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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是討論國內外有關國際化之理論與文獻，並加以整理與彙

整，以作為本研究之理論應用基礎。本章所探討的理論共分為兩個重點，

包括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相關文獻探討、與核心資源相關文獻探討。 

綜合二十世紀以來國內外學者對於國際化策略相關議題的研究來推

論來看，在二十一世紀當中，全球化的趨勢將會驅動企業更為積極地向海

外擴展其企業版圖，但是企業在擬訂國際化策略之時，必須要清楚的了解

國際環境的差異性是很大的，應該要以更宏觀的角度從全球化的觀點來考

量及定義其策略，始能發揮整體戰力以取得市場地位及達成國際化的目

標。 

企業在擬訂國際化策略的第一步就是選擇國際市場的進入模式，從模

式的選擇中，我們可以看到企業投資之動機與經營的原則。除此之外，企

業對於國際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更是企業海外發展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依照 Teece, Pisano & Shuen（1997）之研究指出：在進入策略方面，

必須考量培養相關潛能與提昇核心能力。亦即企業必須根據自身所擁有的

技術特性，來考量其對企業相關資源投資及承諾多寡與潛能培養的影響，

進而了解如何運用相關潛能整合資源以提昇企業之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s），從而為企業創造出改善經營效率、產品與服務品質、技

術創新與顧客回應等方面之持續性競爭優勢，並進而影響企業之經營績

效。針對此部份議題，本研究將從資源基礎理論（Resource-Based Theory）

觀點來進行探討。此外，本研究也將探討進入模式選擇策略與企業核心資

源之間相互動的關係，以及如何管理營運多國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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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相關文獻探討 

進入策略是研究國際企業理論與文獻的主要核心領域之一，這主要也

是因為企業欲進入國際市場時，會直接面對市場上錯綜複雜的競爭及合作

關係，所以相關學者探討這部份的議題頗多。Davidson(1982)指出企業對

外投資時，首先要考量的就是進入策略，其他策略則以此為基礎而衍生。 

對一個打算國際化的企業來說，國際市場進入策略的選擇直接影響企

業國際化營運目標達成與否的重要關鍵，並會對其未來的經營績效產生重

大的影響(吳青松，1996)。 

目前有關企業國際化的研究已經從“如果(if)＂的研究方向移往一

個企業“如何＂進入國際市場的研究(Levesque & Shepard, 2002)。

Atherton & Sear (1997) 提出當企業去開發一個新市場時，大致上會先

依照下列模式去進行，市場研究、在地設立據點、銷售、訂單處理及交貨

等行為。他們建議在這些模式當中的每一個活動(包含正式及非正式的方

式)都是可變通的，而且是逐步的將新市場開發成形。當然，整個國際化

的起始並不見得都是很明顯的從市場研究開始。新市場開發(初期一般都

是透過出口)可以由交易來引導；由此都是先聚焦於銷售、處理及完成訂

單、然後出貨。無論如何，就算是整個活動都過度集中於銷售的交易行為，

但也代表某種程度的市場測試及在地市場的建立，而且大多也是透過非正

式的方法來做。事實上，這種方式也有蠻重要的貢獻度，因為它表示了一

個新市場開發的過程中每個重點活動都會有不同程度的聚焦性。有些過程

可以快速的交待過去，而且只給予少許的關注即可，反之其他的就需花多

些心思去注意。這點暗示“在新市場開發活動的過程中，對所謂重心的安

排，有一些非預先決定的分配或安排＂(Atherton & Sear, 1997, p. 128)。 

Maignan & Lukas (1997)認為進入模式的選擇是一切海外活動的開

始。企業要擴展其事業至海外市場時，進入模式的選擇是一項關鍵性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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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Stopford & Wells,1972; Wind ＆ Perlmutter, 1977）。 

另外 Palenzuela & Boillo (1999)認為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對於

尋求國際化的企業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因為他會影響企業整個組織的

運作，甚至會衝擊到企業未來發展其他國外市場的經營方式與進入方式。

因此，如何針對國外目標市場，選擇有效與適合的進入模式，對於想跨足

海外市場經營的企業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 

本研究參考眾多市場進入策略相關文獻，針對“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

目的＂、“國際市場進入的步驟＂、“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類型＂、與“進

入模式之選擇因素＂等相關文獻來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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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目的 

(一)國際市場進入動機的探討 

企業之所以朝國外市場發展，必定有其動機與目的，而不同企業的動

機與目的也不盡相同。對於動機與目的有幾個學者提出許多的不同的看

法，完整的彙總請參考表 2-1-1。 

于卓民(2000)對於國際市場的進入動機與目的有比較完整的表達，本

研究也將依據其動機分類做研究基礎。認為企業走向國際化主要來自於兩

項因素：主動因素與被動因素。 

主動因素是基於企業自己本身對機會的掌握和本身優勢的運用，其中

又區分為八種狀況： 

1. 獲取資源：獲取母國缺乏的資訊(如礦產、原料、人力資訊或科技

資源、土地等) 。 

2. 低成本：譬如原料成本、勞工成本或土地成本等。 

3. 政府提供之誘因：地主國政府所提供的投資誘因，以降低外人投

資的成本或風險。 

4. 掌握新市場：某些區域由於所得提高或政府政策開放，而成為具

吸引力的市場。 

5. 本身優勢的運用：企業的優勢(如品牌、技術、行銷能力等)。 

6. 取得規模經濟或綜效：除了擴張經營規模取得規模經濟外，所累

積的行銷、管理經驗亦可複製；此外規模經濟或綜效也可降低企

業營運成本。 

7. 風險分散：各國的經濟週期不同、所得彈性也不同，因此營運風

險自然分散。 

8. 企業主持人的企圖心。 

被動因素則是受外在環境所逼使，其中區分為四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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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貿易障礙 

2. 客戶的國際化：假若不追隨客戶，客戶有可能轉向其他公司採購

服務，連帶的有可能其母公司的業務也可能轉向。 

3. 國際競爭：來自競爭者間的互動，伴隨競爭者國際化的動作而跟

隨。 

4. 母國營運環境的改變：母國環境改變而不利於企業營運(如政治不

穩定、土地成本過高、環保規定過嚴、工會要求過高等)。 

【表 2-1-1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目的彙總表】 

提出年代 研究學者 國際市場進入動機與目的 

1986 William & Gilmore 

一. 內部考慮因素：生產量、生產力、科技創新發

展、管理能力、市場行銷能力及財務資源之供

應。 

二. 外部之考量因素包括：文化、經濟、政治、匯

率、地緣政治和經濟運作等等。 

1989 George Yip 

一. 市場趨動力：國際市場有同質性客戶，或具有

國際通路可運用。  

二. 成本趨動力：集中採購、範疇經濟、規模經濟、

經驗學習曲線等皆屬之。 

三. 政府驅動力：產品的法規標準、關稅貿易等公

共政策。 

四. 競爭驅動力：以全球化的連動增強競爭力，或

是遭逢國際競爭對手。 

1989 Douglas & Craig 

包含母國市場趨於飽和、母國顧客移往海外、 分

散風險、 海外市場之原料、報復國外競爭者進入

母國市場、保持與世界市場技術更新之步調、 政

府對出口的獎勵措施及先進的傳播科技與行銷基

礎建設 

1992 
Czinkota, Rivoli 

& Ronkainen 

一. 積極的動機：包括追求利益、企業本身產品的

獨特性、技術優勢、企業特有資訊、管理當局

的熱衷、租稅利益與規模經濟。   

二. 消極的動機：包含了競爭壓力、產能過剩、國

內銷售量遞減、國內市場飽和、生產過剩、接

近顧客或市場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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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Punnett & Ricks 

一. 被動回應(Reactive)的動機: 屬於企業所不

能控制的外在環境因素，因而公司只對環境所

發生的事件有所回應，此類動機包括了貿易障

礙、國際客戶的壓力、國際的競爭、母國政府

所實施的管制或限制以及機會因素。 

二. 主動利用（Proactive）的動機: 包含了為了

取得新的資源、降低成本、投資的誘因、拓展

市場、利用廠商特有優勢、租稅因素、規模經

濟、協力效果、取得權力與聲望以及保護母國

市場等。 

1993 Dunning 

一. 資源導向（Resource-Seeking）：獲取比較優

勢或競爭優勢。 

二. 市場追求動機（Market-Seeking）：母國場規

模太小的限制，為了追求成長的空間，就會選

擇另一個海外的市場進行國際化的推展，來增

加銷售量。 

三. 跟隨全球性客戶動機（Follow The Customer）

四. 寡戰互動動機(Oligopoly Interaction)：在

寡佔型的產業中，競爭者往往不讓其對手對於

新興市場佔盡先機，當其競爭者採取海外擴展

行動時，馬上會採取跟隨其競爭者在同一個國

際市場的佈局，以防止其對手在多個市場進行

交叉補貼方式所帶來的威脅。 

1994 李蘭甫 

一. 作業上的需要: 包含了取得原料、取得設備、

取得技術、取得新市場或維護原來市場、處置

剩餘財產、、、等。 

二. 戰略上的考慮:  

A. 保證自己在外在環境的未來變化中不致受

到損害。   

B. 保證自身能繼續成長、避免飽和所造成的

停滯、增加營業量、或增進成長率。  

C. 保證及增進獲利能力。 

1999 吳青松 

一. 利潤導向：投資報酬率、現金流量、降低成本。

二. 市場導向：市場滲透、市場穩定、市場榨取。

三. 競爭導向：追隨競爭者、阻滯競爭者、創造競

爭局勢、追隨客戶。 

四. 策略導向：技術轉移、控制、產品多元化、地

區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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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Kotler 

