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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開放式創新 

一、開放式創新之定義 

什麼是「開放式創新」呢？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是由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教授 Chesbrough（2003）所提出，他認為企業應該善用內部及外部的知

識與創新的資源，並賦予他們更高的價值。 Chesbrough（2003）對開放式創新所下的

定義為： 

「Open innovation is the use of purposive inflows and outflows of knowledge to accelerate 

internal innovation, and expand the markets for external use of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This 

paradigm] assumes that firms can and should use external ideas as well as internal idea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ths to market, as they look to advance their technology.」(Chesbrough, 

2003) 

由此可以理解開放式創新即是「企業透過知識之有目的地流進及流出的應用，加速

了企業內部的創新，同時因使用外部的創新而開拓了市場。當企業尋求提升他們的科技

時，開放式創新典範的建立是假設企業可以且應能同時使用內部的創意以及外部的創

意，同時透過內部及外部的路徑而通往市場」。也可以說，企業突破了以往封閉的疆界，

有計劃地利用流進及流出之知識與資源，加速了企業內部的創新，也更有效地利用內部

及外部的創新，同時創新的成果得以擴張外部的市場。 

開放式創新的理論提供企業一很重要的思維，即無論企業的外部或內部的創新成

果，最終可以是專屬的，而更多的情況是共同擁有的，也就是說創新的成果有可能是從

企業「由內而外」或是「由外而內」而產生創新成果的價值。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下，企

業未來創新知識的來源不再僅限於企業內部，因此，經營者的眼光必須拓展至企業外，

甚至拓展到其他的產業。企業不能再憑一己之力來創新，應積極地與外部關係人建立網

絡，增加資源交換之管道，用更快的速度、更少的成本來達成創新。 

 

二、為何需要開放式創新 

全球化競爭日趨激烈下，可以發現許多不同領域的科技得以結合，造就出許多新事

業或新市場的誕生，產業與產業之間的疆界因同業或異業合作的衝擊下已逐漸模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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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與科技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的藩籬已漸不存在，企業已越來越無法僅憑一己之力，

於內部發展所有的能耐。反之，企業必須由外部擷取他人之力，透過外部的資源或創新，

與內部核心能力相結合，與外部關係人建立合作的關係，最終達成多贏的局面。觀察現

今的經營環境中，包辦研發、生產、到上市整條價值鏈的企業越來越少，而越來越多的

企業透過合作、併購等方式，自外部引進技術、資源，以作為企業自身產品或服務的投

入；或者企業也可將自己的研發成果賣給別人，以獲取專利的收入。 

過去企業自主研發一直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來源，因此廠商無不增加研發經費的

投入，希望能搶先競爭對手推出新技術、新產品、或新服務。然而，是什麼樣的原因改

變了企業創新的思維？為何企業需要開放式創新呢？ Chesbrough（2003）提出了三項

最重要的原因，來解釋為何需要有開放式創新的典範： 

(一) 知識員工的高度流動性 

近幾年以來，新興國家的興起，人民的教育程度逐年的提升，企業應該要理解，不

可能所有優秀的人才都替自己的企業服務。而無時無刻都有越來越多的知識產出，知識

成長的速度之快，而這些知識又分佈於世界各處，各種具有高度專業知識的群聚分散在

世界各地。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越來越難以掌控知識員工的專業，也更難將世界上所

有優秀的人才都雇用於其企業之下，因此企業將逐漸擴張邊界，期望透過外部合作來達

成創新。 

(二) 產品生命週期縮短 

科技的變遷及進步之快速，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消費者的需

求多變且多元，此時企業所講求的是如何快速上市，迅速推出下一波升級產品，以快速

反應市場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產品生命週期已明顯的縮短，企業創新的速度變得

非常的重要，以求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求生存。因此，企業若還是以過去欲以憑一己之力

完成產品或服務的創新，若以創新速度的角度來看，就非常難以趕上產品或服務的汰換

速度。 

(三) 研發成本急遽上升 

觀察現今企業投入在研發的支出不斷地成長，研發的成本急遽上升，以半導體產業

為例，過去二十年前興建一座晶圓廠的成本大概是新台幣 10 億，而現今欲興建一座晶

圓廠至少需要新台幣 1000 億以上，二十年之間成本上升為原先的 100 倍。因此若企業

仍以過去封閉的方式進行研發創新，研發成本急遽的上升必定成為企業很大的負擔。此

外，企業以封閉的心態及思惟進行創新，企業所研發成果的利用率也非常的低。以 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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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2002 年時 P&G 估計本身僅使用了擁有的專利權的 10%左右。 

