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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策略管理理論 

 

一. 策略的定義 

 

策略（Strategy）一詞源自於希臘文的 Strategia，原意是「將

軍」的意思。並且有「領導」與「軍隊」的含意。所以策略一詞早期

是運用於軍事作戰，而後才應用在企業管理上。軍事策略與商業策略

有許多共同點，很多軍事策略也應用在商業的策略上。不過，他們仍

有不同之處，軍事策略的本質是消滅敵人，但是商業上的策略很少如

此激進，大部分的企業是尋求與競爭者共存，而不是消滅對手。  

 

Chandler（1962）的著作「Strategy and Structure」在 1962

年出版之後，「策略」在企業管理領域之中逐漸受到重視。迄今，有

關「策略」一詞的定義，各學派學者略有不同，但是其精神與本質大

同小異，整理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策略的定義 

 學者或出處 策略的定義 

 Oxford Pocket 

Dictionary 

戰爭的藝術，特別是將軍隊船艦調動至有利位置的規

劃。商業或是政治行動，政策之計畫。 

 Chandler(1962) 

 

決定企業的長期目標，以及達成目標所需採用的行動方

針的和資源分配。 

 Andrews(1971) 策略是目標的一種模式和達成目標的主要政策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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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略定義公司是做什麼事業，或即將做什麼事業。 

 Quinn(1980) 

 

策略是整合組織主要目標、政策和行動順序，成為一個

有結合力的整體模式或計畫。 

 Ohmae(1983) 

 

所謂策略簡單的說就是競爭優勢。策略規劃的唯一目

的，是讓企業能夠有效率地獲得超越競爭對手的持續性

優勢。 

 司徒達賢(1995) 

 

策略的概念有八種：(1)代表重點的選擇；(2)界定企業

在環境內的生存空間；(3)指導功能性政策之方向；(4 )

建立在相對的競爭優勢上，其目的在建立長期的競爭優

勢；(5)是在維持與外界資源的平衡以及不平衡關係；(6)

對資源與行動的長期承諾；(7)策略雄心(Strategic 

Intent)與落實執行是必要條件；(8)策略制定是企業主

持人責無旁貸的工作。 

 吳思華(2000) 策略是：(1)評估並界定企業生存利基；(2)建立並維持

企業不敗的競爭優勢；(3)達成企業目標的系列重大活

動；(4)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資料來源: Robert M. Grant (2002),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 (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17.暨本研究整理 

 

二. 策略管理的沿革 

 

Grant（2002）表示，策略管理的演進，一直是由企業管理在實

務上的需求所推動，而不是由策略本身發展而成。在 1950年代和 1960

年代，企業日漸趨向大型與複雜化，經理人面臨了複雜的內控與決策

問題，於是發展出「預算規劃」，提供基本的控制機制。然而，資本

投資比年度預算規劃的範圍更廣，因此 1960 年代策略管理著重長期

「企業規劃」，讓企業在穩定擴張的環境下，達成投資規劃的協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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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最典型的形式是企業會做一個詳細描述目標、銷售預測、營

收與利潤估算的 5年企業規劃。到了 1970 年代早期，企業追求成長，

「多角化策略」成為主流。但是經過 1974 與 1979 兩次石油危機之後

大環境改變了，多角化並沒有為企業帶來綜效（Synergy），起而代之

的是企業面臨更混亂的商業環境與國際競爭。結果「規劃」（Planning）

演變成「策略制定」（Strategy making），重點移轉到市場定位、追

求利潤極大化。策略的演進從「企業規劃」（Strategic Planning）

轉變到「策略管理」（Strategic Management），焦點成為競爭是商業

環境主要特徵，尋求競爭優勢是策略主要目的。策略管理的演進如表

2-2 所示： 

表 2-2 策略管理的演進 

期間 首要主題 重要問題 觀念與技巧 

1950 年代 預算規劃與控

制 

透過經營與資本

預算的財務控制 

1. 財務預算 

2. 投資規劃 

3. 方案評估 

1960 年代 企業規劃 規劃成長 1. 事業預測模型 

2. 投資規劃模型 

1970 年早期

到中期 

企業策略 多角化經營與投

資組合規劃 

1. 綜效 

2. 策略性事業單位 

3. 投資組合規劃 

4. 矩陣 

1970 年晚期

到 1980 年早

期 

產業分析與競

爭分析 

選擇和定位產

業, 市場與市場

區隔 

 

1. 經驗曲線 

2. 市佔率報酬 

3. 產業結構分析 

4. 競爭者分析 

5. PIMS(市場策略利潤衝

擊)分析 

1980 年晚期 追求競爭優勢 公司內部的競爭 1. 資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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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90 年早

期 

優勢來源 2. 核心競爭力分析 

1990 年晚期

到 2000 年早

期 

策略創新與新

經濟 

1.透過策略創新

的競爭優勢 

2.知識競爭 

3.適應數位與網

路連結的新經濟 

1. 組織彈性與反應速度 

2. 知識管理與組織學習 

3. 產業標準的競爭 

4. 先進者優勢 

資料來源: Robert M. Grant (2002),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p.18. 

 

 

三. 策略的層級 

 

Hofer and Schendel（1978）以企業的組織層級將策略劃分為：

企業策略（Corporate Strategy）、事業策略（Business Strategy）

與功能策略（Functional Strategy）等三個層次。 

 

1. 企業策略（Corporate Strategy）: 

企業策略是策略的最高層次，由公司高層主管所擬定，用來整合

各部門的資源與策略，決定企業內各事業部門的腳色與資源配置、各

事業替如何創造競爭優勢或綜效，以確定企業未來發展的方向。 

2. 事業策略（Business Strategy）: 

事業策略是指在特定產業內的競爭策略，是企業求取生存與發展

的方法。事業策略著重市場定位，以及如何建立競爭優勢來與其他廠

商競爭。事業策略強調如何增加產品或服務的邊際利潤，以及整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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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企業功能活動（如行銷、生產、財務、研發及人事等），唯有事業

