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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近代行動通訊產業隨著技術與服務應用的演進，產業成員日增，廠商經營模式與產

業構形不斷改寫，廠商所採取的經營策略與統轄模式多元而分歧，本章欲藉由文獻探討

建立後續章節相關分析之理論基礎，作為本研究之思考依據。本章第一節將就廠商從事

價值活動之技術類型(technology typology)進行探討，並藉此描繪不同技術類型之價值組

態(value configuration)與其特性；第二節針對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與廠

商價值活動統轄決策之關聯進行闡述；第三節則著眼廠商持續累積資源塑造核心能耐以

創造競爭優勢並獲致超額利潤的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第四節則就創新

與企業成長進行概念性陳述，並就交易成本理論與資源基礎觀點進行比較，以探討廠商

統轄結構之抉擇。 

第一節、價值活動技術類型與價值組態 

不論就理論或實務而言，企業策略管理的核心挑戰即在理解企業如何創造差異

(Nelson, 1991)，而此差異則源自企業價值活動的選擇與設計所建構的企業競爭力，透過

解析廠商具有策略意義的活動單元提供了解這些價值活動單元在企業價值創造的過程

中對成本與價值所產生的影響(Porter, 1985)。Porter 的價值鏈(Value Chain)分析模型被視

為 90 年代最強而複雜有力的觀念之一(Papows, 1999)，Porter 認為企業內的價值創造活

動並非一群人、設備、與資金隨機而複雜的運作組合即可創造顧客價值，而是應該具備

系統化的運作機制，而執行價值活動的能力與鏈結這些活動的協調機制是一個企業創造

差異化與競爭力的來源。Porter 將企業價值活動分為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與支援

活動(Support Activities)，主要活動的內涵則依序包括進料、生產、出貨、行銷業務和售

後服務等活動，支援活動則包括採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與基盤建置等價值活

動，而各價值活動間則有賴資訊流通與協調機制形成鏈結的要素。然而在一個產業之

內，甚少企業可獨立完成一項商品交付終端使用者，因此多個企業價值鏈的交互鏈結，

從而共同形成一個價值體系(value system)。 

觀諸價值鏈分析模型之立論基礎乃建構在企業技術類型(typology)之一長鏈型技術

(Long-linked Technolgoy)，可充分描繪企業價值活動以序列式執行的產業，例如製造業，

並據以進行競爭策略之思考基礎，然而對不從事製造活動之企業例如電信服務業者則相

對解釋力較弱，因此有必要回歸辨識價值活動之本質(ontology)，或可從價值活動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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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來加以理解。 

Thompson(1967)認為組織就像是一個開放式的系統(open system)，其本身即具有模

糊性(indeterminate)，並且面對外部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然而卻必須在理性的準則

下運作(criteria of rationality)，因此處理不確定性成為核心課題。一個企業應將部分的活

動設計專司回應不確定性，其他活動則以確定或近乎確定的模式運作，而其中專司不確

定性問題的活動之間的鏈結(articulation)即十分重要。造成企業經營不確定因素以技術和

外部環境為主要來源，因此進一步理解企業活動技術的差異有助於吾人理解企業所面對

的不確定性特徵之異同。 

若就投入產出觀念思考，企業投入的特徵、投入轉化為產品的過程、以及產出的特

徵等三項基本要素背後所隱含的所使用的材料的本質、將投入轉化為產出流程中所運用

的技能與運作模式特徵、以及轉化過程中所運用知識的狀態(Scott, 1981)等更描繪出企業

價值創造過程的完整構念。基於上述以投入、技術運用轉化與產出作為組織運作理性

(organizational rationality)為主要活動構成要素(component)為思考邏輯下，企業活動以技

術類別區分可分為長鏈型技術(Long-linked Technology)、中介型技術(Mediating 

Technology)、與密集型技術(Intensive Technology)。此處之「技術」乃指「將投入轉化

為產出時所需之資訊、設備、技能、與流程」(Robbins, 1989)。 

長鏈型技術在投入與產出之間的產品轉化過程中，其作業流程依序完成，並且在相

同的時間內，使用相同的生產設備與工具，採用相同的生產流程，不斷重複類似的活動

生產一種標準產品，產製過程中每一個活動透過標準化來降低不確定性，而活動與活動

之間的鏈結彈性則用以回應因環境所產生的不確定性。規模(相同的投入複製更多產出)

