場資金也就陸續過來，企業一具有競爭力，各方資源都

跟著匯聚而來。 

10. 週邊廠商包括設備供應商、晶圓材料、封裝測試等外包商，皆能

配合市場的變化支持晶圓廠，政府在土地的徵收取得方面也很重

要。 

11. 人才的可得性方面，過去半導體業容易吸引人才，現在 LCD產業

搶走一部份人才。 

（二）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的配合 

1. 機台慢慢拉入，配合市場狀況控制持有成本（折舊）。 

2. 一旦機台已經拉入，產能就要全部開出，不能閒置。 

3. 從資金投入、設備 order到位進來，release機台、驗證 OK，到量

產效益，要 6-9個月。因此機台要視市場情況慢慢拉入。 

4. 由於投產到上市需要兩個月，為掌握 DDRII產品世代的時機，需

維持一定量的產能來試水溫。 

（三）市場進入時機 

1. 由於前一波不景氣（1996-2000）使得國際大廠不斷整併（日本退

出 DRAM製造），且又無新進者，市場秩序較可掌握（供給可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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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同業都覺得不適合的時候大舉投資進入十二吋廠，等到量產之

時產業正好遇上 2003,2004 年的景氣階段而供應不足，且因十二

吋廠的成本優勢而利潤較高。 

（四）力晶公司時機相關概念圖示 

茲將以上力晶公司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相關概念關係表示

於圖 5-7。 

 

 

 

 

 

 

 

 

 

 

 

 

圖 5-7  力晶公司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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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亞科技 

南亞科技為台塑集團與 1995年 3月轉投資之高科技公司，從事DRAM

之專業研發、設計、製造及銷售。在西元 2002 年 11月與德國英飛凌合資

成立華亞科技，共同興建十二吋晶圓廠，2003 年 5月正式量產，使其南亞

DRAM 品牌（Nanya）獲得更多產能的支持；南亞科技並與英飛凌簽訂合

作開發先進製程技術合約，以期技術自主，同時進行全球佈局，提供世界

級 OEM 客戶大廠技術服務，策略企圖十分宏遠。本研究以其投入華亞十

二吋廠為對象，然而受訪者同時論及未來南亞本身十二吋廠的規劃，整體

訪談中所呈現的時機相關意涵如下： 

（一）資源取得時機 

1. 建材降價、設備便宜時，建廠時機佳。 

2. 雖然十二吋廠建廠較其他大廠慢，但能取得較成熟的晶圓廠設備

和技術，是建廠的好時機。 

3. 在股市股價高之時對外募集資金最佳。 

4. 在市場成長期以及產品品質佳、產能足夠之時創立品牌，時機較

佳。 

5. 稀少性資源（設計人才）的取得需擴大取得來源管道（各國取得）。 

6. 周邊封測廠商的可得性與效益性有所變化，過去家數多但良莠不

齊，現在家數少但體質較佳。 

7. 具備相關能力，加上外部機緣，使得南亞可以在 2002 年取得英飛

凌的技術合作關係。 

8. 具備特定資源（公司知名度）使公司更易於取得其他資源（研發

人才） 

（二）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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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廠完成可以量產之時，若遇到需求景氣期間，時機最佳。 

2. 為避免持有成本，機台需視市場狀況慢慢拉入廠房。 

（三）市場進入時機 

1. 在成長期間進入產業，則不必管暫時性的景氣波動。 

（四）南亞科技時機相關概念圖 

茲將上述時機相關議題區分為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的影響因素、市

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的影響因素以及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配合

之模式等三個模式於圖 5-8。 

模式一：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 

 

 

 

 

 

 

 

 

模式二：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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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配合 

 

 

 

 

圖 5-8  南亞科技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概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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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資源的獲取，不僅只有市場供需狀況的影響，尚因各家公司本身之條

件能力而可得性有所不同，但因此者與時機無關，故不呈現在架構圖中。

以下逐一探討 DRAM產業各項關鍵資源取得之情形。 

由於本產業所需資金龐大，同時配合市場的景氣狀況，資金多為分階

段取得，股價好的時間上市募集資金是最佳時機，或是趁利率低之時在國

內或海外募集所需資金，集團新事業容易藉集團聲譽向銀行借款，獨立新

事業則有賴自身的努力，配合產業所呈現之遠景吸引資金投入。 

廠房的建造主要是建材成本，相關建材的供需市場以及營建成本，能

在競食需求越低的時候興建越好。本產業的廠房成本僅約佔晶圓廠投資金

額的十分之一，且需花費較長時間，故需提早建好，以便機台可以視市場

需要慢慢拉入廠房。 

機台部分是十二吋晶圓廠主要的資本支出，佔晶圓廠投資金額的百分

之九十，若能在機台需求量少、議價空間大且技術已愈臻成熟之時採購最

佳，同時要配合本身量產能力的提升與產品市場需求成長之情形，決定機

台陸續取得的時程。 

先進製程技術的取得方面，由於此為 DRAM 業的關鍵資源，非市場

交易所能決定，二家廠商投入十二吋廠後製程技術的獲取皆因有相關產品

製造能力的肯定，使技術母廠願意再提供先進技術，結合為策略伙伴，共

同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本身資源能力較強者，可取得共同技術開發的條

件以確保後續的技術自主性；談判能力較弱者，則先扮演好技術移轉的代

工角色，俟成長茁壯後再尋求下一波機會。 

人力資源的獲取可分為管理團隊與技術研發人才兩大類，除了產業人

力庫的供給與競食狀況外，公司口碑與願景對於吸人才可得性的影響更重

要，外商公司如英飛凌則需藉由南亞科技的合資伙伴取得台灣當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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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對南亞科技而言，則是將集團本身的資源移轉到新創事業。 

以下將 DRAM 產業時機相關議題區分為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的影

響因素、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的影響因素以及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

時機配合之模式等三個模式，分別呈現如圖 5-9至圖 5-11所示。 

模式一：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 

 

 

 

 

 

 

 

圖 5-9  DRAM業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 

模式二：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配合 

 

 

 

 

 

圖 5-10  DRAM業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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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 

 

 

 

圖 5-11  DRAM業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 

 

第三節 構念證據與構念效度 

一、 構念證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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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evidence which measures the construct in each case），以確認構念

具有聚合效度與區別效度；精確的構念是堅強理論的基礎(Eisenhardt, 

1989)。 

二、 本研究發現的主要構念 

本研究發現的主要構念包括資源取得時機的有利程度、補救成本、資

源可得性、資源效益性、技術進步性、市場環境有利程度、市場進入時機

有利程度、前置時間掌握、持有成本、資源可回復性、資源能力到位、市

場進入時機掌握、延遲成本、時機優勢等，經過一再反覆於資料與概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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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將構念意涵精鍊化，以下將一一說明構念意涵，並列示逐字稿之相關證

據（部分加上前導個案萬客隆及南山人壽之資料）加以支持。 

「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意指在相關環境因素的變化下，特定資源

由於取得時間點不同對營運所產生的影響。例如在資源供應多、價格低的

時間取得而帶來成本優勢，或因擁有優勢資源所能產生的效益如效能較

佳、區位優勢或獨佔利益等，或由於掌握資源特殊可得的時機達成進入市

場的策略目標，都表示資源取得時機較為有利（表 5-4）。 

表 5-4  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意涵與構念證據 

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 

意涵 證據（逐字稿編號） 

1. 得以進入產業 1.取得進入產業所必須之關鍵資源(H114) 
2.取得所需之產品技術（D157,D159） 

2.時效優勢 1.土地取得過程手續簡便而縮短時間（H501） 
2.隨時/隨處皆可取得而縮短時間（D131） 

3.成本優勢 1.建廠成本、取得成本較低而利潤較高（D110, 
D205, D206, D207, H114, H132） 

4.效能優勢 1.資源效能較佳、區位優勢或獨佔利益使得產能

提高、績業較佳（D223, D224, D225, H223）
2.資源槓桿效果（南山人壽：早期執照帶來品牌

權益） 

5. 先發優勢 

（本文不探討） 

1.先發建立關係，他人難以取代（D156, D160, 
D161） 

2.蓋廠經驗優勢、學習曲線（D137, D138,D148）
負面： 
1.經驗缺乏、風險、資源效益的不確定性（D106, 
D107, D109, D113, D114） 

 

「補救成本」表示從開始籌備到進入市場之期間，未在最有利的時點

取得資源所將付出之代價，例如錯過容易取得或是便宜的時機，就要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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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高的成本來取得；或是錯過短暫可得的時間，無法取得資源而不能進入

產業，結果無法彌補（表 5-5）。 

表 5-5  補救成本：意涵與構念證據 

補救成本 

意涵 證據（逐字稿編號） 

從開始籌備到進入市場

之期間，未在最有利的

時點取得資源所將付出

之代價。 

1.取得機台尚未成熟、需自己開發模組製程、額
外付出製程連結之成本（D136, D222） 

2.取得成本較高（D153, H104, H112, H202, 
H203, H204） 

3.取得八吋廠效能較差又有移轉障礙（D125） 

 