Chesbrough （2003）提出以上之三項重要的原因，解釋了企業為何需要開始轉移

開放式創新的典範。因此，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界線在今日已越來越模糊，企業紛紛必須

向外部單位尋求合作達成創新，無論是異業結合、策略聯盟、科技整合等，都說明了企

業在全球化時代下的經營法則，即是必須善用全世界各領域的資源。 

 

三、開放式創新與封閉式創新的比較 

Chesbrough （2003）將過去創新的典範稱為「封閉式創新」（Closed Innovation）。

封閉式創新的思惟是認為公司內部擁有最優秀的人才，其創新的流程從一開始的創意發

想、技術研發、產品製造、上市、支援等流程，都必須憑藉公司一己之力完成。此外，

封閉式創新認為成功的創新必定需要嚴格的管控，故企業努力地擴增研發經費、延攬專

業的人才、申請專利、簽訂保密協定等。從中可以理解企業封閉式創新之意圖為自行掌

握、擁有創新產物。產業中的「垂直整合」，即是封閉式創新最明顯的作法之一

（Chesbrough, 2006）。 

而開放式創新以一全新的思惟進行創新的流程，有別於過去封閉式創新的想法，企

業不再都以研發自主創新為主，反之，開放式創新認為外界有更多優秀的人才、更充沛

的資源。因此，企業在創新的過程中，可借重外力，結合多方的知識與資源，藉此更快、

更有效率、更低成本的產生創新。 

根據 Chesbrough（2003）所進行封閉式創新與開放式創新運作原則的比較分析，

其中包含了公司員工、研發流程、產品上市、經營模式、企業疆界等，二者之原則的比

較如表 2.1.1 所示。開放式創新重新定義了企業疆界，將外部環境納入了整個企業的創

新流程，也重新定義了企業的角色，從資源、流程的擁有者轉型為「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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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封閉式創新」與「開放式創新」之原則比較表 

比較面向 
封閉式創新原則 

（Closed Innovation Principles） 
開放式創新原則 

  （Open Innovation Principles） 

公司員工 
延攬優秀人才，讓人才只為本公司服務

（The smart people in our field work for 
us.） 

內部人才需要與外部的人才合作（Not 
all the smart people work for us. We 
need to work with smart people inside 
and outside our company） 

研發流程 

公司要一手包辦所有研發、上市過程

（ To profit from R&D, we must 
discover it, develop it and ship it 
ourselves） 

內外部的研發共同為公司創造價值

（External R&D can create significant 
value; internal R&D is needed to claim 
some portion of that value） 

產品上市 
靠自己產生創新發想，需要靠自己來上

市（If we discover it ourselves, we will 
get it to market first.） 

不一定要靠自己發起創新（We don’t 
have to originate the research to profit 
from it.） 

經營模式 
最快將產品/服務上市才會獲利（The 
company that gets an innovation to 
market first.） 

建立較佳經營模式比快速上市重要

（Building a better business model is 
better than getting to market first.） 

企營疆界 
內部產生創新成果獲利（If we create 
the most and the best ideas in the 
industry, we will win.） 

善用公司內外部創新成果即可獲利（If 
we make the best us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deas, we will win.） 

智財管理 

緊守自身智慧財產，避免競爭者從中獲

利（We should control our innovation 
process, so that our competitors don’t 
profit from our ideas.） 

其他公司可利用自己的智慧財產，公司

也可從外部購入他人的智慧財產（We 
should profit from others’ use of our 
innovation project, and we should buy 
others’ IP whenever it advances our own 
business model.） 

企業角色 資源、流程的擁有者  資源、流程的整合者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3) 及本研究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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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創新的典範即是研發的資源與創新的構想不盡然需要來自於企業的內部，企

業可以採取委外研究、合作研究、技術移轉等方式來取得所需要的各項知識與技術。同

時企業的創新成果也不一定要由企業本身來使用，企業可以採取技術授權、技術轉讓、

內部創業等方式，盡可能為企業創造最多的回收與利潤。 

接下來將以圖示說明「封閉式創新」與「開放式創新」之差異。 

 

圖 2.1.1 封閉式創新典範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3) 及本研究整理 

 

 傳統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時，靠的是企業本身內部的想法激盪。如圖 2.1.1 所示為封

閉式創新典範的示意圖，圖中利用實線畫出企業的疆界（Firm boundary），代表企業與

外界是不相通的，企業的疆界是封閉的。在此封閉式創新典範之下，企業的新產品開放

流程是從產品的概念產生，從最左方產生出最初的想法，並且在過程中透過篩選的階段

過濾掉不符合公司目標的想法，進而挑選具有潛力的產品予以開發，唯有存活下來的成

果能上市。因此，未通過篩選的產品概念則將被公司收藏保存，這些概念不一定會被淘

汰，但也不會被再次提出多加著墨甚至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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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開放式創新典範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3) 及本研究整理 