與效率(降低每一次投入產出所使用之資源)構成長鏈型價值活動的成本基本要素。 

圖一：長鏈型技術 

 

 

資料來源：Robbins (1983) 

中介型技術則指此一系列活動乃屬中介者之角色，旨在滿足二方顧客互相依賴

(interdependent)關係的需求。此一價值提供者之主要價值活動通常為建立並維護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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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並使顧客易於使用，以協助客戶隨時可進行交易之協調、談判或執行(Underwood, 

2002)。組織中每一個部門採用相容或相同的規範與方式運作，亦即作業規範與流程的

標準化可確保中介型技術的企業活動在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下運作，而階層式分類手法

(bureaucratic techniques of categorization)與非個人的規則採用(impersonal application of 

rules)對組織最有利(Weber, 1947; Merton, 1957a)。 

圖二：中介型技術 

 

 

資料來源：Robbins (1983) 

 

密集型技術則指在不同的情境下因應客戶需求的客製化技術，此類的價值活動通常

在解決顧客之特定問題，因此需要特定之專業知識，並在特定情境下尋求解決問題之

道，也因為問題的不確定性與獨特性高，因此過程中涉及較多的客製化與決策選擇，且

在導入方法後通常還需加以追蹤成效，並可能以執行與驗證多次循環式執行後始得以竟

其功。密集型技術在本質上是一種客製化的技術，其成效決定因素除了必須確保有潛在

需求的產能資源隨時可得，同時亦必須在解決某一特定個案的問題的時候，產能資源的

有效選擇與客製化組合(Thompson, 1967)。 

圖三：密集型技術 

 

 

 

資料來源：Robbins (1983) 

 

Stabell and Fjeldstad(1998)根據 Thompson 價值活動的技術類型，除延續 Porter 價值

鏈(value chain)分析架構之外，並提出價值店(value shop)與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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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組態(value configuration)。 

Porter(1985)將企業的價值活動予以拆解，每一項活動必須符合下列特徵：(1)具有不

同經濟特性；(2)對價值的差異化可能產生極大影響；(3)在成本結構中佔有較高比重或

是此一比重有提高的趨勢。Porter 的價值鏈分析架構將上述價值活動分為二階式的活動

類型，包含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與支援活動(support  activities)，其中主要活動係

依據前述長鏈型技術作為價值創造邏輯的基礎，而次要活動則並不具備此一特徵。價值

活動的分割方式其目的並非描繪廠商實際的生產活動流程，而是用來作為辨識可進一步

改善或具有潛在改善空間的策略性價值活動，並從競爭優勢創造的觀點進行思考。價值

的創造從產品與市場區隔定位決定，而價值鏈模型則較著重在成本以及成本的驅動因素

(Porter, 1991)，這些驅動因素包含規模(scale)、產能利用(capacity utilization)、連結

(linkages)、相互關係(inter-relationships)、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地點(location)、

時間點(timing)、學習(learning)、決策(policy decisions)和政府法規(government regulations)

等。而這些成本驅動因素亦同樣適用於價值店與價值網絡之價值組態。 

價值店則依據 Thompson 的密集型技術作為價值創造邏輯的基礎，此類型的價值活

動通常被歸類在價值鏈的支援活動中，以解決某些特定的問題為價值活動的核心，例如

石油產業的上游(Jones, 1988)、工業產品、製程開發(Clark & Wheelwright, 1993)或專業服

務業如醫療、建築與工程等。透過這些價值活動的組合與執行，廠商可提升價值與降低

成本。價值店為解決特定顧客問題，程序上通常先採行一個標準化流程以取得顧客問題

本身相關或無關的流程，此一程序有利於蒐集價值創造時所需的基本資訊並可降低因顧

客問題的多樣性所產生的高成本；其次問題解決的流程通常是透過價值活動依序

(sequential)以互動(interactive)與交互(reciprocal)運作循環(cyclical)不斷測試並確認服務

的有效性，因此活動與活動之間的互相依賴性極高，然而為確保服務的品質，通常必須

有效率的運用專業人力。此外，價值店有一重要特徵，亦即「價值資訊不對稱」(value 

information asymmetry)，此乃由於顧客與廠商間專業知識落差導致資訊不對稱，因而有

時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價值的認知並不明確，甚至有時候成果是負面的，因此價值店的

商業價值系統(business value system)基本上是一個關係和信譽的網絡(Friedson, 1960; 

