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業策略 

 

策略(strategy)的本質就是為了應付競爭所需(Porter,1980)。

策略是企業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但企業之經營策略的形成須經過複

雜繁瑣的過程，考慮的因素何止千百，因此學者專家無不尋找較簡單

的思維架構，以降低形成策略的複雜程度(湯明哲，民92)。策略領

域的形成大部分是以Andrews(1971)在《企業策略概念(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中所提出之架構為基礎。他所定義的策

略是利用SWOT分析法回答企業下列四個基本問題：「可能做(might 

do)」：定義環境中的機會與風險；「能做 (can do)」：定義組織內部

的資源；「想做(want to do)」：診察組織之價值觀；以及「應做(should 

do)」：診察組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Porter(1980)的著作《競爭策略：產業環境與競爭者分析

(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出現第一次重大突破，他以產業組織經濟學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之「結構-行為-績效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為基礎，倡議產業結構決定了



競爭情況及公司的指導內容，並以產業結構的五個力量決定產業內個

別公司所應選擇的策略。Porter(1980)將焦點集中在選擇「正確的產

業」並找到最具吸引力的「地位(position)」。 

 

Prahalad and Hamel(1990)在《企業核心能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中，提出以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

與資源(resource)來競爭，企業策略的研究出現大幅的改變，關注焦

點從公司外部環境移往內部環境，此為策略的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他們的研究強調組織內部的技能與學習，

以及整合配置企業的資源與能力的重要性(Collis and Montgomery, 

1995)。此觀點是認為競爭優勢的來源是出自企業內部的力量的累

積，公司應努力發掘並建立核心的根本能力，並透過此等能力來扶植

其各事業單位的茁壯。 

 

上述兩大分析方法，前者重視「外部環境」，而後者重「內部環

境」。以下將探討企業策略相關文獻，包括了策略的定義、層次、形

態、競爭優勢與策略管理之架構，以為本研究觀念性架構之基礎。 

 

 



一、 策略的意義 

 

策略(或譯為戰略)一詞源自希臘文之軍事用語Strategous，本

意為統帥軍隊之將軍。將策略用於現代企業界的當代學者首推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1947)合著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

中使用到策略的概念。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策略已經成為企業管理

理論中重要的研究領域。然而，對於策略理論的發展，受到不同的情

境因素與策略具有多重構面的本質，使得至今眾多學者對策略的闡述

仍然充滿著爭議與混淆(Hambrick,1983)。 

Drucker (1954)概略性地說明企業策略是決定「企業經營的事

業為何」與「如何經營事業」。Chandler (1962) 定義策略是決定企

業基本長期目標以及為了達成其目標所採取的行動方案與配置所需

資源的決策。Ansoff (1965) 認為策略是企業與環境之間共有的引

線，此引線包括市場範疇(scope)、成長向量(growth vectors)、競

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s)與綜效(synergy)。McNichols 

(1977) 認為策略是運用企業所擁有之技術與資源，在最有利的情況

下達成其基本目標的一種科學與藝術。Schendel & Hofer (1978) 則

認為策略是目前與未來資源配置和環境交互活動的基本組型，用以指

示組織如何達成目標；策略的定義雖有不同，但他們兩人認為主要是



在定義的範圍不同、適用的組織層級不同、策略側重的內容不同、與

對組織系統的探討迥異。 

 

二、策略層次 

 

Holfer and Schendel (1978)將策略分成三個層次：企業策略

(corporate strategy)、事業策略(business strategy)、功能策略

(functional strategy)。典型的多事業部企業都有此三個主要的管

理層級，如圖2-1所示。 

 

1. 企業策略：或稱事業組合策略(Business Portfolio Strategy)，

屬於企業集團之總體經營策略，說明了企業集團所規劃的事業組

合與所要經營的型態。主要在作成「企業應進入何種行業」的決

策。所以本層次是策略的最高層次，主要焦點在決定企業集團下

的各個事業單位的範圍與資源配置。BCG矩陣與GE矩陣分析法就

是屬於這個層次。 

 

2. 事業策略：屬於企業在特定領域內的競爭策略，主要說明「提供

的產品與服務為何」與「所欲服務的客戶為何」，並作成「在已選



定的行業區隔中，如何取得最佳的競爭優勢來進行競爭」。

Porter(1980)指出競爭策略是公司綜合了致力追求的各種「目

標」，與達成目標所使用的「手段」，及其所衍生出來的結果。因

此，本策略層級的內容是強調滿足客戶的方式、事業競爭優勢的

建立、生存空間的選擇等，而相對產業競爭者的資本強度、市場

佔有率、獲利性、成長率等是屬於這個層次的策略決定因子。

Abell(1980)定義事業的過程有三個相關的決策：(1) 目標顧客群

(customer groups)，或誰要被滿足；(2) 顧客的需要(customer 

needs)，或什麼是要被滿足的；(3)特異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ies)，如何滿足目標客戶的需求。 

 

3. 功能策略：Mintzberg(1981)依性質將組織的部門大致分成五大類

型，包括高階經營與中階管理(Top and Middle Management)、幕

僚性行政支援部門(Administrative Support)、技術支援部門

(Technical Support)、核心前線部門(Technical Core)。一般而

言，公司依功能性可分成研發、生產、行銷、財務和人事等，各

功能主要在促成資源應用效率最佳化，並結合上述兩層次的策

略，共同完成公司目標。 

 



在大部份的現代組織中，有高階管理者(general managers)與功

能性管理者(functional managers)等兩種管理人員。其中前者是負

責組織的總體績效，或是某一個其所負責的事業單位的總體表現，因

此高階管理者屬於前兩個層級，但因負責的範圍不同，彼此的策略性

角色亦不相同。而功能性管理者們雖不是處在展望全局的地位，但是

能在各自不同的功能領域內扮演著重要的策略性角色。 

 

 

 

 
 

圖2-1  策略性管理層級 
資料來源：整理自Hofer, C.W. and D.E. Schendel (1978), Strategy 

Formulation: Analytical Concept, St. Paul, M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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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層次的策略並非獨立的，而是環環相扣並相互呼應。Bakos 

and Treacy (1986)與榮泰生(1995)對策略的層次也提出相似的看

法。除了以層級劃分企業策略之外，另外Galbraith and Schendel 

(1983)以可控制與不可控制變數來劃分。其中可控制變數包括企業所

能掌握的行銷、生產、投資等，偏重在內部流程上；不可控制變數主

要是外在環境的變化，包括科技、法律、客戶偏好等。 

 

三、策略型態與其構面 

 

有關策略型態的研究，依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的產業與不同的

分類構面，會有不同的策略型態的描述。最常見的分類有Miles and 

Snow (1978)的四種競爭類型、Porter (1980)的一般性競爭策略、司

徒達賢(民78)的六大構面與吳思華(民85)的三大構面，分別說明如

下： 

 

1. Miles and Snow (1978)將事業層次(business level)策略分成四

種類型： 

(1) 防禦者(defenders)：傾向狹隘的產品組合與市場範圍，也

無意擴張經營範圍，而以提供較高品質或較低價格的產



品，來維持現有經營成果。 

(2) 探勘者(prospectors)：傾向尋求市場機會以擴張的產品組

合與市場範圍，重視產品與市場的創新，並能快速反應營

運環境變化中的機會，常是產業之創新者，也常是產業變

動的來源。 

(3) 分析者(analyzers)：同時在較穩定與較變化的市場或產品

範圍內營運。在較穩定的市場中追求效率與低成本，在較

變化的市場中則採取模仿或跟進爭者的策略。 

(4) 反應者(reactors)：典型的風險規避者，不肯輕易嘗試與

創新，只有等到面臨急迫的市場壓力時才會採取行動。 

 