一. 全球性企業提供更好的產品或以更低的價格

攻擊企業所在之國內市場，而公司可能為了反

擊這些競爭者，於是進入這些競爭者的國內市

場以綁住其資源。 

二. 企業可能發現國外市場較國內市場呈現更高

的利潤機會。 

三. 國內市場可能會停滯、萎縮或飽和，或是企業

為達規模經濟，而需要擴大顧客層。 

四. 企業可能為了減少對個別市場的依賴，以降低

風險。 

五. 企業的顧客可能擴展到國外，因而需要國際性

的服務。 

1999 Ball & Mcculloch 

為了增加利潤與銷售（Increase Profits & 

Sales）、保護市場、利潤與銷售（Protect Markets, 

Profits, & Sales）。 

2000 于卓民 

一. 主動因素是基於企業自己本身對機會的掌握

和本身優勢的運：包含有獲取資源、低成本、

政府提供之誘因、掌握新市場、本身優勢的運

用、取得規模經濟或綜效、風險分散、企業主

持人的企圖心。 

二. 被動因素則是受外在環境所逼使：包含有貿易

障礙、客戶的國際化、國際競爭、母國營運環

境的改變。 

2000 
Daniels & 

Radebangh 

為了擴大銷售（sales expansion）、資源取得

（resources acquisition）以及進行多 

角化（diversification）。 

2001 Rodrigues  

一. 機會理由：追求更大的利潤、產品能銷售更高

的價格、追求更大的經濟規模(economic of 

scale)、更廉價的勞力或原料。在新市場加速

成長，為內銷市場取得新商品。建立全球化財

務系統等。 

二.威脅理由：維護需求量逐漸衰退的內銷市場、

取得原料、管理 know-how 和資金、保護本國

市場與進口威脅。 

2004 

Eiteman, 

Stonehill & 

Moffett 

由於一連串之策略性（strategic）、行為性

（behavioral）與經濟性（economic ）動機所促

成。 

 



-25- 

(二)小結 

以資訊軟體產業來看，其之所以要進行國際化，其動機不外是要因應

外在環境的變化與競爭來提昇公司的經營績效。將這些學者的論述綜合起

來，我們可以將資訊軟體產業海外市場進入動機歸納為幾個重點： 

1. 利潤導向：擴大企業整體營業數字(業績與利潤) ，獲取資源以及

降低成本等因素考量。 

2. 市場因素：面臨競爭的挑戰與增加自己企業本身的競爭力，保護

既有市場及轉移市場。 

3. 環境變化：母國市場萎縮、需求量不足、環境改變、或跟隨客戶

而國際化。 

4. 外部誘因：在地國或母國政府的誘因，海外特定市場環境改變而

產生額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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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市場進入的步驟 

基本上一個企業要發展國際化，要成為一個全球化或國際性的企業，

其中需要經歷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所謂國際市場進入的步驟。而在

這一個國際化的過程中，每一個階段都會有其獨特的特徵，也有不同的經

營管理及策略思考模式與行為，所以需要特別去了解其特有的特性，並從

中去找出適合於自己企業的經營策略是必要的。 

國際化的過程與組織上的改變有關係，學者的理論上有四個組織上變

化的處理模式 (Van de Ven, 1992; Van de Ven & Poole, 1995)：生命

週期的(Life cycle)、進化的(Evolutionary)、辯證的(Dialectical)、

或是目的論的(Teleological)。 

有幾個學者針對國際化的步驟各自有提出一些理論，綜合其國際化文

獻，企業國際化過程可分為產品生命週期式、創新關聯式、漸進式、進化

結構模式及跳躍式五種模式，以及國際化過程動態性調整： 

(一)產品生命週期式(Product Cycle)國際化過程 

最早有關國際化過程的理論是產品生命週期模式 (Vernon, 1966, 

1979)，利用生命週期的方式來說明過程中組織的變化，其定義企業國際

化的過程可以視為是產品生命週期中的一部份。移往其他國家的銷售與生

產，主要是依照產品的過程來進行：導入、成長、成熟、及衰退。 在導

入階段，企業都在母國來開發創新及導入產品，會想要外銷是因為要獲得

經濟規模。在成長階段，企業會依照其他國家的需求而外銷或是設立生產

設施。在成熟階段，因為市場飽和及產品趨於標準化，企業會將生產移往

低廉勞工的國家去。最後在衰退階段，因為母國需求消失，企業會將母國

的生產基地關閉，而從未開發國家進口已經標準化的產品。Vernon(1979) 

後來又依國際企業的發展(像是生命週期的縮短或是國際企業將創新移往

其他地區)而提議將模式修改，限制它適用的範圍。更甚者，學者提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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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基地的移動反而與產業有關，而非企業國際化(Melin, 1992)。 

(二)創新關聯式(Innovation-Related)國際化過程 

創新關聯式模式 (Bilkey & Tesar, 1977; Cavusgil, 1980) 是由組

織上辯證的處理模式衍生來的。他們主張一個企業的國際化是隨著其創新

而進行的。與研究學者的漸進式國際化過程類似，他們建構在行為經濟學

理論上 (Cyert & March, 1963)，以及主張國際化是資訊處理方法(在這

裡面，企業改變對海外市場的態度及想法)後的結果。企業由不感興趣的

外銷開始，無論如何，都是由海外市場偶發的訂單引起管理者的注意，然

後企業開始外銷，隨之而來的就是衝突會自以母國市場為主的管理者及逐

漸增加的海外市場需求間產生。隨著時間的過去，企業改變它對海外市場

的期待，而且積極的開始尋求國際化。然後衝突就會開始在管理者所關注

市場間(國內與國外)發生，最後結果就是態度的轉換及改變。那也就是

說，介於管理者既定國內市場的關點，及外在市場需求的對立點間，所產

生的衝突，會透過國際化的關點來解決。隨著企業國際化所反映出管理態

度的轉換，會透過幾個階段來進行：譬如從企業對海外市場不太有興趣到

高度融入於外銷活動中。 

(三)漸進式(Increase)國際化過程 

70 年代中期以來，以 Johanson & Vahlne 為代表的北歐學派(1975, 

1977,1990)使用企業行為理論的研究方法，提出了企業國際化階段論，開

創了企業國際化理論研究的先河。 

Johanson & Vahlne 對瑞典四家企業的海外經營過程進行比較研究時

發現，它們在海外經營戰略步驟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最初，與外國市場

的聯繫都是從偶然的、零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交易活動的增加，母公

司掌握了更多的海外市場訊息和聯繫管道，海外市場開始透過外國代理商

而穩定下來；再隨著市場需求的增加和海外業務的擴大，母公司決定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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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海外建立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後，當市場條件成熟以後，母公

司開始進行海外直接投資，建立海外生產、製造基地。 

Johanson 等人認為，上述四階段是一個“連續＂、“漸進＂的過程。

它們分別代表著一個企業的海外市場投入程度或由淺入深的國際化程

度。企業國際化的漸進性主要體現下兩方面︰ 

1. 企業市場範圍擴大的地理順序，通常是本地市場→地區市場→全

國市場→海外相鄰市場→全球市場。 

2. 企業跨國經營模式的演變，最常見的類型是純國內經營→透過中

間商間接經營→直接經營→設立海外銷售分部→海外生產。 

Johanson & Vahlne（1977）認為企業依「國際市場涉入程度」不同，

而有不同的過程(將國際化分成四大階段，又稱為「漸進模式」（Model of 

Increasing Commitments）或「建立鏈」（Establishment chain）)： 

1. 無規則性出口（No regular export）：公司未對市場有資源投入

的承諾，公司與國外市場間也無正式的資訊溝通管道。 

2. 透過代理商外銷（Agent）：公司透過正式的銷售資訊，而由代理

管道進入國外市場，對該市場有某種程度的投入承諾。 

3. 設立銷售子公司（Sales subsidiary）：公司對國外市場有可控

制的資訊管道，主導資訊規劃的種類及數量。 

4. 國外生產或製造（Production）：公司承諾大量的資源投入。 

北歐學派用“市場知識＂（Market Knowledge）來解釋企業國際化的

漸進特徵。市場知識分為兩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企業經營和技術方面的

知識，也就是所謂客觀知識，它可以從教育過程、書本中學到。另一類是

關於具體市場的知識和經驗，或稱經驗知識，只能透過親身的工作實踐來

累積。決策者市場知識的多寡直接影響其對國際市場的機會和風險的認

識，從而影響海外市場的經營決策。因此，企業國際化階段論的關鍵假設

是海外經營的經驗決定海外經營的活動，認為企業海外經營的最大障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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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關的知識和經驗。而獲得海外市場知識和經驗的主要途徑是經營者