在生態文獻中「資源可得性」（resource availability）又常以資源豐厚

性（resource munificence）代稱之，從本研究從資料中發現「資源可得性」

涵義包括所需的資源能否取得？數量是否能符合需求？可選擇性高不

高？是否可以很方便地取得？在資源供需環境的變化下，特定資源可得性

高低也呈現起伏改變（表 5-6）。 

表 5-6  資源可得性：意涵與構念證據 

資源可得性 

意涵 證據 

1.能否取得 
（時間限制/數量限制） 
 

1.特定的獎勵投資時間（H114） 
2.特殊的取得時機（D157, D159, H205, H211）
3.政府解除土地取得之限制（H401） 
4.資源提供者供給意願（H510 , D229,D142） 
5.資源豐沛，能取得所需數量（H131） 
6.壽險執照的凍結 

2.可選擇性 1.資金取得管道多（D217） 
2.小三通後建材可由大陸取得（H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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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便利性 1.PC 供應鏈都在台灣（地理接近性，隨時/隨
處皆可取得）（ D131） 

2.土地開發之變更程序的簡便/繁瑣（H501） 
3.政府協助取得（H503） 
負面： 
1.當地無技術與管理人才，由台灣取得亦迅速

流失（H133) 
2.金門資源缺乏，所有人力物力都從台灣或國

外運來（H105） 
3.設計人才不好找，赴外國雇用當地人（D230）

 

資源可得性是資源在「量」方面的呈現，特定資源掌握在特定的擁有

者手中（供應面），例如政府、要素供應商、產業人力庫等；供應狀況包

括供應數量與供應管道的多寡。而特定資源也有其競食者（需求面），例

如產業的在位者、潛在進入者以及其他產業的競食者；競食狀況指競食者

數目所形成競食壓力的大小。 

供應面環境隨著時間而有變化，例如有限資源的剩餘數量、供應者所

願意/能夠供給的數量，此受供應者的技術進步或是規模經濟的發揮，甚至

供應者對於產業前景的預期，看好產業而願意供應更多資源，此外也受政

府的制度性因素影響，政府往往主宰了關鍵稀少性資源的供應。資源需求

者之間的競食壓力也隨著時間在變化，除了產業看好使得在位者擴展規

模、新進者增加，也可能由於共用資源的產業興起而搶走原本可獲取的資

源，導致資源可得性的變化（表 5-7）。 

表 5-7  資源可得性的環境變化：意涵與構念證據 

資源可得性的環境變化 

意涵 證據 

1.制度環境因素 1.政府協助取得資源（H501） 
2.縣政府短暫准許興建觀光旅館土地（H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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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釋放土地（H501）、解除土地取得限制
（H401） 

2.資源供應環境變化 
-供應者技術進步 
-供應者規模經濟發揮 
 
-新管道出現 
 
-產業前景預期 
 

 
1.原料生產者技術成熟（D154, D155） 
2.原料生產者規模經濟（D155） 
3.機台製造規模經濟（D226） 
4.民國 90 年金門小三通後建材可由大陸取得

（H132） 
5.資本市場看好產業前景而資金支持（D143, 
D214） 
 

3.資源競食環境變化 
-產業內需求變化 
 
-產業間資源競爭 
 

1.建材與設備需求下降（競食者少）使價格降

低（D205, D206, D207） 
2.大家看好觀光處女地，哄抬土地價格（H204）
3.面板業出現，搶走一部份晶圓代工業的人力

資源（D164） 

 

「資源效益性」是指資源所能發揮的總價值，同一種資源在不同時間

所能發揮的總價值往往並不相同，例如南山人壽在早期取得的經營執照，

由於政府 51 年停止發放人壽保險業營業執照，因而使其擁有獨佔利益，

反觀民國 76 年、81 年陸續開放的外商、本土人壽業者，執照的效益就大

幅降低，到後來只要符合政府規定，均可以籌設人壽保險公司，執照已經

不具有特殊價值（表 5-8）。 

表 5-8  資源效益性：意涵與構念證據 

資源效益性 

意涵 證據 

資源當時取得所能產生

的總價值，例如發揮的效

能較高，或是能符合策略

目標所需。 
 

1. 合作的技術母廠早期品質要求高，後來合作

機會源源不絕（D160, D161） 
2.十二吋廠發揮規模經濟的效益（D167-1） 
3.十二吋廠技術成熟，建廠就不會花冤枉錢

（D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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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備是一代一代的進步，太早的設備不見得

最有效（D224） 
5.共生資源（合作廠商）的品質、配合度與互

惠程度（D240, D127, D128, H405, H409, H509）
6.資源帶給使用者的效能（H223） 

 

資源效益性的變化是資源「質」的變化，由於特殊的環境因素，資源

的效益也可能發生改變，例如前述政府制度性因素使得人壽保險的執照效

益呈現巨幅的改變、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移轉使量販業郊區的土地喪失價值

而都會區的土地價值上揚、資源所屬之產業成熟使得資源效能提升（表

5-9）。 

表 5-9  資源效益性的環境變化：意涵與構念證據 

資源效益性的環境變化 

意涵 證據 

1.制度環境因素 1.人壽保險的執照因政府開放而效益變化 

2.產業環境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移轉 
 
-產業成熟 
 
 

1.八吋世代轉換到十二吋世代（D106, D107, 
D113, D114, D116, D118, D121, D125） 
2.量販業土地：郊區重要性下降、都會區上升

3.下游廠商的能力（體質）提升（D127, D128, 
D240, D241） 
4.早期建廠沒有對象可提供學習參考，到後來

十二吋廠成熟（D109, D151, D152） 

資源具有「技術進步性」表示其品質效率不斷提升，或是製造方法不

斷改善（表 5-10）。 

表 5-10  技術進步性：意涵與構念證據 

技術進步性 



 

 99

意涵 證據 

資源的品質效率不斷提

升，或是製造方法不斷改

善 
 

1.設備供應商投入在更先進的機台往十二吋發

展（D117, D246） 
2.機台設備一直在進步、開發（D136, D224, 
D225 , D244） 
3.製程技術不斷微縮、往下走（D119） 

 

「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指整體而言新事業進入產業時環境有利於

存活的情況，當環境好，新事業即使沒有做太多的努力都容易存活下來（表

5-11）。 

表 5-11  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意涵與構念證據 

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 

意涵 證據 

環境有利於整體新事業

存活的情況。 
1.前三年營業狀況（營收、毛利率、住用率）

（D213, D216, H126, H208, H217, H403, H407)
2.進入時市場景氣，價格高（H107, H110） 
3.第一年就損益兩平（H406） 
4.量產之時剛好產業景氣不錯，與大環境趨勢

相符合（D123, D126） 

 

本研究根據策略文獻將「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界定為需求成長性、競

爭程度、環境不確定性，另加上組織生態觀點之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協力

程度（含基礎設施完備程度）所形成的綜合指標，有利於新事業之市場營

運者，本研究的訪談資料也呈現涵蓋這幾個環境面向（表 5-12）。 

表 5-12  市場環境有利程度：意涵與構念證據 

市場環境有利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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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 證據 

1.需求成長性與變
化（含未滿足需

求） 

1.進入成長的產業（D201） 
2.市場需求成長：下游出現新應用、上游出現新技
術（D208, D209, D211, D212, D227） 
3.需求成長性（H127, H128, H206 , H213, H214, 
H404, H504, H505, H507） 
4.未滿足需求程度（H212, H217, H504 ） 
5.負面：需求衰退（H506） 

2.競爭程度（負向） 1.供應不足、競爭壓力緩和時進入（D101,D103, 
D104, D120, H117, H118, H207, H213, H214） 
2.國際性競爭（H116, H218, H506） 

3.環境不確定性

（負向） 
1.需求變動性（H113, H119, H121, H124, H125） 
2.供給變動性（D103, D112） 
3.制度變動性（H201, H208, H209, H210 ） 

4.共生族群協力程

度 
1.設備供應商的成熟度（D111） 
2.周邊廠商的配合、互惠互利程度（D127, D128） 
3.共生廠商的技術進步（D149, D150, D241） 
4.上下游產業的配合（D129, D130, D131） 
5.共生群體的積極性、互惠互利程度（H219, H405, 
H509） 
6.政府對產業的支持度（H408, H505） 
負面： 
1.周邊業者的利潤擠壓（H129, H216） 
 

5.基礎設施完備性 1.台灣 PC供應鏈的成熟與接近（D132, D133） 
2.機場設施的改善（H122, H215, ） 

 

