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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由於近年來，在提升軍事人力資源的浪潮下，軍事教育逐漸受重

視，學者主要探討軍事院校學生的從軍動機，或以分析軍事院校所處

之競爭環境為主；同時論及競爭環境與從軍動機與行銷策略者，相對

稀少。為探求本研究相關理論基礎及研究分析解釋，本章將其區分為

下述各節。 

第一節 行銷策略相關理論 

(一) 行銷的定義 

Kotler（1985）認為，行銷（marketing）是個人或群體經由

創造、提供、交換有價值的產品，以滿足其需求的管理過程，是一

種分析、規劃與執行的一連串過程。 

 管理大師杜拉克（Drucker，1982）曾經說過：「行銷」的目的在

使銷售成為多餘，也就是說，行銷是在瞭解消費者並提供合乎其需求

的產品或服務。而此時的產品或服務已自然遂行銷售功能 (黃俊英，

2001)。也因此，行銷大師柯特勒（Kotler，1988）在其行銷學原理

一書中，將「行銷」一詞定義如下：  

 「行銷」是透過交易（Exchange）的過程，滿足人類需要（Needs）

和慾望（Wants）的活動；並具體指出「行銷策略」是利用行銷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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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事業體達成行銷目標，其內容應包含行銷費用、行銷組合及行銷資

源分配的決策。  

 行銷是一種功能，行銷者可以用其來激勵消費者以金錢換取物品

或服務，藉由行銷這樣的行為，一方面可以使行銷者賺取利潤，另一

方面又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行銷是一種過程，將構想、產品及服

務的觀念、價格、推廣及交送予以執行的過程，以便產生交換，並滿

足個人或組織目標；不斷努力以使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與個人和社會的

演進保持密切的聯繫。「行銷」到底是什麼呢？大致上可以歸納為：

滿足需求、價值轉移交換、調和 4P為協調一致的整體、創造密不可

分的關係（Satisfies need、Exchange of value、Through the 4P′

s、Create a relationship）四點。  

 至於是什麼促使潛在顧客願意與我們建立交易關係？關於這個

問題通常可以分類成行銷組合（The Marketing Mix）以及行銷環境，

來瞭解這些因素。行銷組合是可控制的，行銷環境則是一組不可控制

的變數，而行銷流程則在其中衍生。  

 行銷組合一般分成產品（Product）、價格（Price）、行銷

（Promotion）及通路（Place），也就是一般通稱的 4P。產品可依其

品質、規格、功能等變化。價格則可高可低，或有折扣、或因信用條

件不同而有異。行銷可利用各式各樣的媒體、銷售人員、建立品牌來

行銷。通路則是一些用來傳遞產品以及服務的管道。行銷組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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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於成功的建立組織與顧客間的關係，並根據顧客所需產品或服務

的存在，何處有供給，以及根據其價格和品質給予產品或服務較佳的

評價，也就是說有效的行銷和 4P這些變數成協調一致的整體以正確

地反映目標顧客的需求。 

我國學者黃俊英（2000）則指出，行銷觀念是一種重視顧客需

求和滿足的哲學理念，它具有四項重要的內涵： 

（一）顧客導向（customer orientation）  

（二）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  

（三）整合行銷（integrated marketing）  

      （四）組織目標（organizational target）  

(二) 策略的定義 

 策略（strategy）一詞係由古希臘字“strategos”演變而來，

原意為「將軍的作戰藝術」，指有效運用資源以毀滅敵軍。韋氏字典

將其定義為：「它是一種軍事指揮的科學與藝術，經由其運用，能使

一個指揮官在對己方有利的情況下迎擊敵人」。換言之，「策略」這名

詞，在早期大多使用於軍事用途，是指軍隊統帥運用的戰略或謀略。 

1981年，馬克斯威爾.泰勤(Maxwell D.Taylor)在訪問美國陸軍

戰院時指出：「戰略是由目標、方法與手段三者組成」公式如後： 

戰略=目的(追求目標)+目標途徑(行動方案)+手段(工具) 

