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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訪談的主要結論 

    根據本研究針對國際連鎖速食業界不同類別交易對象所做的訪

談，獲致以下重要的結論： 

一、 國際連鎖速食品牌的地區經營者在採購資源時的確面臨被陷

入的問題，並在續約時因不易更換供應商而使議價能力偏低，

採購人員亦因此需承受來自公司的壓力。 

二、 但對核心資源來說，由於品牌授權者在指定全球供應商的同時

通常會議定全球交易價格，因此對於地區經營者來說，實際取

得價格相較於市場其他競爭者不一定會較高。 

三、 核心資源或非核心資源，無論從買方或賣方的角度，在交易行

為上的確有不同的取向，因此需採行不一樣的因應策略。 

四、 核心資源供應商，由於交易關係穩固，交易價格全球固定，因

此雙方無太多議價行為，買方僅只於要求較佳的附帶條件（例

如：交期、付款條件等），買方之議價能力也較低。 

五、 非核心資源之供應商，買方則有稍高之議價能力，賣方則競爭

激烈時願意為了穩固交易關係進行投資。 

六、 外圍的潛在競爭者、替代品供應商、或品牌授權者的確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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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對交易的心裡認知，進而可能影響雙方議價能力。 

  綜合上述六個結論與本研究所推論的國際連鎖速食品牌的地

區經營者的議價能力提升策略相當一致，本研究所推論之策略模型

應為可行。本研究詳述各交易對象之訪談結果，並將訪談所歸納之

被陷入原因及因應策略整理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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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交易對象的訪談結果彙整 
 

      本研究將四種不同交易對象的訪談結果整理如下： 

一、國際連鎖速食品牌地區經營者之訪談結論如下： 

1. 採購人員在為公司採購資源時，特別在續約議價談判時，明

顯會有無法自主選擇供應商而覺得被綁住的情形，一般多只

能依前一合約條件續約。 

2. 對於母公司或品牌授權者強制規定的採購項目，在價格上由

於母公司或品牌授權者會以全球議約方式與製造商協商優

惠價格，在這一類資源上採購價格不會偏高，但有時所獲得

的服務水平不佳。 

3. 對於母公司或品牌授權者僅限定採購規格，但由地方自行採

購的項目，若規範太嚴格，可能造成當地合格供應商的數目

不多，又缺乏全球採購支援時，反而會有價格偏高的情形。

反之，若規範不要太嚴格則在議約時會有較大的自由度。 

4. 發生無法任意更換供應商的原因，本研究整理如表 4-1 所

示。 

5. 對核心資源來說，若無法任意更換供應商，因價格無法比

較，而且受訪人員認為議約重點不在價格而在要求其他優

惠，因此無法明確分辨購買成本是否偏高，但一般心裡的感



3 

受或來自公司使用者的壓力都反應是比較貴。 

6. 根據經驗若能使現有供應商相信地區經營者將引入新競爭

者時，原有供應商的談判姿態大多會軟化及降低。 

7. 品牌授權者或母公司若放寬採購限制，應該可使議價能力提

高，獲得更優惠的條件，但採購價格不一定會直接下降，因

為價格仍有其他因素左右，特別是開發新供應商時在認證階

段的操作成本偏高。 

8. 認為有時可以利用母公司或品牌授權者的力量，例如抱怨反

應或服務績效評價方式，透過全球製造商壓制地區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 

 

二、國際連鎖速食品牌授權者或母公司之訪談結論如下： 

1. 全球統一的品質標準是其限制各地市場經營者一定要選用

特定原料及設備的主要因素。 

2. 各地市場經營者有時會反應品牌母公司所指定之全球性的

設備或原料價格高過當地市場產製的成本（推論其價格較高

的原因主要為規格不同及關稅運費等因素），但較少反應價

格不合理，但對於指定選用之當地供應商則常會有抱怨服務

不佳的情形，但品牌授權者或母公司也樂意協助地區經營者

向全球製造商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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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常透過對全球製造商施壓的方式，協助各地市場經營者對

地區供應商有較大的控制力，希望能協助地區經營者取得更

好的交易條件。 

4. 較重要的原物料或設備，在地區經營者開發新供應商時，品

牌授權者希望能共同參與認證的過程，並認為認證是重要的

程序。 

 

