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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論文研究探討的重點為台灣資訊服務業之行銷策略探討，係以

以邱志聖（2006）提出的”策略行銷 4C 理論”為分析架構。在台灣資

訊服務業，面對國內市場小、國際市場競爭變數多之環境下，如何得

以確保其在市場交易競爭優勢，進而脫穎而出，永續經營發展。該理

論架構係以行銷學和社會學家 Blau 的結構交換（Exchange 
Structuralism）理論之解決交換問題為中心，並以經濟學的交易成本

理論、代理成本理論為基礎，構成策略行銷 4C 架構。本章節即針對

上述各項理論及文獻做重點式的探討。 
 

第一節 交易成本理論 

 
Coase（1937）於"The Nature of the Firm"書中提到價格變動會影

響生產，廠商（firm）係透過在市場上一連串之交換交易（exchange 
transactions）來比較成本以協調生產（production）。 

 
Williamson（1975）以 Coase 的觀點為基礎，並綜合組織理論、

策略理論、商業史等，發展成為「交易經濟學」，將交易成本發揚光

大，因而成為管理學與經濟學的重要理論。 

壹、 交易成本之來源 
 

Willisamson（1975）認為交易成本是造成交易無法有效率完成的

主因，廠商存在的理由為市場失靈，市場失靈是由環境因素下之交易

特性（不確定性、資產專屬性、交易頻率）與人性因素下之行為假設

（有限理性、投機主義）所造成。 
 



8 

Williamson（1975）指出六項交易成本來源： 
  
1、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指進行交易參與者，因為

受限於身心、智能、情緒等，在追求效益極大化時所產生的

限制約束。 
2、 投機主義（Opportunism）：指進行交易參與者，為求自我利

益而採取的欺詐手法，因而增加彼此不信任與懷疑，導致交

易過程產生監督成本而降低經濟效率。 
3、 不確定性與複雜性（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由於環境

因素中充滿各種變化和不可預期性，致未能將不確定性及複

雜性納入契約中，使得交易過程增加訂定契約時的議價成

本，提高交易困難度。 
4、 少數交易（Small Numbers）：因為有某些交易過程太過於專

屬性（Proprietary）或異質性（Idiosyncratic），導致資訊與資

源無法順利交流，市場上因交易對象少而被少數人把持，產

生市場運作失靈。 
5、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由於環境的不確定性

和自利行為所產生的投機主義，交易雙方往往掌握到不同程

度的資訊，使得市場先占者（First Mover）取得較多的有利

資訊而獲利，並形成少數交易。 
6、 交易氣氛（Atmosphere）：指交易雙方若互不信任，處於對立

情況下，將無法營造令人滿意的交易關係，致交易過程過於

重視形式，徒增交易困難度及不必要的成本。  
 
而上列交易成本之發生原因，係源自於交易本身的特性，影響交

易成本的高低。Willisamson（1979；1981；1985）認為影響交易成本

最重要的因素是資產特殊性、不確定性、交易頻率。 
 
1、 交易商品或資產的特殊性（Asset Specificity）：因交易所投資

的資產，可能是實體的資產、貨幣資產、知識、人際關係或

技術等等（Williamson, 1991），因不具市場流通性，或當契

約一旦終止，該專屬資產的成本即難以回收或轉換其使用用

途。 
2、 交易不確定性（Uncertainty）：由於人類有限理性的限制，使

得面對未來的情況時，交易過程中各種風險的發生機率，無

法完全事先預測。加上資訊不對稱，交易雙方因此須透過契

約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交易不確定性使得監督成本、

議價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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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的頻率（Frequency of Transaction）：當交易的頻率越高，