策略成功，企業整體策略會成功（Holfer, 1978）。 

3. 功能策略（Functional Strategy）: 

功能策略是指行銷策略、生產策略、財務策略、研發策略、人事

策略等，是屬於日常操作性之策略。功能策略主要的功能是使資源發

揮最大效率，以達成事業策略的目標。圖 2-1 說明策略層級與組織結

構的關係。 

 

企業策略   企業總部  

       

事業策略  事業部 A  事業部 B 

       

功能策略   研發   研發 

       

   人事   人事 

       

   財務   財務 

       

   生產   生產 

       

   業務/行

銷 

  業務/行銷 

圖 2-1 策略層級與組織結構 

資料來源: Robert M. Grant (2002),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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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聖（民 90）認為，公司可以透過適當的產品、定價、通路、

推廣等行銷組合來達成公司總體策略目標，行銷的觀念對公司整體策

略的影響是無所不在的； 從上一層的價值觀、願景，到中層的策略，

再到下一層的行銷方案，行銷的觀念充滿在每一個層次，如表 2-3 所

示。 

表 2-3 行銷與策略制定的關係 

策略計畫 行銷的主要功能 行銷如何影響策略 

願景 市場導向 行銷觀念可以幫助公司了解現在

與未來買者要的是什麼，如何來

解決他們的需求問題。 

SWOT 分析 行銷策略 (環境分析→

市場區隔→目標市場→

定位) 

行銷觀念可以幫助公司在市場上

找到有潛力與適合公司發展的目

標市場，同時透過有形與無形的

單位效益成本分析，了解競爭對

手除了技術的差異外，還有哪些

可成為公司的競爭優勢。 

策略執行 行銷組合 透過適當的產品、通路、定價、

推廣等行銷組合策略來達成公司

目標。 

資料來源: 整理自邱志聖(民 90),策略行銷分析:架構與實務運用(台北 智勝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p.281. 

 

 

四.策略類型 

吳思華（民 89）將策略構面歸納整理為：範疇、資源、網路三大

部分，並且以策略構面變化的組合，提出策略類型，如表 2-4 所示。 

 市場滲透策略：在原有的產品市場範疇中，擴大業務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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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發展策略：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的產品線。 

 市場發展策略：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的市場區隔。 

 垂直整合策略：在活動組合構面中，增加上游或是下游的價值活

動。 

 投資水準策略：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生產技術習性，擴大、維持

或縮小業務規模。 

 多角化策略：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尋找新的產品市場範疇。 

 水平併購策略：透過和同業關係的改變，擴大業務規模。 

 全球策略：在地理構形上，盡量依比較利益法則，將價值活動分

散到世界各地。 

 策略聯盟：在事業網路構面中，尋找適當的合作夥伴，建立新的

網路關係。 

 異業合作策略：在事業網路構面中，透過和適當的異業行程合作

關係，以增加對顧客之服務內容或降低成本，提高競爭優勢。 

 低成本/差異化策略：在核心資源構面中，建立獨特的資產或能

力，使其與同業間形成低成本或差異化的競爭優勢。 

 資源統治策略：在事業網路構面中，企業和資源供應者建立適當

的網路關係， 以最有效率的方式取得必要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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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策略構面–策略類型 

 策   略   構   面 

策 略 類 型 產品市場 活動組合 業務規模 地理構形 核心資源 事業網路 

市場滲透策略   ●    

產品發展策略 ●  ●    

市場發展策略 ●  ●    

垂直整合策略  ● ●    

投資水準策略   ●    

多角化策略 ●  ●    

水平併購策略  ● ●   ● 

全球策略   ● ●   

策略聯盟     ● ● 

異業合作策略     ● ● 

低成本 /    

差異化策略 

    ●  

資源統治策略     ● ● 

資料來源：吳思華(民 89),策略九說(台北市 臉譜出版),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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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事業界定與競爭分析 

 

一. 事業界定 

 

Abell（1980）表示，「事業界定」（Business Definition）是策

略規劃的開始步驟。Hill and Jones（1998）表示，企業先界定其事

業，決定公司目標，而產生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然後依

照使命宣言，規劃目標策略。企業在經營上，首先必須界定它到底是

什麼樣的公司，是在哪一個產業，然後才能在產業中定位（湯明哲，

民 92）。透過「事業界定」可以回以下答這些問題： 

1. 我們的事業是什麼?  

2. 這個事業會是如何?  

3. 這個事業應該是如何? 

Abell（1980）建議一個公司應該從三個構面去界定其事業：（參

見圖 2-2） 

1. 滿足誰?（客戶群組 Customer Groups） 

2. 滿足什麼?（客戶需求 Customer Needs） 

3. 如何滿足客戶的需求?（特殊的能力 Distinctive Competencies） 

 

Abell（1980）的方法是強調客戶導向需求而不是產品導向的事

業界定。產品導向需求的事業界定是著眼於產品銷售與市場滿足，

Abell（1980）認為產品導向的事業界定會模糊了公司的功能，公司

原本的功能應該是滿足客戶的需要。所謂一個產品，只是應用某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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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技巧去滿足某一個特定客戶族群之某一特定需要的物理形式。實

際上，產品導向需求可以用不同方法去滿足。一個廣泛而且能夠確認

這些方法的客戶導向的事業界定，可以確保公司不會因為需求移轉而

受到傷害。甚至，Abell（1980）的架構藉由提早認知需求轉移，而

能夠幫助企業利用環境的改變而獲利。然而，大家常常忽略了事業應

該採用客戶導向的思維，很多大公司都是因為沒有界定其事業或是事

業界定錯誤而衰敗。透過 Abell 的架構以及客戶導向的事業界定，讓

我們得到如何滿足客戶的需求的答案。  

 

 

 

圖 2-2 事業界定 

資料來源: Derek F.Abell(1980),Defining the Business: The Starting Point 

of Strategic Planning(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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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業策略分析與制定 

 