從資料中發現市場環境有利程度變化之驅動因素包括制度性因素與

產業環境變化等，導致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的改變（表 5-13）。 

表 5-13  市場環境變化驅動因素：意涵與構念證據 

市場環境變化驅動因素 

意涵 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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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度環境因素 小三通（H101）、金門戰地政務與裁軍（H201, 
H123）、政府開放大陸觀光政策（H130）、週休二
日與公務人員強制休假政策（H135, H404, H505） 

2.產業環境變化 
-需求熱度變化 
-上游新技術 
-下游新應用 
-競爭者加入 
-共生資源出現 

1.經濟衰退、商務客減少（H206, H402） 
2.製造業外移，高消費族群流失（H506） 
3.雙核心 CPU與 DRAM需求(D209) 
4.Vista軟體與 DRAM需求(D208, D209) 
5.東南亞觀光業競爭（H506） 
6.交通建設開通（H504, H507） 

為配合各項資源能力的完備以進入市場，新事業每項策略資源的取得

或是能力培養之「行動時機」（第三章第一節）必須妥為拿捏，在預定完

備（ready）的時間之下，開始取得各項資源（能力）的時間僅為必要之建

置或能力學習所需時間；若過早取得，為配合其他資源能力的完備，將發

生不必要的「持有成本」，若過晚開始，或是建置時間由於干擾因素而較

預期為長，則將影響市場進入的時機。因而「前置時間掌握」表示掌握各

項資源/能力開始取得/培養的行動時機，而使得事業在理想的時間進入市

場時能夠各項資源能力到位（表 5-14）。 

表 5-14  前置時間掌握：意涵與構念證據 

前置時間掌握 

意涵 證據 

把握在進入市場前必要

之能力學習或資產建置

（順利運轉）所需提前之

時間取得資源，未過早或

過晚開始。 

1.兩年前開始規劃、建廠，兩年以後量產

（D108） 
2.配合市場情況逐步拉入機台（D139, D146, 
D242） 
3.廠房佔總成本比率低，且建廠時間較長，故

要先建，而設備進來幾個月即可生產（D243）
4.機台 Release、驗證、生產時程安排與前置時
間（D144, D144-1） 
5.裝機、試產所需時間（4-6 個月），盡量縮短

（D236, D237, D238, D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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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成本乃過早開始取得資源/培養能力而為了等其他必要資源能力

到位以進入市場之期間所發生的成本（表 5-15），包括資源提前取得期間

的資金利息、財產稅捐、以及持有期間資源市場價值的減損（包含折舊）。 

表 5-15  持有成本：意涵與構念證據 

持有成本 

意涵 證據 

過早開始取得資源/培養
能力而為了等其他必要

資源能力到位以進入市

場之期間所發生的資金

利息與折舊等成本。 

1.提前取得之資金成本（H109） 
2.機台折舊成本（D145, D147） 

 

資源持有期間市場價值的減損與以下資源的「可回復性」（recoverable）

有關。文獻中已有「資源可回復性」的意涵包括投資資產的折舊性、移轉

他用程度（是否具有多項用途、非特殊性資產、流動性高），可於有效率

的次級市場交易（容易變現）等相關的概念（Rivoli & Salorio,1996），本研

究的訪談資料也呈現這些面向（表 5-16）。 

表 5-16  資源可回復性：意涵與構念證據 

資源可回復性 

意涵 證據 

1.折舊性 機台之折舊成本（D145, D147） 

2.市場交易性 轉售、退出障礙（D124） 

3.移轉他用程度 舊 DRAM八吋廠轉型製造其他產品（D122）

建物提早蓋了，出租做 KTV（H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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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能力到位」是指新事業進入市場營運前取得所需之基本資源與

能力，以便能夠有效運作（表 5-17）。以觀光旅館業而言，應具備資金、

土地、開發建造許可、建築、管理階層與技術等；以 DRAM 業而言，應

具備資金、晶圓廠、機台設備、製程技術、管理與技術人才等。 

表 5-17  資源能力到位：意涵與構念證據 

資源能力到位 

意涵 證據 

新事業進入市場營運前

取得所需之基本資源與

能力，以便能夠有效運

作。 

1. 資金、知識，然後是地主一塊土地（H103）
2.具備十二吋廠、機台、模組製程開發（ D136, 
D136-1） 
 

 

「市場進入時機掌握」指在預定的理想時間進入市場，該時間為預期

有利的時機（表 5-18）。 

表 5-18  市場進入時機掌握：意涵與構念證據 

市場進入時機掌握 

意涵 證據 

在預計的理想時間進入

市場。 
1. 景氣差、建廠便宜的時候去投資，到廠建好

可以量產時需求大幅成長，那是最好（D204, 
D209, D210, D211） 
2. 力晶選擇切入的時間點，與大趨勢相符合

（ D123） 
3.開發申請的時間長短影響切入市場的時機

（H502） 
負面：  
1.因建造延宕而拖延市場進入時機（H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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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成本」指因市場進入時間比預定時間延後導致錯過有利時機所

將付出之代價，亦即延後市場進入時機所將發生之市場機會的損失，例如

市場成長率下降或是競爭壓力提高等市場環境有利程度降低，使得新事業

所能創造的營業成果較差（表 5-19）。 

表 5-19  延遲成本：意涵與構念證據 

延遲成本 

意涵 證據 

因市場進入時間比預定

時間延後導致錯過有利

時機所將發生之損失。 

1.市場進入時間拖延，進入時已供過於求
（H106） 

 

「時機優勢」指新事業由於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所帶來的整

體效益（表 5-20）。 

表 5-20  時機優勢：意涵與構念證據 

時機優勢 

意涵 證據 

新事業由於資源取得與

市場進入等時機決策所

帶來的整體效益 

1.建廠最便宜、量產時需求量大，那不是最漂

亮！（D209, D211） 

 

第四節  研究發現、相關證據與命題 

在構念涵義界定清楚，藉由上述證據表列確認構念具備聚合效度與區

別效度之後，接著要將訪談資料中所浮現的關係加以確認是否符合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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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證據，也就是由個案證據的複現邏輯加以驗證或是修正該關係，以下

就將本研究在個案中的相關證據先一一加以陳述，再提出主要的研究發

現。 

一、與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相關之發現（模式一） 

當資源豐富而容易取得則可得性高，而當資源供應少、甚至就沒有供

應或是競食壓力大，則資源可得性低。由於資源所處的產業環境隨著外在

因素的驅動而改變，不同時間特定資源的供應狀況（有無供應以及供應的

數量、供應的管道）與競食狀況有所不同，導致資源可得性之起伏變化。 

當資源供給面的環境因素發生改變，例如供應商的技術進步或是規模

經濟的發揮，或是由於資源供應者對產業前景看好，或因政府制度性因素

釋放出資源等，皆能使得供應量增加，促使資源更容易取得；反之，資源

供應變少或是競食壓力增大，則資源可得性降低，後者的原因可能是數量

的自然減少，或是競食族群的出現，不過也可能是政府突然給予管制，導

致資源供給變少，甚至完全不可得，或是取得管道受到限制。 

供應廠商的技術成熟對資源可得性的影響：「（晶圓矽材料）因為大家

使用的頻率、還有他的生產技術也會成熟，使得所佔整體晶圓的成本比例

開始降低」「初期沒有銷售這麼多的晶圓，剛進入的十二吋的廠商，一定

要花很多的成本買！因為他成本也要這麼多嘛！後來他的技術也成熟

了，他突破了嘛！那當我動輒需要買個一萬、二萬片的時候，他的成本也

會得到控制，我也可以買到便宜的晶圓嘛！」（D154, D155） 

設備供應商規模經濟對資源可得性的影響：「如果說我大量一年供應

一百台，那我的成本就降下來。現在全球十二吋廠應該一、二十座了！做

愈多！設備也愈多，就愈便宜啦！這一定的。」（D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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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性因素亦可影響供需狀況，再由供需狀況影響資源可得性高低，

例如 82 年開放觀光的利多，許多資金湧入金門地區要買土地，需求一下

子抬高，但是後來旅館營運不如原先預期的好，土地又下跌。「他們（浯

江）買地剛好在金門房地產飆漲最高的時候。」（H203, H204） 

資源的競食狀況也會發生改變，競逐特定資源的需求廠商可能越來越

多，除了同產業的競食者增加，也可能有跨產業的競食者出現，搶奪同一

種資源，例如高科技的人才：「現在看起來不只有半導體這個產業，兩兆

雙星 LCD他們也一樣吸引人才嘛！不像十幾年前，面板產業根本不知道在

哪裡！」（D164） 

當就近的地點不易取得時，只好從其他較遠或較貴的管道取得，資源

可得性低，當新的管道出現，互補的取得管道越多，資源可得性也就提高：

「設計人才並不是那麼好找！所以以（外國）當地的設計工程師，在那邊

成立設計的研發地點，雇用當地人。」「他（力晶）一定要從市場募集資

金，所以他比較沒有選擇性。」（D217, D230）民國 90 年金門小三通之後，

「現在（建材）當然可以從大陸那邊過來，整個成本就降一半。」（H132） 

相反地，晶圓廠建廠的原材料則因需求的降低而更容易取得（價格降

低）：「明年建廠是最好，為什麼明年建廠是最好？鋼鐵不是從去年到今年

最好，現在鋼鐵則降下來，降得很厲害呀！…那你看台灣所有的重大建設

像高速鐵路，營建也差不多了，高速公路也建好了，所以明年可預見營建

業會蕭條，營建業蕭條、鋼鐵也便宜，那我明年建廠那不是正好！我很容

易找到營建廠商幫我建，我的建築材料也便宜啦！所以明年建廠不是剛

好！？」「明年 DRAM 顯然也不是很好，就因為不是很好，我明年買設備

也比較便宜，…明年的半導體不是很好，一般的半導體也不會搶買設備」

（D205, D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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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提供者對新事業所處產業前景的預期影響其資源供給的意願，進