的“親身體驗＂。 

瑞典學人 Forsgren, M.(2002）認為，企業國際化階段論中“學習＂

的概念過于狹窄，因而影響了該模型的解釋力。他在歸納總結了近年來企

業國際化文獻的基礎上，提出了四個命題，來對企業國際化階段論進行挑

戰。 

1.“企業在外國市場的投資是以遞增的速度進行的＂。因為企業獲得 

經驗和知識不一定必須具備親歷性，它可以從別人的經驗獲得， 

也可以採取跟隨戰略。特別是在市場環境迅速變化的條件下，企 

業的外國市場戰略會採取多種形式。 

2.“企業有時在沒有自己經驗知識的情況下也進行海外投資＂。如近 

年發展的電子商務公司往往同時在幾個海外市場投資。其原因可

以用先佔者優勢解釋，目的在搶占市場。 

3.“如果企業看到進行海外投資比不進行海外投資風險低時，企業即 

使在不具備經驗知識的情況下也進行投資＂。 

4.“市場知識的逐漸累積並不妨礙企業海外投資的激進戰略＂。 

英國學人 Clark, Timothy & Pugh (2001)對英國17 家企業的外國市

場進入策略進行了實證研究，在考察“心靈距離（psychic distance）＂

對企業海外經營的影響時發現，文化差距固然是一個不可忽視原素，但其

他三個原素：市場規模、市場影響、地理距離也對企業的海外經營起重要

作用。上述四個原素構成了“國際市場優先指數（International Priority 

Index）＂。 其結論是，在企業國際化發展過程中，海外市場潛力和投資

國的地理距離是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原素。 

對於漸進式國際化階段，描述較為明顯的是 Buckley, Newbould & 

Thurwell（1978），他們針對43家英國已國際化且具有海外子公司的企業

所做的分析報告，其發現企業國際化的過程是一連串獨立且逐步擴展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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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階段，企業在成立海外子公司前，依照國際化風險(由低到高)分為 

- 出口 

- 成立海外銷售代理商 

- 設立海外銷售子公司 

- 海外生產子公司 

並將漸進式國際化歷程歸納出五種不同的路徑(如《圖 2-1-1 漸進式

國際化階段圖》)，其研究中發現包含之步驟愈多時，其國際化的平均成

功率也愈高。 

《圖 2-1-1 漸進式國際化階段圖》 

資料來源：Buckley, Newbould, & Thurwell（1979）. 

有關其他相關學者論述將之彙整於表 2-1-2 。 

【表 2-1-2 漸進式國際化理論彙整表】 

提出年代 研究學者 國際化階段 

1975 

Johanson & 

Wiedershei

m-Paul 

一. 缺乏常規性的出口活動 

二. 透過獨立的代理商出口 

三. 建立一個以上的銷售分支機構 

四. 在海外建立工廠從事生產 



-31- 

1977 
Johanson & 

Vahlne 

一. 出口 

二. 代理商 

三. 銷售子公司 

四. 生產子公司 

1978 Bilkey 

一. 缺乏出口意願，不接受海外訂單 

二. 缺乏出口興趣，不主動尋找出機會 

三. 產生出口興趣，極積尋求出口機會 

四. 嘗試性出口，出口至心靈距離較近的國家 

五. 向數個海外市場出口而累積更多經驗 

六. 出口擴張，評估出口至心靈距離較遠國家之

可行性 

1979 

Buckley, 

Newbould, & 

Thurwell 

一. 出口 

二. 銷售子公司 

三. 技術授權 

四. 銷售及服務子公司 

五. 生產子公司 

1980 Cavusgil 

一. 國內行銷 

二. 評估出口可能性 

三. 試驗投入階段，出口至心靈距離較近的國家

四. 積極投入階段，直接出口 

五. 國際戰略階段，分配有限資源予國內外市場

1981 Reid 

一. 出口知曉 

二. 出口傾向 

三. 出口嘗試 

四. 出口評估 

五. 出口接受 

1991 
張東隆與

Grub. 

一. 起始機制：出口、OEM(屬非直接經營，以行

銷為主) 

二. 發展機制：國外設立行銷據點、服務中心(屬

直接經營，以行銷為主) 

三. 成長機制：授權生產、合約承製、合作生產、

整廠輸出(屬非直接經營，以生產為主) 

四. 成熟機制：國外生產工廠(屬直接經營，以生

產為主) 

1994 
Robbins, 

S.P. 

一. 未出口 

二. 代理商銷售 

三. 積極投入 



-32- 

1994 李蘭甫 

一. 從事出口，間接出口到直接出口 

二. 海外直接銷售 

三. 合作製造 

四. 對外投資，間接投資與直接投資 

五. 多國藉公司經營 

六. 全球化公司經營 

1996 Cateora 

一. 無固定的國際行銷 

二. 間接性的國際行銷 

三. 經常性國外行銷 

四. 國際行銷 

五. 全球行銷 

1997 
于卓民,  

曾浩岳 

一. 商品出口 

二. 低度出口（出口比率 10% 以下） 

三. 中度出口（10% 至 15%） 

四. 穩定出口（50% 以上） 

五. 對外直接投資（設廠） 

 

(四)進化結構式(Evolutionary Structure)國際化過程 

進化結構式模式 (Stopford & Wells, 1972; Bartlett & Ghoshal, 

1987)跟隨組織上變化的進化處理模式，在結合轉換上辯證的概念，這個

模式企圖去描述多國企業組織結構的轉換形式，來描述成為企業國際化運

作的模式，譬如說一個國際化部門轉而成產品或地區式結構 (Stopford & 

Wells, 1972)。一旦企業是一間大型的多國企業，因為要擷取整合及營運

上地區責任制的優點，結構可能會進一步的逐步發展朝向跨國的結構 

(Bartlett & Ghoshal, 1987)。Malnight (1995)的研究指出結構的進化

是與企業的目標有關聯性，隨著階段過程而做的改變，會引起介於目前組

織的活動與新興的壓力間的衝突。雖然這個模式傾向於，在依循差異-選

擇-保留的階段中，不要承現太明顯的進化動力，但他們可以被解釋為在

此組織上變化模式下運作(Westney & Zaheer, 2001)。 

這個模式主要是集中注意在公司結構的轉換上，以及公司本身的關係

上，而不是在不同國家營運基本活動的轉換。因此，它並不會直接說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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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國際化過程，但是會顯示國際話過程中結構上的轉換現象。 

(五)跳躍式國際化過程 

另有一些研究指出某些情況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發展，並非總是依

循固定的模式或階段而逐步發展，有時會出現階段跳躍的現象(相關研究

彙整於【表 2-1-3 跳躍式國際化理論彙整表】)。當公司資源多、市場同

質、市場穩定或有豐富國際經驗時(Johanson & Vahlne，1991)，或是地

主國生產面考量大於市場面考量時(葉郁芬，1993)會採跳躍式國際化過

程。 

【表 2-1-3 跳躍式國際化理論彙整表】 

提出年代 研究學者 理論重點 

1976 
Buckley and 

Casson 

1. 企業決定進入國外市場方式時，會考慮三種因

素：沈沒成本、週期固定成本、週期變動成本，

所以不一定會採取漸進式的國際化過程。 

2. 國際化過程為：出口 技術授權 直接投資，但

可能會因市場規模較小，只有一、二階段。如

市場規模夠大直接由第二階段開始。 

1990 
Millington 

& Bayliss 

1. 廠商的國際化經驗不一定要來自目標市場，亦

可由其他國外市場獲得，這些經驗亦可幫助廠

商採取跳躍式的國際化過程 

2. 廠商可藉由詳細的海外投資規劃來取代目標

市場的實務經驗 

1990 
Sullivan & 

Alan 

企業的國際化程序受廠商需求、國家特定因素及

國外市場環境等三因素影響，而採不同國際化策

略 

1990 
Johanson & 

Vahlne 

當國公司資源多、市場同質、市場穩定及網路成

員關係密切時，會採跳躍式國際化過程 

1993 葉郁芬 地主國生產面考量大於市場面考量 

1999 吳青松 

1.迫於總體生產環境的遽變，促使其海外投資行

為過於早熟 

2.我國許多傳統產業內的中小企業過去皆著重於

OEM 代工，根本不必擔心產品行銷問題 

吳青松（1999）研究發現，我國中小企業的國際化過程，在許多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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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都有海外直接投資在先，而設立行銷據點在後的「跳躍式」現象。這和

其他國家的中小企業多半遵循產品出口、設立業務化表、設立銷售分公

司、設立製造子公司的「漸進式國際化」模式有所不同。 

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二： 

1. 我國中小企業對外投資係迫於總體生產環境的遽變，乃屬於「壓 

迫性的外移」現象，促使其海外投資行為過於早熟。 

2. 我國許多傳統產業內的中小企業過去皆著重於OEM代工，根本不必 

擔心產品行銷問題，直到海外投資使其生產規模迅速擴大後，產 

品行銷開始有了規模經濟，才使企業回過頭企圖建立自己的品牌 

和自有行銷通路。這種海外投資在先，建立行銷據點在後的現象， 

可說是台灣中小企業國際化模式中的一項重要特徵。 

(六)國際化過程動態性調整 

Johanson & Vahlne(1977)根據 Johanson & Wiedersheim-Paul(1975)

的研究做更進一步的發展，提出「Uppsala 國際化過程模型」(Johanson & 

Vahlne, 1977)。在此過程中公司會逐漸增加其國際性投資，而且此種過

程是在國外市場知識、作業知識以及逐步漸增的國外市場資源承諾的交互

作用中演進。此模型假定，市場承諾及市場知識會影響資源投入的決策及

公司如何執行現行活動的方式，而公司的活動及投入決策也會回過頭來影

響市場知識及市場承諾（《圖 2-1-2 國際化動態模型圖》）。也因此，

國際化過程也就被視為一種不斷演進的動態過程。 



-35- 

 

《圖 2-1-2 國際化動態模型圖》 

資料來源：Johanson & Vahlne (1977). 