司徒達賢（民 92）以策略型態分析法運用在事業策略分析上，如

圖 2-3 所示。產品線廣度與特色、目標市場之區格式方式與選擇、垂

直整合程度之取決、相對規模與經濟規模、地理涵蓋範圍、競爭優勢，

這些描述了「事業策略」形貌的構面。 

左上角是「環境」，包括了大環境、產業環境、競爭環境。其中

大環境是指與企業長期經營有關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

科技環境等。產業環境是與策略決策有關的產業特性與趨勢。競爭環

境是直接競爭對手，所採取的策略作為或是攻擊行動。  

上端是「條件」，包括此一事業前一階段的策略，所累積的資源，

以及從網絡定位策略及總體策略移轉而來之條件。 

右上角是「目標組合」是投資人、客戶、供應商、經理、員工、

社區等利益關係人（stakeholders）對此一組織的期望，所要求的績

效水準。 

右下角是「功能政策」亦即是配合事業策略的各種行銷策略、生

產政策、研發政策、人力資源政策、財務政策、資訊政策等。 

最下端是「行動與績效」代表策略行動與經營績效，也是整體策

略分析與決策的最終結果所在。 

 

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即是策略型態應配合環境，配合條件，又

能目標組合的各項要求。而策略型態又向下指導了功能政策與組織方

式與結構，然後再透過組織與各種功能政策，讓整體產生正確而一致

的行動。有了行動，才有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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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條件  目標組合 

․大環境 

․產業環境 

․競爭環境 

 ․前一階段之策略 

․所累積之資源 

․從網絡訂位策略及總體策略 

  移轉而來之條件 

 ․投資人之目標 

․客戶之目標 

․供應商之目標 

․經理人之目標 

․員工之目標 

․社區之目標 

 

 

 

事業策略之策略型態 

․產品線廣度與特色 

․目標市場之區格方式與選擇 

․垂直整合程度之取決 

․相對規模與經濟規模 

․地理涵蓋範圍 

․競爭優勢 

 

 

功能政策  組織方式與結構 

․行銷政策 

․生產政策 

․研發政策 

․人力資源政策 

․財務政策 

․資訊政策 

 ․組織結構 

․權責劃分方式 

․分權程度 

․組織流程 

 

 

行動與績效 

 

圖: 2-3 事業策略分析與制定 

資料來源:司徒達賢 (民 92),策略管理案例解析(台北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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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爭分析 

 

1. 五力分析 

 

Porter（1980）在“競爭策略＂一書中提出，一個產業的競爭態

勢受到五類競爭力決定。這些競爭力量的結合，決定產業最後的利潤

率，產業的基本結構，影響著競爭力的強弱，了解產業結構是策略分

析必要的起點。五類競爭動力為： 

 

(1). 進入威脅（Threat of Entry）： 

新廠商進入產業的威脅，其大小要看目前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的高低，以及進入者預期現有廠商的可能反應。如果進

入障礙高，或是新進者預期受到現有之競爭廠商的尖銳報復，則

此時進入的威脅就會低。進入障礙主要有下列來源： 

(a). 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 

(b). 產品差異（Product Differentiation） 

(c). 資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 

(d). 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 

(e). 取得銷售通路（Access to Distribution Channels） 

(f). 絕對成本優勢 

(g). 政府政策 

(h). 預期的反擊 

(2). 既有廠商的競爭程度（Intensity of Rivalry）： 

既有廠商的競爭行為存在於每個產業中，當一個或更多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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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於感覺到壓力或是看到了機會而努力爭取提昇地位。在大

多數的產業，一家廠商的競爭行動會帶給其他競爭者相當的作

用，而激起報復的行動，也就是廠商之間的行動是互相連鎖的。

廠商之間競爭的程度，是由一些交互影響的結構因素所造成的，

這些因素包括有產業集中度、競爭者的多樣化、產品區隔、規模

經濟、固定或儲存成本的高低以及退出障礙。 

(3). 替代品的壓力（Pressure from Substitute Products）： 

產業內的所有廠商都和生產替代品的產業競爭，替代品限制了一

個產業可能獲得的投資報酬。也就是替代品對產業內廠商的定價

設了上限。若替代品的價格愈有競爭力，則產業利潤就受到愈大

限制。 

(4).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 

購買者向生產廠商爭取，迫使廠商降價，取得較好的品質與更多

的服務，並造成產業內廠商彼此的競爭。所以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也是影響產業競爭強度的重要因素。購買者的議價能力，除了採

購數量之外，採購物品佔總採購的比例、產品是否是標準品、採

購行為的移轉成本、購買者自身產品的利潤、購買者向上整合能

力以及對產品熟悉程度，採購情報是否充足等等，都是重要影響

因素。  

(5).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供應商藉由提高價格或是降低產品與勞務的品質，來對產業的成

員施加議價力量。如果該產業廠商無法跟著調整售價來吸收上升

的成本，強大的供應商的壓力會使得該產業的利潤降低。供應商

議價能力決定的因素有：供應項目的差異性、替代品的存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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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量對供應商的重要程度、供應商向下整合與向上整合等等。 

 

這五種競爭力除了決定產業的競爭態勢，也影響著產業的獲利能

力。透過五力分析去了解影響產業競爭的力量與來源，廠商即能指出

自己在產業內的長處與短處，藉以擬定適當的競爭策略。下圖 2-4 為

Porter（1980）的五力分析架構及相關產業結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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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障礙    產業內的競爭強度 

1. 規模經濟    1. 產業的成長 

2. 產品差異    2. 固定成本/附加價值 

3. 轉換成本    3. 間歇性的產能過剩 

4. 資本需求    4. 產品差異 

5. 取得銷售通路    5. 品牌知名度 

6. 絕對成本優勢    6. 移轉成本 

7. 政府政策    7. 集中與平衡 

8. 預期的反擊  潛在進入者  8. 資訊複雜度 

    9. 各式各樣的競爭者 

    10. 企業的賭注 

    11. 退出障礙 

     

供應商  既有競爭者  客戶 (購買者) 

     