Karpik, 1989)，而商譽代表的是價值(Porter, 1985)。在者，規模通常無法為價值店型態的

廠商創造優勢，而地理位置(location)所帶來的地利之便則為創造優勢來源之一，因為專

業人士網絡的取得與協調為價值店型態廠商最主要的成本來源，因此規模愈大，成本愈

高；地理位置則與鄰近客戶或便於取得知識相關；綜合規模與地理優勢者，通常需為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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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規模大型化以及跨越多個地區服務的跨國型態價值店廠商為主(Porter, 1985)。 

價值網絡係指可以被視為一個價值網絡的廠商(Stabell & Fjeldstad, 1998)，乃根據中

介型技術(Thompson, 1967)型態鏈結兩方需要互相依賴的客戶。中介技術協助客戶的交

換需求，並需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價值網絡型廠商本身並非一個網絡，而是提供

網絡服務。此類商業價值系統係由一群共同合作、階層式(layered)並且鏈結的網絡所構

成，其價值創造邏輯有顯著的網路外部性，因此標準化為媒合和監督的基本要件，例如

相同的技術標準、流程、或是制式的交易合約，以有效率的完成每一個循環式(reciprocal)

價值活動。價值網絡型態廠商的競爭優勢來自需求端的正網路外部性所形成的經濟規模

(Katz & Shapiro, 1985), 而當網路外部性形成之後，服務的價值將受到加入這個網絡的顧

客特徵所影響(Bental & Speigel, 1995)。廠商端的規模提供顧客服務的便利性和降低使用

成本(Domowitz, 1995)，然而廠商並不一定需要自行建構此一規模，而可以透過策略聯

盟的方式達成組成(Forestieri, 1993)。其次，和價值鏈型態廠商有所不同的是，價值網絡

型態廠商的產能利用率影響價值創造與成本，而產能利用率對價值鏈型態廠商則僅為成

本驅力。此外，由於標準化為提供服務的必要條件，廠商間學習的外溢效果至關重要。 

綜合上述，價值組態之理論邏輯與策略意涵如下表所示。 

表一：價值組態類型 

 價值鏈 價值網絡 價值店 
價值創造邏輯 將投入轉化為產

品 
鏈結顧客 解決顧客問題 

主要技術類型 長鏈型 中介型 密集型 
主要活動類別 向內運籌 

生產 
向外運籌 
行銷 
服務 

網絡推廣與合約管

理 
提供服務 
基盤運作 

尋找並取得問題 
解決問題 
選擇 
執行 
控制與評估 

主要活動間關聯

邏輯 
序列 同時/平行 週期/螺旋 

主要活動互相依

賴性 
序列 交互 

 
序列 
交互 

主要成本趨動因

素 
規模 
產能利用 

規模 
產能利用 

 

主要價值驅動因

素 
 規模 

產能利用 
聲譽 

商業價值系統結

構 
互相鏈結之長鏈

形 
分層並互連的網絡 依專業分類群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Stabell and Fjeldsta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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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交易成本理論之探討 

不論何種類型的價值創造邏輯下所產生的產品，成本皆為該經濟活動的關鍵要素，

產品成本可分為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Williamson, 1979)，而由於廠商與市場皆由企業家

所組成，其目的在於降低交易成本，而非僅將投入轉換為產出的組織，並以市場機能決

定生產要素的購買及產品的產出(Coase, 1937)。交易成本除了包含一個體系運行的經常

性成本外，尚包含基本制度架構的建立、維護或改變的成本，其中設立制度安排的特殊

投資為固定交易成本，而交易數目與數量則為變動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又可分為管理交

易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前者指在廠商內部下達命令行使權利的成本，後者則為利用市

場的成本。在交易成本效率理性下，當市場交易成本低於管理交易成本時，廠商即傾向

於在市場上取得該產品，反之，則傾向自行生產。 

而從市場交易的活動內容與程序觀之，市場交易成本的產生可分為： 

 準備簽約的成本（交易前，ex ante）：狹義的搜尋與訊息成本(search and 

information costs) 

 完成簽約的成本（交易前，ex ante）：談判與決策成本(bargaining and decision 

costs) 

 監督與執行契約義務的成本（交易後，ex post）(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costs) 