公式中戰略「目的」是指「戰略方向與所要達成的目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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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利益或需要所產生；戰略「途徑」是指實現戰略「目標」的行動

準則，是確定戰略行為主體應在「何處」動力的問題，亦即戰略構想

的問題；戰略「手段」是遂行戰略的「工具」，即綜合國力的發展與

運用；目的、途徑與手段三者的和即構成完整戰略內涵。根據此一定

義，現代戰略概念與傳統戰略概念比較，具下列內涵： 

1.時間上不限於戰時。 

2.手段上不限於軍事力量的使用，而包括整體國力的發展與運

用。 

3.目的不僅止於獲致戰場上的勝利，空間上更包括政治、經濟、

心理、科技等之勝利與優勢的爭取。  

 1947 年 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 在《競局理論》（Game 

Theory）一書中，首先把「策略」的概念運用到企業上（林義欽，2001）。

1950 年起，企業環境的變遷，「策略」一詞即逐漸在管理文獻中被提

及，1960 年代後更是蓬勃發展，1962 年美國學者 Chandler 發表

《Strategy and Structure》名著，認為「策略」是為決定企業基本

長期標的與目的，以及完成這些目標，所採取的行動與資源的分配。

自此，「策略」即成為管理學上的一個重要課題（黃明豐，2002）。Hofer 

and Schendel （1985）認為「策略」的定義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

廣義的策略包括整體的策略過程，具有目標設定、環境分析、策略形

成、執行與評估；狹義的策略指在策略管理過程中可選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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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 strategy）或可行策略之形成（ strategy 

formulation）。因此可以說：「策略」是一種有計畫、有方向、有目

標的謀略，規畫出行動方法，運用企業內部資源、分配型態等手段，

可使企業有效率的達成經營績效。 

表 3 學者對於策略之定義 

年代 學者 策略之定義 

1947 
Von Neumann 

Morgenstern 

將「策略」的概念運用到企業上 

1962 Chandler 

「策略」是為決定企業基本長期標的與目

的，以及完成這些目標，所採取的行動與資

源的分配 

1971 Newman& Logan 
策略是一種前瞻性的計畫，能預測、改變和引導行

動以利用機會，並整合公司的概念和使命。 

1976 Glueck 
策略是確保組織基本目標之達成而設計的，具一致

性、廣泛性、整合性的計畫。 

1977 Rogers 

策略是分配有限資源的行動規畫，以取得競爭優

勢，進而達成目標，並洞察潛在機會，將可接受的

風險水準下加以資本化，就是策略內涵。 

1978 Glenn Boseman 

策略乃是基本目標，是為達成標的、政策之階層系

統。經由計畫建立，資源分配運用，以達成目標之

要求。 

1981 
Maxwell 

D.Taylor 

戰略是由目標、方法與手段三者組成，其公式為：

戰略=目的(追求目標)+目標途徑(行動方案)+手段

(工具)。 

1982 

 
大前研一 

策略就是一個公司採取某種方式的努力，使得自身

與競者有所差異，而能運用公司實力去使得顧客的

需求得到更佳的滿足。 

1985 Hofer& Schendel 
策略是企業為了達成目標，而對目前及未來在資源

部署及環境互動上所採行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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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年代 學者 策略之定義 

1987 許 士 軍 

策略是為達成某特定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及對重要資

源的調配方式。策略代表計畫中之骨幹，它界於目

標與具體行動之間。 

1990 
Ansoff& 

McDonnel 

策略是指組織行為的一套決策規則，包括四類獨特

的規則： 

1.組織目標； 

2.事業策略； 

3.組織觀念； 

4.營運策略。 

1991 Alfred Chandler 
策略是企業基本長期目標及標的的決定，即為實現

這些目標所採取的一連串的行動與資源分配。 

1993 
Normann& 

Ramirez 

策略是某公司在特定價值鏈中進行正確定位的藝

術。 

1994 Mintzberg 

1.策略是一種計畫：對未來行動的方向或指引。 

2.策略是一種形態：在行為上長久的一致性。 

3.策略是一種定位：決定特定市場的特定產品 

4.策略是一種展望：組織做事的方式。 

1995 
司徒達賢 

 