三、現有地區供應商的訪談結果 

1. 核心資源的地區供應商（含全球製造商或代理商）表示因價

格通常已由全球製造商與品牌母公司談定，因此無議價能力

誰高誰低的問題。非核心資源的地區供應商則表示，若與較

精明或資深的採購人員談判時，客戶的議價能力較強。 

2. 核心資源的地區供應商表示因價格通常已由全球製造商與

品牌母公司談定，因此僅可保持一定的利潤，不一定能有超

額利潤，供應商的態度傾向雙方為長期穩定的關係，而較不

積極提供額外的服務。非核心資源的地區供應商則表示，若

與客戶的關係較深，則可以保持較穩定的交易關係，通常會

主動與客戶各階層的人員建立人際關係，並加深對客戶的了

解及掌握程度。 

3. 若已投入生產設備、有庫存壓力、拼業績時會願意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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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心資源的地區供應商表示可視品牌母公司的要求提供教

育訓練；非核心資源的地區供應商則表示，必要時對於長久

穩定的客戶願意主動進行投資，例如共同研發，以獲得更穩

固的關係。 

5. 若意識到新競爭者時，的確會影響談判時的信心，必要時會

做出較大的讓步以阻止新競爭者加入。 

6. 核心資源之地區供應商表示，若品牌母公司向全球製造商反

應服務不佳，會增加困擾，甚至影響未來的代理權，希望儘

可能避免。 

7. 非核心資源之地區供應商表示，與全球性的大品牌作生意可

以助於爭取其他業務，增加其爭取其他客戶的品牌信賴度。

核心資源之地區供應商則表示影響不大。 

 

四、潛在競爭者或替代品供應商的訪談結果 

1. 潛在競爭者或替代品供應商大都願意以更優惠的交易條

件，設法打入這類國際連鎖速食店客戶。 

2. 他們通常認為與這類客戶交易除了營業上的利益，在交易付

款的保障、交易的穩定性、商譽的提升上都會有好處。 

3. 他們認為打入這類國際連鎖速食店客戶最困難的地方包

括：無合適的管道接觸可影響決策的人、決策的人可能因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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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或其他不明原因的考量而不願試用新產品、客戶要求他們

提供類似業績證明但因從未切入這個市場而提不出來、客戶

的需求不完全明確。 

4. 開發這類客戶的成本過高，有時是減低他們興趣的因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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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歸納國際連鎖速食地區經營者常被陷入的原因 
 

  本研究根據邱志聖所提出的資產專屬特性的架構併同部份

Williamson 的分類，將研究及訪談過程中所獲致的國際連鎖速食品

牌地區經營者常被陷入的原因匯整如表 4-1所示。 

表 4-1  國際連鎖速食品牌地區經營者常被陷入的原因 

連鎖品牌地區經營者常被供應商陷入的原因 
專屬資產特性 核心資源 

（包括：設備及原物料） 

非核心資源 
（包括：設備、原物料、 
設計裝修、不動產） 

特有的使用知識

的專屬資產 
 現場營運人員已熟悉操作既有的
設備。 

 現場營運人員熟悉既有設備。 
 已根據現有原物料的分裝方式
安排進貨計畫及倉儲設備。 

 現有廠商最了解現場營運的特
殊需求，會根據需求特別設計供

業者使用。 
實體設備的專屬

資產 
 現有的動線規劃尺寸係根據目前
使用的設備設計，若改設備，則

動線規劃也要併同修改。 

 不動產裝修後，搬移及再裝潢成
本過高。 

 現有的動線規劃尺寸係根據目
前使用的設備設計，改設備也要

併同修改。 
忠誠客戶的優惠

專屬資產 
 無  為了維持貨源的穩定性，而需與

供應商維持關係。 

無形的專屬資產  無  現場營運人員對現有廠商的信
任及人際關係。 

 轉換時，營運中斷的風險。 
心理層面的認同

專屬資產 
 無  主管的代理（Proxy）問題。 

 採購主管的積極性。 

特有無形社會壓

力的專屬資產 
 品牌授權者限定向少數的供應商
購買。 

 來自社會要求安全衛生的壓力
而必須採購特定品牌安全認證

的商品。 
區位專屬性  無  來客己熟悉該餐廳的區位。 

人力資源的資產

專屬性 
 現有人力皆以既有的設備的特性
進行教育訓練。 

 現有人力皆以既有的設備的特
性進行教育訓練。 

 設計裝修包商未將相關知識轉
交業主。 

 換廠商人力生產效率會降低。 
獻身性的資產專

屬性 
 核心設備故障時將造成餐廳營運
停擺。 

 故障時需要在最短時間搶修完
成，現有供應商最能立即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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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核心資源方面 