而影響資源是否容易取得：「在我們逐步地產能投入的過程當中，我們的

市場其實已經開始有…，至少沒有往下跌嘛！那市場的資金就會願意支援

你，所以在量產的過程當中，要取得資金就還不會有問題。」（D143）由

以上歸納得到： 

研究發現一：資源供應環境與競食環境的改變，影響資源可得性之變

化。 

一之一：資源供應者技術進步與規模經濟的發揮，資源可得性提高。 

一之二：資源供應者對產業前景的預期越佳使資源可得性提高。 

一之三：新供應管道的出現使得資源可得性提高。 

一之四：新競食者出現或競食壓力提高使得資源可得性降低。 

制度因素除了透過影響供需狀況，再由供需狀況影響資源可得性（如

上所述）之外，亦可直接影響資源可得性高低，例如金門土地在民國 81

年底動員戡亂時期終止方能由民間取得，又如政府的支持降低土地取得的

困難： 「現在來（金門）投資的話縣政府有更好的優惠條件，十年免地

租，只要你來這裡蓋，他提供很多塊土地」「這幾年用地取得已經容易多

了，政府陸續釋出一些國有地，這幾年更好，因為有一些是政府的 BOT，

ROT案，由政府負責土地變更。」（H114, H501） 

制度環境的狀況也影響資源取得的便利性與取得管道的多元性，例如

產業的群聚方便資源的流動，政府設立新竹科學園區，方便業者群聚、就

近取得資源，隨著周邊整體環境較過去成熟，資源取得更為就近方便。 

「因為我們主要的 PC供應鏈都在這嘛！」「也剛好台灣 PC供應鏈是

很成熟了，主事者很清楚這個生態或是跟這個有連結存在，那比較好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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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D132, D133）由以上歸納得到： 

研究發現二：制度環境因素影響資源可得性之變化。 

在環境變化對資源可得性的影響之餘，新事業本身是集團新事業抑或

是獨立新事業，也影響資源的可得性高低，例如本研究的南亞科技和礁溪

老爺酒店，因為有集團資源的支持與既有的聲譽，資源提供者更願意將資

源供其運用，相對的，獨立新事業則較不容易獲得資源市場的支持。 

「因為我們是一個集團啦！集團的財力比較雄厚！所以往往我們認

為股價不好的時候，我們就直接跟銀行借款就可以了！」「我們景氣再差，

我們跟銀行借款，銀行還要爭破頭想借我們錢，為什麼他們肯借我們錢？

因為背後還有一個財團在，這個財團會給你背書保證。」「他（力晶）一

定要從市場募集資金，所以他比較沒有選擇性。」（D215, D216, D217） 

「台灣的研發人才並不是說那麼充裕，但是南亞科技成立到現在來

講，已經有些知名度了！而且有打自已的品牌，所以我們現在的研發人

才，基本上還可以啦！」（D228） 

「他（INFINEON）在台灣獨資建廠是不可能！絕對不可能！德國

100%要雇用誰？沒有那麼簡單，還是進入南亞科技，南亞科技有人才，在

地的管理人才、技術人才，獨資不容易！而且他的財務也沒有台塑集團

強！要借錢或是做什麼，都是台塑集團幫忙！因為他壓根也借不到錢！所

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素！」(D233) 

「老爺本身有品牌信譽，又有人才與開發經驗，政府比較願意協助，

知道我們不是為了謀土地開發之利益，是確實有技術能力的」「連鎖體系

可以自己培養人才，像大陸因為規模經濟夠，希爾頓甚至自己設學校訓

練，而且可以招到條件很好的人。」「結合當地資源會是我們一個重要的

成功要素，我們計畫拉進宜蘭的特色…雙方互惠，給對方一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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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03 , H508, H510） 

雖然獨立新事業一開始較不容易獲取資源，然而藉由初步實績的建

立，可以漸漸贏得資源提供者的信心，後續資源的可得性方能提高： 

「若做出一些實績，後續的擴張就可以更順利，甚至我一次可以籌

一、二佰億，公司有未來，大家都要借錢給你，沒有未來，大家緊縮都來

不及。」「你一旦有好的規劃，逐步地做產能的投入，那相對的資源比較

容易的取得。」（D135, D142） 

「人才就是要你有過去（績效）才有好的未來嘛！他才願意進來呀！」

「表示過去有些努力，至少你（力晶）願意 take risk去做一些重大的決策，

那通常人才會相信你，你的眼光不會差到哪裡去！他願意在這一家企業投

入他未來的五年、十年。」「因為力晶還算是一個有未來的公司，吸引中

高階的人才還沒那麼困難。所以企業具有競爭力，都是做正向發展，正向

循環」（D162, D163, D165） 

「跟日本企業的合作，至少要三、五年吧！才會看到效益，可是一旦

發生效益了，這個合作的鏈結就不容易打斷，一旦合作效益起來的話，那

就源源不斷啦！」（D156, D160, D161）由以上歸納得到： 

研究發現三：相較於獨立新事業，擁有資源或聲譽的集團新事業，資

源可得性較高。 

前文之中界定「資源可得性」的概念包括是否能取得資源？可選擇性

高低以及取得方便性，這些面向隨著時間經過環境改變而有起伏變化。在

可得性高的時間取得資源，可為事業帶來的優點（有利）包括能進入產業、

能取得符合策略定位之資源、資源發揮之效益較佳、能掌握時效順利取得

資源、花費時間較短、成本較低而利潤較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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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國泰等人壽保險公司在民國 51 年短暫開放的時間取得執照後，

政府旋即於該年年底停止執照的申請，使得該批業者享有長達 25 年的政

府保護，建立廣大的顧客基礎。力晶公司也在特殊可得的時機取得 DDRII

的技術，奠定他十二吋晶圓廠的競爭優勢：「SDRAM跟 DDRI我們都是用

三菱的技術，DDRII則是用 Elpida的技術，世代的產品演變跟我們合作的

伙伴轉換剛好在這個時間點相配合！因為新的產品，本來就是要用更先進

的製程來生產，舊世代的產品，本來就是要用舊世代技術來生產，剛好在

我們合作（伙伴轉換）的過程當中它就發生了！我的意思是說從 DDRI 到

DDRII的轉換發生時，而我正好就有 Elpida的技術！」「我要有新的產品，

我就要選擇更先進的技術，而三菱不能提供那個技術，我就拿 Elpida嘛！

因為現在的三菱沒有 DRAM的 business，只有在 Elpida。」（D157, D159） 

南亞科技預定在景氣不好、資源競食者少的時候興建十二吋晶圓廠：

「明年建廠是最好，為什麼明年建廠是最好？鋼鐵不是從去年到今年最

好，現在鋼鐵降下來、降得很厲害呀！鋼鐵已經降了。那你看台灣所有的

重大建設，像高速鐵路，營建也差不多了、快建好了，高速公路也建好了，

所以明年可預見營建業會蕭條，營建業蕭條、鋼鐵也便宜，那我明年建廠

不是正好！我很容易找到營建廠商幫我建，我的建築材料也便宜啦！所以

明年建廠不是剛好？」「明年 DRAM 顯然也不是很好，就因為不是很好，

我明年買設備也比較便宜，至少我明年建廠，營建工程很多，營建廠我也

沒有問題，建築材料也便宜，明年的半導體不是很好，一般的半導體也不

會搶買設備。」（D205, D206） 

金沙飯店的土地也在開放可以取得且競食壓力尚低之時購買，之後許

多台灣資金就湧入金門要買土地：「土地在動員戡亂時期終止、上漲之前

就已購買，取得的時機好。」（H401） 

過去政府對於土地開發限制嚴格，近年由於重視觀光產業，故給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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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經營者土地取得的方便，因而近年進入者享有開發時程縮短的好處：「這