經營策略是企業經營最高層次的決策。經營策略是

達到組織目標的主要手段，對上與外界環境密切配

合，對下則指導了企業內各種功能政策或策略。策

略的六大基本概念為： 

1.策略代表重點之選擇。 

2.策略是維持與外界資源的平衡與不平衡。 

3.策略是對資源與行動的長期承諾。 

4.策略指導功能性政策之取向。 

5.策略是建立相對的競爭優勢。 

6.策略是決定企業對環境的感受。 

1996 吳 思 華 

策略是企業主持人或經營團隊面對企業未來發展所 

勾勒出來的整體藍圖。策略的意義有下列四點： 

1.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基。 

2.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 

3.達成企業目標的一系列重大活動。 

4.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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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年代 學者 策略之定義 

1997 Kolter 

策略說明如何達成事業單位的目標。每個事業單位

皆須擬定策略以達成目標。 

1998 Hill & Jones 
策略是管理者為達組織目標（卓越的組織績效）所

採行特殊模式的決策和行動。 

2000 湯 堯 
策略管理是藉由維持和創造組織目標、環境與資源

的配合，以發展出策略的一種管理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Bracker（1980）、黃延聰（1995）、溫慕垚（1996）、 

林義欽（2001）、呂德宗（2001）等研究整理 

 

綜合上列各學者的論點，本研究認為「策略」的定義為：「策略在企

業上的運用是為達成、維持及創造經營目標，針對企業所擁有優劣勢

與面對的機會威脅下，所採取的手段與行動方案」。 

(三) SWOT分析 

Andrews（1980）提出以 SWOT 分析產業的經營策略，分別以產業

的內部能力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及外部環境的機會

（opportunity）、威脅（threat）等四構面分析產業競爭力，以評估

其實際經營能力及潛在的危機。透過 SWOT 分析，一個組織得以發展

符合本身能力以及外在客觀環境需求的策略（Collett，1999）。 

Kotler（1995）則亦有同樣看法，其認為在產業策略規劃形成之

前，「外部環境分析」即指「機會」與「威脅」的分析；而「內在環

境分析」則為「優點」與「弱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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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瑞（1997）指出，產業的環境分析可分為市場分析與競爭

分析，由這兩者的分析，可觀察企業所面臨的機會與威脅；另外，透

過競爭分析與能力資源分析，可得知企業所有的優勢與劣勢，所以

SWOT分析可以幫助企業設定經營目標，與選擇適當的競爭策略。 

歸納以上學者的理論，研究者認為：策略規畫的產生始於策略分

析，經由分析的過程，使企業經營者對企業本身所處的環境有一個完

整的認識，進而能預先增加與培養企業優勢彌補劣勢，掌握外在環境

的機會，同時降低威脅。SWOT分析是確定企業內部的優勢與劣勢和

外部環境之機會與威脅所需的資訊，以瞭解企業的機會及威脅，幫助

經營者在選擇適當的策略時，確定真實的機會及有利的優勢。 

因此，藉由 SWOT 分析，其提供較為完整的參考指標，使能充分

了解本身所處的產業地位，並能掌握於該產業所擁有的機會與所面對

的威脅，以利永續經營；同時，在確認優、劣勢後，才能截長補短，

提升與充分利用本身所擁有的能力與資源，使企業更加成長；因此，

軍事院校若能從事完整的 SWOT 分析，則將能對未來所應採取之應對

作為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面對全球競爭的環境，企業必須了解全球產業之結構，才能決定

最佳策略。由於全球的經濟十分複雜，尤其在資訊快速流動的現代社

會中，有關產業分析中的重要因素，也隨著外在與內在環境的不同而

有所差異。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策略的制定與企業所處的環境有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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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的關係，一個優良的策略可以讓企業將火力集中在自身的強處，