  既有廠商的競爭程度   

    客戶實力的決定因素 

  替代品的威   脅  議價能力  

供應商實力的決定因素  替代品  1. 廠商集中度相對於購買 

1.供應項目的差異性     者集中度 

2.供應商與企業的移轉成本    2. 客戶的採購買量 

3.是否有替代品的存在    3. 客戶移轉成本 

4.供應商的集中程度  替代品威脅的決定因素  4. 客戶的資訊 

5.採購量對供應商的重要程度  1. 替代品的相對價格  5. 客戶向上整合能力 

6.總採購量與成本的關係  2. 移轉成本  6. 替代品 

7.供應項目對成本與差異化

的影響 

 3. 客戶使用替代品的傾向  7. 直接批貨 

8.向下整合與向上整合對產    6. 替代品 

業內企業的影響    價格敏感度 

    1. 價格/總採購量 

    2. 產品差異 

    3. 品牌知名度 

    4. 對品質/效果的影響 

    5. 客戶的利潤 

    6. 決策者的動機 

圖 2-4 Porter 的五力分析架構及相關影響因素 

資料來源: Michael E.Porter(1980),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NY:Free Press) 

 

 

 

供應商議價能力 

購
買
者
的
議
價
能
力

新加入者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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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補品分析 

Porter（1980）的分析架構指出「替代品」是五種競爭力之一，

替代品限制了特定產業廠商可能獲得的利潤。然而，經濟學原理指出

每類產品有兩種關聯性產品： 一個是「替代品」，另一個是「互補品」。

替代品對原產品的價值有負面影響，而互補品則是對原產品的價值有

正面效益。 

Brandenburger & Nalebuff（1996）在 Co-opetition 一書中，

介紹了互補品在分析一家公司的競爭環境扮演重要的腳色。Grant

（2002）將互補品融入 Porter（1980）的五力分析架構，而成為第

六個競爭力，如圖 2-5 所示。然而，不像其他的五個競爭力，互補品

的互補性愈高，則該產業的潛在利潤愈高。同時要注意的是，互補性

很高的產品，對使用者而言，其個別價值很低，整個系統對使用者才

有價值。 

  供 應 商   

     

     

     

     

潛在進入者 新進入者的威脅   互補品 

  產業的競爭者   

     

  現有廠商的對抗 替代品的威脅 替 代 品 

     

     

     

  購 買 者   

圖 2-5 修正後之五力分析（六力分析模式） 

資料來源: Robert M. Grant (2002), 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Oxford 

UK,Blackwell Publishers Ltd),p.18.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互補品的供應商

為產業創造價值, 

並增加議價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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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競爭策略與合作行為 

 

一. 一般性競爭策略模式 

 

Porter（1980）在「競爭策略」著作中，以競爭範疇（Competitive 

Scope）與競爭優勢來源（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為

構面，提出三種一般性競爭策略，如圖 2-6 所示。一般性競爭策略使

企業能在應付五種競爭力（進入威脅、既有廠商的競爭程度、替代品

的威脅、購買者的議價能力、供應商的議價能力）的同時，可以超越

產業中的其他公司。另外，Poter（1985）在「競爭優勢」一書中，

對於成本領導與差異化也加以補充。 

 

Porter（1980）的三種一般性競爭策略分別是: 

1. 全面成本領導策略（Overall Cost Leadership）： 

企業選擇這種策略的目的，主要是成為所處產業的最低成本製造

商。形成成本優勢的來源很多，而且因為個別產業的結構而有所

不同。這些來源包括經濟規模、技術專利、優先取得原料、學習

與外溢效應、垂直整合與重新定義價值鏈等。  

2. 差異化策略（Differentiation）： 

差異化策略是指提供與競爭者有差別的產品或服務，例如在設計

貨品牌、技術、客戶服務、經銷通路等。差異化策略可以增加毛

利，但是不需要處於低成本地位。因為客戶品牌忠誠度，差異化

可議避免競爭者的對抗。競爭者必須克服產品的獨特性，這乃成

為進入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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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中化策略（Focus）： 

焦點化策略是指專注於一個特別的客戶族群、產品線、地域市場、

行銷通路的區隔，然後全力滿足客戶需求。追求焦點化策略的企

業，應該在產業裡選擇一個或數個產業區段，並根據其區段特性，

擬定適當策略。焦點化策略有兩種形式：「焦點成本」與「焦點差

異」Porter（1985）。 

(1). 集中低成本（Focused Low Cost）：追求目標區段的產品或市

場，比競爭對手更佳的成本優勢。 

(2). 集中差異化（Focused Differentiation）：追求特定區段中

與眾不同的特質，去滿足客戶的特殊需求。 

 

此外，Arthur and Strickland（2001）在 Porter（1980）的一

般性競爭策略架構下，提出「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Best-Cost 

Provider） Strategy，如圖 2-6 所示。「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是指：

提供給消費者更多的功能與價值，但是價格比競爭者低一點的物超所

值商品的策略。Arthur and Strickland（2001）認為一般性策略，

並不互相排斥，可以同時採用，企業應致力於策略的交互使用，成為

該產業裡的最佳價值提供者。Arthur and Strickland（2001）整合

Porter（1980）的一般性競爭策略，提出一般性競爭策略之要點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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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  爭  優  勢 

  低成本 差異化 

目標廣泛 全面成本領導 

 

廣泛差異化 

    

競  

爭  

範  

疇 目標狹窄 集中低成本 集中差異化 

 

圖 2-6 一般性競爭策略 

資料來源: Michael E. Porter (1980),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NY: Free Press,) & Arthur A. 

Thompson, Jr. And A.J. Strickland III(2001),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Cases, 12th ed.(New York, NY: Mcgraw-Hill),p.151. 

