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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五節，分別將過去產官學界對於「跨國公司(MNC)」、「跨國公

司與地主國的互動」、「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本土化的發展」，以及「經營

模式(Business Model)」、「企業轉型(Business Transformation)」、「關

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 KSF)」等方面之看法與解釋作一整理歸納，

一方面有助本研究對所探討之跨國直銷公司以及地主國(中國)有最全面性與

客觀的瞭解，一方面也為日後欲研究相關問題的學者在文獻資料整理上留下

參考。 

 

第一節    跨國公司的意義 

一、跨國公司的形成 

    根據 WTO於一九九六年發表的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報告中所提，促使公司形成跨國公司的三種環境有： 

(一)一家公司所擁有的資產，包括智財權(例如技術、品牌等)、組織管理

技巧和行銷網等，有益於其發展出更大的規模。 

(二)利用上述這些資產在他國生產製造，會比單純在本國生產製造後再出

口的做法更有利。 

(三)本國公司透過內部化(Internalizing)善用這些資產的潛在利益遠大

於只是單純授權給外國企業，而且這個利益足以負荷本國公司擴張到

各地後所增加的管理成本。 

     

跨國公司的出現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標誌之一，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進

行生產、採購和銷售以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並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目

前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都發生在跨國公司之間，跨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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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著世界經濟的發展進程(童有好，2003)。全球化的浪潮下造就跨國公司

的形成，不僅數目急速增加，對全球經濟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廿一世紀是

跨國公司主宰全球經濟的時代，跨國公司控制全球 70%的海外直接投資、50%

以上的商品出口，以及行業標準、核心技術和經營模式，並相當大程度地決

定商業競爭的遊戲規則(盧泰宏等，2001) 。 

 

二、跨國公司(MNC)的名詞定義 

    由於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有很多的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研究人員在

用詞上卻有不同的偏好，因此造成不同的名詞出現(于卓民，2001)，如

Multinationals(MNL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MNCs)、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NEs)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 、 Global 

Corporations(GCs)等，譯成中文則有跨國公司、跨國企業、多國公司、多國

企業、全球企業等等，為使本研究順利進行，本研究統一採用跨國公司(MNCs)

這個名詞，整體而言，目前有三種不同角度來定義跨國公司: 

(一)國外活動的程度 

(二)總公司的心態 

(三)在國外設有製造工廠的國家數目 

依據這三種角度所定義的跨國公司雖然不同，但皆反應出跨國公司必須要在

母國以外的國家從事實質的生產活動，因此近來學者多傾向接受第三種定

義，其數目則定為一個(于卓民，2001)，因此本研究將跨國公司(MNCs)
註
定義

為：「除本國以外，至少在一個國家設有製造工廠的公司」。 

 

 

註:MNCs在中國市場普遍被稱為跨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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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國公司與地主國的互動關係 

一、跨國公司與地主國互動的歷史發展 

1970年代以前，跨國公司憑藉強大的實力，一切從母國利益出發，充當

母國對外擴張的工具，對地主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LDCs)實行掠奪式經營，

如同 C.K. Prahalad  &  Kenneth Lieberthal 所謂的企業帝國主義

(Corporate Imperialism)，導致地主國政府紛紛制定法律和政策，對外國資

本在地主國的活動範圍及方式等加以明確限制，從而使跨國公司在地主國的

經營活動處處受阻，甚至難以為繼。 

1980年代開始，跨國公司一改過去無視地主國利益的經營戰略，注意使

其經營活動同地主國社會經濟、法律和文化環境相融合，接受合資經營、合

作經營等方式，並在經營管理上選用地主國員工擔任某些高層領導職務，推

行當地化政策。 

19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經濟體間限制措施的逐步弱化，國際貿易和跨

國合作開始飛速發展，資訊技術的廣泛應用更促使跨國公司在國際投資活動

上更為活躍，「本土化」的區域投資戰略表現得更加明顯，究其原因乃在於

跨國公司的本地化投資策略可以降低成本，獲得市場進入，達到爭取市場份

額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也就是說跨國公司的母國大多是已開發國家(DCs)，

其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跨國公司在選擇輸出資本時，藉由地主國的低勞動

力成本，從而提高最終產品的競爭力是不爭的事實，為了適應競爭，跨國公

司不僅採取本土化投資策略，而且進一步細分市場，通過多層次的本土化活

動來確保對地主國市場有效或最大化的佔領(童有好，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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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國公司所帶給地主國正面的貢獻、負面的影響 