其次，在廠商內部下達指令以促使勞動契約履行的管理交易成本則包括： 

 設立、維護或改變組織設計的固定成本：例如人事管理成本、訊息與技術的投

資等 

 組織運作的變動成本：可分為訊息成本，即決策、監督規則的執行、衡量員工

表現、代理成本、訊息管理成本等；與跨越可分離介面之財貨勞務的實質移轉

有關的成本(Williamson, 1985)，例如處理半成品所虛耗的時間成本、公司內部

的運輸成本等 

Williamson (1975, 1985)的交易成本分析架構乃建構在人類行為的假設之上，亦即，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機會主義(opportunism)與風險趨避(risk neutrality)(Chiles 

& McMackin, 1996)；而在不確定的環境(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之中，經理人因有限

資訊和溝通能力的限制所造成的有限理性(Simon, 1957)導致交易前的不確定性，機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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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造成交易後的行為不確定性(behavioral uncertainty)。為了回應前述不確定性問題，

調適(adaptation)、績效衡量(performance evaluation)、與保護交易的特用性資產

(safeguarding transaction specific assets)即成為廠商降低交易成本之統轄結構抉擇的重要

構面。 

表二：交易成本的來源與類型 

 資產特用性 環境不確定性 行為不確定性 
交易成本來源： 
統轄問題之本質 

保護 調適 績效評估 

交易成本類型： 
直接成本 

營造特用資產保

護機制成本 
溝通、協商與協調

成本 
交易前： 
資訊搜尋與篩選

成本 
交易後： 
衡量成本 

交易成本類型： 
機會成本 

無法投資於其它

生產資產 
錯誤的調適方式

或適應失敗 
交易前： 
未能辨識適當的

合作廠商 
交易後： 
致力調整後生產

力下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Rindfleisch & Heide (1997) 

 

若就交易成本的來源與交易成本發生的時點相關性而言，環境不確定性係交易前的

主要成本來源，其次交易前與後都會產生與資產特用性相關之交易成本，而交易頻次對

交易成本本身並無增減之關聯性(Pilling, Crosby, & Jackson, 1994)。換言之，交易前與交

易過程中為有效統轄所產生的直接交易成本來源包含為降低環境不確定性的調適成本

與保護特用性資產的投資成本，交易後則為降低行為不確定性的績效評估所衍生的特用

性資產投資成本。Williamson(1985)認為可由交易頻次與投資特性矩陣決定最適的交易

統轄機制(見下表)。 

 

表三：交易屬性與統轄結構矩陣 

Investment Characteristics 投資特性 Frequency 
頻次 Non-specific 

非特定 
Mixed 
混合 

Idiosyncratic 
特殊性 

Occasional Market Trilate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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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 
非經常性交易 

三邊支配 

Recurrent 
Transaction 
重複性交易 

Governance 
市場支配 

Bilateral Governance 
雙邊支配 

Unified 
Governance 
統一支配 

資料來源：Williamson (1979) 

 

廠商無法自競爭性市場中取得的生產資源與能力，可視為是廠商的核心能耐，包括

處理複雜而不完整資訊的判斷能力、創業家精神、整合能力、成長能力以及與這些能力

互補的生產資源(Langlois, 1995)。交易的統轄機制抉擇一般視市場交易成本相對於內部

化之協調成本與代理成本高低而定。然而廠商亦可能基於核心能耐免於減損，某些生產

資源或相關協調能力即使存在於競爭市場上，廠商仍選擇高度控制模式，以和原有的核

心能耐形成互補或強化效果。當廠商選擇低度控制模式時，隨著交易關係的開展，交易

雙方之間的依賴關係隨之深化，例如地點特定性(site specificity)所可能衍生的高建置(set 

up)與/或重置(relocation)成本，將導致供應商與買方鎖定(locked in)在此一關係之中，其

效果相當於共同的技術互相依賴性(common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同樣的，做

中學所產生的人力資產特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也會導致交易雙方對生產製程知

識的共享等(Dietrich, 1994)，長期而言雙方的議價地位終將由單方依賴轉為雙方依賴

(bilateral dependence)(Williamson, 1996)。 

特用性資產依其特性可分為地點特用性(site specificity)、實體資產特用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人力資產特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品牌資本(brand name 