 

 

 

 

 

 

 

 

 

 

 

 

 

 

 

 

 

最佳價值

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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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一般性競爭策略之要點 

重點類別 全面成本領導 

 

廣泛差異化 最佳價值提供者 

 

集中低成本與集

中差異化 

策略目標 涵蓋整個市場 涵蓋整個市場 價值知覺型

(Value-Conscious)

購買者 

特定需求與偏好

的利基市場 

競爭優勢之

基礎 

比競爭對手更

低的成本 

提供跟競爭對手

不同商品或服務

的能力 

一樣的價錢提供更

高的價值 

針對利基市場提

供低價或是特殊

產品 

產品線 良好的基本產

品(可接受的

品質/有限的

選擇) 

很多不同的產品

/強調差異性功

能 

物超所值/功能超

過同級的產品線 

滿足目標市場區

隔之特定需求與

偏好的產品 

生產重點 維持可接受品

質與功能之下

持續降低成本 

創造產品價值與

產品優異性 

控制低成本但是增

加產品功能與特色

針對利基市場的

品味與需求量身

訂做 

行銷重點 強調價格便宜 強調功能差異/

提高售價以因應

成本增加 

同樣功能但是比競

爭對手便宜或是同

樣價格但是提供更

多功能 

專門滿足特定市

場區隔客戶之需

求 

如何維持策

略 

提供低價格-

好價值/持續

性的降低成本

-維持成本優

勢 

 

持續創新/專注

少數特殊功能-

創造聲譽與品牌

價值 

發展同時能夠降低

價格與提高功能的

特殊能力 

專注服務特殊市

場-做的比競爭

對手好/不要進

入其他市場區隔

以免模糊公司形

象 

資料來源: Arthur, A. Thompson, Jr. And A.J. Strickland III(2001), 

Strategic Management:Concepts and Cases,12
th
 ed.(New York, NY: 

Mcgraw-Hill),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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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競爭中，技術變革是主要的驅動因素之一。當技術是建立成

本地位，或是形成差異化的重要因素時，它會影響到企業的競爭優

勢，技術變革會改變每一種價值活動的經濟規模，也判定產業進入障

礙（entry barrier）的高低，因此企業選擇技術策略和進行技術投

資時，必須認清技術變革對競爭優勢以及產業的雙重影響。技術策略

的核心問題是，企業打算尋求哪一種競爭優勢，無論企業尋求三種一

般性競爭策略中的哪一種，技術策略都是有利的載具（vehicle）。表

2-6 顯示，當競爭策略不同時，技術策略也會明顯不同（Porter，

1985）。  

 

表 2-6 產品、流程技術以及一般策略 

 成本領導 廣泛差異化 焦點成本 焦點差異 

 技術政策 

產品技術變革 在產品開發上，

透過減少材料，

降低製造難度，

簡化後勤需求

等方式降低產

品的成本 

在產品開發上，

改進品質，功能

，交貨能力，或

轉移成本 

在產品開發上，

使產品功能僅

止於滿足目標

區段客戶的需

求 

在產品開發上，

使產品比目標

廣泛廠商的產

品，更符合特定

區段的需求 

流程技術變革 1.改善流程的

學習曲線，以減

少材料的使

用，降低投入的

勞動力 

2.發展流程，以

增加經濟規模 

發展流程，以支

持高容錯度，更

嚴格的品管，更

可靠的排程，對

訂單的快速回

應  

發展流程，使價

值鏈吻合目標

客戶的需求，以

便降低經營成

本 

發展流程，使價

值鏈吻合目標

客戶的需求，以

便提高客戶價

值 

資料來源: Michael E. Porter (1985),李明軒、邱如美譯(民 88),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Advantage),(台北市 天下遠見),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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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策略的另一課題是企業是否應該追求技術領先地位。技術不

只是產品或是製程技術的領先，技術領先也可以是任何價值活動所採

用技術的領先。企業選擇成為一項重要技術的領先者或是追隨者，必

須考慮下面三項因素，如表 2-7 所示。  

1. 技術領先的持續力：該項技術上，企業持續領先競爭對手的程度。 

2. 搶先行動的優勢：企業率先採用新技術所形成的優勢。 

3. 搶先行動的缺點：企業搶先行動而非靜觀其變的困擾。 

綜合考慮以上三項因素之後，才能決定個別企業最有利的選擇。 

 

 

表 2-7 技術領先與競爭優勢 

 技術領先 技術跟隨 

成本優勢 開創最低成本的產品設計 

 

成為領先降低學曲取線的企業 

 

開發以低成本進行價值活動的方法 

以領先廠商的經驗為借鏡，降

低產品或是價值活動的成本 

 

藉由模仿 以免除研發成本 

差異化 開發能夠提昇客戶價值的獨特產品 

 

在其他活動中創新，以提高客戶價值

以領先廠商的經驗為借鏡，使

產品或交貨系統更合乎客戶

的需求 

資料來源: Michael E. Porter (1985),李明軒、邱如美譯(民 88),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Advantage),(台北市 天下遠見),p.254. 

 

 

二. 競爭與合作 

湯明哲（民 92）在「策略精論」一書中提出，企業要維持長期高

利潤狀態，可以採取三個策略：(1). 增進本身能力，拉大與競爭者

的差距，以保持長期競爭優勢。(2). 進入產業創造競爭優勢後，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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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防止其他廠商模仿本身策略，從而維持市場地位，延續競爭優勢。 

(3). 企業如不能制止競爭者的模仿或進入市場，也無法維持長久競

爭優勢時，就必須不斷找尋新的產品或產業，去建立短期的競爭優

勢。如何維持競爭優勢，分析架構如圖 2-7 所示： 

 

 

 

 

 

 

圖 2-7 維持競爭優勢之策略 

資料來源: 湯明哲(民 92),策略精論:基礎篇(台北市 天下遠見),p.186. 