2. Porter(1980)提出五力分析架構，他認為新進入者的威脅、替代

品的威脅、(上游)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下游)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以及產業現存公司的競爭等五種力量決定了在同一產業中，公司

可能面臨的競爭局面。經過產業競爭分析之後，以「策略優勢」

(strategic advantage)與「策略目標」(strategic target)為構

面，提出一般性策略(generic strategies)，將策略分成全面成

本領導(overall cost leadership)、差異化(differentiation)

與集中化(focus)三大策略，如圖2-2所示。 



 

(1) 全面成本領導(overall cost leadership)：企業的營運目

標是儘量降低各項活動之成本。 

(2) 差異化(differentiation)：藉由提供獨特的產品與服務，

以提升顧客購買意願。 

(3) 集中化(focus)：追求在特定目標市場或產品上，找到公司

生存的利基。 

 

 

圖2-2  Porter 的競爭策略 
 

資料來源：Porter, Michael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ic: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差異化 全面
成本領導

集中化

策略優勢

策
略
目
標

具有獨特性 低成本地位
整
個
產
業

特
定
區
隔



決定成本的因素很多，而且不同產業的成本驅動因子各有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降低投入成本(如原物料成本、勞工成本與機器設

備成本等)、提生生產力(如製程創新、良率與產能利用率等)、經驗

曲線與經濟規模。而有效的差異化會讓客戶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購買

公司的產品與服務，一般而言可以從需求面、認知面與競爭面等三個

角度來建構差異化的策略(湯明哲，民92)。就需求面而言，價值驅

動因子(value drivers)是影響消費者為何願意付出額外的價格來購

買的關鍵，包括品質、功能、耐久性、服務水準、便利性等，都是需

求面的差異化基礎。就認知面而言，公司可利用客戶對商品的感受，

創造認知上的差異化，亦即雖然提供與競爭者相同的商品，但客戶卻

在認知上以為本公司的產品會優於競爭者的產品。就競爭面而言，企

業還需考慮競爭者的策略，選擇不一樣差異化要素，例如定價、地點、

內容或特質的不同。而公司須綜合考量此三者來建立差異化優勢。 

 

Arthur and Strickland (2001)認為競爭策略的目標是比競爭者

提供更符合客戶所尋找的價值。而集中化策略(或市場利基策略)不免

對公司應有的市場占有率帶來限制，而且集中化的結果往往是「銷售

量(volume)」與「盈利(profit)」只能二選一，因此可再區分成集中

低成本策略(focused strategy based on lower cost)以及集中差異



化策略(focused strategy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前者在特

定目標市場或產品上，追求比競爭對手更低的成本；而後者是在利基

市場上，找到比競爭對手更能符合目標客戶的特殊需求。 

 

然而，假如公司無法發展出上述的四大策略(成本領導、差異化、

集中低成本、與集中差異化)，將面臨極端的策略困境-卡在中間者

(stuck-in-the-middle)，或找出最佳價值提供者策略(best-cost 

provider strategy)。所謂卡在中間者是在一般性策略之間舉棋不

定，造成身陷泥沼的公司，它缺乏資金與經濟規模來打低成本戰；又

未能產生必要的差異來滿足客戶的價值與需求；同時，也無法集中焦

點在較小的範圍內，創造出差異化或低成本的地位。Arthur and 

Strickland (2001)認為卡在中間者若要脫困，勢必要取得最佳價值

提供者地位，即以較低的價格來提供客戶更佳的價值，並能符合客戶

的特定需求。本研究競爭策略之研究內容，將以 Porter(1980)的一

般競爭策略為主，輔以Arthur and Strickland (2001)對一般競爭

策略的注釋，整理如表2-1所示： 

 

 

 



 

表 2-1  一般競爭策略的特色 
策略與其特

色 

廣泛低成本 廣泛差異化 最佳價值提供

者 

集中化(低成本/

差異性) 

策略目標 整個市場涵蓋 整個市場涵蓋 價質認知的購

買者 

針對特定市場需

求與偏好之利基

區隔 

競爭優勢的

基礎 

比競爭對手更低

的成本 

有能力提供不

一樣的產品或

服務給購買者 

更高的價值 

較低的售價 

針對特定狹小的

市場區隔提供較

便宜的產品(集中

低成本)或不一樣

的產品(集中差異

化)給購買者 

產品線 少數幾項基本產

品(顯少修飾/可

接受的品質/有限

的選擇性) 

很多產品線，很

多選擇性，甚至

可以客製化，特

別強調不一樣

的特色 

「俗又大碗」，

品質好、功能多

但成本不貴，單

位成本的效益

很高 

少部份特別產品

符合特定市場之

需求與偏好 

生產重點 持續降低成本， 

效率、良率提高，

但仍維持可接受

的品質 

生產讓購買者

感覺不一樣的

商品，創造更高

的價值 

控制價格、增加

產品的特色、功

能與品質 

針對目標客戶量

身定做的產品，完

全符合客戶的需

求與品味 

行銷重點 以便宜的價格來

吸引購買者 

不一樣的特色

的產品與服

務，讓購買者願

意付出較高的

代價，廠商 

提高售價以彌

補成本的增加 

以較便宜的價

格提供更高價

值來吸引購買

者，提供滿意的

客戶價值 

專注在滿足特定

市場區隔裡的客

戶之需求 

策略支撐點 低價格/基本必備

的品質與功能/經

濟規模/效率/製

程技術 

創新/特色 控制成本/增加

服務/高品質、

多功能/特色 

量身定做/在利基

市場裡比其他競

爭者更能滿足客

戶的需求 

資料來源:整理自Arthur, A. Thompson, Jr. and A. J. Strickland III (2001), 

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12th e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152. 

 



另外，Walker and Ruekert(1987)將Porter(1980,1985)與Miles 

and Snow (1978)的兩種分類予以整合，提出事業策略的混合分類

(hybrid typology of business strategy)，此一分類主要根據兩個

策略構面，產品/市場發展之強度與競爭優勢基礎，發展出三種策略

類型：即探勘者(prospectors)、低成本防禦者(low cost defenders)

以及差異化防禦者(differentiated defenders)，如圖2-3所示。 

 

 

 
圖2-3 事業單位策略的混合分類方式 

 
資料來源： Walker, Orville C.,Jr. and Robert W. Ruekert (1987), 
“Marketing’s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Business Strategies: A 
Critical Re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51, Jul, pp.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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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司徒達賢(民78,民83)認為不論企業採取何種策略，都應該可以

整理出它的形態。他在民國78年提出八大構面來描述分析各企業的

策略形態，後來在民國83年予以修正成六大構面就足以涵概各種策

略的形態。此六大構面為： 

(1) 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2)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 

(3) 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 

(4) 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5) 地理涵蓋範圍 

(6) 競爭武器 

 

另外，司徒達賢(民84)提出策略形態分析法的思考程序，此程序

共分十階段，如圖2-4，最大的特色是描述現在與未來的環境形貌，

並依據創意或標竿學習(benchmarking)產生新的策略方案，並進一步

從未來的策略形態產生行動方案。 

 
 



圖2-4   策略形態分析法的思考程序 
 

資料來源：司徒達賢(民90)，《策略管理新論：觀念架構及分析方法》，台北：

智勝出版公司，頁37。 

 