從歷史觀點來看，全球化是推動世界變遷的主要力量(George Melloan， 

2003)，而跨國公司亦是經濟全球化重要的主體之一，跨國公司的巨額對外直

接投資(FDI)，其中一大部分乃從己開發國家流入成本低廉，人口眾多，市場

廣大的開發中國家，用於蓋工廠，開設店舖和基礎建設，因此，這些開發中

國家在其轉型升級過程中，跨國公司扮演著及重要的角色。當然地主國政府

莫不希望多分享由外資所產生的效益，同時避免外人投資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跨國公司則希望能在地主國政府的最低干涉下，達到善用資源、最大獲

利的目標(于卓民，2001)。 

然而，跨國公司在地主國營運所帶來的資金、技術與管理 Know-how，固

然對地主國經濟成長有貢獻，但也可能替地主國政府帶來一些困擾，茲將其

正面貢獻處與負面困擾點共 10項整理如下: 

 

表 2-1  跨國公司帶給地主國的正面貢獻與負面影響 

 

項目 正面貢獻(Benefits) 負面困擾(Costs) 

引進資金 

指標性的大公司投資會吸引

民間資本的投入和更多海外

跨國公司的投資• 

跨國公司將盈餘(轉撥計價)

或現金匯出，減少地主國資

本存量• 

引進技術 
促進產業企業轉型升級• 跨國公司可能會以價格較貴

而品質較差的技術導入• 

引進管理

Know-how 

增強國際競爭力• 與社會民情、文化因素、法

令規定不符• 

就業機會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本土企業薪資相對較無法吸

引優秀人才原本土企業無法

競爭、不易生存，甚至減產

裁員• 

進出口 創匯、增加稅收• 過度濫用天然資源破壞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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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競爭 
打破原封閉性壟斷局面造福

消費者• 

實力獨大予取予求不利消費

者• 

人力資源價值 

開放員工參與，培養和諧勞

資關係，創造共存共榮的工

作環境• 

引發勞工為權益抗爭• 

主權獨立 
支持執政黨• 財大勢大、支持政黨活動有

干政之嫌• 

文化入侵 
全球化資訊快速流通• 帶來社會不良風氣，影響社

會安定• 

財富效果 提高所得收入水平• 擴大貧富差距• 

資料來源: Safrian,A.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nd Public Policy: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untries, 1993；Hood N. & S. Young, The Economic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1979 

 

本研究所探討的跨國直銷公司都是在 1990年代以後進入中國，進入中國

的最大目的即是著眼在 13億人口龐大的內需市場吸引力，加上直銷業被稱為

「人的事業」(People Business)，與政府、經銷商、消費者、社會大眾會有

相當多的互動，因此與地主國本土化的互動非常密切。對地主國中國而言，

跨國直銷公司所帶來的效果以表 2-1中「引進管理 Know-how」、「就業機會」、

「文化入侵」、「財富效果」等四項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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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本土化的發展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 

    跨國公司進入國際市場有貿易與投資之區別，基本模式有外銷

(Exporting)、技術授權 (Licensing)、代工製造 (OEM&ODM)、策略聯盟

(Strategic Alliances)、特許加盟(Franchising)、 購併(M&A)、整廠輸出

(Turnkey Operation)、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包

括合資(Joint Ventures)/獨資(Wholly-Owned Subsidiaries)/有股權聯盟

(Equity Alliance)等幾種方式，其中 FDI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FDI強化了國與國之間經濟的連動性，同時也加速了全球化的速度; 

(二)驅動 FDI持續擴張的原因來自以下幾點：科技的快速發展、國內對貿

易及投資的設限趨於自由化、區域經濟與全球化的盛行、民營化、公

司對生產與業務在全球佈局的重視程度日增等; 

(三)FDI不只為開發中國家帶來迫切需要的資金，更提供這些國家學習先

進科技及西方管理知識應用的機會。 

 