幾年用地取得已經容易多了，政府陸續釋出一些國有地，這幾年更好，因

為有一些是政府的 BOT，ROT 案，由政府負責土地變更。」「辦理土地變

更的時間對於切入市場的時機影響很大，尤其是做休閒的，很不好掌握開

發時程。」（H502） 

金門早期觀光飯店建造時因當地資源取得不易、從台灣取得成本偏

高，民國 90 年小三通後，從大陸就近取得節省成本與時效，此即因新的

供應管道出現、可選擇性增加對時機有利程度的影響： 

「因為金門的資源很缺乏，所有的人力跟物力這些物資從都是台灣來

或從國外運過來，那時候剛好八十二年在台灣景氣最好的時候，一個工人

一天就要三千塊錢，然後東西要過來，所有的一磚一瓦，這裡甚至沒有什

麼磚塊，什麼都沒有，等台灣來，那只好等船期，尤其是冬天，要是海象

不好還是什麼樣，船就會誤點。」「現在當然可以從大陸那邊過來，整個

成本就降一半，降一半以上，差這麼多。」（H105, H132）由以上歸納得到： 

研究發現四：在可得性越高的時間取得資源，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

越高。 

四之一：相對於其他不可得的時間，能在特殊可得的時間取得所需之

資源，即是最佳時機（得以進入產業或符合策略需求）。 

四之二：在資源競食者少、供給量多的時候取得資源，可享有成本優

勢。 

四之三：在方便性高的時候取得資源，可享有時效優勢。 

四之四：在可選擇性高的時候取得資源，可以取得更符合事業本身策

略定位的特殊資源，可享有效能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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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產業環境的變化則影響資源效益性的改變，例如產業關鍵成功因

素的移轉，使得過去的成功因素（資源）效益下降甚至消失、新興的成功

因素取而代之，因而在因素移轉後才取得新資源的後進者較移轉之前取得

舊資源者，擁有時機之優勢。例如對於同在 78 年進入台灣市場的量販業

者而言，由於郊區的土地價值下降而都會區的土地價值提高，一進入就積

極在工業區購地的萬客隆在發現郊區不是最佳的立地條件之後卻也轉型

不易，反觀 84 年才正式在台灣購地的家樂福，資源取得時機則具有優勢。 

以 DRAM 產業而言，八吋晶圓廠世代轉換到十二吋晶圓廠世代，後

者的生產效益大幅提升：「它的良率絕對沒有十二吋廠的同等製程，八吋

跟十二吋比較，八吋的競爭力絕對是差很多。」「他的八吋廠必然無法再

微縮下去啦！製程的微縮本來就是八吋廠舊廠唯一提升產能的方式，要不

然就要蓋新的（12吋廠）廠。所以如果他這兩方面都沒有的話，那現在看

到的只不過是曇花一現而已。」「所以的確要在 DRAM 產業，沒有十二吋

廠，只有八吋廠的公司，是不要在 DRAM裡面玩了。」（D116, D118, D125, 

D121) 

八吋廠的效益降低，甚至成為營運包袱：「現在不可能每個廠都轉成

0.11製程嘛！投入這麼多，這是不行。了不起，五個廠找兩個廠投資就很

可觀了，所以他們（八吋晶圓廠商）在過去二、三年在思考如何轉型。」

「退出的障礙也是很高的，要嘛就是被人整併，或是花五年的時間慢慢去

轉型」「那些大廠，你看他們的包袱更重，動輒八吋晶圓廠五座八座這樣

子，所以我們為什麼現在可以有競爭力，就是我們過去的包袱有限，那個

大陸順口溜『丟掉包袱，輕裝上陣』我們那個部份就可以做得很快。」（D122, 

D124, D125）由以上歸納得到： 

研究發現五：當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移轉，在因素移轉後取得新興資源

的後進者較移轉前取得舊資源者，效益性較高而擁有時機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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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事業所需之資源者為共生者，資源共生者也處於本身的產業情

境，以及本身資源條件的改變之中，當產業環境成熟，或是共生廠商能力

提升，其所提供之資源效益性亦發生變化。 

十二吋晶圓廠一開始設備商所提供的機台設備尚未成熟，效能尚待提

升，使得晶圓廠商取得之後仍需付出嘗試錯誤的成本：「蓋個十二吋廠，

那是一個變數喔！機台到底匹不匹配？然後 EVEN還要自已去做中間的製

程跟製程間的相關連…這種模組製程的開發，因為機台設備本身搞不好也

還在開發喔！」（D136） 

然而過了 5 年，十二吋晶圓廠就進入成熟期，除了機台設備的改善，

還包括建廠能力、自動化等設廠生產的部份，都很成熟了：「你要看那個

成熟期嘛！產業有不同的成熟期，這個廠房的 Know-How也一樣，現在八

吋、六吋大家一定太了解裡面有什麼大問題小問題的，十二吋廠，我相信

現在的確已經可以說…五年前大家都拜託力晶啊！趕快買我的機台呀！如

果現在大家都進入了十二吋廠，就一樣嘛！就回到了六吋廠的 cycle 是什

麼？八吋廠的 cycle是什麼？十二吋廠也是一樣要進入 cycle！」「十二吋廠

假設是二十座好了！所累積的動能跟那個 cycle 嘛！剛開始就會有二、三

家稍為比較…到一百家，那當然就各個，就是剛才講的建廠能力啦、機台、

自動化，就是屬於設廠生產的部份，大家都很成熟啦！」（D151, D152） 

「（力晶建廠之後）Clean Room的廠商也會 learn到！自動化的廠商也

會 learn 到、機台廠商也會 learn 到！」「整個產業會往前走！⋯畢竟還是

屬於他的智慧財產權，有屬於他的部份，他當然可以販售給別人，他也可

以蓋 CLEAN ROOM，沒有錯呀！」（D149, D150） 

DRAM製造業的共生環境除了上游設備、原料的提供者，尚包括下游

的封裝測試服務提供者，封測產業本身的良性競爭也達到汰弱留強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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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得整體效能提高：「以前封測廠比較多，但是後來都關閉！有的做

得不好併來併去！生存下來的，現在大概都是健康、規模比較大的一點！

以前小家的都沒有了，早期 2001 年封測廠非常多！後來因為經營不善，

有一陣子半導體景氣不好，就關掉了！早期比較多，可是良莠不齊，而現

在留下來的都是比較好的！」（D241） 

除了產業整體效能的提高，個別業者效能的提升與緊密的配合也使得

晶圓廠獲得較佳的測試服務：「我力晶產能一直在增加，他也要產能增加，

不然我出去的東西他怎麼吃得了。」「因為我們（產品）的速度要求這麼

快，那麼我們設備機台也要能做到這麼快的速度測試的機台，所以通常他

們的產能的規劃一定要跟晶圓廠切得很密，密到他們知道我們的產能什麼

時候要 deliver出來，他的產量什麼時候要支撐這個晶圓廠要把晶圓 deliver

過去。」「如果剛配合的話，他比較陌生一點啦！通常都會有一些問題！

現在這幾家都已經配合好幾年了！所以一個封測的話，我要封測怎麼樣的

規格、我需要他什麼樣的品質，我們都會跨他。」(D127, D128, D240） 

觀光旅館業的共生者如縣市政府，其效益也逐漸在提升：「我們（礁

溪老爺）選在宜蘭，也是對該縣政府的操作有信心，各縣市政府都在拼業

績打形象。」（H509）由以上歸納得到： 

研究發現六：在資源供應者所屬之產業越成熟或資源供應者效能較佳

之時取得資源，效益性較高而擁有時機之優勢。 

資源具有技術進步性之特質者，表示其功能、效果日益進步，所能發

揮的效益也越佳，例如前述晶圓廠所需之機台設備，技術不斷在改良提

升：「你覺得設備商他會投入在更先進的十二吋機台去發展？還是 sustain

原來八吋，他是不是可以做得再更好？我本來就在 99%我還再花那麼多

effort 去 improve 那幾%？」「這個設備一直在更改啦！太早的設備不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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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有效的。」「我賣給你，也賣給 Intel，也賣給很多家，你們有什麼問

題，他就回來改！改好他再賣！最 Update，他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設備是一代一代的，不是一個設備可以賣永遠的！這一代的設備搞不好

賣個五、六台就進入第二代，設備的機台也一直在進步！」（D117, D224, 

D225, D244） 

DRAM 的製程技術也不斷在微縮，以便能生產出更多的晶圓：「他的

八吋廠必然無法再微縮下去啦！製程的微縮本來就是八吋廠或者是舊廠

唯一提升產能的方式，要不然就是要蓋新的（12 吋廠）廠。」「在我們這

個產業困難的地方就是 always去設想我怎麼樣做，可以讓我的技術再往下

走，然後讓產能持續再開出。」（D118, D119）由以上歸納得到： 

研究發現七：具有技術進步性的資源，效益隨著時間而逐漸提升，越

晚取得者資源效益越高而有時機之優勢。 

由於上述環境的變化或是資源本身的特性，資源所能發揮的效益因時

而異，在效益性越高的時間取得資源，有利程度越高： 

「剛開始力晶投資十二吋廠，我們所知道並不是很成熟，所以他開始

一、二年其實也是很辛苦。」「真正最好的時機是這個技術接近於成熟，

所以建廠就不會花那麼多的冤枉錢，現在十二吋廠算很成熟，所以現在投

入十二吋廠是一個時機，是沒有錯！」（D222, D223） 

「在國內現金增資或者是海外發 GDR，你要發行這個當然最好是股價

很高的時候去發行，那是最好的！」（D214） 

「金沙他比較後面的話，（設備）可能做得比較先進，你看我們是幾

年前做的，現在大家都用網際網路取得資訊，每一個房間要可以上網，那

我們之前就沒有，我們現在就要重新做。」（H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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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的研究發現，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包括資源可得