(七) 小結 

雖然在文獻上有關國際化過程有那麼多種模式，但是最有影響力的還

是漸進式國際化模式(或是Uppsala)；無論如何，這個模式還是需要一些

改善。基本上這個模式是跟隨行為經濟學研究理論來的 (Cyert & March, 

1963)，它是主張所謂漸進式國際化，是當企業擴張海外市場時，同時也

是經由嘗試錯誤的方式(trial-&-error )在學習國際化運作的經驗 

(Johanson & Vahlne, 1990)。 

雖然這個模式在最近有經過從新再定義 (Johanson & Valhne, 

1990)，而且得到相關研究綜合性的驗證。某些研究發現有些企業是採用

逐步式的國際化過程(Eriksson, Johanson, Majkgard, & Sharma, 1997; 

Welch & Luostarien, 1988; Young, Huang, & McDermott, 1996)，除此

之外，這個模式也被批評沒有考慮到市場及經濟環境，只跼限在國際化的

初始階段，而且過度的定下結論，以及過程中沒有考慮其他模式。再者，

它也沒清楚的提到採用怎樣的組織上變化的模式；它顯示有時候是採用生

命週期模式，有時候是目的論的模式(Forsgren, 2002)。 

圖 2-1-3 顯示四個組織上變化的處理模式與國際化過程的互動，及

表達其與改變方法的規則及改變的目的性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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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國際化階段模式與改變形式關聯圖》 

資料來源：Cuervo-Cazurra & Ramos (2002). 

對資訊軟體產業來看，比較可以用來說明國際市場進入步驟，應該可

以適用產品生命週期式、或是漸進式來進行。但是有些企業隨著自己本身

資源與經驗累積能量不同，而會採用跳躍式方式來進行其國際化。 

無論如何，資訊軟體產業亦同其他行業一樣，整個國際化過程就是一

個學習過程，也被視為一種不斷演進的動態過程，隨著經驗的累積，地主

國環境的不同及改變，而隨時進行資源的調整與策略的改變以因應變化，

就如同圖 2-1-2 所描述的情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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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類型 

從文獻來看，提出海外市場進入模式之選擇與分類的學者，分別有經

濟學者與管理學者，他們分別從不同的觀點對進入模式的選擇與分類作解

釋及研究。 

(一) 經濟學者的觀點 

經濟學者將海外市場進入模式分為兩大類，第一種是生產地點在母

國，直接或間接外銷至目標國為主的進入方式;另一種則是生產地點在地

主國(將技術、資金、人力資源或企業本體外移至海外目標國)，結合當地

資源以從事生產、銷售的活動。 

于卓民(2000)將國際市場進入策略區分為： 

1. 生產地點在母國的進入策略 

   (1) 外銷：間接外銷(透過第三者去服務外國客戶)及直接外銷(自

行處理有關外銷活動)。 

   (2) 他人背付法(Piggybacking)：背付者(Carrier)替搭乘者

(Rider)在國外市場銷售產品，背付者與搭乘者經常是獨立的

兩個公司，譬如說裕隆汽車公司透過日產外銷福滿多商用車。 

   (3) 以物易物(Barter)：雙向的物品流動，有六種不同的形態分

別是純粹的以物易物、清算安排(Clearing Arrangement)、

轉手貿易(Switch Trading)、回購(Buy-back)［或稱為補償

貿易(Compensation Trade)］、對等購買(Counterpurchase)

及對充協議(Offset Agreement)。 

2. 生產地點在地主國的進入策略 

   (1) 合約生產(Contractual Manufacturing)：地主國企業提供產

品，而由母國企業負責當地的行銷。 

   (2) 技術授權(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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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又依股

權的共享與否區分為合資(Joint Venture)與獨資

(Wholly-owned Subsidiary)。 

       合資的主要理由為順利進入市場、降低風險、規模經濟及功

能或技術互補等四項。 

       而獨資的主要理由是可以接近及了解顧客、完全控制子公

司、企業優勢產生效益可以自己享有且不易外洩。 

(二) 管理學者的觀點 

就管理學者來說，經濟學者的分類方式，在面對日益多元的進入模式

時顯的分類稍過簡單，因此管理學者便提出了不同的分類觀點，茲將學者

們提出的觀點分述如後： 

管理學者認為當進入一個新市場時，企業都會企圖去管理可意識到的

風險，以及透過其選擇的恰當的控制策略去將所顯示的功能最大化。一個

企業期待從其母國所在基地擴張市場到其他國家時，在成為國際化或多國

企業的一開始，都會面臨如何選擇一個最佳的結構性安排。 

這點也就反應在市場中資產所有權的等級上，概分成三個主要形態：

出口式進入模式(export entry modes)、契約式進入模式(contractual 

entry modes)、及投資式進入模式(investment entry modes )(Tallman & 

Yip, 2001)。出口式進入模式基本上包含間接及直接的代理、經銷或分公

司。契約式進入模式包含有技術授權、特許經銷權、技術移轉、服務及管

理合約以及共同開發合約。投資式進入模式的特性是直接進入、取得、合

資及獨資。 

Root(1994)提出四個主要的選項，分別是外銷、技術授權、合資及獨

資。Osl，Taylor & Zou(2001)指出，外銷與其他模式不一樣的地方是，

企業的最終或是中間性產品是在目標國家以外的地方生產，然後接著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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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過來。間接外銷是透過與企業所在母國同樣位置的中間者來對產品做銷

售與交貨。而直接外銷雖然有可能會使用地主國的中間商，但是不會透過

位於母國的中間商來進行活動。波音(Boeing)公司就是世界最大的直接外

銷者，幾乎大部份的飛機都是在美國境內製造，但是絕大部份的飛機都是

直接賣到其他國家。 

技術授權是一個與一個或數個地主國合作的方式，是契約式的模式。

一個公司轉移其權力給一個國外組織去使用部份或全部的資產，像是專利

權、商標、公司名稱、技術或是生意法則。被授權人(licensee)會付一筆

啟始金或是將銷售的一部份比例給授權人(licensor)。 

合資與獨資都是代表在地主國直接投資設立營業據點，而合資是由兩

個或多個組織一起分享新組成實體的所有權、管理權、風險、及成果。每

個合作夥伴都會對實體貢獻像是資金、廠房、設備、或是技術等。譬如說 

Matsushita 就與 Philips 合資在比利時設廠生產電池。獨資就是母公司

對其他國家設立的公司擁有完整的所有權，以及承擔完整的公司營運管理

責任。最好的例子就是在 1980末期 及 1990年代的日本汽車業在美國就

是使用獨資的進入策略(Sohn, 1994)。 

Davidson (1980)將海外投資活動依持股比例的不同，將近入模式分

成：獨資、多數股權(Majority Owned)、均等股權（Co-Owned）、少數股

權(Minority)、授權等五種型態，並且每一種進入模式的管理控制、行銷

方式、生產方式皆有所差異。 

Howard (2005) 定義進入新市場的模式包含，從技術授權及特許經銷

權、透過外銷(直接或透過獨立的通路管道)、到海外直接投資(FDI)(合

資，收購，合併，及獨資)。進入模式包含兩個獨立的因子：決策所在地

及控制的模式。外銷是在母國進行，以及透過管理來控制；海外技術授權

是位在國外，以及透過合約來控制；FDI 是位在國外，以及透過管理來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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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進入模式代表著不同程度的所有權與控制權，Erramilli & Rao 

(1993) 及 Hill, Hwang & Kim (1990) 將進入模式分成兩種類型：完全

的控制(full-control)與分享的控制(shared-control)。公司可以透過獨

資去對營運提供完整的控制權與所有權，反過來技術授權與合資就會將控

制權及所有權分享出去。表 2-1-4 分別針對這兩種類型進入模式的特性

做一說明與比較。 

【表 2-1-4 完全控制與分享控制進入模式特性表】 

分享控制進入模式 完全控制進入模式 
特性/決定因素 

(合資，契約式合約) (獨資) 

風險程度(由資源與資

產的承諾來決定；風險

由夥伴共同分擔) 

低度 - 中度 高度 

歸還(直接與所有權與

控制權有關) 
低度 - 中度 高度 

資源承諾(與海外市場

的進入及日常營運的維

護有關聯，隨著所有權

與控制權的程度增加而

增加) 

低度 - 中度 高度 

在地市場的知識(隨著

在地夥伴而增強。隨著

夥伴的幫助了解在地知

識而改變) 

低度 - 中度(透過

夥伴的知識) 

高度(必須建立自己

的知識) 

控制權(直接與所有權

有關) 
中度 高度 

資料來源：Herrmann & Datta (2002). 