4. 余朝權(民77)認為廠商的競爭策略有：以不變應萬變、模仿策略、

完全因應策略、成長策略(以銷量而變、以利潤而變)、診斷式策略、

合謀策略等；嚴奇峰(民76)認為服務業的競爭策略，(1)在降低成本

的策略取向有:掌握低成本客戶、服務標準化、降低服務網路大而無

當的投資；(2)差異化取向有:將無形的服務冠上有形的表徵、標準化

中溶入客製化、服務品質差異化；(3)結合低成本與高品質策略:DIY、

發展會員關係、加強供需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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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吳思華(民85)以其他學者的研究為基礎，並考量企業組織與週

遭環境之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互動關係後，將策略構面歸類

為三大類九細項： 

 

 

表2-2  策略類型與策略構面之對應關係 

策略類型 和「策略構面」相互對應的關係 

市場滲透策略 在原有「產品市場」範疇中，擴大「業務規模」。 

產品發展策略 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產品與服務。 

市場發展策略 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的市場區隔。 

垂直整合策略 在「活動組合」構面中，增加上、下游之價值活動。 

投資水準策略 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生產技術習性，擴大、維持或縮小「業

務規模」。 

多角化策略 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尋找新的「產品市場」範疇。 

水平購併策略 透過和「同業關係」的改變，擴大「業務規模」。 

全球策略 在「地理構形」上，依比較利益法則將價值活動分散到全世

界各地。 

策略聯盟 在「事業網路」構面中，尋找適當的合作夥伴，建立新的網

路關係。 

異業合作策略 在「事業網路」構面中，尋找適當的異業形成良好的合作關

係，以提升服務內容的價值。 

低成本策略、差異

化策略 

在「核心資源」構面中，建立獨特的資產或能力，使其和同

業間形成低成本或差異化等競爭優勢。 

資源統治策略 在「事業網路」構面中，企業和資源供應者間建立適當的網

路關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取得必要資源。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思華(民85)，《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台北：城邦

文化事業出版公司，頁55-61。 

 

 

 
 
 
 



 

(1) 營運範疇(包括產品市場、活動組合、地理構形、業務規模與整

合程度)的界定與調整。 

(2) 核心資源(包括資產與能力)的創造與累積。 

(3) 事業網路關係(包括體系成員、網路關係、網路位置)的建構與

強化。 

策略類型只是策略構面變化的組合，兩者具有對應關係，表2-2

是策略類型與策略構面之對應關係之說明。而公司的利害關係人事指

有利益、要求與利害影響關係的個人或團體，可區分成內部利害關係

人(internal stakeholders)與外部利害關係人(external 

stakeholders)， 前者如股東、董事會成員、管理者與員工；後者包

括顧客、競爭者、供應商、政府、工會、地方社區與一般大眾等。 

 

Churchill and Mullins(2001)認為企業為了獲利而汲汲於採行

成長策略，包括市場滲透策略、市場發展策略、多角化策略、垂直整

合策略等，都將耗損企業資源，尤其可能造成現金流量的枯竭，因此

在執行任何成長策略的速度時，必須考慮營運現金循環(operating 

cash cycle)。Slywotzky and Wise (2002)也強調企業必須非常謹慎

在企業的成長策略，以避免發生成長性危機(growth crisis)。 

 



第二節 策略規劃 

 

一、從管理設計學派(Design School)觀點，策略是一套強調管

理面的實踐策略之程序(湯明哲，民92)，它是理性規劃的結果(黃營

杉，民87)，它視策略決策為一套邏輯性流程(Grant,2002)。Hofer and 

Schendel (1978)認為策略決策程序有六項工作，包括：1.目標形成

(goal formulation)；2.環境分析(environment analysis)；3.策略

形成(strategy formulation)；4.策略評估(strategy evaluation);5.

策略執行(strategy implementation)；6.策略控制(strategy 

control)等，其概念性架構與各活動間的相互關係，可參見圖2-5。 

 

典型的上至下(Top-Down)之策略管理架構可分成策略規劃、策略

執行與策略控制三個階段，如圖2-6所示，在策略規劃階段，包含界

定組織存在的動機與目標，並透過SWOT的分析找出可能的策略集，

再經由選擇的過程挑出策略，因此在此規劃階段主要的兩項活動就是

決定目標(What)和達到目標的手段(How)。 

 
 
 
 
 
 



 

 
圖2-5 Hofer & Schendel的策略管理程序 

 
資料來源： Hofer,C.W. &,D.E. Schendel (1978), Strategy Management,  
St. Paul, MN: West, p.15. 

 

而策略規劃的結果是一套完整配套的策略集(它包括了策略方案

與計畫的組合) ，接著是面臨執行的階段，本階段主要的議題是策略

與組織內其它相關因素的配適，包括組織結構、能力、人員、系統、

文化風格與共享價值的「7S」。接下來是控制階段，它衡量組織的策

略績效，並進行執行與計畫之間差異的修正與調整，因此策略控制是

指為了確保達到策略所追求的目標，所做的衡量修正與調整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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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策略管理程序 

 
資料來源：整理自Hill, Charles W.L. and Gareth R. Jones (1998), Strategic 

Management: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ur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在管理設計學派的策略管理程序架構中，首先要確定公司的使命

與目標。公司使命(mission)有時候也稱為正式目標(official 

goals)，即公司存在的理由。公司使命描述組織的願景(vision)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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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的境界。 Hill and Jones(1998)發現大部份企業的使命都是要

達到一個宏大的目標，也就是成為「第一、最好、最佳、最大⋯」，

所有的使命或正式目標的陳述都是該公司的策略性意圖(strategic 

intent)。 

 

營運目標(operative goals)是公司透過實際營運的程序所欲達

成的目標，以特定的可衡量性量度來描述，亦即衡量企業策略執行的

標準(Kaplan and Norton,2001)。公司營運目標一般可分成六大類

(Daft,2001)： 

(1) 一般性目標(overall performance)：包括獲利率(包括資產報

酬率、淨值報酬率、稅前純利率等)、成長率以及產出量(volume)。 

(2) 資源目標(resources)：主要是公司所計畫自行發展或從外界取

得之資源，例如原物料、財務資源、技術人員等。 

(3) 市場目標(market)：有關市場爭奪市場佔有率或特殊市場地位

的目標，通常這一類的目標屬於行銷、業務、廣告等功能性部門

的目標。 

(4) 員工開發目標(employee development)：指的是員工學習與成

長的目標，包括員工的訓練、激勵、安全與人員配置等。 

(5) 創新與變革目標(innovation and changes)：指的是公司為了



調適外在環境變化所欲達成的內部彈性與反應能力，通常以新產

品、新服務與新流程等為目標。 

(6) 生產力(productivity)：指的是在可運用資源織下，所能創造

出來的產出，通常為每單位勞工產出、每單位產量之成本等。 

 

Penrose(1958)認為一個沒有成長的企業會錯失獲利的契機，但

是盲目地追求業績成長，反而會犧牲獲利能力。而且，企業長期的獲

利常常是因為犧牲短期獲利所成就的，成功的企業會謹慎平衡公司的

目標量度，不會因為追求短期之最大獲利，而大幅刪減研發或人力等

投資，斷送企業發展與成長的機會；也不會為追求高度成長而犧牲獲

利能力。 

 

 

二、過程學派(Process School)：當組織處於不確定性、複雜、

模糊與多變的環境時，往往會造成無法預測且重大的影響。Mintzberg 

(1979)認為策略不一定是深思熟慮下的結果，策略常常是以「突現

(emergent)」的方式出現。他認為在大型的組織裡，策略形成常是距

離領導人十餘個階級之遠的基層員工所發展出來的，他們依據環境的

實際情況，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由一個點子帶出一個點



子，直到新的策略完全形成。他將策略區分成意圖的策略(intended 

strategy)、實現的策略(realized strategy)、與突現策略(emergent 

strategy)，如圖2-7所示。 

 

根據此一模式，公司所實現的策略是公司經過深思熟慮所規劃的

策略(意圖策略)與公司未計畫但付諸行動的策略(突現策略)的共同

產物。就Mintzberg(1985)的觀點，突現策略是公司面對多變且難以

預策的環境所做的回應，通常是組織內部個別員工自主的產物，而非

由上至下的正式規劃機制下的產物。 

 

 

 

  

圖2-7  突現策略與深思熟慮策略 
 

資料來源：Mintzberg, Henry and  Alexandra McHugh (1985), “Strategies 

Formation in an Adhocrac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30, 

No.2,June,pp.160-198. 