企業相對需要付出的管理成本與議價成本隨之增加。企業為

降低相關成本，遂將與該交易相關的經濟活動透過內部化1在

組織內進行，或集中在某一廠商上，也可能透過訂定雙邊契

約來避免投機行為，以節省交易成本。 若因為事前無法衡量

之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即劣幣逐良幣）與事後無法

衡量之道德危機（moral hazard）（Akerlof, 1970）產生之資訊

不對稱問題，因而無法採用單純的市場交易，即有採用雙邊

契約或甚至內部化的需要。 
 

貳、 交易成本之種類 
 
Williamson（1985；1989）針對資產特殊性可分為以下六種： 
 
1、 區位專屬性（Site Specificity） 

當因為運輸、儲存的費用太高，資產具有不可移動性，為減

少存貨與運輸成本，生產相關的廠商必須緊鄰設立而產生相

互交易關係；因而交易雙方通常在資產可使用年限內必須維

持雙邊交易的關係，因為若一方毀約，另一方將會損失極大

的廠房或遷移成本。 

2、 實體資產專屬性 （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 
係指所需所投資具有特殊用途的資產，縱使資產可以移動，

但其亦僅能用於生產某特定型態之產品或服務。一但合約終

止或是交易中斷時，廠商將會因為該資產的特殊性蒙受損

失。 
3、 人力資產專屬性 （Human-asset Specificity） 

因為購入某項產品或服務時，具有學習曲線和經驗曲線效

果，產生專業知識和特殊交易知識，以致該項能力完全無法

移轉，影響人力資產無法移轉，雇主不易在短期內找到適合

的替代人選，相對地如果員工更換工作，其生產力亦會降低。 
4、 特定資產專屬性 （Dedicated Assets Specificity） 

當因為進行某一交易，產生須要針對該交易所投資之一般性

資產或是特殊的生產程序。通常當資產專屬性很高時，其市

場進入與退出之風險相當高。可能會造成買賣雙方會禁錮在

                                           
1內部化是指企業內部於建立市場的過程，以企業的內部運作代替外部市場，從

而解決由於市場不完整，所導致不能保證供需正常進行交換之問題（MBA 智庫

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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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雙邊獨佔的關係裡，而產生少數人交易的問題。 
5、 品牌專屬性（Brand Names） 

指公司之品牌、商譽等，當市場競爭激烈，特定技術服務與

流程無法透過專利保護，則公司會積極建立品牌、商譽等無

形資產2來保護自己。 
6、 時效的專屬性 （Temporal Specificity） 

在一連串上、中、下、游的生產活動中，時效性（timing）
與協調性（coordination）是維繫作業流程順暢的主因。如果

任一環節出問題，業務恐會因存貨與缺料問題而停擺，甚至

陷入經營危機。 
 

由於交易成本泛指所有為促成交易發生之成本，不同的交易往往

就涉及不同種類的交易成本。將交易成本內容與成因等歸納為表 2-1： 
 

                                           
2
企業無形資產的累積有兩種途徑：內部發展或向外取得。前者透過組織內部研發資源

的投入取得專利、開發新產品或新製程、推動技術創新以累積與組織能耐有關的無形資

產。後者為透過與企業外合作夥伴建立良好關係，以取得累積顧客資本、關係資本、商

譽等與組織外合作關係的無形資產，企業關係夥伴可包括顧客、供應商與其他策略聯盟

夥伴（林博文,陳怡之,洪慈霙,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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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交易成本種類 
1、事前（ex ante）交易成本：簽約、談判、契約保障等成本。 
交易成本種類 內容 成因 
（1）搜尋成本