(三) 小結 

將這些經濟學者與管理學者的論述綜合起來，我們可以將資訊軟體產

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類型，依涉入程度的高低(由低到高)及進入市場階

段順序歸納為：間接外銷、直接外銷、技術授權、合資、及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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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入模式之選擇因素 

Wind & Perlmutter (1977)指出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對國際化的運作

擁有極大的影響，而且可以被視為是企業國際化的“開疆闢土的事＂。

Root (1994)主張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對多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來說是其最關鍵策略決策中之一，它會影響國外市場

中未來的決策及表現績效，同時也會影響到企業所決定投入資源承諾的等

級(這樣的等級是很難再由一種等級換為另一種等級，特別是從高承諾到

低承諾)。Kumar & Subramaniam (1997)，Chung & Enderwick (2001)，

以及 Nakos & Brouthers (2002)都強調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是企業在事

業往海外推廣時的一樣關鍵性策略決定。 

也因為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的重要性，所以這個課題也成為很多學者

研究的標的，也發展出幾個模式來了解與說明。其中有五種理論特別顯

著，而且被廣泛的引用，分別是： 

1. 進入模式階段學派（ Entry Mode as a Chain of Establishment 

School）：又稱發展階段模式(Stage of Development, 

SD)(Johanson & Paul 1975; Brooke 1986) 

2. 交易成本觀點學派（Transaction Cost Perspective School）：

又稱交易成本分析模式(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TCA) 

(Anderson & Gatignon,1986; Erramilli & Rao 1993) 

3. 折衷架構學派 (The Eclectic Framework School)：採用所有權、

區位及交易內部化模式(Ownership, Location & Internalization, 

OLI)(Dunning 1977, 1980, 1988,1995, 1998, & 2000) 

4. 組織能力觀點學派(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Perspective 

School)：又稱組織能量模式(Organization Capacity, OC) 

(Aulakh & Kotabe 1997; Madhok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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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決策能力觀點學派(The Decision Making Capability 

Perspective School)：又稱決策處理模式(Decision Making 

Process, DMP)(Root 1994; Young, Stephan, Hamill & Davies 

1989). 

在最近這幾年，大部份的相關研究都集中焦點在驗證特定因素對市場

進入模式選擇所產生的影響。相關被驗證的因素彙整於表 2-1-5。 

【表 2-1-5 相關影響市場進入模式選擇因素研究彙整表】 

驗證影響市場進入模式選擇因素 研究學者 提出年代 

技術轉移 Mattoo 2001 

外來移民的影響 Chung & Enderwick 2001 

Chung & Enderwick 2001 

Nakos & Brothers 2002 市場規模 

Eicher & Kang 2002 

Nakos & Brothers 2002 

Evans 2002 公司規模 

Leung et al. 2003 

成功的 CEO 特質 Herrman & Datta 2002 

Chen & Hu 2002 

Gillespie 2002 

Evans 2002 

Cristina & Esteban 2002 

文化的差距 

Leung et al. 2003 

Siripaisalpipat & 

Hosbino 
2000 

產業障礙與企業的優勢 

Chen & Hennart 2002 

Evans 2002 

King & Tucci 2002 國際化經驗 

Reuber & Fisher 2003 

國家風險與不確定的環境 Cristina & Esteban 2002 

員工規章 Konopaske et al. 2002 

外國貨幣對換匯率與母國匯率 Baek & Kwok 2002 

Zhao & Decker (2004)將這些因素都歸納為幾個群組：國家因素(文

化差距、教育水平、貨幣對換匯率等等)，產業因素(市場規模、市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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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形態等等)，企業因素(企業規模等等)及產品因素(產品形態、產品成

熟度、銷售服務等等)。 

以下就相關學派做概略的說明： 

(一) 進入模式階段學派 

SD 模式，也有稱它叫 U 模式，是由Johanson & Paul (1975) 在研

究中小型企業(SMEs)國際化策略時所提出的。這個模式主張 SMEs 的國際

化過程是漫長、緩慢、及漸進式的(而且在一個二維矩陣中進行：一邊是

地理或更確切的說是文化擴張，另一維是承諾)。爾後經由Brooke(1986)

的研究去加強及以應用實例來解釋市場進入模式的決策。結論是市場進入

模式是與企業發展的階段有關，認為進入模式的選擇會隨著企業國際化的

歷程而有以下四階段的演進： 

1. 非常態性出口。 

2. 透過獨立代理商出口。 

3. 成立銷售子公司。 

4. 至當地設立製造/生產廠房。 

但是這個學派還是有些缺點，譬如說無法解釋為什麼一個新設立的海

外公司會以獨資的方式進入而不是外銷，還有並未將共有經營的進入模式

納入、以及此架構進入模式的選擇演進必須是有時序性的，但在今日來

看，似乎是不需如此；所以 SD 模式並未受到目前研究者的重視。 

(二) 交易成本觀點學派 

TCA 模式是由 Anderson & Gatignon (1986)所提出的理論，基本理

論是以 Williamson (1975 & 1985)所發表的交易成本經濟學理論為基礎，

以它做為一個工具來說明，當資產很明顯的伴演為關鍵角色時所存在的經

濟問題。學派的假設前題是，組織上的結構與設計皆由縮小交易成本來決

定，結論是中小型企業所選擇的市場進入模式，是會幫助他們更有效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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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長期風險。其選擇方式將會依據四種概念(可決定最理想的控制程

度)(圖 2-1-4)：交易資產的專屬性(transaction-specific assets)，外

在不確定因素(external uncertainty)，內部不確定因素(internal 

uncertainty)，及搭便車的可能性(free riding potential)。進入模式

由控制程度來決定，例如獨資的特性就是高程度的控制。爾後相關研究報

告也發展出對這四種概念的特別測量方式，除此之外，也提出一些可試驗

的提議。 

 

 

《圖 2-1-4 Anderson & Gatignon 進入模式決策架構圖》 

資料來源：Anderson & Gatignon (1986). 

Juan & Alphonso (2004) 將市場因素加入延伸的交易成本理論中，

將市場策略理論與國際企業決策整合在一起，來說明全球化市場績效的問

題。指出消費習慣與消費者習性市海外市場結盟策略決定的主要因素，將

產品策略與行銷策略定為兩個不同的因子。 

 (三) 折衷架構學派 

所有權、區位及交易內部化模式(OLI)理論是由Dunning (1977) 在斯

德哥爾摩的諾貝爾討論會上，演說時提出的(題目是：國際間經濟活動的

配置)，他想要辨別及評估有關影響國外生產的啟始活動與成長的因素。

後來他在往後的幾年陸續的研究設計出這個模式(Dunning 1980, 1988, 

1995, 1998,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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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ning 第一次簡報時承認，他企圖去辨別國外直接投資的特殊性特

色時，在所有權資產的議題已經由Southard (1931) & Dunning (1958)提

過。很多假設前題都關注在多國公司慣用的所有權優勢上，譬如說，生產

的特質性(Caves 1971)和企業家及管理方面的能力(McManus 1972)都包含

在內。他認為某些多國公司會為了(例如)策略性的網絡因素而進入一個新

的市場，或是，如果一間多國公司是由數個股東所有，而且如果其中某些

人同時是很主觀的，或者是總是沒有自己主見而都順著其他人意見，這些

都可能影響這間多國公司不會去採用會取得最大獲利的市場進入模式。

Vernon (1974)將焦點集中在母國區位的優勢上，來說明不同的海外投資

行為。所有權優勢的觀念由Dunning(1977) 整合起來，用以解釋生產國際

化的事項。此外，Buckley & Casson (1976)提出內部化理論來解釋國際

性投資，以及主張如果國際化的成本低於外銷或其他契約式合約的成本，

多國企業應該將其進入海外市場的活動內部化。 

OLI 理論認為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是由企業本身三組優勢合併一起

衡量的： 

1. 所有權優勢(有關所有者獨特的本質及其國籍) 

2. 內部化優勢(透過所有權優勢的移轉，而衍生跨越國家界限去擁有

相關組織，所產生的優勢) 

3. 區位優勢(來自因為不同的區位，而衍生會影響生產收益及成本

的，不同的資源、制度及管理規章) 

擁有愈多的 OLI 優勢將會使，企業更喜歡採用像是獨資這類具備高

控制程度的進入模式。Dunning (1995, 1998, & 2000) 有對上述論調做

了一些修正，主張當在做生產國際化的決策時，像是競爭優勢、市場失敗

經驗及協同能力和變動環境一樣，也應該被整合到模式中。 

(四) 組織能力觀點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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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能量模式(OC)是由Aulakh & Kotabe (1997) 及 Madhok (1998) 

所發展出來的，而且是依照組織理論為基礎發展的。它將一間企業看成是

一堆的能力與知識，像是各別的技能、組織與技術常無可避免的被整合起

來 (Nelson & Winter 1982)。這個模式主張進入模式選擇的決策是屬於

企業能力的事，而且這個能力是透過考量與企業能力相關的調度及開發能

力，一起計算決定的。這是頭一回企業或組織的能量被放入市場進入模式

選擇的決策當中。但是這個模式還是有些限制，傳統的假設是一間獨立企

業的能量是局限於所有權上，這是不正確的。因為企業與決策有關的效率

很明顯地會經由其協同的合約所影響，這點就會很強烈的改變其能量。所

以採用一個決策，應該不能只依賴組織能量，還應該考慮組織的效率(要

設計一套評量組織效率的方法)。這個模式也忽略了會影響決策者的社會

及政治因素。 

(五) 決策能力觀點學派 

決策處理模式(DMP)是由Root (1994)所提出的，然後經由Young et al. 

(1989)，Kumar & Subramaniam (1997)，及Eicher & Kang (2002)所陸續

發展出來的。它所主張的進入模式選擇決策必須要以多階段的決策處理來

進行。有關決策的一些多樣性因素，像是預期的市場進入目標、既有環境、

以及相關的成本與風險必須要衡量進去。理論中將集中注意於決策處理的

最佳化，而沒過度聚焦於探索怎樣的因素會影響及如何影響他們的進入模

式選擇，使得此模式比較務實。但是不管怎麼說，它仍不是最完美的，因

為它忽略了決策者在做決策時所身處組織本身的規則。 

(六)小結 

以上為海外進入模式決策架構之文獻探討，茲將上述學派之研究架構

彙整比較於表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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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海外進入模式決策架構學派彙整比較表】 

基本 

模式 
研究學者與年代 

相關應用

理論 
主要論點 限制 

SD 模

式 

Johanson & Paul 

(1975); 

Brooke (1986); 

Young et al. (1989) 

公司理論 

對企業來說，從文

化、地理範圍的擴

張及承諾的角度來

看，國際化是一個

漫長、緩慢及漸進

式的過程 

無法解釋為某

些新設立的公

司，為何一開始

在海外市場運

作時會採用擁

有高資產的進

入模式 

TCA 

模式

及其

延伸 

Anderson & 

Gatignon (1986); 

Hill et al. (1990); 

Klein et al. 