 

意圖策略 實現的策略深思熟慮的策略

未實現的策略 突現的策略



三、司徒達賢(1995) 依據Porter(1985)所提出「產業價值鏈

(industry value chain)」的觀念(如圖2-8所示)，針對事業策略提

出「策略矩陣分析架構」的整合性架構，構成策略矩陣之兩大構面是

策略形態與產業價值鏈。所謂「策略形態」包括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相對規模與規模

經濟、地理涵蓋範圍與競爭武器六項，如圖2-9所示。「產業價值鏈」

係指企業的經營活動可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從原料至最終客戶之

間，所有經過切割之價值活動的組合。每一個階段都對最終產品都有

貢獻，每一個階段的價值活動都是企業賴以發展競爭優勢所在，也都

是企業的利潤來源。 

圖2-8  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Porter, Michael E.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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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矩陣」中的每一格都有其策略意義，稱為「策略點」，每

策略點之間的各種連結、互動與介面，便形成了不同的「策略要素」。

大部份的事業層次的策略構想都可藉由策略要素表達出來，而企業所

有的策略活動，基本上便是各種策略要素之選擇、搭配或整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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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策略矩陣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司徒達賢(民90)，《策略管理新論：觀念架構及分析方法》，台北：

智勝出版公司，頁223-358。 

 



Hamel (2000)認為激烈的產業競爭常造成策略同質化(strategy 

convergence)的現象，就連策略規劃架構也同質化了，因此設計了迥

然不同的策略規劃架構。他認為一個事業觀念，包括四大要素:核心

策略(core strategy)、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顧客介

面(customer interface)與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每個要素中

又包括數個子要素。另外，四大要素之間有三座「橋樑」連接起來，

這三座橋樑即是顧客利益、組織構造與公司界限。而支撐事業模式的

是四個決定利潤潛力的因素:即效率、獨特性、搭配程度與利潤推進

器。Hamel(2000)在《啟動革命(Leading the Revolution)》一書中，

主張只有「事業觀念的創新(innovation of business concept)」才

能衝破報酬遞減的高牆，而無以為繼的成本刪減和緣木求魚的營收成

長只會限制企業長期的財務報酬。事業觀念創新是指在某個產業或競

爭範疇內推出更多不同的策略選擇，但並非只是某產品或服務的差異

化，而是高度差異化的競爭模式-包括具備獨特能力、獨特的資產、

獨特的價值主張、獨特的市場定位以及獨特的策略規劃-才能避開策

略趨同，才能成為善於創造財富的公司。 



圖2-10  事業觀念創新模式 
資料來源：整理自 Hamel, G. (2000), Leading the Revolu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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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競爭優勢 

 

企業的競爭優勢來源，余朝權(民78)認為產品差異化、規模經

濟、配銷系統、品質、技術、價格、整合、與區域等八項是競爭優勢

的來源。吳思華(民85)認為有兩種不同的策略思考邏輯：一為由內

向外型，即持續建構本身的資源與能力，改善本身的經營條件，以對

抗外在環境的變化；另一為由外向內型，即有效配合外在環境的變化

趨勢，適當調整本身的經營範疇。 Day and Wensley (1988)認為競

爭優勢有兩種不同的來源，一是屬於技術與資源的優勢，如專業技

術、或特殊資源的優勢。二是地位上的優勢，包括有形的地理優勢，

如佔盡地利之便；與無形的競爭地位上的優勢，如產品創新或發明上

成功所造成優於競爭對手的優勢。以下分別就資源基礎觀點的競爭優

勢(由內向外)與產業結構觀點的競爭優勢(由外向內)進行說明： 

 

 

一、 資源基礎觀點之競爭優勢 

 

就事業單位而言，激烈的競爭與環境快速變化的腳步，讓經理人

疲於追趕，當市場變得更難以捉模時，抱怨策略規劃過於靜態與遲緩



的聲浪愈大。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 RBV)強調一家公

司的資源如何在動態競爭環境中，左右公司的表現。資源基礎觀點把

每家公司視為是實質資產(tangible assets)、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以及能耐(capabilities)這三大類資源的異質結合，Collis 

and Montgomery (1995)認為沒有兩家公司會具有相同的經驗、取得

相同的資產與技術、建立相同的組織文化與氣候。Hill and 

Jones(1998) 認為企業要建立與維持競爭優勢，則該企業需具有較佳

的效率、品質、創新與客戶回應等四項。而企業的獨特能力

(distinctive competency)是一個獨特的優勢(strength)，其能促使

企業達到較佳的效率、品質、創新與客戶回應，可以創造較高的價值，

以獲得競爭優勢。企業的獨特能力來自於兩個互補來源：組織的資源

(resources)與運用資源的能耐(capabilities)，如圖2-11所示。所

以，他們認為企業要有競爭優勢，它必須至少有(1)一項獨特且有價

值的資源，或(2)獨特的能力來管理與運用資源。 

 

 



 

圖2-11  競爭優勢的來源 
 

資料來源：Hill, Charles W.L. and Gareth R. Jones (1998), Strategic 

Management: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ur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andberg(2001)認為必須在企業的日常營運活動中才能發掘該

組織的能力(competency)，它圍繞在員工如何定義其工作(how 

employees define their work)、員工如何了解該工作的影響性(how 

people understand their jobs affects)、以及員工如何有效率且

正確無誤地執行工作(how they carry them out)，他認為企業必須

確實瞭解並且要持續透過訓練，來掌握企業的能力，並能確保這些能

力可有效執行企業的策略。 

 

Slywotzky and Wise (2002)認為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

是屬於隱藏性資產(hidden assets)，它們包括四類: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策略性不動產(strategic real 

資源

能耐

獨特
能力

較佳的
�}效率
�}品質
�}創新
�}客戶回應

差異化

低成本

價值
創造

更高的
利益



estate)、企業網絡(networks)以及資訊(information)，企業必須建

立並妥善運用此四類隱藏性資產，才能產出新資源與提升企業獲利。

Roberts and Dowling (2002)認為企業的聲譽(reputations)是企業

最寶貴的無形資產，它不僅具備創造價值的能力，更使得競爭對手難

以模仿與複製。在他們的研究，具有好聲譽的企業，其財務績效在大

部份時間都會優於產業平均。 

 

Grewal and Tansuhaj (2001)認為在經濟循環的過程中，一定會

碰到景氣衰退甚至經濟危機的時候，企業一定要: (1)建立市場導向

(market orientation)來確實掌握客戶需求的不確定性；與(2)以策

略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來強化競爭強度(enhance 

competitive intensity)等兩大組織能耐(capabilities)，才能生

存。在管理能力方面，Carpenter(2002)認為高階經營團隊影響公司

績效甚巨，他發現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ity)管理團隊成員之管理

能力，會有正面的強化效果，他建議可以透過這些異質性，包括教育

背景、功能背景、職權(tenure)差異等，來提升管理團隊的管理能力。 

 