（Searching 
Costs） 

商品資訊與交易對象資訊的搜集，

包含確認品質、種類、探聽聲譽等

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人力與金錢

等方面的成本。 

資訊不對稱 

（2）資訊成本 取得交易對象資訊與和交易對象進

行資訊交換所需的成本。 
資訊不對稱 

（3）議價成本 針對契約、價格、品質、數量來討

價還價的成本。 
不確定性、有限

理性 
（4）決策成本

 
進行相關決策與簽訂契約所需要之

內部成本。 
不確定性、有限

理性 
（5）協商談判

成（Negotiating 
Costs） 

交易雙方藉由協商談判消除彼此歧

見所產生的成本。 
資訊不對稱 

（6）契約成本

（Contraction 
Costs） 

當交易雙方達成協議後，準備進行

交易時，透過訂定契約內容以進行

磋商所產生之成本。 

不確定性、有限

理性 

2、事後（ex post）交易成本：雙方進入磨合期之適應性成本、雙方適

應不良產生之討價還價之成本、為解決紛爭產生之建構及營運成本、

為取信對方產生之約束成本等。 
交易成本種類 內容 成因 
（7）監督成本

（Monitoring 
Costs） 

於雙方訂定契約後，為預範對方產

生違背契約的行為，故須在訂定契

約後，於執行過程中相互監督所產

生之成本。 

投機主義 

（8）執行成本

（Enforcement 
Costs） 

契約訂定之後，須確定對方是否能

確實遵守契約，如交易一方違約

時，另一方須強制對方履行契約訴

諸法律訴訟，第三者公道人士仲裁

所付出之強制執行契約之成本。 

投機主義 

（9）轉換成本 當雙方完成交易後，可能會持續進

行交易。但若有一方更換交易對象

所產生之成本。 

資產專屬性、交

易頻率 

資料來源: 整理自 Williamson, 1975；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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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交易成本之應用 
 

一、 策略聯盟的選擇 
 
Williamson（1979）建議企業透過聯盟以降低風險和成本，以因

應市場的不確定性。Kogut（1988）將策略聯盟形成的主要動機歸納

為：1、降低交易成本，2、策略行為目的在達到定位和改善影響力

（power improvement），以及 3、組織學習的欲望。由於企業透過市

場或內部化方式取得重要經營資源的必要成本太高，策略聯盟有助於

企業達到降低交易成本和加速組織學習，並達到強化企業定位和影響

力。策略聯盟3（Strategic Alliance），係透過企業在研發、製造、銷售

或服務上之合作，藉以達到資源互補的綜效（synergy）（Barney, 
1997）。其可有效協助中小企業突破缺乏資金、人力及技術等限制，

以加速知識技術創新和市場通路佈建，降低學習和經驗曲線成本（林

政道, 1998）。藉由策略聯盟，廠商間可相互授權，利用不同技術間互

補性以強化企業在個別領域中的核心技術能力；從市場的觀點來看，

可利用聯盟關係拓展本身的行銷通路，擴大銷售及售後服務的層面

（林慧雯, 2004）。 
 
策略聯盟類型包含有併購（Acquisition & Merger, M&A）、合資、

授權契約（Licensing Agreement）、交叉授權契約（Cross Licensing 
Agreement）、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生產合作契約

（Manufacturing Agreement）、行銷合作契約（Marketing Agreement）、
代工（OEM）、研發合作契約（R&D Agreement）及供應協定（Supply 
Agreement）等跨組織之策略行為（林博文, 陳怡之, 洪慈霙, 2003）；
其中授權契約包括技術、專利、品牌授權等。 

 
Koh & Venkatraman（1991）認為合資所產生的利益包括：經濟

規模、獲取互補性資源、分攤成本或風險等。企業可以透過跨組織合

作提高無形資產價值的模式有很多，如 M&A、合資、技術授權、研

發合作、共同行銷等。如採用 M&A，一方面可能受到政府法令的限

制；另一方面 M&A 者或合資雙方，企業內會有領導方式或企業文化

差異的問題，導致對無形資產的運用不夠有效率。相形之下，技術授

權或共同行銷、研發合作，不涉及股權，所以沒有組織經營管理的問

                                           
3 本研究所指之策略聯盟亦包括合作（cooperation）、聯盟（alliance）、策略合作

（strategic cooperation）、合作夥伴（cooperative partnership）、策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ship）、策略合作夥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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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企業彼此間截長補短，各取所需，技術缺乏的一方可以利用授權