    跨國公司遵循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陸陸續續進入中國市場，選用策

略聯盟等合作機制，形同類似原先母國以及在其他海外市場的商業環境

(Business Landscape)，2001 年後隨著中國正式加入 WTO，跨國公司更加快

對中國直接投資的速度，逐步構成跨國公司全球化佈局、本土化發展的「中

國群居鍊」(Clustering)效應。二十多年來，中國憑藉改革開放的政府政策

和巨大的市場潛力，自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可口可樂公司開始，吸引著一批

又一批在全球經濟舞臺上傑出活躍的跨國公司前來投資，數據顯示，中國已

連續 10年成為開發中國家吸引海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根據中國商務部的

統計：截至 2004 年 3 月底，全國共批准外商投資企業 475589 家，總共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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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9774.08 億美元的投資合同，實際使用外資 5155.36 億美元；中華工商時

報報導：聯合國貿發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於 2004 年 4 月 13 在日內瓦公佈的國際投資專家預測

報告顯示：全球跨國直接投資將迎來新一輪增長，中國位列未來兩年投資熱

點之首，外資的進入，不僅替中國創造了不少的創業機會，也加速了中國經

濟的成長。跨國公司的焦點在中國，它是全球生產製造供應鏈下的世界工廠，

他更擁有 13億人口龐大的消費市場，影響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將來

自跨國公司，而中國也已成為穩定全球經濟主力(Daniel Franklin，2004)。 

 

圖:2-1  1992〜2003中國市場吸引 FDI統計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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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途徑 

    本研究將地主國(中國)吸收外商投資的方式粗分為兩種：直接投資、其他

投資方式，採用最多的直接投資方式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

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外商投資股份制公司和合作開發以及其他新的投資

方式，如 BOT 投資公司、購併等(中國商務部-中國投資指南，2003)。廣州中

山大學盧泰宏教授所領導之中國營銷中心(CMC)研究群實務觀察世界 500強的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普遍有下列 6 種途徑，本研究根據盧教授等的研究個案加

以整理說明: 

(一)與政府合作： 

    1980年代中國汽車工業相當脆弱，德國大眾 Volkswagon汽車公司以

「幫助中國建立民族汽車工業」為策略，成功打出政府牌，造成

Volkswagan於 90年代中期壟斷中國轎車市場的局面，而且至今仍是中國

最大的外資車商。 

(二)參與重點項目： 

    介入中央省市政府的計劃發展項目，如 IBM與國家教委(現改制教育

部)成立高校合作項目，支持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和資訊技術現代化。 

(三)與貿易夥伴合作： 

    透過原本與自身就有密切關係，而且與中國有大量業務往來的大貿易

商，因其對中國市場有較深入的瞭解，如日本大商社 Marubeni(丸紅)，

與上海一百集團合資成立上海紅百公司進軍上海百貨批發業，這是中國批

發業首次對外資解禁。 

(四)與技術合作夥伴合資： 

    如全球最大的手機生產廠商 Nokia，在中國的發展以本土化、夥伴性

的策略與中方技術夥伴合資，目的是為了達成深入的、長期的與中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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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移動資訊社會的目標。 

(五)配套進入： 

    如中華汽車進入中國市場，採與東南汽車合資方式，並協同原台灣中

心廠衛星體系廠商一起前往中國投資，引進設備、技術形成完整的產業價

值鏈。 

(六)在已成功的中外合資項目帶動下，吸引更多外資進入： 

隨著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中國金額急速增加以及進出口貿易量迅

猛發展，國際快遞業巨人 DHL自然抓住商機在中國設立據點提，提供快速

便捷的服務。 

    相對於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途徑，跨國直銷公司的特點在於以往都

是透過直接貿易方式從美國母廠支援海外據點的營運活動，並未在國外設立

生產基地，唯獨針對中國市場一開始即採取合資設廠的直接投資方式在當地

製造生產，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政府規定跨國直銷公司進入中國必須是生產型

事業，亦即必須要在當地直接投資設廠，才能銷售產品，意想不到的是，許

多初期為因應中國政府規定才在當地投資設廠製造的跨國直銷業者，隨著後

期業務發展，都採取加碼的策略在當地投入大規模生產設備。 

 

三、跨國公司對中國本土化發展的重視 

    誠如 Amway前總裁，同時也是現任世界直銷聯盟(WFDSA)主席 Dick DeVos

的談話：安利的成功，主要得利於理解中國國情基礎上成功轉型的本土化

(Localization)策略，可以清楚觀察出大多數的跨國公司都把「如何本土化」

作為在中國市場生存發展的一條重要原則(盧泰宏等，2001)，因為在全球化

的競爭中，跨國公司的資金、技術、管理技術優勢明顯，卻缺乏本土優勢的

行銷利器，尤其在中國，為了開發 13億人口的市場，更接近消費者，本土化

成為大多數跨國公司要行銷中國必須努力超越的一道重要門檻，一個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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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步驟。茲將部份知名跨國公司經營高層對中國市場的重點談話整理如下。 