性以及資源效益性的變化。錯失有利時機將發生補救成本，也就是為了彌

補取得時機不佳所付出的代價，甚至是無法彌補。 

（一）資源可得性與取得時機有利程度 

資源可得性是特定資源隨著時間在「量」方面的改變，可得性高低主

要受資源供給與需求（競食）環境變化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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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供應環境的變化例如資源供應者整體技術進步或是規模經濟發揮使得供

應量提高，或是資源供應者對產業前景看好而願意增加供應量（如資金），

以及政府制度環境的開放或緊縮影響資源供應量。資源需求環境的變化包

括產業內競食壓力的變化，或是新的競食者出現（或消失）。 

此外，制度環境因素也可能直接影響特定資源可得性，例如政府簡化

手續協助廠商快速取得資源；而新事業本身為集團新事業或是獨立新事業

對資源可得性也有不同的影響，在同樣的環境之下，集團新事業因為擁有

較佳的支持度與聲譽，資源可得性較高。不過由於此項因素並不隨時間而

有所改變，故未在觀念模式中呈現。 

（二）資源效益性與取得時機有利程度 

資源效益性是特定資源隨著時間在「質」方面的改變，資源效益性的

改變往往因某些環境因素而發生，例如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移轉，舊的成功

因素不再重要，或是有新的成功因素取而代之，則舊因素的效益下降、新

因素的效益上升，因而在轉換前取得舊因素者有時機劣勢，轉換後取得新

因素者享有時機之優勢。在高速變動的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的移轉經常發

生，時機的掌握更是重要。另外，由於提供資源的共生廠商整體產業的成

熟、變化，或是個別共生廠商能力的提升，也將使得所提供資源之效益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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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化；而資源本身具有技術進步性者，效益越來越提升，較晚取得資源

者有時機之優勢。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可歸納描述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的觀

念模式（圖 5-12）。 

 

 

 

 

 

 

 

圖 5-12  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與補救成本影響因素觀念架構圖 

由觀念架構圖 5-12可導出以下與資源取得時機有關之命題： 

命題一：環境變化導致資源可得性、效益性之變化，在資源可得性越

高、效益性越高之時取得資源，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越高。 

命題 1-1：具有技術進步性之資源，越晚取得效益越高，時機較有利。 

命題二：資源取得時機有利程度越高，補救成本越低。 

在關鍵成功因素轉變之下，舊因素（資源）效益下降、新因素（資源）

效益上升，先發取得舊資源者將因資源與產業發展不配適（misfit）而付出

代價。故預見產業將發生此種轉變者，應延後資源之取得，以免發生重大

的補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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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2-1：在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移轉前取得效益下降之舊資源，取得

時機不利，補救成本高。 

不同資源在特定時間的可得性有差異、效益性也有差異，此資源特性

影響補救成本的高低，可得性高、效益性低的資源，時機較不重要；反之，

可得性低而效益性高的資源，錯失有利時機的補救成本高，因而時機掌握

很重要。 

命題 2-2：效益性高而可得性低的資源，取得時機不利的補救成本高。 

二、與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相關之發現（模式二） 

市場環境的變化影響產業環境有利程度，其驅動因素主要有制度環境

和產業本身環境的改變，觀光旅館業由於是本土型產業，受政府政策的影

響尤其明顯：「民國 87 年開始的隔週休二日對市場成長有很大的幫助，一

直到民國 90 年，政府努力發展觀光產業，鼓勵國民旅遊，並逐漸開放大

陸人士來台，市場仍然看好。」「休閒型旅館則在週休二日、政府強制公

務人員休假旅遊、各縣市政府作多的促進之下，有很明顯的成長。」（H404, 

H505） 

政府也可能因為政策不定導致產業環境不確定性，形成營運風險的來

源：「由於戰地政務，金門是一個很神密的地方，所以很多的投資者都不

敢來金門投資，大家都很怕，投資這麼大筆錢在這邊，回收會有問題。」

「沒有人敢做，投資下去會很慘。所以後面的話，大概去年大陸客要開放，

很多飯店都在觀望呀！結果到現在一年啦！也是沒有呀！大家覺得政策

改來改去，朝夕令改。」「大家都覺得（開放大陸人士觀光）是機會，但

是我們的陸委會一直在刁難，其實我們國家的政策也一樣，他們不願意那

麼早開放這種東西。」（H201, H208 , H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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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環境本身的變化也影響環境的有利程度：「大環境的時機影響很

大，過去台灣因為經濟景氣，國際來往的商務客多，做 FIT市場很大，但

現在經濟環境改變，商務客變少，只靠 FIT難以存活，衝擊很大。現在連

亞都飯店都做起團體旅遊，特別是政府提倡國民旅遊之後，現在的趨勢已

經走向國民旅遊。」（H402） 

「產業外移台商不在國內消費，這些高消費族群確實是在減少中，而

國際觀光客也面臨東南亞、中國大陸的競爭，成長受限，不過平價的國民

旅遊市場應該還會不錯。」（H506） 

「北宜高開通，市場有很大的契機，預期連續兩年的榮景應無問題。」

「除了高檔的國民旅遊，北宜高速公路開通後，到台北的國際觀光客也會

來宜蘭。」（H504, H507） 

產業上游新技術和下游新應用的推出，成為 DRAM下一波市場需求景

氣的動力：「明年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就是說，microsoft 的一個軟體又

推出來，他那個軟體叫做 Vista，這個軟體推出來，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因為 Vista 可以看到影視的啦、看電影啦、看各種動畫很容易很快，那他

明年的下半年推出來的話，整個電腦很多都會改變，換機需求就會出來

了，因為影視動畫需要很多儲存空間就是記憶體。」「還有 Intel雙核心的

Dure Core CPU出來以後，整個記憶體的搭配容量就很大，所以我認為後

年的下半年以後記憶體的需求很多、量很多。」（D208, D209） 

研究發現八：制度環境因素和產業環境的改變導致市場環境有利程度

的變化。 

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的面向除了文獻既有的市場需求成長性（含未滿足

需求的程度）、競爭程度、環境不確定性之外，本研究的資料中也呈現出

組織生態觀點的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協力程度、基礎設施的完備性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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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共同形成新事業進入市場存活不可或缺的有利條件： 

（一）市場需求成長性（含未滿足需求的程度） 

新事業在市場需求具有成長性，或是當時存在未滿足需求的情況下進

入產業，更容易分食市場的大餅。「（南亞選擇）進入半導體必須要是一個

持續在成長的行業！」「什麼時間投入是最適當的，既然你已經知道他是

一個成長的行業，那你要投入這個產業你就不能看著衰退就不投資、景氣

好我再來投資，景氣不好我就收手啦！這個是不能這樣做的！要投資就要

按既定計劃，就是隨著市場的成長，兩年或是三年投一個廠。」（D201, D203） 

「明年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就是 microsoft的一個軟體又要推出來，

叫做 Vista，這是一個很革命性的軟體。就像以前 dos到現在推展到 window

視窗的時候，那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視窗改到 Vista 又是一個革命性的

變化，因為 Vista 可以看影視、各種動畫，很容易很快，那他明年的下半

年推出來的話，整個電腦很多都會改變，換機需求就會出來了，因為影視

動畫很多，需要很多儲存空間就是記憶體。」「我大量生產的時候剛好是

革命性的需求、大量的，那不是最漂亮！」（D208, D210） 

觀光旅館業新設期間的市場成長性（未滿足需求程度）也相當重要：

「當初金瑞飯店他主要著眼點是商務旅客的需求！大概一般商務的就是

金瑞啦！我們那個時機剛剛好！」「金門的商務需求本來就沒有被滿足，

所以金瑞飯店設立的時候，業績就很好，需求就馬上過來。」「目前宜蘭

沒有五星級的觀光旅館，而每次大型活動湧進大批人潮卻沒有品質好的地

方可住，應該有這個胃納量。」「（浯江飯店）投資較早，一解嚴就進入，

結果市場成長沒那麼快，虧損嚴重，負債累累。」（H212, H217, H504 , H403） 

（二）競爭程度 

競爭程度影響新進事業的生存空間，在競爭程度較低的時候進入，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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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取得顧客及其他資源，容易存活且獲致良好績效。「（DRAM產業）當