  從表 4-1，國際連鎖速食品牌地區經營者由於品牌母公司的強

制選用，以及主要的人員訓練配套皆根據此資源的特性，因此其陷

入原因主要歸類為： 

1. 特有的使用知識的專屬資產。 

2. 實體設備的專屬資產。 

3. 特有無形社會壓力的專屬資產。 

4. 人力資源的資產專屬性。 

5. 獻身性的資產專屬性。 

  其中第 1項及第 4項，來自過去人員的訓練成本及新型資源的

人員再訓練成本；第 2項則來自許多相關的配套，例如附屬設備的

規格或尺寸，若採用新型資源則需投入額外成本全面修改；第 3項

則來自連鎖體系合約中的強制規定；第 5項則來自由於核心資源即

然被歸類為核心，則必然一發生資源供應中斷就會影響營運，甚至

造成營運停擺，因此風險承受性較低。 

 

二、在非核心資源方面 

    從表 4-1，地區經營者被陷入原因則因為非核心資源的種類較

為廣泛，幾乎邱志聖及 Williamson 所提出的分類都有發生，它們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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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有的使用知識的專屬資產。 

  這點與核心資源類似，主要來自過去人員的訓練成本

及新型資源的人員再訓練成本，但較特別的是非核心資源

供應商由於了解（甚至掌握）現場營運的特殊需求，會根

據各別需求特別設計供業者使用，因此也使地區經營者被

陷入。 

2. 實體設備的專屬資產。 

  這點在原物料及設備方面與核心資源類似，主要來自

許多相關的配套，若採用新型資源則需投入額外成本全面

修改，較特別的是非核心資源中不動產租賃一項，由於已

投入的裝修無法遷移及再裝潢成本過高而被陷入。 

3.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 

  在這一部份與核心資源，有較大差異，核心資源供應

商的選用多為被動，而在非核心資源部份有時為了維持貨

源的穩定性，而需主動與供應商維持關係而成為忠誠客

戶。 

4. 無形的專屬資產 

 這一部份主要來自人員對現有廠商的人際關係。以及

轉換時，營運中斷的風險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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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理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 

 這一部份主要來自人性的原因，包括：代理（Proxy）

問題以及積極性，主事人員是否因自身比較利益而犠牲公

司整體利益，因擔心失敗受責而不願意主動承擔風險。 

6. 特有無形社會壓力的專屬資產。 

 主要來自因社會要求安全衛生等標準，而必須採購特

定品牌安全認證的商品，造成選擇彈性減小而被陷入。 

7. 區位專屬性 

  主要發生在不動產上，特別是經長久經營後客戶已熟

悉該區位所造成。 

8. 人力資源的資產專屬性。 

  與核心資源類似，主要來自已投入的訓練成本及使用

新型資源再訓練成本，但較特別的還有使用新型資源，在

學習階段，生產效率會降低。 

9. 獻身性的資產專屬性。 

  在這部份前面曾提及營運資源供應中斷可能造成營

運停擺，因此地區經營者認為一但發生問題現有供應商能

在最短時間搶救完成，使風險降至最低，因此也不願意輕

易更換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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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比較核心資源與非核心資源被陷入原因，核心資源雖然被

陷入的原因較少，但被陷入的程度較深；反之，非核心資源雖然被

陷入的原因較多而廣，但被陷入的程度卻較淺，容易因為良好的管

理而減少被陷入的情形。 

 

  本研究將根據上述陷入原因，依產業特性、交易特性、先前文

獻研究結果、策略模型、及專家訪談的結果提出研究結論及因應策

略的建議供業界及後續相關研究做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