取得所需的技術；相對於技術擁有者而言，可以將企業內非核心的技

術部分透過授權的方式，以獲取權利金增加收入，或是將企業內呆滯

的技術重新包裝與組合，透過 OEM 以技術商品化的方式，可望為公

司帶來無形資產的效益（林博文, 陳怡之, 洪慈霙, 2003）。 
 

二、 有利的治理機制選擇 
 

交易成本理論可以視為一門管理機制選擇學，在經濟性管理上，

依據不同的交易特性，結合不同的管理機制，並根據交易成本及競爭

之比較性差異，採取不同的節省成本方法。交易成本理論即可用於解

釋交易雙方如何選擇最可行的、有利的治理型態，以達到使交易的總

成本降到最低。 
 
由於資產特殊性與投機行為使得市場機制失效時，還可以考慮於

同一廠商之組織層級（hierarchy）中進行完全內部化交易（Klein, 
Crowford, and Alchian, 1978; Williamson, 1979; 1985）。Zaheer and 
Venkatraman （1995）、Subramani and Venkatraman（2003）提出以聯

合解決問題來避免投機行為。Dyer and Singh（1998）則強調透過信

任和資訊交換來克服投機行為。Poppo and Zenger（2002）提出以正

式契約與關係契約來防制投機行為。 
 
為達到防範投機主義問題，茲將近年學者提出之治理機制整理分

為（林志斌, 2004）： 
 

(一) 經濟性的治理機制 
 

1、 股權投資 
若對交易對手進行股權投資，參與其董事會，可以瞭解交易

對手之決策過程（Williamson, 1985），即時否決不利於自己的

決策或投機行為；反之亦會有同樣的效果。如果相互控股也

有其成本，可能對雙方都形成過度的保障，而相對地會妨礙

市場機制，當事後發現交易對手品質不佳或成本過高，反而

會礙於相互股權的投資，無法立即更換交易對手。 
2、 正式契約 

在可預期之狀況下，透過訂定書面契約以規範雙方的責任、

義務、與權利，當任一方若違反契約內容，則透過法律或第

三者仲裁，透過適當的契約條款以防範對手之投機行為。但

是正式契約並非萬能，受制於理性有限性，並無法預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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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能狀況，也因此無法規範到所有可能的投機行為

（Williamson, 1985）。制式的契約條款也可能反而會造成雙方

日後調整之困難度；再則，萬一真正發生糾紛，訴諸法院或

第三者仲裁時，通常是曠日費時，緩不濟急，舉證對方違約

更是件麻煩的事；為了確保對方履行合約內容，可能需要另

外有監督機制，甚至會碰到某一種特殊性資產並沒有使用期

限（如人力特殊性資產），並無法納入正式契約保護範圍。 
3、 互相威脅 

如果交易雙方互相都有投資特殊性資產，則投機行為的動機

就會互相抵銷，形成「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 
（Williamson, 1985）。任一方發生投機行為，皆可以沒收投機

方的特殊性資產，若將會造成投機方商譽的喪失，也能效赫

阻對方的投機行為。但若是屬於少數交易者市場的情況下，

潛在投機者要轉換交易對手時，恐須忍受其他交易對手較高

的成本或較差的品質。 
 

(二) 社會性的治理機制 
 

1、 信任 
信任（trust）係指當存在風險機率下，仍願意將己身之命運

交付他人手中的一種外顯決策或行為。信任是經濟體系中交

易的基礎，如果交易雙方存在足夠程度的信任，即使正式契

約規範並不完整，致交易對手仍有投機的機會，該交易還是

能夠順利進行，因為交易雙方皆相信對方不會採取投機行

為，此時正式契約好比是齒輪，信任則扮演的是經濟體系中

潤滑劑的角色。信任甚至會比正式契約、股權投資、以及其

他方式的治理機制更為有效。 
2、 資訊交換 

充分的資訊交換，建立廣泛的資訊交換管道，可以降低雙方

資訊不對稱的程度，減少投機行為的發生，當資訊可以使產

品、價格、產量等預測錯誤的機率下降，進而可使交易雙方

降低風險，同時也減少投機行為的可能性。 
3、 聯合解決問題 

交易雙方為使發生錯誤的機率變小，或使錯誤能迅速獲得有

效解決，不必依靠反覆之錯誤中嘗試才能解決問題，藉由聯

合解決問題介入對方的決策，可以提昇交易雙方的績效，也

可以防範對方的投機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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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策略行銷 4C 理論 