capital)、專用資產(dedicated assets)、與暫時性特用性(temporal specificity)等

(Williamson1991)。為有效確保具有特殊性且高交易頻次的特用性資產，並避免鎖定關

係中的重新談判合約所面臨的問題，垂直整合 (vertical integration) 或準垂直整合

(quasi-vertical integration) 被視為相對較適統轄機制 (Williamson 1985, Monteverde & 

Teece, 1982)。 

若就制度經濟的角度來看，交易成本是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成本，極小化的絕對或

相對交易成本，在經濟上並不具有合理的目的性，反而是對於經濟實體的經濟品質（效

率）之判定是其「總體經濟結果」而非交易成本的水準(Wallis & North, 1988)，同時，

上述以交易成本為交易統轄機制的主要決定性解釋因素，似無法一般化的充分解釋廠商

在交易成本相對較低的情況下，為何並未全數採用市場統轄機制，抑或垂直整合與準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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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整合模式之採行決策，並非以交易成本為唯一的考量，其他的一般化動態理論重要因

素包括特殊技能的取得與經濟力的中心性等(Dietrich, 1994)。基此，次節將從資源基礎

觀點進一步闡述。 

 

第三節、資源基礎觀點之探討 

相對於著重在以交易為分析單位，並以交易成本為 make or buy 決策基礎的交易成

本理論，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 從廠商是一個追求經濟租或超額利潤的經

濟組織出發，並由廠商價值創造能力與交易價值觀點著眼，透過建立可創造超額利潤的

資源或能力，並善用及萃取這些資源和能力所創造的超額利潤，解釋廠商之統轄結構決

策。 

Daft(1983)對廠商資源(firm resources)做了如下的定義：廠商所控制並運用的所有資

產、能耐、組織流程、廠商屬性(firm attributes)、資訊和知識等，以使廠商得以構思規

劃並執行策略以提升該廠商之經營效度與效率。而廠商屬性使得廠商得以構思並執行價

值創造之策略(Hitt & Ireland, 1986; Thompson & Strickland, 1983; Barney, 1991)，當廠商

之屬性是稀有而有價值的，此屬性即為廠商之競爭優勢。廠商為了持續賺取超額利潤，

會積極的發展或蒐集有形無形的生產資源，並使得廠商的規模與範疇逐漸成長，在此過

程中，新的資源與廠商經營常模結合後會內化為其本身的獨特核心能耐(Rumelt, 1984)，

兩者之間的互補性是創造綜效或生產價值的來源，而當廠商所擁有的資源與其競爭優勢

一致，而此競爭優勢難以被模仿或取代時，其潛在的價值創造能力越大，可為廠商提供

長期維繫之競爭優勢(Barney, 1991)。 

Barney(1989)認為廠商在事前資訊(ex ante information)和機會(chance)的取得乃造成

廠商間差異主要來源。其後經由其所在的市場機制，廠商透過產品市場交互活動逐漸累

積、調整、甚至弱化(decay)某些能力(Levinthal, 1995)，而能力的累積不僅僅在於廠商過

去的知識資產，亦在於廠商的組織設計(Langlois, 1984, 1988)，是否得以有效並且有效率

的學習與調整。此一廠商發展上的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e)與市場篩選有關，也就是

競爭的廣度和強度，競爭愈是激烈的要素市場，會迫使廠商貼近(close in)其核心能力，

因為其他廠商可自要素市場中輕易並且快速的取得不同能力，而此一學習能力又與市場

上已經具有外部性的能力的水準(level)和典型(pattern)有關，亦即市場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Langloi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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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強化組織能耐的資源，大致具備獨特性、專屬性、與模糊性等三項特點。其中

獨特性同時包含有價值、很稀少、不可替代三項特性，而模糊性特質的建構可由「由做

中而來」的內隱性與廠商技能、資產、個人經驗、組織常規間相互依賴而來的組合能力

之複雜性。其次專屬性乃指該項資源不易轉移與分割，或者競爭者縱使取得該項資產，

亦不一定能發揮類似的功能。而廠商為了維繫其資源獨特性或專屬性，隔離機制(isolating 

mechanism)的設計十分重要(Peteraf, 1993; Rumelt, 1984)，例如廠商可藉由內部化、掌控

所有權、申請專利權或其他方式防止關鍵資源的外溢(spill over)(Rumelt, 1987; Tsang, 

2000)，以便佔取較有利的地位。 

Penrose(1959)認為廠商的規模與成長對總體經濟至關重要，原因在個別廠商透過內

部管理架構與機制下的生產組織與開放市場中之生產組織架構大不相同。資源基礎觀點

提出企業成長與成功的主要原因可來自企業本身，並搭配適當的市場環境機會，具優勢

的資源與企業能耐建構廠商競爭優勢的來源(Peteraf, 1993)。因此，廠商透過多角化、垂

直整合、購併等行為，不斷擴大其企業規模，創造經濟規模以較充裕而優越的資源可創

造先進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並塑造人為的進入障礙(artificial barriers to entry)，阻