Hall(1992)將企業內部資源分成兩種，其一是資產，有可細分「法

律相關」的合約、執照、與智慧財產權等；與「非法律相關」的聲譽、



網路、與資料庫等。其二是能力，又可分成「專門知識」的專業技術；

與「組織文化」之品質的、彈性的、服務的⋯等文化。吳思華(民85)

則將公司所有的策略性資源分為資產與能力，如表2-3所示: 

 

 

表2-3   策略性資源的分類 

 

 

 

 

 

 

資料來源：吳思華(民85)，《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台北：城邦文化事

業出版公司，頁128。 

 

盧文聰和吳素環(民87)認為利用資訊科技是建立競爭優勢的利

器，然而科技技術繁雜且發展快速，企業必須在組織與人員進行的調

適，尤其在導入整合性資訊系統成為競爭優勢時，應考量系統的安全

與控管。彭若青和游育蓁(民89)認為網際網路重塑企業的營運模式，

企業必須配合其經營目標，建置相關的資訊基礎設備，快速整合內外

部的資源，並建置資訊回饋與蒐集顧客資料作為未來競爭的基礎。

實質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
金融資產 現金、有價證券等

無形資產

個人能力

組織能力

有形資產

資
產

能
力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
利、著作權⋯)、執照、契約/正式網
路關係、資料庫等
專業技術、絕竅、管理能力、人際網
路等
業務運作能力、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
力、組織記憶與學習、組織文化等



Porter(2001)也認為只是獲得新科技並不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而

是利用新科技來執行已被證明有效的策略原則(the proven 

principle of effective strategy)才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吳建

國(民90)認為網絡關係間的「信任」是企業最大資源，影響企業之

競爭優勢與其績效甚巨。企業不僅要持續改善內部資源利用效率，更

要整體規劃與結合主要供應商與顧客之間不同資源，無論是產品流、

資金流、資訊流與附加價值服務流都必須有效地加以整合，除了契約

與正式網路關係之外，成員間的相互信任與依賴，才能形成堅強的網

絡關係。 

McFarlan(1984)利用五個問題(McFarlan’s Five Questions)來

評估資訊系統的機會與影響程度，五個問題包括：(1)能否建立進入

障礙? (2)能否對顧客建立轉換成本? (3)能否改變競爭態勢? (4)能

否改變與供應商的權力平衡? (5)該資訊科技可否創造新產品?以這

五個問題來探討該項資訊科技是否具備競爭優勢。Mata、Fuerst & 

Barney(1995)以資源基礎觀點為基礎提出分析資訊科技之競爭優勢

的理論架構，見圖2-12 所示。他們歸納出「企業的資本需求」、「獨

佔技術」、「技術性資訊科技技能」、「管理性資訊科技技能」等四項屬

性，透過簡單的分類，用以辨別企業競爭優勢的位置，亦可確認持續

性競爭優勢的來源。由此架構中可以了解企業若要有持續性的競爭優



勢，第一條件是資源必須能創造價值，為組織帶來財務上的效益，否

則企業將處於競爭中的弱勢地位。若資源能創造價值又具有異質性，

則企業尚可獲的暫時性的競爭優勢，如果該企業所有的資產能夠再具

有不可流動性，那麼該企業就能獲得持續性的競爭優勢。 

 

 
 

圖2-12  資源基礎觀點之競爭優勢架構 
 

資料來源：Mata, Francisco J., Willian L. and Jay B. Barney(199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Resource-Based Analysis,” MIS Quarterly, December, pp.487-505. 

 

Zaher and Nielsen (2002)調查美國119家公司，認為多數企業

已運用新科技達到有效且即時的商品化能力(commercialization)，

並能確實掌握其內、外部資源來提升他們的競爭優勢。並且新科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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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與非正式整合機制上的運用，能提升其不同部門之間內部人員的

溝通效率。 

 

Collis and Montgomery (1995)認為一項資源能作為一個有效的

策略基礎，必須通過五項測試來評估其價值。 

1. 無法仿效性(inimitability)：這資源是否難以被仿效？「無法仿

效」當然不會永遠存在，競爭者終究會找到方法去模仿、複製有

價值得資源，但是把策略建立在至少具有下列特徵之一的資源

上，可以阻礙被模仿：實質獨特性(physical uniqueness)如擁有

專利權、獨特地點、採礦權；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y)即資源

是靠慢慢累積而來的，例如品牌忠誠度；因果性不明(causal 

ambiguity)往往源自組織能力存在一張複雜的社會互動網中，例

如組織文化；經濟性阻礙(economic deterrence)指的是以巨額投

資或最低經濟規模來阻礙競爭對手。 

2. 持久性(durability)：這資源多快會一文不值？此測試在探討資

源價值貶值之速度。大多數的產業變化都很快，因此大部分資源

的價值很快甚至在一夕之間就會變成沒有價值，若能使資源的持

久性愈高，則資源的價值就愈高，例如Disney的品牌價值。 

3. 專屬性(appropriability)：誰獲得資源所創造出的價值？此測試



在探討掌握資源價值是否為擁有此資源者。資源的價值與利潤並

不見得會自動地流向資源的「擁有者(owner)」，而常視參與者-包

括顧客、供應商、員工甚至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交涉力量而定。 

4. 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一個獨特的資源能被另一個不同的

資源取代嗎？此測試在探討資源被取代的可能性 

5. 競爭優越性(competitive superiority)：核心能力往往變成「感

覺不錯」的自信，而未能拿公司資源與競爭者的資源相對比較很

好。此測試在探討該資源是否是真正有競爭性。 

 

King and Zeithaml(2001)研究美國17家企業與224位高階經理

人，檢驗資源基礎理論所指出的資源必須具備價值性(valuable)、稀

少性(rare)、無法模仿性(inimitable)、以及缺乏流動性(lack 

substitutability)，結果發現經理人的經驗性原因不明(experience 

causal ambiguity)最直接影響該企業的經營績效。另外，Hill and 

Jones (1998)指出企業要避免掉入短暫性優勢的陷阱，必須(1)集中

注意在競爭優勢的基礎上-效率、品質、創新與回應-以及發展出有利

於這四項領域中有較佳表現的特異能力；(2)不斷地改善與學習；(3)

追蹤產業內最好的實務與標竿；(4)克服組織的慣性與正確地排除進

步的障礙。 



 

另外，陳世哲(民88)認為當企業逐漸國際化，所面臨的競爭便更

加劇烈，因此企業必須吸引、留住與激勵越來越多樣化的人才，吸引、

獲得並擁有具有適任技術、知識與能力的人才，並使員工讓組織更具

有競爭力。他認為人力資源與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是組織最重要的資

源。Manville and Ober (2003)認為企業的核心資產不再是廠房、設

備、與不動產了，而是員工的智慧、知識、經驗、技術，企業必須營

造一個讓員工能發揮能力的組織氣候。 

 

林政隆(民87)認為顧客是公司最重要的資源，顧客價值管理是建

立競爭優勢的利器。所謂顧客價值管理是持續達成顧客滿意的管理體

系，它包括顧客價值分析、顧客關係管理與顧客流程管理等三個子系

統。Berry, Seiders and Grewal (2002)強調服務的便利性(service 

convenience)是最重要且是最基本的企業活動，縱使企業內部流程與

供應鏈體系非常繁雜，對於顧客界面卻必須要非常簡單與便利。

Gittell (2001)認為企業必須持續投資在與顧客的關係上

(investing in relationship)，因為投資在關係上遠比投資在內部

作業更能成功。 

 