表 2-2  全球知名跨國公司經營高層對中國市場的談話 

公司 頭銜 姓名 談話內容 

Avon 董事長兼執行長 Andrea Jung 
如果要我預測 10 年內雅芳最佳

的拓展方向，那一定是中國 

GE 前任董事長兼執行長 Jack Wclch 
未來 10 年內，奇異的執行長面

臨最大的挑戰是中國市場 

Nokia 董事長兼執行長 Jorma Ollila 沒有中國，就沒有今天的諾基亞 

Carrefour 總裁 Daniel Bernard 
中國已經是家樂福在亞太地區

最大的採購基地 

Dell 總裁兼執行長 Michale Dell 
不是戴爾在中國，而是中國的戴

爾(Chinese DELL) 

GM 總裁兼執行長 
G.Richard 

Wagoner Jr. 

再過 20年到 25年，中國將成為

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我們通

用汽車必須在中國取得成功 

Motorola 大中國區總裁 賴炳榮 
摩拖羅拉以中國為家，做一個地

地道道的中國公司 

IBM 前任董事長兼執行長 
Louis V. Gerstner 

Jr. 

IBM 正在試圖把 IBM 的中國公司

變成中國的 IBM公司 

Amway 大中國區行政總裁 鄭李錦芬 
不到中國投資，就不算真正的跨

國企業 

Amway 董事長 Steve Van Andel 

u 一家跨國企業，即使在全球
80 幾個國家地區有業務，如

果在中國沒有影響力，就很難

說自己是一家跨國企業• 

u 過去 10 年美國商界有一個大

挑戰那就是學習如何在中國

這個新市場取得成功• 

Amway 
前任全球總裁 

現任世界直銷聯盟主席 
Dick DeVos 

安利的成功，主要得利於理解中

國國情基礎上成功轉型的本土

化策略 

 資料來源: 本研究節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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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跨國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在深入中國市場數年後都不禁感嘆：「中國市

場太大，太複雜，變化太快」，究其原因乃是中國市場正處於轉變過程之中，

一方面從「計劃經濟」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另一方面則是從「封

閉市場」走向「開放市場」，過程中市場環境與市場運作方式不斷在改變，兩

種體制的行為特徵、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都相距甚遠，利益配置也完全不同，

這直接影響和決定了企業會有不同的行為，而計畫經濟的特徵是：官本位、

政府權限極大；官大於民，官管民；企業求政府，企業和民受約束(全面審批

制)；政府分配資源，政府是裁判(盧泰宏，2000)。 

 

    總之，由於中國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經營發展模式仍不熟悉，經濟活動

的相關法規急需努力完善，種種因素都造成中國市場人治重於法治的現象，

於是再怎麼有豐富國際市場經驗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內需市場時都有可能

碰到水土不服的問題，需要在前進的步伐上作某些調整，大多數只需要局部

性的、策略性的調整，中國直銷業卻是整個經營模式的徹底轉型，因此如前

所述，本研究將從中國政府政策強勢主導產業發展下，跨國直銷公司的轉型

作為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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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經營模式」與「轉型」的名詞解釋 

一、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的名詞解釋 

    Business Model 國內有研究者翻譯成經營模式、事業模式、商業模式、

營運模式等中文名詞，本研究統一採用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 雖然是最

被企業界人士廣泛運用的字眼之一，但對其意義可能相當模糊，在此綜合幾

位學者對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的解釋: 

(Thomas R. Eisenmann，2002) 

    所謂的經營模式，指的是企業長期獲利的方法，包括企業策略定位、市

場區隔、成本結構、潛在利益、價值鍊等。 

(湯明哲 Tang，Ming-Je，2001) 

    所謂的經營模式，就是指企業創造價值的方法。 

(Allan Afuah  &  Christopher L. Tucci，2000) 

    企業建構並使用自身資源來超越競爭者提供給客戶更好的價值， 同時因

此而獲利的方法。 

 (Peter F. Drucker，1994) 