絕競爭者。 

此外，資源基礎觀點有幾項特點值得進一步討論。其一是時間觀念：策略性資產存

量(strategic asset stocks)係在一段時間內於適當時點流量之累積(accumulated by choosing 

appropriate time paths of flows)，亦即資源流量(例：研發投入、行銷費用)可立即被調整

或改變，然而存量(核心能耐)卻不然。其二是內部資源隨時間動態累積之同時，資源基

礎觀點亦關切市場相對競爭優勢的動態變化，並作為資源是否持續或如何投入或取得的

決策依據，因此專屬資產地位之延續性顯得相對重要。專屬資產之可模仿性與資產累積

的過程相關，並可歸類於幾項特徵，即時間壓縮不經濟(time compression diseconomies)、

資產規模效率(asset mass efficiencies)、資產串接關聯性(asset interconnectedness)、資產侵

蝕(asset erosion)、與因果模糊性(causal ambiguity) (Dierickx & Cool, 1989)。 

面對外部市場動態競爭，廠商不斷追求成長的內生限制(boundaries)何在? Penrose 

(1959, 1995)認為其界線在於管理協調之範圍(area of administrative coordination)與指令

之溝通(authoritative communication)。廠商的價值活動通常受限於其能力而非市場需求，

因而通常其多角化呈現漸進式並朝近似的活動發展(Teece, 1980, 1982)。這些限制來自於

三項主要因素(Teece, Rumelt, Dosi & Winter, 1994): 



 

14 

 學習制度(regime of learning)：指內生(endogenous)、外生的(exogenous)科技機

會以及企業內部和外部的學習速度。 

 路徑相依的本質(nature of path dependency)：路徑相依所產生的限制或機會有賴

於技術(或其他)知識的輪廓(contours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和未來所需知

識(技術)的近似性 

 選擇機制效度(effectiveness of selection mechanism)：指廠商內部與外部(市場)

的篩選機制效度 

 

第四節、創新成長與統轄結構的抉擇 

本節試圖針對企業的創新式成長進行簡要的概念闡述，並就前節討論之交易成本理

論與資源基礎觀點進一步進行差異分析，作為後續章節之理論基礎，以描繪並探討企業

追求成長的創新行為其資源配置與統轄結構抉擇對舊有的產業價值鏈構形產生的結構

性影響。 

Penrose(1959)認為企業的成長有賴產品組合(product mix)的選擇以創造或滿足需

求。需求對顧客的意義在於對已知用途的產品的選擇集合，然而對企業家而言，需求並

非一個前提(given)條件，而是某種可以透過其決策行為所創造的，然而基於每一個廠商

有其既有之資源，因此需求對不同資源基礎的企業，代表的乃是不同的供應的潛在機會

(possibilities of supply)。熊彼得(1912)認為生產要素的使用，皆有若干需要可以確定被滿

足，而廠商透過經濟組合與技術組合的結果，即產品，來滿足這些需要，並且，沒有得

到滿足的需要絕不是沒有意義的，每一種生產決定都必須與其「競爭」，當生產者將生

產向一個既定的方向推得愈遠，一種特定的需要得到的滿足越多，想要得到更多這個需

要的慾望之強度就愈小，因此透過進一步生產所得到的滿足感的增加就愈小，也就是生

產報酬遞減，此時，新產品的開發或新市場的發展，是持續追求成長的重要途徑。 

進一步探究產品的創造過程以及如何透過這個過程滿足已知或潛在的機會，熊彼得

將生產定義為把吾人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生產其他的東西或使用不同

的方法生產相同的東西，意味著以不同的方式把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而只要當「新

組合」最終可能透過小步驟的不斷調整從舊組合中產生的時候，那就一定有變化，可能

也會有成長，但是既不能產生新現象，也不會產生新的發展，然而當新組合是間斷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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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時候，那麼具有發展特點的現象就出現了，而此一發展，可定義為實現新的組合」。