關於企業資源與能力的研究文獻眾多，一直是學界的研究重心，

本研究整理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之內容及參考文獻，整理如表2-4所

示： 

 

表2-4 企業資源與能力之內容及參考文獻 
資源與能力 內容 參考文獻 

人力資源 吳思華(民85)、陳世哲(民88)、 

Manville and Ober (2003) 

技術資源 吳思華(民85) 、Zahra and Nielsen 

(2002) 

顧客基礎 林政隆(民87)、Gittell(2001)、 

Berry etc.(2002)、Slywotzky(2002) 

有形資產(土地、廠房、機器、設
備等) 

吳思華(民85) 

無形資源(如商譽) 吳思華(民85)、吳建國(民90)、 

Roberts and Dowling (2002) 

企業資源 

其他(如智慧財產權、資料庫、契
約、正式網路) 

吳思華(1996) 、Slywotzky(2002)、 

專業技術能力(如基金投資技
術) 

吳思華(民85)、 Manville and Ober 

(2003) 

管理能力 吳思華(民85)、Carpenter(2002) 

業務運作能力(如內部流程) 吳思華(民85)、Sandberg(2001)、 

Berry etc.(2002) 

新商品與商品化能力(如基金
數量與新基金上市速度) 

吳思華(民85) 、Zahra and Nielsen 

(2002) 

企業能力 

組織文化 吳思華(民85) 、Manville and Ober 

(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產業結構觀點之競爭優勢 

 

Bamberger (1989)認為競爭優勢是企業在產業與市場上所發展出

的獨特優越的地位，包括：比競爭對手更低的成本與價格、較佳的服

務、更快速運送、與良好的企業形象等。Barney (1991)認為競爭優

勢是指企業在創造價值活動時，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同時實行相同的策

略活動，或者是對於相同的策略該公司有較佳的執行能力。Hill and 

Jones(1998)探討企業的成功必須使其策略與其從事的產業環境適配

(順勢)或必須能夠經由選擇策略以重塑環境(造勢)，並達到競爭優勢

的效果。 

 

Porter(1980)以「結構獨佔(structure monopoly)」為策略本

質，發展出五力模式( five forces model )，如圖2-13所示，是眾

所週知分析產業環境中的競爭力。吳思華(民85)闡述獨佔結構的策

略邏輯是每一家廠商均應透過各種策略作為，形成一個較佳的獨佔結

構，並在此結構中佔有一個較佳的位置，以使廠商的利潤得以確保。

司徒達賢(民87)認為Porter是利用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基礎，結合產

業經濟學與企業管理兩種學科的觀點，提出其獨特的觀念架構。 



 

圖2-13 產業競爭的五股力量 
 

資料來源：整理自Porter, Michael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ic: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pp.22-23. 

 

Porter(1980)認為產業現存競爭者、潛在競爭者、供應商、顧

客以及具有威脅的替代產品五者是影響企業競爭的重要關鍵。企業若

要創造競爭優勢，必須設法提高進入障礙、削減供應商與顧客的議價

能力、限制替代品的競爭力、選擇結合型產業(獨占或寡占)、以及監

視產業現存競爭者。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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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進入障礙：進入障礙是由Bain(1956)所提出來的，他認為新

進入障礙的來源有三：(1)品牌忠誠度；(2)絕對成本優勢，來自較佳

的生產技術、控制生產所需之投入、取得較便宜資金；(3)經濟規模，

藉由大量生產標準化的產出而獲得成本的下降、大量採購原料與零件

的折扣、固定成本分攤到大的生產量、以及在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另

外Hill & Jones (1998)增加「政府」一項，因為政府設定許多產業

中主要進入障礙的法規，因此設法影響政府法規以提高進入障礙也是

常用的策略。然而，隨著政府放寬法規限制，陳振遠(民87)認為市

場競爭更形加劇烈，反而造成潛在進入者的進入障礙。Toulan(2002)

也認為市場自由化的趨勢造成競爭更劇烈，廠商更應強化核心業務的

競爭力，並加強垂直範疇上(vertical scope)的密切整合，才有機會

阻絕潛在競爭者進入。 

另外，Krantz(1998)認為許多企業產遭滅頂主要的原因是患了

競爭近視症(competition myopia)，僅專注在現有的競爭者而忽略

了潛在競爭者的威脅，尤其是栽在突然竄起的新競爭者或新科技上。 

 

2. 削減供應商的議價能力：根據Porter(1980)所言，供應商在下列

情況下之議價能力較強：(1)供應商所賣的產品較特殊，不僅很少替

代品且對企業十分重要；(2)過度集中在某些供應商上；(3)轉換成本



相當昂貴；(4)供應商向前整合；(5)企業並非供應商之重要客戶，亦

無法向後垂直整合。因此企業為建立競爭優勢的最佳位置，必須設法

削減上游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3. 削減顧客的議價能力：企業的顧客可能是最終消費該產品的顧客

(最終使用者)，也可能是配銷該產品給最終消費者的中間商，如零售

商或批發商等通路。公司為提高售價以賺取更多利潤，取決於該公司

和購買者議價能力的相對大小，Porter(1980)認為購買者在下列情況

下之議價能力較強：(1)供給者由許多小企業所組成，而購買者很少

且規模很大；(2)購買者購買量甚大，購買者可利用其購買力量要求

供應商調降價格；(3)購買者很容易同時向幾家供應商購買其投入原

料時；(4)轉換成本很低；(5)購買者可由向前垂直整合方式滿足其需

要，並以此作為威脅的工具。 

 

Wiseman(1987)利用策略驅動力(strategic thrust)矩陣架構，

針對三個策略對象(供應商、客戶、競爭者)與五個策略驅動力(差異

化、成本、創新、成長及聯盟)策略組合的研究，以針對不同對象採

取不同的策略驅動力組合。 

 



4. 限制替代品的競爭力：高度替代品的存在表示有強烈的競爭威

脅，限制企業所能收取較高的價格，並因而限制其獲利能力。某些產

業的產品常和被分析產業所提供產品以類似的方式服務消費者的需

求，例如投信業所提供的債券基金、證券業的債券業務、銀行業的存

款業務，這三個產業都是服務保守投資者之理財的需求。如果企業能

夠限制其高度替代品的數量與競爭力，將有機會賺取額外的利潤。 

 

5. 選擇聚合型產業：在產業內現存企業間的敵對競爭程度主要是三

個變數：(1)競爭結構：指的是產業內企業的數量與規模分佈，競爭

結構由零散(fragmented)到聚合(consolidated)，零散型產業由多家

中小型企業所組成，而聚合型產業由少數大型企業所掌握(如寡占)，

或極端的情況是僅由一家企業所掌握(如獨占)。(2)需求狀況：需求

的成長狀況是現存企業間敵對程度的另一個決定因素，若該產業之需

求持續地成長，則市場可以提供較大的擴張空間而緩和競爭；若需求

下降時，企業只能搶走其他競爭者的市場佔有率來維持成長，徒增現

存企業間之敵對和競爭程度。(3)退出障礙：包括經濟的、策略的、

感情的因素，它使得企業即使虧損但仍留在產業內競爭。 

 

 



6. 監視產業現存競爭者：確認競爭者是企業的另一個挑戰，Kotler 

(1990)認為可藉由下列四類競爭層次來探討競爭的課題，包括：(1)