(1990); 

Erramilli & Rao 

(1993) 

交易成本

理論，制度

理論以及

其他 

企業習慣效率地擴

張其市場，通常偏

好此種進入模式，

可以節省交易成本

不容易去驗證

與測量，而且與

企業的統治權

無關連 

OLI 

模式 

Dunning (1977, 

1980, 1988, 1995, 

1998, & 2000) 

國際化生

產理論，組

織理論，國

際化理

論，位置理

論及其他 

進入市場模式的選

擇由三組優勢來決

定：所有權、區位

及交易內部化優

勢。一個企業想擁

有愈多的優勢，就

愈會偏向選擇具有

擁有高資產的進入

模式 

靜態模式忽略

了，企業目標、

決策的人及當

進入模式決定

後環繞在決策

者四周的環境

變化，所產生的

影響 

OC 模

式 

Aulakh & Kotabe 

(1997); 

Madhok (1998) 

組織理論 

進入模式的選擇依

賴於一個企業能量

的部署與發展 

企業能量不會

受所有權所形

成障礙的限

制，而且它忽略

了包含決策者

及社會與政治

環境因素，這點

無法證明其正

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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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模式 

Root (1994); 

Young et al. 

(1989); 

Kumar & 

Subramaniam (1997) 

行為理

論，事件理

論及其他 

進入模式的選擇是

一個多階段的決策

處理，會將某些重

要的因素參考在內

忽略了組織效

率及決策者的

影響 

其實對資訊軟體產業來說，去決定控制權及所有權的程度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一般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大致上分成兩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中，如果覺得控制權是重要的，公司大多會選擇獨資。在第二個階段裡，

如果可以接受控制權分享，就可以在所有權的高低程度中做決定，然後就

可以開始尋找適當的合作夥伴 (Gatignon & Anderson, 1988)。 

Maignan & Lukas (1997)及 Woodcock et al.(1994) 的研究中有表

示這些進入模式可能會隨著三種因素來做區別： 

1. 所需承諾資源的數量; 

2. 控制的數量; 

3. 技術風險的等級. 

圖 2-1-5 顯示這些因素與進入模式間的關係。 

 

《圖 2-1-5 影響進入模式選擇因素關聯圖》 

資料來源： Osland, Taylor & Zou (2001). 

Osland, Taylor & Zou (2001)指出資源承諾指的是無法轉移做其他

方面使用的既定資產。資產也可能是無形的資產，像是管理機制、或是

像是機器與資金的有形資產。所需要資源的數量那就非常的與進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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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了，範圍可以從外銷的完全沒有，到技術授權的極微小的訓練費用，

到獨資的龐大設備與人力資源的投資費用。 

控制是代表，當一間企業在國外市場對決策、使用系統、及方法所可

以影響的能力與意願。在一個特許權(franchise)形式的技術授權合約

中，有時候會依付款條件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控制權。因此，許可者

(licensor)將只有少許的控制權。在合資的情況下，控制權會隨著所有權

的程度來共同分享，當所有權超過 50%，就會在董事會的席次上擁有較多

的席位。但是無論如何，一旦有某個夥伴擁有比其他人多的經驗與知識

時，還是會允許一些非正式的控制方法存在。獨資會受很多公司歡迎就是

因為這個模式會使一個多國企業在做決策時擁有絕大部份的控制權。技術

風險是模式的組合與做決策時的第三個參數，這個要素可以被定義為是一

個潛在的因素，因為一個企業中的一些應用知識會在有形及無形當中不經

意的轉移給在地的公司。在一份技術授權的合約中，被授權人在生產及在

未來使用授權人技術的風險是相當高的。合資的夥伴有可能學習或是引用

一些未指定的元件到別的公司技術中。在獨資的模式中，由於所有的營運

都是在一家企業的控制之下，所以有關技術的風險相對是比較低的。 

資源承諾、控制、及技術風險彼此之間是高度有關聯性的(Woodcock et 

al., 1994). 例如，如同上面所說，增加的控制權相對會降低技術的風險。

同時，控制也會需要額外增加的資源承諾，某研究者提出進入模式的選擇

將主要依賴於有關資源承諾、控制、及技術風險的程度(Maignan & Lukes, 

1997; Woodcock et al., 1994)。 

在實務上，進入模式的選擇是很複雜的。除了資源承諾、控制、及技術風

險因素之外，還有很多在地市場的條件及自己企業內部的資源也會影響決

策，但不可否認的一點，也是很多台灣產業的通用特質，亦即企業執行者

的個人特質與能力大大主管了整個進入模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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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核心資源相關文獻探討 

在20th 世紀最後兩個十年中，資源基礎理論(Resource-Based Theory)

廣受重視，被做為傳統產品基礎或競爭優勢觀點的另一項選擇。資源基礎

的觀點，是改善擁有無形資源企業的策略構想，由其針對快速增長的以知

識為基礎的服務業(例如資訊軟體服務產業)，及知識密集產業等。 

企業必須充分的了解本身所擁有的資源及能力，進而針對其所擁有的

能力加以選擇，強化及發揮，才能產生核心能力，進而達到競爭優勢。而

企業在進行國際化的同時，必須要先充份分析企業所擁有的資源，更要辨

別出各項資源的獨特性、持久性、專屬性、不可替代性，方可找到持續的

核心能力及其競爭優勢，進而憑藉這些優勢去將營業範圍跨越到海外市

場。 

一. 資源基礎理論 

資源基礎的觀點，是主張所支持的競爭優勢是由企業核心內一組獨特

的資源所產生 (Conner & Prahalad, 1996; Barney 1991)。換句話說, 以

資源為基礎的觀點描述企業的擁有者如何從目前持有或是可以採用的資

源與能力中去建立他們的企業 (Dollinger, 1999)。“資源＂這個字可以

廣義的想像為是企業內“任何可以被視為是強點或弱點的東西＂ 

(Wernerfelt, 1984)。這個理論所要定址出的中心觀點是，在同樣的市場

裡，優秀者為什麼可以比其他公司容易達成其績效，而且假設優秀者的績

效是來自於企業裡獨特的資源。 

資源已經被發現是產生最終績效的重要前提 (Wernerfelt, 1984). 

依照資源基礎論學者來看，企業可以從策略規劃(Michalisin et al 

1997)、管理技巧(Castanis & Helft 1991)、特有的知識(Polanyi, 1962, 

1966)、資本、雇用有技能的員工(Wernerfelt, 1984)等這些資源中，去

達成可保持在一定水平的競爭優勢。資源可能是有形的或是無形的，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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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公司支配成為優點或缺點, 而且都可以被導引成為競爭優勢。 

 

《圖 2-2-1 資源基礎理論的資源模式架構圖》 

資料來源：Barney (1991). 

資源基礎理論強調企業的資源是競爭優勢及績效的基本決定因素，異

質的(或獨特的)資源被考慮是成為競爭優勢的必要條件。依照 Barney 

(1991)的說法, 一個企業的資源必須是有價值的, 稀有的, 以及無法完

整的模仿及替代, 才可成為競爭優勢(如圖 2-2-1)。 

圖2-2-2 說明這樣的關聯與演變。 

 

《圖 2-2-2 持續競爭優勢架構圖》 

資料來源：Barney (1991). 

資源與競爭環境是組成企業策略的條件，而企業策略與績效又會轉回

來影響競爭環境與資源，而且所有這些的變化又會產生新的訊息，依序產

生新的學習機會，以及可能導向產生或發展出新的資源。Flore Bridoux 

(2004)將策略視為是一連串漸進式由企業資源與競爭環境所組成的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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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回應，依序又轉變為其他企業環境的外在因素。圖 2-2-3 顯示這些

元素之間的關係與互動。 

 

 

資料來源：Bridoux (2004) 

《圖 2-2-3 資源與策略轉換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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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類型 

Barney (1991)在所定義的資源裡，所規範的企業資源是資產、能力、

組織上的處理、企業屬性、資訊、知識等等，這些都是企業自己本身可以

控制的項目。 

國內外學者對於資源類型的區分，由於分類的構面或標準不同而有所 

不同，本研究這裡只列舉國內學者吳思華與司徒達賢的分類與定義，其他

的則將其彙整於【表 2-2-1 相關資源類型之國內外研究彙整表】，基本

上可以歸納為以下二種特徵。 

1. 資源包括資產(asset)與能力(competence)， 而且由資產的資源

項目逐漸轉移至『能力』的資源項目。 

2. 資源包括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而且由非人的有形資源項目逐

漸轉移至與人有關的無形資源項目。 

吳思華(2000)將具有策略價值的核心資源的內涵區分為兩個部份： 

1. 資產：包含有形資產(土地廠房、機械設備等實體資產及現金、有

價證券等金融資產)與無形資產(品牌、商標、專利權、著作權等)。 

2. 能力：包含有個人能力(專業技術、管理、人際關係網絡)及組織能

力(企業營運、技術創新、商品化、組織文化等) 