 

防止競爭者可以採用「進入阻絕策略」，進入阻絕策略的目的就

在於制敵機先，須先阻止潛在者進入產業，讓潛在進入者及早打消進

入市場的想法。「進入阻絕策略」有以下方法： 

1. 先佔策略（Preemption）：率先佔取了有力的產品空間，使得潛在

競爭者沒有空間進入。例如開店地點，制定產品規格或專利。 

2. 品牌擴散（Brand Proliferation）：同一產品空間，推出不同品

牌。每個品牌的定位均不同，藉以佔據產品空間。 

3. 超額產能設備（Excess Capacity）：產業的領導者如擁有超額產

防止競爭

者 

拉大與競

爭者 

不斷尋找

新產品

No No 

Yes 

維持長久 

競爭優勢 

進入阻絕

策略 

Yes

短期 

競爭優勢

無超額

利潤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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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設備，等於是放出訊息告訴潛在競爭者，若進入產業會面臨完

全的產能競爭，讓對方不輕易進入其產業。 

4. 限制價格（Limit Pricing）：基本做法是用較低的價格，讓潛在

競爭者誤以為現有廠商的成本較低，而自覺無法競爭，而不打算

進入。 

5. 提高對手成本（Raising Rivals＇Costs）：例如大量廣告、規模

經濟、或是垂直整合等，把做生意的難度增加。 

 

湯明哲（民 92）提出「競爭態勢」（Competitive Posture），來

描述在寡佔市場中，廠商對競爭者採取激烈或是合作的強度，也就是

「競合行為」。競爭態勢基本分析架構如圖 2- 8 所示。 

在競爭者眾多的市場，廠商沒有選擇，只有遵照產業的競爭習

慣。但若市場上只有少數的競爭者，就必須考慮對競爭者的態度，廠

商要選擇是否要和競爭者進行激烈競爭，或是建立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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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競爭策略分析模型 

資料來源: 湯明哲(民 92),策略精論:基礎篇(台北市 天下遠見),p.47. 

 

企業間有兩種合作方式，一種是「明顯的合作」（Overt 

Collusion），另一種是「合謀」（Tacit Collusion）。廠商聯合形成

卡特爾（Cartel）是最普遍、也最明顯的合作方式。但是卡特爾觸及

違法的行為，因此寡占產業內廠商常利用競不明顯的「合謀」方式，

來培養彼此不激烈競爭的默契。「合謀」的方式有下列幾種： 

 價格觸動：若是競爭對手降價，廠商本身也跟著降價，如此一來

對手沒有好處，最終就不會進行價格競爭。 

 吸脂策略（Skimming Strategy）：廠商只拿金字塔最頂端的市場

區隔，其他大廠則不會報復。 

競爭還是合

作態勢? 

No
是否主導

廠商

明顯合作 

•瓜分市場 

•固定定價 

•共同行銷 

•集體行動 

•共同圍標 

Yes

Yes合謀策略 

•價格觸動 

•吸脂策略 

•最惠國待遇 

•以小博大 

•價格領導 

•轉包與聯營 

•授權對手 

合作 

競爭 

是否阻絕

進入阻絕策略 

•限制定價 

•品牌擴散 

•超額產能 

•提高對手成本 

•先佔策略 

垂直競爭策略 

•鎖喉策略 

•雙面打壓 

競爭 

水平競爭策略 

品質為主

•差異化策略 

•產品線策略 

•跳蛙策略 

•水平差異化 

•垂直差異化 

No

價格競爭策略 

•經驗曲線定價 

•成本領導 

•價格戰 

•掠奪式定價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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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惠國待遇：廠商與客戶簽訂最低保證價格，一旦很多廠商跟

進，大家就不會隨便降價，以免損失慘重。 

 以小博大：小廠商以較低的價格搶佔小規模的市場，大廠為了整

體利潤，可能選擇維持原價，而不價降回應。  

 價格領導：產業的領導廠商決定價格 然後其他廠商再跟進。 

 授權對手：通常是指廠商之間 透過專利的相互授權 來維持彼此

的利益。 

 

通常市場集中度高，廠商數目小於十的產業，協調較容易，達成

合作的機或較高。 進入障礙高，產品同質性高的產業也較容易達成

合作。而如果產業的供給大於需求，在超額設備的壓力下，合作比較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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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競爭優勢 

 

一. 競爭優勢的來源 

 

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是指企業在產業中，相對

於競爭對手擁有的獨特且優越的競爭地位。這種優越的競爭地位，表

現在外的就是較佳的獲利能力或是較高的市場佔有率，因此企業的成

敗端視其競爭優勢的建立與維持（Poter，1985）。 

 

一般競爭優勢來源有兩種：一種是「策略觀點」，是由外向內型

（outside-in），思維重心放在產業結構與競爭位置的觀點，著重在

企業外部的環境分析，偵測機會與威脅，然後分析企業本身的優、劣

勢，以建構企業的策略。另一種是「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是由內向外型（inside-out），認為公司內部擁有的「資源」

及「能力」提供公司策略的基本方向，而且是公司利潤的主要來源，

藉由組織內部資源與能力的累積及培養，形成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

勢，資源及能力可作為公司長期策略基礎與策略性思考的重點

（Grant，1991）。 

 

Penrose（1959）認為，企業要獲取利潤，不僅要擁有優良的資

源（resources），更要發展有效利用這些資源的「獨特能力」。

Wernerfelt（1984）依照 Penrose（1959）的論點加以延伸，提出

「資源基礎觀點」。Wernerfelt（1984）指出，「資源」和「產品」

是相輔相成的正反兩面，大部分產品的完成必須要藉助資源的投入



 29

及服務，而大部分資源也被使用在產品上。公司的主要任務即是創

造與把握資源的競爭優勢，使得在此優勢中所擁有的資源地位是其

他企業無法直接或間接予以取得的。Hamel & Prahalad（1990）則

提出企業必須擁有「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才能創造出「核

心產品」。以下是本研究將眾多學者對於資源基礎理論的觀念彙整

如下表（表2-8）所示： 

 

表 2-8 資源基礎理論彙整 

學者 資源基礎理論的觀念 

Wernerfelt(1984) 

強調企業應以資源位置，取代傳統的產品觀

念。管理上強化資源效率，以建立資源位置障

礙，形成長期競爭優勢。 

Hamel& Prahalad (1990) 

提出核心專長的概念，認為核心能力是一群科

技與技術的綜合體，透過組織產品技能與整合

技術方面知識的學習、累積，創造了獨樹一格

的競爭優勢。 

Barney(1991) 
企業可已經由對於本身資源與能力累積和培

養，形成持續性競爭優勢。 

Grant(1991) 