 

在開放式創新的典範之下，新產品開發流程的過程並無改變，而改變的在於企業的

疆界已逐漸模糊，如圖 2.1.2 所示，圖中利用虛線畫出企業疆界（Firm boundary），代表

企業與外界是相通的。在企業的研發及創新流程中，企業從最左方開始的最初想法，無

論是在研究階段或是發展階段，這些知識都有可能向外部流「由內而外」或是向內部流

「由外而內」。舉例而言，那些對於公司而言不具有發展潛力的產品概念，由於可能是

外部組織急需使用的新技術，因此公司能夠藉由授權或者以直接出售給該組織的方式，

為公司獲取一份收入；同樣地，外部組織可能早已發展出公司本身所需要的概念或技

術，此時，公司採取直接向外購入的方式，會比自行研發可省下更多的時間與資金。 

如圖 2.1.3 所示，即開放式創新典範中所謂的「由外而內」的示意圖，企業為發展

現有的營運模式與目標市場，從外部截取相關的技術知識或資源，如外部研究專案

（External research project）、投資行動（Venture investing）、技術授權（Technology 

in-licensing）、產品或技術取得（Product/Technology acquisiti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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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開放式創新典範之「由外而內」的示意圖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3) 及本研究整理 

 

另一方面，如圖 2.1.4 所示，即開放式創新典範中所謂「由內而外」的示意圖，企

業可透過將內部的技術知識或資源傳遞到公司之外部，藉以發展企業之全新的市場或營

運模式，或是協助其他廠商發展其目標市場及營運模式。具體典型的作法如 Spin-Off，

這類的公司常常是帶著原公司的新想法、新事業到市場上經營，此外，還有技術授權、

出售專利、合資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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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開放式創新典範之「由內而外」的示意圖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3) 

 

四、開放式創新的相關研究 

(一) 開放式創新五項趨勢與主流之研究 

瑞士聖加倫大學（University of St. Gallen）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Gassman （2006），

根據開放式創新的特質，描繪了開放式創新的趨勢與主流： 

雖然開放式創新的概念已蔚為主流，但並非對於每個企業與創新者而言都是必要

的，舉例而言，核能與軍事產業是最典型的封閉型產業，他們不需要進行創新擴散，而

是必須仰賴較封閉式的創新方式。但具有以下這些趨勢越明顯的產業，就越需要從事開

放式創新的活動。 

1. 全球化：全球化的趨勢下，企業進入產業的障礙與成本會隨之降低。他們將更積極

從事開放式創新的活動，快速達成經濟規模。 

2. 科技密度：大多數產業無法獨自發展新科技，因此高科技部門（如半導體產業）有

較高的動機與外部企業合作，使用外部資源，以在科技急遽變遷的環境中，支持產

品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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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融合：隨著科技逐漸被不同領域結合，產業間的邊界逐漸消失或轉移。如電子