國內學者司徒達賢(1995)有一明確定義： 

1. 企業資源(Firm Resource)：所有能使企業執行策略以改進其效率

及效能的資產、能力、企業特質、資訊與知識等，是企業所能掌握，

而且可以進行建構並執行策略(Barney, 1991)； 

2. 組織能力(Organization Capability):企業建立內部結構與程序

的能力，這些能力可使企業成員去創造組織的專屬能力，並使組織

能因需求及環境改變而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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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指企業做的比競爭者好的活動

(Selznick, 1957)，能提供事業單位持續競爭優勢的能力基礎稱之

(Teece et al., 1990)。 

【表 2-2-1 相關資源類型之國內外研究彙整表】 

提出年代 研究學者 資源類型 

1986 Coyne 
(功能上，文化上)使用能力 

(地位上，法規上)擁有能力 

1991 Barney 實體資本資源、人力資本資源、組織資本資源 

1991 
Chatterjee & 

Wernerfelt 

一. 實體資源(physical resources): 固定的資

產，像是廠房和設備。 

二. 無形資源(intangible resources):像是品

牌或創新的能力。 

三. 財務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通常是所

有資源中最有彈性的，因為它們能用來購買

所有其他各種類型的生產資源。分下兩種:

1.內部資金(internal funds):包括流動性

資產和未使用以正常利率借入的舉債能力。

2.外部資金(external funds):包括新的權

益和可能的高風險舉債 (像是垃圾債券)。

1991 Collis 核心能力、組織能力、管理傳統 

1991 Grant 

財務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 、實體資源

(physical resources) 、人力資源(human 

resources)、技術資源(technological 

resources)、商譽資源(reputation 

resources))、和組織資源(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1992 
Leonard-Bart

on 

員工知識與技術、科技系統、管理系統、價值 

與常模 

1994 Black & Boal 封閉資源、系統資源 

1995 
Collis & 

Montgomery 
實體資產、無形資產、組織能力 

1995 司徒達賢 

企業資源(Firm Resource)、組織能力

(Organization Capability)、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 

1998 
Schoenecker 

& Cooper 

技術資源(technological resources)和行銷資

源(market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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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吳思華 
一. 資產：又分別包含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 

二. 能力：包含有個人能力及組織能力 

2000 方至民 

一. 有形資產(tangible assets):主要有土地、

廠房建物、設備、財務資產、市場佔有率、

擁有之通路及轉投資事業等等。 

二. 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包括智慧財

產權、市場資訊系統、品牌、商譽、上下游

之關係與控制力、忠誠度高的顧客群。 

三. 人力資源:包括了員工的技能、經驗、適應

力及對企業之認同程度與向心力。 

四. 經營能力(capabilities): 

1. 業務相關能力:包含顧客與市場知識體  

系、開發新市場及開辦新事業能力、研

發新產品/製程能力、高效率與彈性之生

產/作業/服務能力、人力資源養成體

系、持續改善及合理化能力。 

2. 組織能力:包括內部之協調、整合、控 

制、激勵及創新等能力;企業文化;組織

學習及因應環境變遷之變革能力;領導

及管理風格;策略品質及危機處理能力。

2001 
Spanos & 

Lioukas 

一. 組織能力(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包括管理能力、員工們的知識和技能、有效

的組織結構、組織文化、有效的合作機制、

策略規劃程序、吸引有創意員工的能力。 

二. 行銷能力(Marketing capabilities):包括

顧客及供應商間的特殊關係、市場知識、對

通路的控制、深厚的顧客基礎。 

三. 技術能力(Technical capabilities):意即

將投入轉化成產出所需的能力。包括有效率

的生產部門、技術性能力和基礎建設、規模

經濟和技術經驗。 

資源就是讓人難以模仿之企業特有的資產，像是商業機密、某種專業

化的生產設備、和技術經驗。回顧過去的文獻中可以發現，雖然討論資源

相關議題的研究甚多，但各個學者所使用的名詞卻不盡相同。像是資源

(resources)、資產(assets)、和能力(competence)，所使用的名詞雖不

同，但確實有著相似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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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源與國際化的關係 

將資源基礎理論應用於企業的國際化裡，會使我們在國際化過程中開

展新的眼界。資源基礎理論與其現代化的概念 - 資源基礎觀點 

(Wernerfelt, 1984)，已經顯露出對企業行為很重要的說明(Conner, 

1991)。這些理論的提議人主張企業是由企業活動中所有的管理者與員工

等這些資源所組成的(Penrose, 1959)。我們可以將資源視為是企業有形

的或是無形的資產，但並非永久性的屬於企業(Wernerfelt, 1984)。 

當從資源基礎理論的觀點來思考時，企業國際化的理由就與他的資源

組合有關了，透過資源來產生價值。企業就是創造價值的機制及機構

(Moran & Ghoshal, 1999)，在資源的創造中有些是優於市場的，特別是

知識(Conner & Prahalad, 1996; Kogut & Zander, 1992, 1996; Nahapiet 

& Ghoshal, 1998)。企業的擴充是依照發展、使用、產業間資源轉移

(Penrose, 1959)及跨越國家的國際化(Kogut & Zander, 1993)等價值建

立的次序來進行。 

在現實的環境當中，並沒有任何事先已決定好的階段可以供做參考，

但可以說這是一組介於“企業依照價值建立所做的選擇＂及“將資源與

環境中條件組合＂當中可能的路徑。國際化過程需要一連串的決策，像是

動機，市場選擇，及進入模式。 

(一) 資源與國際化動機的關係 

我們先來看資源與國際化動機之間的關係，國際化頭一個要做的決定

就是動機，推動企業去擴張它的範圍到海外市場，這個也與企業的價值建

立及資源有關。這裡面有幾個可能： 

1. 透過資源的使用去建立價值，再將這些資源轉移到海外市場； 

2. 透過國外資源的發展去建立價值，再將這些資源轉回到原始市

場；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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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過在往國外發展時，遇到競爭對手或客戶，要保護其既有資源

時所建立的價值。 

雖然我們將他們分開來討論，但這三種可能性是可以在海外市場啟動

時同時來驅動，也可以在企業海外運作中再進行調整(Chang & Rosenzweig, 

2001)。 

與資源有關的國際化動機，可以分成三個來看： 

1. 企業的國際化是利用資源去建立額外的價值。 

公司可以在一個國家開發資源來運作及轉移成其競爭優勢，然後

將之擴展到國際化中其他的國家，在已建立資源上獲得更高的利潤

(Penrose, 1959)。為了達成這個目的，已建立的資源必須要有三個

特性： 

(1) 這些資源必須要有多餘可用的，如此它們才可以在擴張時使

用(Chatterjee & Wernerfelt, 1991; Penrose, 1959)，或

是它們必須要沒有被耗盡，譬如說知識(Kogut & Zander, 

1993)。 

(2) 它們必須要是可以被轉移到其他國家的(Kogut & Zander,  

1993; Rugman & Verbeke, 1992)，可以直接的轉移，像是

技術授權或是投資，或是間接的轉移，像是產品及服務。 

(3) 在產品或服務生產應用的資源，必須在海外市場要有價值。 

2. 企業由資源發展所建立的價值。 

在一個國家中運作的企業，因為要獲取其他國家已知比自己母國

更好的資源，而將營業擴展進入到那個國家。存取這些區域的資源，

像是自然資源，效率，或是策略性資產或是能力(Dunning, 1993)，

來幫助企業發展自己的資源及競爭優勢。在某些例子中，企業所需要

的資源在母國並不具備，但是在其它特定地方存在，所以企業會將它

們找出來，特別是當這些資源並不很平均的分配在世界各地當中，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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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說自然資源。在大部份其他的例子裡，企業國際化是獲得比母國條

件更佳的地區資源。例如，企業到海外去取得知識，可以是目的論的

發展，或是客戶的偏愛及趨向。一個企業也可能到海外是為了尋求財

務資源，不僅僅是運用到海外的資本市場，還包含為降低稅務考量的

因素(Rugman & Eden, 1985)。如果可以獲得較佳條件的海外地區性

資源，則企業會從中得到好處，在某些例子中，可能需要互補的資源，

而且如果可以轉換它們到其他運作中，將對企業更為有利，但這種狀

況並不常見(Rugman & Verbeke, 1992)。 

3. 透過保護資源來建立價值。 

在這樣的例子中，企業為了怕失去在其他地區既有資源的投資，

於是照著競爭對手或是客戶國際化的動作執行自己的國際化

(Knickerbocker, 1973)。在企業跟隨競爭者的例子裡，企業也是為

了預防競爭者從既定資源處獲取更高的回饋或是存取有利的海外區

域資源 。如果讓競爭者取得過多的優勢，企業可能也會同時輸掉其

他地區資源所取得的優勢。而在企業跟隨客戶的例子是，國際化是為

了避免喪失掉與客戶的關係，同時也藉由擴張營運於海外市場而得取

其他的利益。 

(二) 資源與國際化市場選擇之間的關係 

在國際化動機決定後，接下來要做的就是選擇為創造利益而預備擴張

進入的國家。國家的選擇會與企業國際化的動機有關，國家的選擇是很多

樣化的，就制度與競爭環境來說，會思考國家的特性，國家的選擇會影響

企業達成最終目標-價值建立的能力。例如，一個企業如果想要發展技術

方面的資源，它必須去選擇已具備已開發技術基礎架構的國家(Nelson, 

1993)。 

(三) 資源與國際化進入策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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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際化動機及預進入的特定國家選定後，第三個要做的就是可以建

立價值，外銷或是海外直接投資的國際化進入策略了。進入策略的選擇會

與企業跨越國家轉移資源的能力有關，可以是企業用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

直接進入 (Kogut & Zander, 1993)，或是間接的方式，像是外銷，透過

企業所能提供資源，例如產品，將優勢具體化。其他的因素，像是企業在

其他國家國際化的程度，也具備相同的情況，也會影響所選擇的進入策略

(Barkema & Vermeulen, 1998). 