然力晶的 timing是最好的呀！他的十二吋廠晶圓廠在大家都覺得不合適的

時候進入。」「哪一年的 capital投入很高，約過兩年後，市場大概就不好，

因為產能兩年後就會出來，所以 somehow可以從這一點去歸納大家蜂擁投

資的時候，大概約莫兩年左右市場的供給量就會呈現遽烈成長的現象！那

2000 年那時候的投資，我想一定是偏低的，或是甚至在那之後，因為大家

八吋廠沒有新增產能，十二吋廠大家又不明確，所以那一陣子的整個資本

額投入是偏低的，所以可以預期得到大概 2002 年、2003 年供給面大概會

偏低。」（D101，D141） 

「好在過去這十年來不斷的在整併，又沒有新的競爭者的加入，因為

大家長期這個產品面臨虧損。」「所以只有整併或是退出，讓這個市場秩

序比較可以掌握。在這樣的情況下，供給量得到控制」「這個時勢已經過

去持續走 7、8 年的整併一路過來，所以很微妙的是產出、需求跟市場接

受的價格得到某種平衡」（D103, D104 , D120） 

（三）環境不確定性 

市場環境的不確定性表示環境經常處於變動之中，新進事業進入後面

臨經營不確定性的風險，例如 DRAM業「供給面很難預估、需求面比較好

預估」「供給面大家都評算得不準，會有 5%~10%的供給量市場差異，這樣

市場就很容易有很大的波動。」（D103, D112） 

金門環境的不確定性（變化莫測）導致業者營業狀況不如進入前的預

期。「金門還沒開放觀光之前，那時候其實金門的景氣非常非常的好，就

是說價格是非常地高，我們（浯江飯店）在八十四年開幕，八十五年一月

開始以後，就是中共有一個導彈嘛！試射飛彈、啞巴彈的時候，整個金門

三個月都沒有觀光客，然後再加上每一年每一年的天災人禍！我們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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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了二億九千多萬呀！」「你覺得市場很好，可是當你一投資下去的時候

突然市場有一個很大的變化，那樣子就會影響很大。」「料不中事情太多

而且每年都有。」（H102, H107, H113） 

金門面臨開放大陸人士觀光，預期需求將大幅成長，然而業者仍不願

投資，就是因為不確定性仍高。「景氣一來，我們的旅館會不夠，這些合

法的旅館，再加上那一些小飯店的話，根本就供不應求」（H117, H118）「因

為這裡的客源跟市場，我們又受制於天候，譬如說像颱風啦！很多因素會

影響我們的客源，然後再加上這裡本身的業務量沒有那麼大，所以真正投

資下去，不是說沒有生意，是完全沒有投資報酬率。」（H119） 

（四）共生群體的協力程度（成熟度） 

廠商的共生群體共享市場的榮枯，其越能協力合作者能共同創造市場

規模，例如 DRAM 業的共生群體包括上游的機台供應商、原料供應商、

下游封測廠商以及 PC客戶，其協力程度越高，DRAM業者進入後的營運

就越順暢。 

「也剛好台灣 PC供應鏈是很成熟了。」「整個產業會往前走！⋯畢竟

還有屬於他（機台供應商）的智慧財產權的部份，他當然可以販售給別人，

他也可以蓋 Clean Room，沒有錯呀！」「以前封測廠比較多，但是後來都

關閉！有的做得不好併來併去！現在生存下來的封測廠，大概都是健康、

規模比較大的！」（D133, D150 , D241） 

休閒型觀光旅館的重要的共生群體「主要就是旅遊業，以及機關團體

（客戶），這幾年因為製造業外移，政府對觀光產業的扶植也扮演重要的

角色。」「共生群體方面，包括租車公司、外包業（洗衣、生鮮供應商，

清潔等），離島（例如金門）再加上航空公司、運輸、當地旅行社。」（H408, 

H511）此外部份地區尙包括國家公園管理局及周邊特產業者等，共同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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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資源、提升區域吸引力。 

「今天如果沒有國家公園管理局，我們金門的觀光也發達不起來。」

「我們需要與易遊網、旅行社充分合作，互利互惠。」「與立榮、網路旅

遊業者合作，不花錢，大家互惠創造雙贏，現在已非單打獨鬥的時代。」

（H219-1,  H405 , H409） 

觀光旅館業的營運甚至也受共生族群（如旅行社）本身的競爭程度所

波及，使得旅館業也陷入低價競爭的局面：「因為旅行社都是一個競爭，

差一佰塊在這裡就差很多，大家都在標呀、競價求售，所以對他來講，任

何一點點小小的利潤就很難。」「以前旅行社跟飯店啦、遊覽車啦、餐廳

啦，大家都是各自獨立的，但是這一、二年的趨勢好像變成不一條鞭的話，

會生存不下去！很多旅行社自已有遊覽車又有餐廳，就是今天我有客人

來，就規定到我的餐廳，價位都壓得很低！」（H129, H216） 

（五）基礎設施完備性 

DRAM產業基礎設施例如科學園區、水電設施、交通建設等，對於製

造業而言，基礎設施是營運效率的前提要件，例如新竹科學園區使得協力

廠商得以群聚，地理接近性使得效率得以提升：「因為我們主要的 PC供應

鏈都在這嘛！」。 

觀光旅館業的基礎設施包括休閒娛樂設施、觀光景點等，對於觀光旅

館業而言，基礎設施是創造市場需求的前提要件：「以前機場的條件很差，

真的只要一起霧上午不飛那是正常的事情啦!那個霧季很長，從二三四月有

時候到五月還霧季。」「現在班線又增加，相對各地要來金門就方便了！」

「最近幾年，你看國家公園保護金門的戰役事蹟、古厝，就做得很不錯！」

（H122, H215 , H219） 

綜合以上市場環境的五個面向，當市場需求成長性（或未滿足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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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高、競爭程度低、環境不確定性低、週邊共生族群協力程度與基礎

設施的完備性高，亦即整體呈現較有利的狀況時，新進入市場之事業較易

於存活，也可有較佳的營業成長性與獲利。對於觀光旅館業而言，週邊共

生族群協力程度與基礎設施的完備性進一步帶來市場需求的成長，再因為

市場需求的成長使得新進入旅館享有較佳的營業狀況。 

力晶進入十二吋廠的時機優勢：「的確之所以我們可以獲利那麼多的

地方就是拜十二吋廠之賜，我們在 2003 年開始量產，剛好 2003 年、2004

年這一波價格滿不錯，十二吋廠的毛利大概平均 40%應該有吧，在 2004

年！」「大環境就是這樣子，我們的決策跟我們所看到的方向，在這個時

間，我們覺得要做還是要做，只是我們必需選擇時間點，那就是以我們觀

察的這個時間點切入，其實我覺得沒有絕對完美的決策啊！只有說的確我

們剛好跟大趨勢有符合到。」（D126, D123） 

「（華亞）第一年他是有賺錢，2005 年就是今年，他也是賺錢！所以

他算是從建廠生產第一年就賺錢啦！第二年也賺錢，明年也可預見他應該

也會賺錢。」「假如時機不好的話，有產能也是會虧啦！是虧多虧少的問

題」（D213, D213-1） 

金沙假日飯店在民國 90 年國民旅遊市場興起、開放大陸人士觀光後

進入市場，同時金門環境的不確定性已較為降低而基礎設施已趨完善，故

進入後第一年即能損益兩平：「金沙因為時機好、策略方向正確，加上成

本較低，我們在第一年就可以損益兩平。」「金沙假日還好他後面才來做。」

（H406, H224） 

研究發現九：市場需求成長性（或未滿足需求的程度）、競爭程度、

環境不確定性、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協力程度、基礎設施的完備性，

形成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的指標。在環境有利程度較高的期間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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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創事業，擁有時機之優勢。 

歸納以上研究發現並回應相關文獻，策略文獻之環境有利程度面向包

括市場需求成長性、競爭程度、環境不確定性，本研究加上組織生態觀點

的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協力程度、基礎設施完備程度等，在個案證據中獲

得支持，表示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可以依據此五項構面加以評估。從個

案資料之中，本研究又歸納此環境有利程度變化的驅動因子包括制度環境

因素以及產業環境的變化（圖 5-13）。前者例如金門觀光市場的不確定性

與基礎設施的完備性，主要導因皆為政府的政策因素，後者例如觀光旅館

業共生資源的出現（公路開通、機場建好）或是高科技產業上游出現新技

術、下游出現新應用，導致需求的成長變化。 

 

 

 

 

 

 

圖 5-13  市場進入時機有利程度影響因素觀念架構圖 

三、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配合（模式三） 

資源取得時機除了考量環境變化在可得性與效益性高的時間取得較

為有利之外，尚須配合資源所應到位的時間，也就是在預定進入市場時間

之前完成所有資源能力之建置，但是太早取得又將發生資源的持有成本，

因而資源取得的前置時間需妥為掌握。 

DRAM晶圓廠需要獲取的資源包括資金、機台設備、廠房建造等：「什

市場進入時

機有利程度 

市場環境有利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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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需求成長性 
-競爭程度 
-環境不確定性 
-支援網絡與共生族
群協力程度 
-基礎設施完備程度 