由此可知，廠商可透過不斷調整既有組合的方式以滿足需求，然而當生產報酬遞減的情

況愈來愈顯著時，所能創造的利潤愈來愈小，廠商追求成長也就愈來愈困難，然而當全

新組合出現時，就展開了另一個新的成長循環。此一新組合的實現，即為創新，而間斷

地出現的新組合，即為斷裂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其次，新組合不一定由舊廠商

所啟動，而是經常體現在新的廠商中，執行新組合的生產與商業過程，形成一個新的循

環，在競爭的經濟體制裡，新組合意味對舊組合透過競爭而將之消滅(Schumpeter, 1912)。 

而新組合可能以如下的形式或組合出現： 

1. 採用一種新產品：是顧客還不熟悉的產品，或是一種產品的新特性 

2. 採用一種新生產方法：是在有關的製造部門中尚未透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

新方法不需要建立在科學新發現的基礎之上，並且也可以存在於商業上處理一

種產品的新方式之中 

3. 開闢一個新市場：是有關國家的某一製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

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 

4. 取得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供應來源：不論此一來源是已經存在的，抑或

第一次創造出來的 

5. 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組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 

基此，企業如何看待市場需求並隨市場需求的變化，不斷調整生產要素的運用、組

合甚或重組來滿足既有或是新的需求，是企業追求成長的重要課題，並且，如前述，需

求的滿足並非僅限於既有的廠商可為，極有可能來自新廠商的新組合或新組合模式，如

此一來，廠商必須在動態競爭演進過程中(Nelson & Winter, 1982)，不斷尋求最佳或最適

之資源配置與統轄機制。 

其次，若吾人欲理解交易成本理論與資源基礎觀點在策略管理上的意涵，並以為廠

商統轄結構的決策基礎，必先理解其立論基礎與假設之異同。首先，雖則二者皆從廠商

層次著手，然交易成本以「交易」(transaction)為分析單元，而資源基礎觀點則以「決策」

(decision making)為討論基礎分析「資源」相關概念。前者從經濟法律為理論觀點出發，

後者以組織經濟為觀照重點。再者交易成本理論以人類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為假設前提，相對的，資源基礎觀點則以程序規則管理理性(rule-governed proced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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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為出發(Knudsen, 1995)。而二者的策略思維基礎亦有所不同，Williamson(1991)

認為資源的有效率運用(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是一般最佳策略(optimal 

strategy)，Wernerfelt(1995)則認為資源基礎觀點資產部署的目的在創造最大利潤，即李

嘉圖租的徵收(extraction of Ricardian rent)而非從寡占的企圖出發阻絕競爭。 

 

表四：交易成本理論與資源基礎觀點之比較 

 交易成本理論 資源基礎觀點 
分析單元 交易 資源 
理論基礎 經濟法律 經濟組織 
分析層次 廠商 廠商 
基本假設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有限理性 
程序規則管理理性 

解釋因素 交易特性包括 
- 不確定性(環境不確

定性及交易績效模

糊性) 
- 資產特用性 
- 交易頻率 

資源的稀少性、互補性及替

代性 

交易價值或成本來

源 
交易成本源自調適、績效衡

量與特用資產保護 
超額利潤來自天然資源稀

少性或人為創造障礙，且該

資源與廠商核心能耐具高

度互補性 
理論邏輯 依循著交易特性選擇適當

的統轄結構，以節約交易成

本和生產成本 

積極發展、累積和善用資

源，以持續創造超額利潤 

策略邏輯 資源的運用效率最大化 資源配置的利潤創造最大

化 
廠商統轄的角色 透過權威及協調交易，以降

低交易成本 
在互補性的原則下，藉資源

內部化創造超額利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交易成本理論乃建立在一項前提假設下，即廠商所有所需之資源皆可自市場上購買

或出售，然而要素市場是有瑕疵的(imperfect factor market) (Barney, 1986)，並有其不完

全性(incomplete factor market) (Dierickx & Cool, 1989)，例如商譽、信任與顧客忠誠度等

雖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可以是具有實質經濟價值之商品，但技術上並不能由市場上

購得，或是購得的意義是可議的(Arrow, 1974)。交易成本理論由交易成本「減項」出發

尋求效率最大化的最適解(fit)，另一方面資源基礎觀點則由企業營運常模中不斷累積資



 

17 

源的「加項」著眼追求企業成長與利潤創造最大化，二者最終在市場交易成本與內部控

制與協調規模不經濟的限制下產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