慾望競爭者(desire competitor)由於每個人的所得有限但欲望無

限，而無限的慾望會彼此競爭有限的購買力，因此爭奪有限欲望的競

爭行為即是本層次的競爭者，通常也稱作預算競爭者；(2) 本質競爭

者(generic competitor)是指以不同的方式爭奪客戶相同需求的競

爭者；(3)形式競爭者(form competitor) 是指以不同的商品形式爭

奪客戶相同需求的競爭者；(4)品牌競爭者(brand competitor) 是指

可滿足客戶慾望之所有品牌之間的競爭者。此外，他根據公司在目標

市場所扮演的地位作分類，可分為領導者(leaders)、挑戰者

(challengers)、追隨者(followers)、與利基者(nichers)。所謂領

導者是在相關產品市場上擁有最大的市場佔有率，它們通常在價格調

整、新產品導入、配銷涵蓋面以及促銷密度等方面皆領先其他的公

司；在產業中地位居次者皆為追隨者，而有些追隨者仍握有相當大的

勢力並已設定遠大的抱負，足以威脅領導者，這一些具有威脅性的追

隨者則稱為挑戰者；而利基者矢志在很小的市場區隔或大公司不感興

趣的市場區隔中成為領導者。Wright (1974)另將處在弱勢地位者，

依序再區分成有利型(favorable)、守成型(tenable)、弱勢型

(weak)、與難以存活型(nonviable)。 



公司一旦確認出其主要的競爭者後，便必須釐清其意圖、策略、

強處與弱點，以及反應型態。 Aaker (1984)指出策略群組(strategic 

group)是「在同一產業中，一群追求相類似的競爭策略，並具有相似

特性的廠商」。Osborne, Stubbart and Ramaprased(2001)調查全美

國400位企業經理人，發現在群聚性(clustered)較強的產業，不同

策略群組之間的關係比較穩定，但產業之產品異質程度不高時，不同

策略群組之間也存在緊張的競爭關係。以台灣地區金融業為例，郭禮

瑜(民90)將台灣地區金融業區分成穩建經營、創新經營、與專注耕

耘等三大策略群組。其中穩健經營群的公司是屬於歷史較悠久且市佔

率較大的金融機構，以蠶食方式擴張版圖，挾其雄厚資源與占滿通路

來經營；而創新經營群的公司是以新產品發展與業務多角化來經營，

此策略群的報酬率(包括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與資產報酬率(ROA)) 

較高；專注耕耘群的公司則卡在中間，無特殊表現。然而張麗娟(民

84)卻認為面對市場開放，台灣地區的金融業若要在狹窄的市場競

爭，必須朝向金融百貨的方向發展，主因是台灣市場規模太小，容納

不下各種性質的專業金融機構，專注耕耘者無法成長與生存。 

 

產業競爭不是「勢不兩立」的緊張關係，Kogut(1988)指出策略

聯盟的動機就是要改善企業的競爭地位，藉由策略聯盟來壯大本身的



競爭條件，進而追求利潤極大化。產業競爭也不是只局限在國內，國

際化是造成競爭環境更激烈的主因之一，郭震坤(民88)發現台灣地

區的金融機構雖然宣稱已有一套國際化的規劃，但是卻明顯地缺乏國

際競爭力。他以「市場-客戶-產品」為基礎，建議國內金融機構應在

策略規劃初期即加入國際化競爭的考慮，以規避其後成本的追加與企

業文化的衝突。 

 

傳統競爭優勢之觀點來自開發資源(exploiting resources)或站

穩市場地位(stable market position)，但是Esienhardt and Sull 

(2001)認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尤其是在新經濟下之快速變化的市

場(in fast-moving markets)的所有類型的公司，只要能夠成功地捉

住稍縱即逝的機會(successfully seizing fleeting opportunities)

才能抵抗競爭者，並建立競爭優勢。 

 

關於競爭優勢的研究文獻眾多，一直是學界的研究重心，本研究

整理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並將競爭優勢的分成兩大架構：【A】資源基

礎觀點，包括較佳的效率、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等；【B】產業結

構觀點，包括與供應商及顧客的議價能力、新進者及替代品的威脅、

以及在產業內的競爭態勢等，其項目如表2-5所示，做為本研究所欲



探討的內容。 

 

表2-5 競爭優勢之內容及參考文獻表 
競爭優勢項目 架構 參考文獻 

快速回應顧客(包含中間商與最終客戶)需

求 

【A、B】 Hill & Jones(1999)、Hammer(1987) 

Gittell(2001)、Berry etc.(2002)、

Slywotzky(2002) 

公司產品快速接觸到目標客戶 【A、B】 Hammer(1987) 

緊密的公司與顧客關係 【A、B】 Poter(1980)、Kogut(1988) 、

Gittell(2001)、Berry etc.(2002)、

Slywotzky(2002) 

提供特殊的客戶服務 【A、B】 McFarlan(1984)、Wiseman(1987) 、 

Berry etc.(2002) 

顧及以往無法服務的顧客群 【A、B】 Hammer(1987) 

改變客戶的消費方式 【A、B】 McFarlan(1984)、Wiseman(1987) 

市場佔有率 【B】 Wiseman(1987) 

行銷成本持續降低 【A、B】 Poter(1980) 、McFarlan(1984)、

Wiseman(1987) 

能區別競爭者與企業特色 【A、B】 Poter(1980)、Wiseman(1987)、 

Kogut(1988) 

足夠的資源、能力與策略來因應威脅 【A、B】 Wiseman(1987) 

策略聯盟能替組織產生正面貢獻 【B】 Wiseman(1987) 

高進入障礙 【B】 Poter(1980) 

與競爭者的關係 【B】 Poter(1980)、Wiseman(1987)、

Kogut(1988) 

競爭市場延伸 【B】 Hammer(1987) 、Wiseman(1987) 

競爭市場經營方式改變 【A、B】 McFarlan (1984)、Hammer(1987) 、

Wiseman(1987) 

生產成本降低威脅價格競爭 【A、B】 Poter(1980)、McFarlan(1984)、

Wiseman(1987)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 【A、B】 Poter(1980)、Hammer(1987) 、

Wiseman(1987)、 Kogut(1988) 

 
 
 
 



 
表2-5 競爭優勢之內容及參考文獻表(續) 

競爭優勢項目 架構 參考文獻 

多家供應商 【B】 Poter(1980) 、Wiseman(1987) 

採購的經濟規模 【B】 Poter(1980) 、Wiseman(1987) 

持續降低供應商交易成本 【A、B】 McFarlan(1984)、Wiseman(1987) 

替代商品 【B】 Poter(1980) 

改善企業內部流程 【A】 Hammer(1987) 、Hill & Jones(1999) 

降低整體作業成本 【A】 McFarlan(1984)、Poter(1980) 

Hammer(1987)、Kogut(1988) 

改進管理決策品質與速度 【A】 Hammer(1987) 

解決延遲資訊及收集與傳達資訊問題 【A】 Hammer(1987) 

使分散在各地的組織運作更順暢 【A】 Hammer(1987) 

資訊科技之投資效益 【A】 Mata etc.(1995)、McFarlan(1984)、

Wiseman(1987) 

資訊科技系統的建置時效 【A】 Mata etc.(1995)、McFarlan(1984)、

Wiseman(1987) 

資訊技術的成熟度、穩定性、安全性 【A】 Mata etc.(1995)、Wiseman(1987) 

資訊系統的整合能力 【A】 Mata etc.(1995) 

軟硬體的配合度 【A】 Mata etc.(1995)、McFarlan(1984) 

專業技術的獨佔性與異質性 【A】 Mata etc.(1995)、Poter(1980)、

Bain(1956) 

員工的流動率 【A】 Mata etc.(1995)、Poter(1980) 

員工能力與工作內容的配合 【A】 Mata etc.(1995) 、McFarlan(1984) 

雇用與挖角公司所需之重要人員 【A】 Mata etc.(1995) 、Poter(1980)、

Wiseman(1987) 