市場環境變化驅動

因素： 
制度環境因素 
產業環境變化 
-景氣變化 
-上游新技術 
-下游新應用 
-新競爭者出現 
-共生資源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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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時候去市場上籌措資金、你需要資金什麼時候到位，這個應該可以被規

劃的。」（D134） 

機台設備是晶圓廠最重大的投資，故前置時間的控制非常重要：「投

資是逐步的。三千片我就三千片的機台，我看（市場）不錯了，我就規劃

六千片，就用六千片的機台，不是 2002 年就有四萬五千片的產能！」「有

做多少才能擴張到多少！那個是要被規劃的，需設想你要有多少的產出。」

「你一定要規劃什麼時候機台要到位，整個生產控制它什麼時候會發生，

機台什麼時候要 release，讓它可以發生效益。release 機台之後，還要做一

些驗證啊！機台也是一個產品，也要我們客戶端驗證過才能 release 

Production，中間還要有一段時間。」「裝機要兩個月、試產要兩個月，一

般大約 4-6個月。」「那最好是你抓住設備進來到量產這段時間愈短愈好！」

「要縮短就是事前的準備功夫要做得很好！技術引進的話，就要對對方的

技術有相當的了解、相當的熟練度！」（D139, D146, D144, D236, D237, 

D238） 

新創事業經過創立期間而欲將產品/服務推進市場，通常有預定看好的

時機，因而各項資源取得的準備與能力的建置，必須在預定時間之前達到

可以有效運作的水準，方能把握市場有利的時機。例如 DRAM 晶圓廠視

市場的景氣狀況購置機台設備、培養量產能力：「最合適當然是能抓住景

氣差的時候去投資，到廠建好了可以大量生產時景氣正好，那是最好的。」

「第一台、第二台先看景氣的好壞！我不會一下子把六萬片（機台）都用

進來！如果景氣非常好，我可能儘量把六萬片趕快做好！一定是這樣！」

（D204, D242） 

如此慎重的規劃取得時機，就是為了避免持有成本：「當然機台進來，

就開始折舊啦！機台就是我的 loading，有這些機台進來，那我勢必就要讓

他發生效益，我就要投產啊！」「撙節支出、節省成本，這是每家公司都



 

 127

要做的。」（D145, D147） 

整體晶圓廠房的建造與前置時間掌握方面：「設備基本上佔投資計劃

的金額是九成以上，廠房跟共用設備佔總投資金額 10%而已，那個不多

啦！所以那個一定要先做！而且建廠的時間花得比較長，而設備進來裝

好，差不多幾個月就可能生產，策略上也是這樣在運用！」（D243） 

研究發現十：各項資源取得前置時間掌握較佳者，持有成本低，且較

能掌握市場進入時機。 

上述命題關鍵的「持有成本」卻因資源的屬性而有不同，某些資源的

折舊性不高，而且用途較不受限制，容易變現或移轉他用，也就是可回復

性高，退出所將遭致的損失較少，則可以提前取得，例如土地資源沒有折

舊問題，甚至轉售的溢價可以彌補利息等持有期間的費用，則往往會提前

取得該資源。反之，有些資源則價值減損迅速，例如過去擁有許多八吋晶

圓廠的 DRAM大公司，現在卻成為經營的包袱： 

「現在不可能每個廠都轉成 0.11製程嘛！投入這麼多，這是不行。了

不起，五個廠找兩個投資就很可觀了，所以他們（八吋晶圓廠商）在過去

二、三年在思考如何轉型。」「退出的障礙也是很高的，你要嘛就是被人

整併，或是花五年的時間慢慢去轉型。」「那些大廠，你看他們的包袱更

重，動輒八吋晶圓廠五座八座這樣子，所以我們為什麼現在可以有競爭

力，就是我們過去的包袱有限，那個大陸順口溜『丟掉包袱，輕裝上陣』，

我們這個部份就可以做得很快。」（D122, D124, D125） 

研究發現十一：可回復性越高的資源，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越低。 

歸納以上研究發現，由於研究情境是新創事業，個別資源的取得時機

除了考量資源所處環境的有利程度之外，尚須考慮進入市場時機的配合，

也就是在進入市場時所需具備的基本資源能力都要建置完成、達到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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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運作的狀態，因此要在適當的前置時間就開始資源的建置與能力的培

養，如此才能掌握市場有利的進入時機。 

新事業應在適當的前置時間開始取得各項資源、培養能力，過早取得

特定資源由於需等待其他資源齊備而將發生「持有成本」，太晚開始則將

延誤市場進入時機，可能發生「延遲成本」。有些資源由於具有「可回復

性」，也就是價值不易減損（折舊性低）或是容易轉賣變現（市場性高），

因而持有成本較低，此種資源就可以提早取得。在市場進入時機掌握方

面，進入產業前基本資源能力須具足方能在預定時間進入市場以掌握有利

時機，故資源延後取得使市場進入時機延後可能錯失有利的市場機會，所

付出之代價為延遲成本。 

茲歸納以上研究發現，將上述的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配合的

相關概念表示於圖 5-14。 

 

 

 

 

 

圖 5-14  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配合觀念架構圖 

由觀念架構圖 5-14得出以下命題： 

命題三：資源取得前置時間掌握越佳，持有成本越低，且較不發生市

場之延遲成本。 

命題四：可回復性越高之資源，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越低。 

提前 

延後 

資源特性：

可回復性 

前置時間

掌握 

持有成本 

延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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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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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4-1：折舊性越高的資源，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較高。反之，具

增值性的資源儘早取得，時機較有利。 

命題 4-2：多用途性、市場性越高的資源，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較低。 

在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的變化下，新事業會選定有利的時間進入市場，

若市場有利之期間較長，進入時間稍微延後的延遲成本不高，但若市場有

利之期間短，則延後進入將發生較大的損失。因而在延遲成本高之下，市

場進入時機之掌握更加重要。 

命題五：在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的變化下，延遲成本越高，市場進入時

機掌握越重要。 

綜合上述事後回顧模式（圖 5-12、圖 5-13、圖 5-14）對於進入市場前

資源取得時機之探討，特定資源在不同時間隨著環境的改變以及技術進步

的特性其可得性與效益性會跟著改變，取得時間不同，可能發生之補救成

本不同。如果資源提前取得，提前期間將發生持有成本，其高低受資源可

回復性影響；如果資源延後取得，將使市場進入時機跟著延後，可能錯失

有利的市場機會而發生延遲成本。 

由於市場環境有利程度處於變化之中，若是市場有利的期間短暫，則

延誤可能錯過市場有利時機，延遲成本高，當延後取得資源所發生之延遲

成本高，則不應延後但可提前取得，此時應考量資源之補救成本與持有成

本，當錯過資源有利時機之補救成本高過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時，提前取

得較為有利。反之，若是市場有利時機期間較長，資源之延後取得對市場

產生的延遲成本不大，則可延後取得資源，此時應同時考慮延後之延遲成

本、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和補救成本的高低，以決定較佳的資源取得時機。 

茲將採取事前觀點下資源取得時機決策與市場進入時機決策彙總說



 

 130

明如下。資源環境的變化與資源特性影響資源可得性與效益性之變化，進

而影響資源取得時機決策中補救成本之高低；資源可回復性影響資源提前

取得之持有成本的高低；而市場環境有利程度的變化影響市場進入時機決

策，同時影響延遲成本的高低；在市場進入時機預定之後，資源取得時機

原則上亦配合前置時間的需要而決定，但是考量其資源環境變化下補救成

本的高低，可能提前取得或延後取得，故需再配合持有成本以及延遲成本

的考量進行整體的時機決策（圖 5-15）。 

 

 

 

 

 

 

 

 

 

 

圖 5-15本研究綜合架構圖：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之事前決策觀點 

由以上討論可歸納新事業進入市場前之資源取得，若在原定前置時間

之前提前取得將發生持有成本，但若延後取得可能發生延遲成本，故應綜

合考量環境變化與資源特性，在資源面的補救成本、持有成本以及市場面

的延遲成本三者的互動之下，決定適當的取得時機。針對三種成本考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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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機決策再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六：當市場延後進入之延遲成本高，且資源有利時機在原定前置

時間之前，此時資源取得不應延後但可提前；當錯過資源有利時機之補救

成本高於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時，提前取得較為有利；反之則應於原定的

前置時間方取得資源。 

命題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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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成本之間彼此有關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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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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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八：當資源之補救成本很高、市場的延遲成本也很高，但持有成

本較低，則應提前取得資源；反之，當資源之補救成本很高、持有成本也

很高而市場的延遲成本較低，則應延後取得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