並找到適當的機會點得以發揮其強處。  

(四) 行銷策略 

 行銷策略就是達成行銷目標的戰略計畫。其中包括工業性產品及

消費性產品的區分、產品的區隔 (Segmentation)、設定目標

(Targeting)、定位 (Positioning) ，以及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 

裡面所談到的 4P，產品 (Product)、定價(Pricing)、行銷(Promotion)

和通路(Place)。 

 行銷是個人及團體透過創造、提供，並自由的與他人交換有價值

的物品及服務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慾望的社會過程。過去行銷的管理

階層認為行銷就是銷售產品的藝術。其實行銷是產生滿足個人及組織

目標的想法、商品及服務的概念、定價、行銷、配置的制定計畫和執

行的過程。 

 隨時代在變，行銷管理觀念也不斷改變，Kotler(1997)將行銷管

理演進分成五個階段：生產觀念、產品觀念、銷售觀念、行銷觀念、

社會行銷觀念。而學者所提及的行銷策略多以 McCarthy(1981)所提

出的行銷組合策略為主軸發展。McCarthy 的行銷組合策略分為四個

部分：產品策略、價格策略、通路策略、推廣策略。McDaniel & 

Kolari(1987)提出將行銷策略分成產品、價格、地點、行銷、行銷研

究、新事業以及其他。Dickson & Ginter(1987)則分成市場區隔策略



 

 20 

與產品異化策略兩種。Waterschoot & Bulte(1992)是把行銷策略分

成基本組合與行銷組合。(田文，1999) 

除了 4P、5P、6P之外，新「P」又已經出現，這個新「P」就是

「紫牛」(Purple Cow)做為一頭紫色乳牛的元素，就是必須是卓越非

凡(意指值得特殊社群向社員傳播)。依照賽斯•高汀(2002)的說法：

紫牛，一種產品，一種概念、一種行為，內植「創意病毒」，足以引

起「噴嚏者」專播「熱迷疹」而自我行銷，不靠大眾媒體廣告一樣引

起騷動、討論、口耳相傳與熱迷追隨。當今觀察最敏銳、直觀最犀利

的行銷人賽斯-高汀，宣布大眾廣告已死，小眾傳播時代的來臨，推

舉紫牛概念為「後電視工業情節」。企業生存的唯一途徑。「真行銷」

的革命已經悄悄來臨。賽斯•高汀又說「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創造、設

計、改變、採納、然後捨棄產品，那你不是行銷人，只是一株朽木而

已」 

對照於今日國軍人才招募的過程中，相比於從前，已經愈來愈重

視此一概念；我們可以從雷佳家讓賢張穎華、西點軍校畢業生、黃埔

軍校八十週年慶的事件中，看到些什麼?國軍的行銷手法已愈見生動

與主動出擊，凡是能傳達國軍優質形象的機會都努力把握，而所使用

的方式也都與從前重視傳統媒體的手法，大異其趣。 

而有關行銷策略的具體作法為何？Kotler（1992）認為，行銷策

略一般包括兩個主要步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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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目標市場定義：(以問卷資料庫分析為主) 

第一個步驟就是徹底瞭解目標市場，目標市場是由很多顧客所

組成，他們在某方面可能有各種程度不一的差異，如果能夠有意義

的加以區分，便可以有效的服務區域內的顧客，而在市場上佔有一

席之地。常見的區隔變數如地理環境、人口統計變項、心理變數、

行為方式等。 

（二）設計並維持一行銷組合： 

行銷組合為行銷當中最基本的要素。一般認為的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包括尋找預期的案主、發展本身的服務與產品、