 
根據 Blan 的結構交換理論，交換的產生乃源自於交換雙方期待

該交換行為對自己是有利的。而所謂有利，就是得到的利益大於所需

要的付出。但是因為市場上可以從事交換的對象很多，交換雙方都會

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交換對象進行交換。當某一個買者要追求某種效

益時，必須付出某些成本，而只要買者主觀認定其所得的效益大於其

付出的成本，就會有交換的意願；當然若市場上尚有其他產品或服務

可以提供相同的效益，這時後買者就會去比較這些產品效益的差別，

以及他必須付出成本間之差異。假設不涉及其他交易成本與代理成本

問題時，買者應該會選擇成本除以效益最低者，亦即效用最高者，或

是會選擇在付出相同成本後可以獲得最大利益的交換對象（邱志聖, 
2006）。 

 
策略行銷 4C 理論係結合交易成本與代理成本的理論架構，將上

述買方所考量的成本區分為「外顯成本」與「內隱成本」兩大類，前

者係指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而內隱成本則包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

機成本、及專屬陷入成本，以上四項成本的組合即為交易的總成本（邱

志聖, 2006）。 
 

 
圖 2-1 行銷交換問題的四大成本 

資料來源：邱志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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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所謂的外顯單位效益成本，是在不考慮產品的品牌及公司形象等

其他內隱交換成本（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和專屬陷入成本）

影響下，買者付出的總成本除以買者可以從該產品所得到的總效益之

比（如圖 2-2）。買者欲由產品所得到的效益，應包括「有形效益」與

「無形效益」；其中，「有形效益」係包括一些實體之功能，如欲買乙

只手機具有照相、聽 MP3、3G 上網的功能；「無形效益」則可能包含

心理和社會層面的炫耀功能。而買者取得產品的總成本，係只需要擁

有與使用該效益所必須付出的所有成本，包括實際的售價、運費、安

裝、服務及手續費等（邱志聖, 2006）。 
 

 
圖 2-2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資料來源：邱志聖, 2006 
 

如欲降低買者的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一方面可以由符合買者需求

的功能特性，提高買者的實質效用；另一方面由降低買者的成本，包

括賣方設法降低產品設計、製造、通路、推廣、及服務等成本來處

理。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降低 =    買者成本 （Cost）    
                          買者效用 （Utility）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是取得競爭力之主要來源，需確保不能比競爭

者差才值得推出。如果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不夠強卻還要考慮推出之例

外條件為（邱志聖, 2006）： 
 
1、 該公司在處理內隱成本的能力超過競爭者很多。 
2、 該產業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原本就差異不大，競爭優勢係取決

於內隱成本。 
3、 該產業之買者效益均有賴上市後之形象塑造，上市前很難推

估上市後所能達到之心理形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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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與行銷之 STP（Segmentation、Target Market、 
Positioning）有相當大的關係。因為不同市場區隔之買方所知覺之效

用並不同，相對地，對公司提供產品或服務時，在不同區隔之市場下

產生之成本亦會不同。如果能夠深入瞭解各區隔市場中之狀況，往往

就較容易找到利基市場，公司所提供產品或服務在市場上將會具有特

別的優勢（邱志聖, 2006）。 
 

貳、 資訊搜尋成本 
 
因為交換過程之中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買賣雙方對於所想要的交

換標的物之資訊管道不熟悉，使得雙方必投入時間成本來搜集資訊。

當買方要購買一項產品之前，所需搜尋的資訊大致上包括下列幾個方

向的資訊（邱志聖, 2006）： 
 
1、 買方必須知道他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的主要功能、特徵、

利益、以及使用此產品所可能產生的各種成本。 
2、 買方必須瞭解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與其他主要競爭產品在

功能、特徵、利益、以及成本上最主要的差異為何。 
3、 買方必須瞭解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所代表的心理的意義或

是象徵性的意義為何？心理的意義或是象徵性的意義對買方

而言是正面或是負面的意義？ 
4、 買方必須知道如何去購買這個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哪裡