取得或抄襲公司所需之資源與能力 【A】 Mata etc.(1995) 

員工之技術性資訊科技之技能 【A】 Mata etc.(1995)、Wiseman(1987) 

管理者之管理性資訊科技之技能 【A】 Mata etc.(1995)、Wiseman(1987) 

技能教育訓練 【A】 Mata etc.(1995)、Wiseman(1987) 

正式與非正式溝通與協調管道 【A】 Mata etc.(1995) 、Poter(1980) 

回饋管道與機制 【A】 Mata etc.(1995) 、Poter(1980) 

備註：相關文獻代碼說明 

【A】資源基礎觀點； 【B】產業結構觀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研究架構 

 

為了配合投信業的特性，適當的分析其經營策略，本研究以事業

策略層級的角度為出發，參考各學者看法、文獻整理以及相關的研

究，據以發展本研究之架構，可以圖2-14表示： 

 

 

 

圖2-14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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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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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分成三大部份，分別為內部環境、外部環境、競爭策

略與競爭優勢等，而欲研究各構面之內容如下： 

 

(一) 內部環境 

公司的高階經營主管面對產業之同業競爭時，必須評估內部的優

勢與劣勢來定義公司的經營重心，而評估公司內部環境的內容，一般

都會評估公司主要經營者的領導風格與管理能力、每一個部門的強弱

處與部門間的協調能力，以及檢視過去績效表現(Daft，2001)。因此

本研究將以事業單位競爭策略的層次，欲探討國內投信公司衡量內部

環境的構面為： 

1. 公司的策略性意圖(strategic intent)與營運目標(operative 

goals)：企業的企圖心會影響該企業之策略行為與其績效表現，而彰

顯企業的企圖心是該公司的經營目標，因此本研究在第五章的個案研

究中，所欲探究企業目標的內容包括個案公司的使命宣言與其營運目

標，而營運目標包括一般性目標(例如獲利率、成長率以及產出量)、

資源目標(例如原物料、財務資源、技術人員)、市場目標(例如市場

佔有率或特殊市場地位)、員工開發目標(例如員工的訓練、激勵、安

全與人員配置)、創新與變革目標(例如新產品、新服務與新流程等)、

與生產力等。 



2. 資源與能力：包括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如智財權、契約、資料

庫、商譽等)、個人能力(如專業能力、領導與管理能力、人際網絡能

力等)與組織能力(包括業務運作能力、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組織

文化、組織記憶與學習能力)等四大類。企業的資源與能力的差異是

影響企業實行意圖策略(intended strategy)的變數，本研究所欲探

討的內容及參考文獻如表2-4所示。 

 

(二) 外在環境： 

 

組織一般性評估外在環境包括任務環境(task environment)與一

般環境(general environment)。任務環境通常包括產業競爭、市場、

原物料供應以及人力資源等；一般環境通常包括總體經濟、政府法

令、科技發展、社會文化、財務資源與國際化。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

國內投信公司衡量外部的競爭環境，因此選定與競爭相關的外部環境

構面為： 

 

1. 產業結構：謝登隆(民73)認為在經濟學上對於產業類型的劃分，

可分為：完全競爭市場、純粹競爭市場、獨佔市場、寡佔市場、壟斷

性競爭市場。而一般因為完全競爭市場與純粹競爭市場的性質相似而



合稱「競爭市場」，表2-6分別說明不同市場的異同點。本論文第三

章將探討國內投信業的市場結構。 

 

表2-6 產業結構類型 
市場/特性 完全競爭市場與

純粹競爭市場 

獨佔市場 寡佔市場 壟斷性競爭市場 

廠商數量 很多家 一家 少數幾家 很多家 

產品異同 同質  同質或異質 異質 

資料來源：謝登隆(民73)，《個體經濟理論及應用》，台北：華泰書局，頁267。 

 

2. 目標市場與市場環境：市場的涵義是指一群人的集合，他們對某

特定產品有需求存在，並且有購買能力且願意購買此一產品，因此可

用MAN (money有購買能力，attitude有購買意願，need有購買需求)

來代表(林建煌，2001)。然而，在市場裡的客戶具有不同的需求，尤

其是證券投資者有不同的風險偏好，因此投信公司需要不同的投資理

財產品來滿足某特定的客戶群，此概念符合異質市場的行銷策略。 

 

通常選擇目標客戶可採行STP行銷三步驟：首先是市場區隔

(segmentation)：將市場依照適合的區隔變數來進行區隔；其次是選

定區隔目標(targeting)：評估每一個區隔的吸引力，並依照公司本

身的企圖與能力來選定目標區間，此目標區塊的客戶群即是公司所欲

所定之目標客戶。最後是定位(positioning)：尋求目標市場的定位



概念，並依此概念選定、發展與傳達該定位之行銷策略。而目標客戶

是公司的衣食父母，公司要如何提供客戶價值，並能滿足其需求與建

立忠誠度，都會直接影響公司的成敗與興衰。本研究將在第三章探討

投信業的市場環境，以及在第五章探討個案公司的目標市場之選擇。

本研究目標市場選擇之內容為Abell(1980)所認為公司可以考慮的五

種目標市場選擇型態，如表2-7所示： 

 

表2-7  目標市場選擇的五種型態 

目標市場選擇型態 說        明 

單一區隔集中化 只選擇一個特定區隔 

選擇性專業化 選擇多個具有吸引力的市場區隔 

產品專業化 公司專注在某一商品並供應不同的市場區隔 

市場專業化 公司以多種商品專注在滿足某特定顧客群體的不同需

求 

整個市場涵蓋 公司想要以所有商品滿足所有顧客群體 

 

資料來源：整理自Abell, Derek F.(1980), Defining the Business: The 

Staring Point of Strategic Plann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pp.192-196. 

 

3. 競爭態勢與主要競爭者：每家公司在產業的地位不同，如領導者、

挑戰者、追隨者、利基者、或弱勢者。每家公司所選擇的競爭形態也

不同，如慾望競爭、本質競爭、形式競爭、與品牌競爭。每個公司都

會面臨不同的競爭者，而這些競爭者往往和公司搶奪相同的客戶，因

此必須清楚掌握競爭者的一舉一動。公司通常只會選定特定幾家主要



競爭者，選定的標準包括與公司相似的規模、歷史或策略，甚至是主

要經營者之間的恩怨情仇。本研究在第五章的個案研究中，將探討個

案公司的競爭態勢與所選定的主要競爭者。 

 

4. 主要的利害關係人：包括供應商、行銷中間機構、同業公會、工

會或勞工團體、政府、社區與特殊利害團體等。 

 

本研究未將重心放在總體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科技環境等

上。雖然此三者會對投信公司之經營產生影響，但卻並非直接影響產

業競爭的環境，而且通常這些環境的變化不只影響投信產業，而是泛

產業影響(林建煌，2001)。  

 

 

(三) 競爭策略與競爭優勢： 

 

企業不但需要在現有的資源(resources)與能耐(capabilities)

上建構，同時也要設法能運用策略建立額外的資源與能耐，以達成持

續性的競爭優勢，進而由此提升企業的長期競爭地位。因此，Grant 

(1991)認為策略的基本目的就是建立(build)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則



可以形成(shape)企業策略，如圖 2-15所示。本研究所欲研究競爭策

略與競爭優勢的內容，分別如表 2-1與表 2-5所示。 

 
 
 
 
 

圖2-15競爭策略與競爭優勢的關係 

資料來源：Grant,R.M.(1991),Contemporary Strategic Analysis, 

Cambridge,Mass: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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