以廣告行銷、宣布價格等；這些過程可組合歸納成行銷的「4P」，即

（Grayson & Tompkins，1984）：產品（product）、推廣（promotion）、

通路（place）、價格（price）。 

而在制定行銷活動目標時，可簡單使用廣告界常使用之

AIDA(awareness, interest, desire, action)公式來制定。AIDA

是指潛在消費者在接觸到廣告時一直到完成某種消費的行為中的幾

個動作，操作如下： 

 A(awareness認知)：是指消費者在接觸到廣告，逐漸對新產品的

認知或品牌的認知，所以可以利用特定的標題或行銷活動來吸引大量

消費者的注意。 

 I (interest興趣)：是指消費者在接收到廣告主所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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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廣告中有提供給消費者有價值的利益，如高薪訴求或贈獎方式

引起消費者的注意。 

 D (desire渴望)：是指當消費者因廣告主提供的利益有興趣，且

對他們有很大的吸引力，消費者會有一定要得到這樣的一個東西的渴

望，通常產生興趣和渴望只在一剎那間，若廣告主能掌握到這樣轉換

的關鍵，則該廣告已經成功一半。 

 A(action行動)：是指消費者完成某種消費的行為，也是在整個

行為中最重要的一環，即使前三項均達成，但卻無法造成消費者實際

的行動也是白費。 

(五) 學校招生行銷管理  

Kolter & Levy（1969）發表「行銷觀念的擴大」（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Marketing）一文，提出擴大化的行銷概念後，傳

統行銷的意義開始適用於「非營利性組織」，將行銷由純粹的商業活

動擴散為社會活動，但仍以「滿足顧客、創造市場」為目標。Kolter 

& Levy（1969）所持的理由為：凡促進「價值交換」的管理過程皆

可視為行銷；其後，Kolter & Fox（1985）在其著作「教育機構之

策略性行銷」（Strategic Marketing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一書當中，對於行銷運用於高等教育機構及其技術等層面，也有深

入的探討；雖然重點在以學生學費為主要財源的私立學校，卻也彰

顯教育機構運用行銷策略以招攬學生，並確保其長存與發展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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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Kolter & Fox（1985）將學校行銷的功能歸納如下（轉引自陳

聰吉，2002）： 

（一）協助學校招生目標的實現： 

行銷管理協助教育機構分析現有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由招生

單位功能的檢視，擴展至學校整體環境的評估（Hall & Elliott，

1993）。學校可透過行銷管理，做有系統的環境分析與市場調查，藉

以蒐集資訊，以協助檢討招生相關活動的執行與規劃，釐清真正問

題的所在，發展出有效的招生策略。 

（二）滿足學生的需要與特性： 

行銷管理協助學校發覺學生的需要與特性，以學生的觀點出

發，規劃適切的招生活動、課程內容、學習環境等。學校須將招生

對象加以區分，針對不同的學生特性，規劃有效的招生活動及適切

的課程內容，以滿足學生的需求。 

（三）發現較佳的招生市場機會： 

學校可繼續以既有的主要市場做為招生目標，或重新尋找新的

招生目標。當選擇既有市場，則所需改變最少，且可能在現有市場

佔有較佳的地位；但如發覺在其他次要或潛在市場中，擁有某些相

當獨特的優勢時，則可考慮尋找新的招生市場，掌握較佳的招生機

會（Hall & Elliott，1993）。當學校發現既有的市場已經改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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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具有優勢時，更須透過行銷管理發現問題的癥結，並加以改進，

或尋找新的市場，以發展符合市場的新優勢。 

（四）改善招生活動的效率： 

行銷重視理性的管理，許多教育機構決策過程中較缺乏成本效

益的考慮。學校限於資源的有限，必須考慮資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對於行銷的瞭解，將有助於發展適用於教育機構的招生策略（Rosen, 