進入策略的選擇與價值的建立是否可以達成，具備直接的關係。進入

策略的選擇會與下列諸多因素都有關，像是企業內既有資源的特性，資源

可移動性 (Kogut & Zander, 1993; Rugman & Verbeke, 1992)，隨著時

間的變化(Chang, 1995; Chang & Rosenzweig, 2001)，或額外資源的需

求(Hennart & Reddy, 1997)，及所在環境的特性，不一定是競爭環境

(Hennart & Reddy, 1997)也可能是制度的狀況，像是文化(Kogut & Singh, 

1988)等。除此之外，交易成本的考慮也可能影響國際化特定模式的選擇

(Madhok, 1997)。這個階段的決策會再次評估企業在海外市場運作的競爭

條件及制度環境的狀態，以及企業變化所需資源的特性。一方面來說，在

制度或競爭環境中的變化會影響企業從既有資源可得到的價值，因此在國

際化策略中再做評估是有其必要性的。也有些極端的例子，像是企業可能

會選擇將其承諾完全提供給其預備進入的國家，或是撤離開，譬如剝奪或

終止(Mata & Portugal, 2000)。在另一方面來看，企業資源隨著時間的

改變，而會驅使其修飾國際化運作的行為 (Birkinshaw & Hood, 1998)。

當一個企業發展資源時，其相關的競爭優勢也會跟著變化，如此也會驅使

其改變海外市場的營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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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核心能力與持續性競爭優勢 

在知識經濟時代的今天，過去依賴傳統生產要素與投資作為提升競爭

力之驅動因子已漸漸不敷現階段產業創新研發的需要，企業經營的關鍵成

功因素也慢慢地由有形資產的市場與產品，轉變到企業所擁有的核心能力

(core competence)與知識資源(knowledge resource)等無形資產，這些

無形資產就是企業所擁有的「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因此，

企業為確保競爭優勢，必需充分運用創新與創意來創造價值，提升企業的

智慧資本與競爭能力。 

“能力(Competence)＂這個詞在文獻中被用很多種方式來使用 

(McLagan 1997)。最大的觀念對比是在個人能力與組織上能力之間的差

異，所謂個人能力指的是在組織裡的個人所具備的知識、技術、及能力，

而組織上的能力是指在組織層級上相關行為所集合起來的特性。在個人能

力方面，文獻定義了很廣泛的要素，這些要素一般說來對組織裡的員工及

管理上都是很重要的(Parry 1998; McLagan 1997; Davis et al. 1996)，

而且也提供一些指導範例，說明如何對特定工作及職位做分析，以決定怎

樣的知識、技術、及能力才是所需的，譬如工作內容分析(Harvey 1991)

等等。無論如何，決定怎麼樣的能力才會帶給組織真正有用的策略上的價

值，是有不同的構面思考的。 

圖 2-2-4 說明在組織方面的文獻中，有關能力方面觀念的範圍。能

力是與組織上及個人方面的特性有關。所謂個人特性指的是技術方面的知

識與技能，以及在個人貢獻者的績效技術與能力。雖然技術方面的技能(學

科方面的知識，研究技能) 很明顯的對科學上的成功很重要，但是有關 

R&D 方面的文獻也增加對績效技能與能力(溝通技能，團體工作能力)的重

要性，也是影響 R&D 組織生產力的元素，因此就有一些有關在這樣組織

中工作的人的特徵描述(Jonach & Sommerlatte 1999)。尤其對研究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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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關跨越學科的工作更是基本的要素，對於擁有這些形態技能的個人，

及擁有能驅動這些個人去將他們技能有效應用的結構與處理的組織，不同

的做法將會導致結果不同(成功或失敗)。 

 

《圖 2-2-4 競爭力範圍圖》 

資料來源：Green (1999). 

有關核心能力的特點是： 

1. 是一種綜效組合，而非單一資源  

2. 有長期演化能力  

3. 產業中居支配領先地位  

4. 數目有限  

5. 能產生支援其他資源的槓桿作用  

6. 能產生顧客價值  

7. 企業的基礎競爭力來源  

Prahalad & Hamel (1990)指出核心能力比產品/服務更能解釋及決定

組織的競爭優勢的幾點原因是：產品逐漸商品化、產品生命週期縮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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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核心能力則能控制產品的創新、核心能力比最終產品更有利潤、及核心

能力是樹根，最終產品只是樹葉。  

Prahalad and Hamel (1990)提出透過，三個測驗方式可找出核心能

力：(1)透過核心能力，公司可以進入不同種類的市場；(2)核心能力應能

提供最終產品一項可被認同做為消費者的利益；(3)值得發展的核心能

力，應該是競爭者難以模仿的。 

五. 小結 

總體來說，資源基礎理論為，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由於各種不

同的原因，企業擁有的資源各不相同，具有異質性，這種異質性也就是核

心能力，決定了企業競爭力的差異。概括地講，資源基礎理論要應用於資

訊軟體產業來看，可以主要歸納為以下兩個方面的內容︰ 

(一) 企業競爭優勢的源頭︰特殊的異質資源–核心能力 

資源基礎論認為，各種資源具有多種用途，其中又以貨幣資金為最。

企業的經營決策就是指定各種資源的特定用途，且決策一旦實施就不可還

原。但同時之間也會為企業日後產生困擾，因為在任何一個時點上，企業

都會擁有先前資源配置基礎上進行決策後帶來的資源儲備，這種資源儲備

將限制、影響企業下一步的決策，也因此就降低了企業靈活性。 

一般說來，企業決策都會有以下三個特點︰ 

1. 不確定性，即決策者對社會、經濟、產業、技術等外部環境不可

能完全清楚，對競爭者的競爭行為、消費者的偏好把握不可能絕

對準確； 

2. 複雜性，即影響企業的外部環境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間存在有複

雜性，競爭者之間基于對外部環境的不同感受而發生的互相作用

具有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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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內部衝突，即決策制定者、執行者、相關利益者在目標上並

不一致，各人都將從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出發影響決策行為。 

這些特點決定了任何的決策都會具有較大範圍的自由裁量，結果也會

各不相同。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企業擁有的資源將會因為企業複

雜的經歷及難于計數的小決策的作用表現出巨大差異，企業一旦陷入偏

差，就可能走入越來越難糾正的境地。 

對資訊軟體產業來說，在核心能力方面的差異是企業獲利能力不同的

重要原因，也是擁有優勢資源的企業能夠獲取經濟租金的原因。資源基礎

論的研究者們幾乎都將企業獨特的異質資源指向了企業的知識和能力。 

Barney(1991)的註解所表示的含意是最清楚的，他認為作為競爭優勢

源泉的資源應當具備以下 5個條件︰有價值；稀少；不能完全被仿製；其

他資源無法替代；以低于價值的價格為企業所取得。 

(二) 競爭優勢的持續性︰資源的不可模仿性與獨特性 

企業競爭優勢根源于企業的特殊資源，這種特殊資源能夠給企業帶來

經濟租金。在經濟利益的驅動下，沒有獲得經濟租金的企業肯定會模仿優

勢企業，其結果則是企業營運模式都相同，租金自然就消散。因此，企業

競爭優勢及經濟租金的存在說明優勢企業的特殊資源–核心能力肯定不

易被其他企業模仿。資源基礎理論的研究者們對這一問題進行了廣泛的探

討，他們認為至少有 3大原素可以阻礙企業之間的互相模仿︰ 

1. 因果關系含糊。 

企業面臨的環境變化具有不確定性，企業的日常活動具有高度的

複雜性，而企業的租金是企業所有活動的綜合結果，即使是專業的研

究人員也很難說出各項活動與企業租金的關係，劣勢企業更是不知該

模仿什麼，不該模仿什麼。並且，劣勢企業對優勢企業的觀察是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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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劣勢企業觀察得越全面、越仔細，觀察成本就越高，劣勢企業

即使能夠透過模仿獲得少量租金，也可能被觀察成本所抵消。 

2. 路徑依賴性。 

企業可能因為遠見或者偶然擁有某種資源，佔據某種優勢，但這

種資源或優勢的價值在事前或當時並不被大家所認識，也沒有人去模

仿。後來環境發生變化，情勢日漸明朗，資源或優勢的價值日漸顯露

出來，成為企業追逐的對象。然而，由於時過境遷，其他企業再也不

可能獲得那種資源或優勢，或者再也不可能以那麼低的成本獲得那種

資源或優勢，擁有那種資源或優勢的企業則可穩定地獲得租金。 

3. 模仿成本。 

企業的模仿行為存在有成本，模仿成本主要包括時間成本和資金 

成本。如果企業的模仿行為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預期的目

標，在這段時間內完全可能因為環境的變化而使優勢資源喪失價值，

使企業的模仿行為毫無意義。在這樣一種威懾下，很多企業選擇放棄

模仿。即使模仿時間較短，優勢資源不會喪失價值，企業的模仿行為

也會耗費大量的資金，且資金的消耗量具有不確定性，如果模仿行為

帶來的收益不足于補償成本，企業也不會選擇模仿行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