    所謂的經營模式，內含的是企業對其經營環境，包括企業對資源的分配

與運用、經銷商通路與消費者關係等所做的假設前題，以及根據這些假設前

題，所研擬的企業策略及相互搭配的組織結構及資訊處理過程。 

     

本研究將經營模式定義為:「企業為客戶創造價值以及尋求與競爭者差異

化的獲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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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轉型(Business Transformation)的名詞解釋 

    面對即將來臨的巨變，文獻上一般均建議，理性的企業似乎應該積極採取

變革措施以導入新興的企業經營模式(Modahl，2000)，茲針對企業轉型二字

予以整理如下: 

 (陳朝福，2003) 

    轉型係指組織的調適機制受到不可控制的外部環境變遷壓力或組織在成

長瓶頸所自覺到生存危機之強烈壓迫下，所促發的一種從某一狀態轉換到另

一狀態的組織變遷過程，其目的在創造出一種能突破現狀，開創新局的新組

織模式或架構，俾能創造更多價值以維繫組織存續與發展。 

 (Jim Collins，2002) 

    外界對企業轉型的觀感往往主導了我們的印象，以致於我們誤以為企業

內部人士對於轉型過程也抱著同樣的想法，事實上，在外界眼中極端戲劇化，

甚至革命性的突破，在內部人士眼中卻截然不同，他們看來，轉型的過程更

像是逐步演化的發展過程，從優秀到卓越的公司轉型往往遵循穩定的型態，

必須先厚植實力，然後才突飛猛進。 

(Kotter，1995) 

    企業在轉型中常犯八項錯誤：自視太高、缺少有力的變革領導團隊、低

估企業願景的重要性、變革願景未做充分溝通、放任種種障礙組饒新願景、

欠缺近程戰果、太早宣佈勝利、沒有將改變深植企業文化中 

(Shaheen，1994) 

    轉型是整個企業對價值、型態、技巧及行為上的轉移，使組織更有彈性，

能及時反應環境的各種變化。轉型的主要目的是企業在歷經一段期間的努力

之後，能大幅改善競爭績效，並能持續維持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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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 Hausman & Nolan，1993) 

    近年來，企業全球化的趨勢，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普及，使得企業的

競爭環境變遷非常快速，尤其是會造成產業結構的變遷，新產業也不斷湧現，

因而組織策略和結構的變遷或轉型便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常態活動。 

(Leifer，1989) 

    轉型是一種組織質性上(Qualitative)、基礎上的(Fundamental)、徹底

的(Ratical)或典範上的(Paradigmatic)的變遷，為組織的調適機制受到內外

情境因素強烈壓迫所導致的結果。 

(Levy & Merry，1988) 

    轉型是企業為了求生存，在構面上發生重大變化，包括組織的使命、目

標、結構，以及企業文化等，亦即是「第二次變革」(Second -order Change)，

是多構面、多層次、定性、不連續、邏輯跳躍式的組織變革(Organizational 

Change)。 

(Kilman & Covin，1988) 

轉型是組織對環境與技術的改變所做的因應行為，環境因素是驅使轉型的

動力，在某些情形下，組織必須做一些改變以因應未來經營環境的改變。 

(Adams，1984) 

    企業在思考、行為上徹底且完全改變，以創造出一個不可回復，並且與

先前不連續的系統。 

     

本研究將企業轉型(Business Transformation)定義為:「企業的經營模

式受到不可控制的外部環境變動的壓力或企業在事業發展階段遇到成長瓶

頸，經營者所自覺的生存威脅，因而謀求生存發展的突破手段」，同時認為

轉型的目的在於企業快速回應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建立能夠更新整合企業

資源的能力，來發展自身的競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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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型的五種力量 

    本研究在探討相關文獻後，試著根據以往所觀察到的實例歸納整理出促使

跨國公司轉型的五種力量(Drives)，其中「領導變革的精神」一項歸於內部

因素，其餘的「科技研發」、「重大危機」、「全球化」、「政府政策」則

歸於外部因素： 

(一)內部因素(Endogenous Factor) 

1.領導變革的精神 

    企業領導人擁有無比的堅持、承諾與膽識，在資本市場全球化、企業

文化老化的背景下，訂定一個遠大的目標，在這樣的策略意圖下，企業的

資源與人力得以朝共同的願景努力，整個組織會變得更有彈性，並且會更

具創新傾向及意願(Hamel and  Prahalad，1989)-如 Andy S.Grove領導

Intel 公司由儲存晶片世界轉型到全新的微處理器市場; Louis V. 