認為資源及能力為公司長期策略的基礎。內部

資源及能力提供公司策略的基本方向， 資源

為公司獲利能力的根本。 

Collis 與 Montgomery(1995) 

一家企業的經營效率及獲利能力取決於資源

配置的得當與否。企業的競爭力是在公司整體

策略與資源下， 發展出一套具有競爭優勢的

資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0

資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企業應創造、累積並有效運用

不可替代的核心資源，以形成策略優勢。吳思華（民 89）將企業資

源分為資產與能力兩部分，前者是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

量，並可區分為有形資與產無形資產兩類。後者是指企業建構與配置

資源的能力，又可分為個人能力與個人能力兩部分，如表 2-9 所示，

以下分別說明之： 

 

表 2-9 策略性資源的內涵 

實體資產：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有形資產 

金融資產：現金、有價證券 

資 

 

產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利、著作權、已登記

註冊的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等 

個人能力 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 

人際網路 

能 

 

 

 

 

力 

組織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料來源：吳思華(民 89),策略九說,(台北市 臉譜出版),p.128. 

 

有形資產包括具有固定產能特徵的實體資產及可自由流通的金

融性資產，這些資產通常在公司的財務報表都有清楚的顯現。而無形

資產包括各種類型的智慧財產，如專利、商標、著作權、已登記註冊

的設計，以及契約、商業機密、資料庫、商譽等。這些資產在傳統的

財務報表雖然未表達，但所有權仍清楚的歸企業所有，在企業買賣的

過程中亦會被清楚的算計，是企業擁有的重要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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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部分分為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個人能力是指一個企業能取

得較佳的競爭優勢，往往是其擁有某些關鍵人物，這些人（及其擁有

的能力）都是企業重要的資源。個人能力若加以區分，可以再分成三

大類：1. 與特定產業（或產品）有關的創新與專業技術能力。2. 管

理能力：亦即統領企業的能力。3. 人際網路能力：人脈關係隱含了

承諾、了解、信用與義務四個特質，它能提供大量有關統合、協調、

評估以及溝通等各方面的功能。 

組織能力是一種運用管理能力，持續改善企業效率與效能的能

力。這項能力從屬於組織，不會隨著人事的更迭而有太大的變動，是

一項特別值得建構的核心資源。根據學者的研究與實務的觀察，組織

能力可以表現於以下幾個不同的層面： 

1. 業務運作能力：良好的業務運作程序，能夠將企業的產品與服務

以最精確的品質、最快速的時間，接近顧客、滿足顧客的需求；

當以時間為競爭基礎的重要性越來越高時，業務運作程序的能力

就會顯得越重要。 

2.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因應技術進步、消費者偏好多元化的環

境趨勢，企業必須不斷推出各式各樣的新產品，才能維持良好的

競爭地位。新產品的開發一方面有賴技術的創新，另一方面則有

賴商品化的能力。許多研究均指出快速的商品化能力，是新產品

成功推出的主要關鍵，因此組織中行銷、製造與研發三個部門進

行同步工程的能力值得重視。以技術的創新而言，常以下列三種

形式之一出現： 

(1)在熟悉的產品上增添一項重要的新功能。 

(2)開發出一種新奇的方式，執行一般人熟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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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利用全新的產品觀念，提供一種新的功能。 

3. 鼓勵創新、合作的組織文化：文化是指應用並滲入於組織中個人

和團體的行為、態度、信念與價值。有些組織中自然流露著對人

性的尊重、對創新與互助的鼓勵，使組織的發展具有自我調適與

改善的基本能力。 

4. 組織記憶與學習：組織可保有過去的經驗，並有效的運用這些經

驗於現有的決策之中；另外，組織亦可以減少任務交付過程中協

調、溝通正執行的交易成本。 

 

Barney（1991）認為競爭優勢之所以能夠持久，是因為公司所擁

有之「異質性」（Heterogeneity）及「不可移動性」（Immobility）

資源中，有部分的資源尚其備有「價值性」（Value）、「稀少性」

（Rareness）、「不可模仿性」（Imitable）以及「不可替代」

（In-substiuitability）等特性，並認為資源是否具有持續性競爭

優勢的潛力，取決於這四項特質，其觀念見圖 2-9。 

 

   價值性   

   稀少性   

*公司資源  不可模仿性   

 的異質性 ...

  

歷史獨特性 
持久競爭優勢 

 *公司資源  因果模糊性   

 的不可移  社會複雜性   

 動性  替代性   

圖 2-9 資源特性與持久競爭優勢之關係 

資料來源 : Barney, J.B.(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17,p.99-120. 



 33

Hill & Jones（1998）認為，競爭優勢來自於較佳的效率、品質、

創新與回應客戶（Customer Responsiveness）的能力等四項，如圖

2-10 所示。而企業要做到這四項則有賴於擁有獨特的能力

（Distinctive Competencies），企業獨特的能力可以是產品差異化

或是產品成本低於競爭者。此獨特的能力來自於兩個互補的來源：組

織的資源（resources）和運用資源的能力（capabilities）。 

 

資源         

   差異化     

獨特

能力 
    價值創造  更高的利益 

   低成本     

能力  

較佳的 

* 效率 

* 品質 

* 創新 

* 客戶回應 

      

圖 2-10 競爭優勢之來源 

資料來源: Hill & Jones (1998), Strategic Management: An Integrated 

Approach, 4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二 價值鏈分析 

 

一個企業的價值鏈和其中各種活動的進行方式，反映出它的歷

史、策略、執行策略的方法、以及活動本身的經濟效益。競爭者價值

鏈的差異，就是形成「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每一種活動的表現，

加上其經濟效益，就決定了企業的相對成本。而這些價值活動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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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也會決定企業滿足客戶需求的程度，並形成差異化。因此，只要