買、以及如何採購。 
5、 買方必須知道其所要購買的產品或是品牌如何使用。 
 
因此當購買產品所需涉入資訊的複雜度愈高，則買方所要付出的

資訊搜尋成本就會愈高。所謂買方涉入程度係指買方對於某一個產品

的發掘、評估、取得、消費與去除等行為的關心程度。若關心程度愈

高，則涉入程度愈高；反之關心程度愈低，則涉入程度就愈低。買方

對於所購買產品涉入程度高低之形成原因有：經濟風險、社會心理風

險、功能表現風險。經濟風險係指所花費在某一產品之金錢成本高

低；社會心理風險係指購買產品是否會關係到他人之看法；功能表現

風險係指該產品之功能表現如有差異時之選擇風險。 
 

影響買者涉入程度的行為層面如表 2-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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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影響高低涉入程度之行為層面 
行為構面 高涉入過程 低涉入過程 
資訊收集動機 主動收集 被動收集 
認知反應 抗拒與原來認知不同的資訊消極接受與原來知覺有差異

的資訊 
資訊處理複雜度 會經過幾個不同階段處理資

訊 
處理資訊時較簡單，會跳過幾

個階段 

態度改變 不易產生態度改變 經常發生態度的改變 

資訊影響來源 資訊的內容對於態度的影響

較大 
重複的資訊對於態度的影響

較大 
品牌偏好 經常有品牌偏好 消費者可能會經常買某一品

牌，但非品牌忠誠者 
資料來源: 整理自 Petty & Cacioppo, 1986；                        
樹德科技大學企管系消費者學習講義, 2006 

 
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應用（Petty 

& Cacioppo, 1986）係為一種模型用以說明態度如何形成與改變，可

解釋消費者係基於動機或能力因素來決定資訊處理的路徑。高涉入者

係指較可能受訊息本身的品質與強度之影響（Central Cues）；低涉入

者較可能受訊息的週邊刺激之影響（Peripheral Cues）。當有消費動機

和能力者，資訊處理的路徑的決定是採取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
例如，會根據產品實際表現的功能來進行評估比較。當無消費動機和

能力者，資訊處理的路徑的決定是採取周圍路徑（Peripheral Route），
例如，會根據產品價格、來源國、外觀包裝、產品代言人、行銷通路

等進行評估比較。消費者處理資訊之方式，會依據高、低涉入不同狀

況下推敲，是用中央路徑處理或是周圍路徑處理，但在改變態度的效

力上以採用中央路徑處理訊息較持久。 

參、 道德危機成本 
 

所謂買者道德危機成本，係指買者害怕產品是否真正能達到廠商

在交易前所宣稱的功能與承諾的成本。道德危機的成本可分成下列幾

個部份說明（邱志聖, 2006）： 
 
1、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宣稱的產品功能、特徵及利益。 
2、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宣稱的服務、運送、維修的說明。 
3、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宣稱的成本或是財物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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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買者與賣方合作之後，買者擔心自己公司的特有的知識與 
5、 秘密是否會被賣方所獲知，並且進而被洩露。 
6、 買者認為當一些非預期的事件發生時，會造成有些合約上所