Curran, & Greenlee，1998）。行銷觀念中強調「目標市場選擇」的

重要性（黃俊英，1997），學校在招生策略中，如著重目標的選擇，

將有助於針對特定學生的需求，有效的調整招生策略與課程規劃，

而不至於分散招生的資源。 

Kolter & Levy將行銷的概念擴及至「非營利組織」，包括了教

會、學校、軍隊等，可謂在行銷學說領域的一大進展；及至八０年

代後期，「非營利行銷」（non-profit marketing）的概念，已能普

遍為大家所接受。（黃俊英，1997）。軍校招生與一般學校招生都具

備行銷理念應用的空間與條件，以當前我國軍校招生宣導的情況而

言，各項招生宣導的活動，諸如廣告、海報、DM、活動等，皆屬其

行銷策略之一環； 

就前述學校行銷的相關論述觀之，軍校在現今高度競爭的教育

市場中，必須對整體招生環境進行評估，也就是傳統行銷策略規劃

的第一步—「對目標市場定義」，進行市場區隔、產品定位與顧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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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分析，如此不僅能讓軍校確立在整體環境中的定位與發展方

向，更能提供更具特色、更具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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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軍事院校學生從軍動機因素 

 在本節將回顧有關於軍事院校學生從軍動機因素研究，藉以說明

本研究使用問卷資料庫分析之合適性。由於在行銷活動中藉區隔市場

以滿足不同需求顧客已經成為普遍的作法，故本研究為招募之行銷策

略，自然有必要針對顧客的特性多一番認識與瞭解。 

華中興（1983）以七所軍事院校為母群體進行抽樣調查，研究

發現軍校生不僅對「社會成就」的目標價值重視，而且有高度的愛國

心和強烈的為國家民族犧牲奉獻之熱忱，顯示軍校生當初報考軍校

時，除具備高度的愛國情操外，亦同時想要在軍中好好發展一番事業。 

胡華民（1985）則以三軍四校（陸、海、空軍官校與政戰學校）

為母群體，抽樣調查三年級學生，研究發現影響軍校學生職業價值觀

最主要的因素是成就動機，其次是社會背景，再其次為家庭背景和大

眾媒體；而影響職業評價，最主要的原因是「積極進取」的價值態度

愈傾向於選取「挑戰」、「冒險」、「權力」、「責任」、「績效」、「創新」

等項目的學生，對軍人職業評價愈高。 

蔡信雄（1987）以三軍十校為母群體，抽樣調查其大一新生，

並以全省各區高三應屆畢業生為「對照組」，進行「投考軍校意願與

傳播行為」之比較，研究發現青年學子對軍校主要之消息來源為軍訓

教官，「人際傳播」對青年學子投考軍校之影響力大於「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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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家長」是影響力最大的傳播來源；至於投考軍校的動機主要

為「想在軍中開創一番事業」。 

張志雄（1994）針對三軍七校男女新生進行問卷調查普測，研

究發現青年學子獲取有關軍校訊息最多的來源為「人際管道」的教

官、同學、家人等；「大眾傳播」則以電視為最高；投考軍校的動機

以「自我實現需求」、「安全需求」為最高。 

陳膺宇、雷式明（1995）則針對三軍七校學生進行抽樣調查，

研究發現「經濟因素」仍是軍青年學子選擇就讀軍校的重要考量，而

他們也希望從軍能獲得深造、進修的機會。 

康力平、蕭朝琴（1999）針對「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

第四期全體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其從軍動機主要以「福利待

遇好」、「減輕家庭負擔」、「家人的鼓勵與期許」等。 

邱彙傑（2000）先以 SWOT模式針對軍校招生進行內、外部環境

條件分析後，再針對國內公、私立高中職進行立意抽樣調查，發現影

響青年學子投考軍校意願之諸因素當中，以「自我實現」、「家庭收

入」、「學業成績」、「軍職聲望」等為有力之影響因素。 

余福福（2002）則同樣以 SWOT模式針對我國陸軍官校招生現況

進行內、外部環境條件分析，進而以陸軍官校與美國西點軍校新生為

調查對象，發現我國軍校新生在軍校訊息獲得管道、投考軍校價值觀

與西點軍校新生有顯著差異，我國仍以人際管道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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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西點軍校新生則半數以上訊息來自網際網路；而西點軍校新生

投考軍校價值觀偏重於實現理想、重視軍旅生涯長期發展；我國陸軍

官校學生則偏重福利待遇、退伍後開創第二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