比較競爭者的價值鏈，企業就能從其中的差異看出決定競爭優勢的關

鍵所在。Poter（1985）在競爭優勢著作中提出「價值鏈」的觀念，

如圖 2-11 所示。 

價值鏈中將企業創造價值的活動分為兩個部分，主要活動

（Primary Activities）與輔助活動（Support Activities）： 

1. 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 

(1). 進料運籌（Inbound Logistics）：如物料處理、倉儲、庫存

控制、車輛調度退貨等。這類活動多與接收、儲存、採購等

有關。 

(2). 生產作業（Operation）：如包裝、裝配、機械加工、設備維

修測試等。這類活動與原物料轉化為最終產品有關。 

(3). 出貨運籌（Outbound Logistics）：如成品倉儲、訂單作業安

排、物料處理、車輛調度等。這類活動與產品收集、儲存、

將產品運送給客戶有關。 

(4). 行銷與銷售（Marketing & Sales）：如廣告、促銷、報價、

通路促銷等。這類活動與提供客戶購買產品的理由、吸引客

戶購買產品有關。 

(5). 服務（Service）：如安裝、維護、訓練、零件供應等。這類

活動與提供服務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有關。 

2. 輔助活動（Support Activities）： 

(1). 採購（Procurement）：如原料、零件、配件、機器設備和消耗

品等的採購方式。採購行為對企業的總成本和差異化具有重大

影響。採購方式將強烈影響到採購項目的品質與成本，以及接

受或使用這些採購項目的價值活動，並影響企業與供應商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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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2). 技術發展（Technology Development）：技術的範圍非常廣泛

從文件準備、運送方式到產品本身的研發技術都包含在內。

技術發展大致可分為改善產品與改善製程兩種；技術發展對

所有產業的競爭優勢都非常重要，在某一些產業甚至是關鍵

因素。 

(3). 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力資源管

理包括人員招募、雇用、培訓、發展和各種員工福利津貼等。

由於人力資源管理在員工的工作技能、工作動機以及雇用與

培訓成本方面所扮演的腳色，所以與競爭優勢密不可分。 

(4). 企業的基本設施（Firm Infrastructure）：企業的基本設施

包括很多活動，如一般管理、企劃、財務、會計、法務、政

府關係、品質管理等。它通常支援整個價值鏈，而非個別價

值活動。企業的基本設施雖然常被視為間接費用，卻可能是

競爭優勢的有力來源。 

 

企 業 的 基 本 設 施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技 術 發 展   

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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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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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     

潤 

 

 

主要活動 

圖 2-11 價值鏈（Value Chain） 

資料來源: Michael E. Porter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Performance (NY: Free Press,), p.37.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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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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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爭優勢的衡量 

Aaker（1989）針對 248 名高科技產業、服務業以及一般製造業

的高階主管做競爭優勢的研究，歸納出 31 項競爭優勢的影響因素，

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 競爭優勢的影響因素 

1. 品質聲譽 2. 客戶服務/產品支援 3. 品牌認知 

4. 優良管理/技術人才 5. 低成本生產 6. 財務資源 

7. 客戶導向與市場研究 8. 產品線寬度 9. 技術優越性 

10. 客戶滿意度 11. 市場區隔/集中 12. 產品特色/差異化 

13. 持續產品創新 14. 市場佔有率 15. 規模與配銷地點 

16. 產品價格低而高品質 17. 企業的知識 18. 早期進入市場者 

19. 效率/彈性生產 20. 有效率的銷售能力 21. 整體行銷能力 

22. 公司文化與願景 23. 策略性目標 24. 知名的母公司 

25. 地點/位置 26. 有效的廣告 27. 企業家精神 

28. 內部協調良好 29. 研究發展 30. 短期計畫 

31. 好的配銷關係   

資料來源: David Aaker (1989), Managing Assets and Skills: The Key to a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aliforniaManagement Review,Winter, 

p.91-106. 

 

綜合競爭優勢相關的研究，本研究以 Hill & Jones（1998）的四

項能力、以及修正後五力分析（六力分析）為基礎，歸納出的競爭優

勢來源和影響競爭優勢之外部因素，如表 2-11 和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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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競爭優勢來源-以 Hill & Jones（1998）的四項能力為基礎 

競爭優勢來源 競爭優勢的影響因素 

較佳的效率 內部協調良好 組織運作能力強 

決策速度快 

縮短新產品開發時程 

快速商品化能力 

縮短產品交貨時間 

有效率的銷售能力 

產品價格低而高品質 

產品線寬度廣 

有效率的促銷與公關能力 

方便且數量多的銷售點 

快速回達客戶問題與需求 

較佳的創新 使用方式的創新 

產品功能的創新 

創新的產品設計以降低成本 

掌握關鍵軟體設計能力 

較佳的品質 產品較高的速度或規格 

產品穩定度高/耐用 

軟體的使用者介面方便容易操作 

產品與 PC 或是 Notebook 的相容性高 

產品的工業設計優良/高質感的外觀 

售後服務品質良好 

較佳的客戶回應能

力 

快速的回應客戶 

客製化能力/滿足客戶特殊需求 

方便的服務管道 

足夠的專業知識以回應客戶需求 

高客戶滿意度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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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影響競爭優勢之外部因素-以六力分析為基礎 

競爭力 競爭優勢的影響因素 

新進入者威脅 規模經濟 

產品差異大 

高轉換成本 

取得銷售通路優勢 

絕對成本優勢 

政府政策 

既有廠商的競爭程度 市場佔有率高 

產品區隔好/競爭者少 

產品附加價值高 

技術領先 

同業結盟或是合作 

替代品的壓力 提供替代品的能力 

移轉成本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客戶的關係緊密 

提高客戶移轉成本 

產品差異大 

公司品牌知名度高 

公司掌握通路 

公司掌握客戶股權 

公司能提供財務支援給客戶 

公司能提供競爭者做不到的服務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供應商與企業的移轉成本 

設計能力強/能使用不同供應商 

採購量高/對供應商的重要程度高 

與供應商的關係密切 

提供供應商技術回饋與交流/提高自身價值 

財務資源好/付款條件佳 

互補品 

 

與互補品提供廠商的關係 

是否與互補品策略聯盟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