沒有寫到的、或是買賣之前的產品說明所沒有說明到的問題

產生時，此時賣方是否會以買者的利益為基礎來處理這些突

發事件。 
 
道德危機成本的特性有（邱志聖, 2006）： 
 
1、 因為很多交易無法透過事前對資訊的完全瞭解，因此道德危

機成本將包括雙方認知不同、訂約不夠詳盡、或是機會主義

作祟所造成之問題，導致在交易後要追究產品不如交易前承

諾的成本，亦包括了交易前為預防被對方欺騙而付出的成

本，尤其對於無形服務的期望體驗是視情境而定的。 
2、 道德危機成本就像是其他的成本一樣，是買者的主觀知覺。

在買賣雙方長期交易後所累積下來的印象，可能會產生一種

月暈效果（Halo Effect），在其他類似產品推出後，道德危機

成本會隨之移轉、擴散到新產品。 
3、 在買者動機或能力有限之情況下，因為無法透過中央路徑，

去深思所面臨之道德危機時，則會透過所謂周圍路徑，如品

牌、代言人、公司、包裝、廣告量、廣告形式、通路形式、

價格、銷售員特性與技巧等等來判斷，以評估該產品道德危

機成本的高低。 
4、 如果賣方能以買方利益為最大考量，而能有效處理非於事前

約定之例外情事時，是最能有效降地買方道德危機成本之時

機。 
 
根據 Regan（1963）和 Fitzsimmons（1997）之研究，服務業與

製造業之區別為服務業產品具有無實體（Intangible）、異質性

（Heterogeneous / Variability）、無法保存（Perishable）和即時與不可

分（Simultaneous/ Inseparability）等特性。因為服務業有以下特性，

以致在處理道德危機成本上，尤其須更為小心。 
 
1、 無實體 

服務業具有無形之特性，係由經驗、工作流程及個人表現構

成。對於產出服務係因人之主觀知覺決定，不論管理者、從

業人員及客戶對於服務產品內容及評估方式會有不同看法，

服務價值難以衡量，定價會較製造業產品難度高，法律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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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無法提供周延的保護。 
2、 異質性 

服務很難去標準化，不同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務會不同，

就算是同一服務提供者，在不同場合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或效

果，亦會有差異。由於客戶需求及知覺反應程度不同，可能

會發生所提供之服務與客戶預期出現落差。服務異質性使得

客戶知覺風險高，因此購買服務前通常會徵詢他人意見。 
3、 即時與不可分 

通常須先有消費之需求，才有提供服務產品之動機。因客戶

無法對該服務事前評估，有可能會造成預期與現實之落差，

且服務品質也可能受到現場環境及客戶相對行為之影響，恐

無法於服務當時修正錯誤及瑕疵。服務提供者必須與客戶直

接進行互動，但因客戶型態多元，且服務情境各異，並無法

事先預知資訊。 
 

肆、 專屬陷入成本 
 

專屬資產是指買賣雙方因為買賣過程中所產生無形或有形的特

有資產，此資產唯有買、賣雙方繼續交易行為時，才會具有價值，當

任何一方結束交易行為時，此無形或有形資產的價值便會消失或變得

比較沒有價值。專屬資產的種類基本上分為下列幾種（邱志聖, 2006）： 
 
1、 特有的使用知識的專屬資產 

因為使用某個產品，所以漸漸瞭解如何更有效率地來使用這

個產品，久而久之，買方即產生特有的使用知識的專屬資產，

但卻無法移轉至新產品的使用上。 

2、 特有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的專屬資產 
當買方購買了某個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如想再擴充其功

能時，就必須要選擇與原先的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等功能

上可以相容者，否則就需要放棄原先購買之產品。 

3、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 
買者為了增加客戶的忠誠度，往往需要想盡辦法對舊有的使

用者提出獎勵，當使用得愈多，賦予他們的優惠就愈多，客

戶為了擁有此類優惠，即願意繼續交易以累積此種專屬資產。 

4、 無形的專屬資產 
買賣雙方可能因為在交換的過程之中，因為相互瞭解而使溝

通上更具效率，或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而使得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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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效率提高許多，此種資產稱之為「無形的專屬資產」。 

5、 心理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 
創造買者對特殊產品的認同效果，如特別的年代的意義，使

得買者使用該品牌時，在心理產生特殊的意義，且無法由其

他產品所取代，如引起過去難忘的回憶，因而形成買者與該

產品之間的心理專屬資產。 

6、 特有無形社會壓力的專屬資產 
透過建立影響意見領袖或整個群體意見，再經由意見領袖或

整個群體，來促使每個群體成員必須遵守這個群體規範，或

使用某種特定產品。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專屬資產可能會有兩面刃問題。看似提供了外

顯效益，並不易察覺；反之，若交易前可以讓買方輕易察覺，則買方

可能會因為考慮會被綁住專屬資產，影響交易的成功。但如果能夠增

加客戶移轉到其他品牌或競爭者的成本，將有助於留住舊客戶。換言

之，對於低涉入產品的買方而言，專屬陷入成本的考慮可能會比較

少；反之，對於高涉入產品的買方而言，專屬陷入成本就會是選擇產

品時之重要考量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