Gerstner Jr.將 IBM公司由電腦硬體公司轉型到強調 Total Solution的 

 e化軟體服務商等。 

(二)外部因素(Exogenous Factors) 

1.科技研發 

    例如自從科學發現物質在奈米尺寸下，會產生特殊的物理現象，運用

奈米材料製成的商品，能達到同質產品無法達到的功能，在現今全球產業

遇上技術瓶頸而在山窮水盡之際，利用奈米開發高附加價值的新產品，為

許多傳統產業如紡織、中藥、化工等帶來轉型的契機;另外網路世界的到

來帶動電子商務活動的興起， 擴大了跨國公司無國界無時差的交易平臺

等都是科技研發促進研發的明證。 

2.重大危機 

    2003年第二季 SARS 非典疫情橫掃亞洲，造成全球跨國公司商業運作

模式的轉型，比如說國際大廠的採購以視訊會議、電子交易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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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電腦廠商在網路線上進行自家的電腦展。 

3.全球化 

    帶動跨國公司貿易以及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增加，若干開發中國家憑

藉著低廉的生產成本製造出口大量廉價商品到已開發國家和其他開發中

國家，而這些進口國的廠商為了生存必須升級轉型才有競爭的機會。 

4.政府政策 

    如地主國中國政府強迫直銷業由無店舖人員直銷方式轉型成店舖經

營的零售方式，讓著名的跨國直銷公司-雅芳公司超過 100年歷史雅芳小

姐推銷的時代轉變成現在中國專賣店的形態 。 

 

    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原本經營模式受到內部驅力或者外在環境變化的刺

激，在現今變動不斷的企業環境下，企業必須具備速度、效率與彈性的轉型

變裝能力，方能持續保持競爭力，而本研究的重點會就外在環境變化中的政

府政策如何主導產業轉型深入探討;瞭解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市場如何在政

府以順應國情需求為由，強制業者轉型經營;而業者為了能夠繼續在中國市場

生存與發展，只得按照中國政府規定轉型經營，從而走出一條有別於全球其

他海外直銷市場的經營模式。 

 

四、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ful Factor，KSF)名詞解釋 

(Leonard Berry，1999) 

1.以核心價值領導釋放工作潛力 

2.定下策略焦點，整合成功目標 

3.落實一流的服務品質 

4.擁有控制企業自我命運的能力 

5.建立以承諾誠信為基礎的客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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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資員工，共創佳績 

7.保持輕薄短小的靈活彈性 

8.全員建立品牌的共同意識 

9.有效率的回饋社會 

(Renee Mauborgne，1997) 

1.價值創新，不把競爭者當作標竿，使競爭者無從競爭 

2.長期投資價值 

(Collins & Porras，1996) 

1.保存核心，刺激進步 

2.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觀 

3.高瞻遠矚與長期投資 

4.追求進步的驅策力 

(Freund，1988) 

    認為從上而下的方式最有效，並可以確保事業單位的關鍵成功因素與企

業層次的關鍵成功因素能彼此配合• 

(Aaker，1988) 

    所謂 KSF係指企業為求成功或生存所須具備的競爭性資產或技術。 

(吳思華，1988) 

    關鍵成功因素是在特定產業內成功與他人競爭，必須具備的技術或資產• 

(大前研一，1985) 

    關鍵成功因素乃策略家尋找策略優勢的四條途徑之一，稱此途徑為「KSF

經營策略」，即透過確認本行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把企業的資源集中投入可

以取得競爭優勢的特定領域中，而欲找出產業的 KSF，最簡潔的方法是分析該

產業從原料的取得到售後服務過程中各階段的附加價值，找出所佔比例最高

的部分，即是該行業的 K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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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nton & Zmud，1984) 

    關鍵成功因素就是「保證管理者或組織成功必須順利進行的少數事物」。

(Leidecker & Bruno，1984) 

    關鍵成功因素乃是一些特徵、條件或變數，若他們被適當的支持、維護

或管理，可以讓公司獲致成功• 

(Daniel，1961) 

    大多數的產業通常會有三到六個決定成功與否的因素，若一間公司想要

成功，就必須在這些關鍵工作上有極佳的表現• 

 

    本研究將關鍵成功因素定義為：「企業為達到目標所必須要做(must do)

的幾個主要關鍵經營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