機械、光電與生物資訊等都是由不同領域所結合而成的新產業。目前連 IBM 也投入

了生物科技產業，擁有生物科技相關的專利技術，且位居全球第八名。因此，越需

要仰賴科技整合的研究，就越需要從事開放式創新。 

4. 新企業經營模式：企業邊界的轉移，新企業經營模式也隨之出現。如多媒體產業整

合了不同公司在同一部門，包括硬體、軟體、通訊科技及娛樂相關等不同產業及部

門。這種現象會促成新聯盟（或互補性產業）的形成。以 Vodaphone 與 Swisscom、

Sony-Ericsson、Sony 與 BMG 等聯盟為例，他們就是期望透過聯盟形式來降低創新

的風險，成為互補性伙伴的關係，或引進外部資源與關鍵知識。 

5. 知識的槓桿效應：知識是企業創新的主要來源，開放原始碼軟體的發展將會有眾多

且分散的計畫在同一個平台下運作，且將會因為軟體具有高分散性與高知識密度的

特性而提高創新成功的可能性。新科技（特別是資訊與通信科技）提升了知識擴散

的歷程及知識工作者的人際移動。許多專業化的工作者（如自由作家）視自己職涯

為一連串的投資組合，他們提供專業技能給不同的企業。因此，或許企業不需要聘

用最好的員工，而是扮演知識中介的角色。 

(二) 開放式創新與封閉式創新之融合 

Chesbrough （2006）指出雖然開放性（Openness）的確有利於企業擁有更多元的創

新來源，有利於創新成果擁有更多元的獲利方式，但是某種程度上封閉性（Closed-ness）

仍然是必要的。以價值的角度來看，企業透過開放性創造出更多的價值，然而必需依靠

封閉性才有利於企業從價值中獲取利潤，以此支持更多的創新活動。那麼到底企業何時

該開放何時該封閉呢？ Chesbrough 與 Schwartz （2007）指出關鍵在於理解企業之特定

的研發能力， Chesbrough 與 Schwartz （2007）將企業的研發能力分成三大類。 

首先是核心能力（Core Capability），核心能力就是企業的競爭優勢、創造價值最關

鍵的來源，也是企業經營或是與他人合作時最重要的籌碼。因此，對於此類的研發能力，

企業應選擇封閉式的心態，採取自主研發的方法較為合適，若要與其他企業合作或共同

研發，則需嚴選合作的對象，且與對方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第二個是關鍵能力（Critical Capability），關鍵能力是指對產品或服務而言，雖然很

重要但尚未到達核心程度的能力。對於此類的研發能力，企業可採取較開放的心態，此

時可增加合作對象的數目，且將雙方的經營模式相連結，藉以達成雙贏的目標。 

第三個是系絡能力（Contextual Capability），系絡能力是為了完成產品或服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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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其他補充能力，對產品或服務的重要性較低。對於此類的研發能力，企業可採取最

開放的心態，廣邀合作的對象，維持既廣且淺的合作關係。 

一項創新產品或服務的推出，皆需要這三類研發能力的互相配合，但是面對著不同

的研發能力，企業必須抱持著不同的思維及研發策略，也就是說企業在這三大類研發能

力之間，開放及封閉的程度也應有所改變。如表 2.4.1 所示為整理企業之三大類研發能

力採取不同之研發策略。 

 

表 2.1.2 企業之三大類研發能力採取不同之研發策略 

研發能力分類 企業應採取之研發策略 

核心能力（Core Capability）： 
企業競爭優勢、創造價值最關鍵的來

源，是與他人合作最重要的籌碼  

企業應緊守封閉，採自主研發策略，若要

與其他企業合作或共同研發，則需嚴選合

作對象，與對方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  
關鍵能力（Critical Capability）： 
對產品或服務而言，雖然很重要但未達

核心程度的能力  

企業可採較開放的心態，增加合作的對

象，將經營模式相連結，以達成雙贏目的。 

系絡能力（Contextual Capability）： 
完成產品或服務所需要的其他補充能

力，對產品或服務來說的重要性較低  

企業可採取最開放的心態，廣邀合作的對

象，維持既廣且淺的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Chesbrough 與 Schwartz（2007） 

 

由上述可知，開放式創新事實上稱作「開放－封閉式創新」（Open-Closed Innovation）

更加貼切， Chesbrough （2006）以 Intel 為例，敘述 Intel 中其出現「開放－封閉式創

新」（Open-Closed Innovation）的現象，說明了企業必須在企業最核心關鍵的技術採取

封閉性。以封閉性的部份來說，Intel 內部有一座名為 Microprocessor Research Lab 的實

驗室，這個實驗室是用於研發新世代 Pentium 微處理器的技術，是 Intel 關鍵核心技術的

來源，而這間實驗室即是完全不會對外公開整個研發的過程，也從不會將此實驗室的研

發成果授權給其他企業。由此可知，企業最核心關鍵的技術對於企業是如此的重要，企

業需要緊密的掌握。而開放性的部份，事實上 Intel 內部的研發部門有許多的實驗室，

其中大部份的實驗室的運作目的是作為 Intel 與外部技術連結的橋樑，舉例而言，

Component Research Labs、Intel Architecture Labs 需要與消費者、上游供應商、周邊硬體

相關廠商、軟體服務相關廠商、企業外部的研發人員等相連結，因電腦中 CPU 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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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設計也需配合整體電腦其他如主機板等硬體設備的設計，Microsoft 或其他軟體合作

廠商也必須進行與之配合的創新，否則若只有 Intel 在微處理器技術領域的創新，那麼

Intel 的創新則會變得毫無價值。此外，Intel 每年也會花費超過一億美元贊助學術機構研

究，藉此向外找尋所有可能創新的來源。因此，對 Intel 而言，必須要有其他企業的創

新與之配合，才能讓 Intel 的創新產生價值，可見外部合作夥伴的創新對於 Intel 之重要

性。 

總結上述的說法，對於企業外部有可能成為創新知識的來源，企業必須保持著開放

式的心態，藉此迅速地抓住市場上的新機會，而對於企業內部核心關鍵能力的發展，企

業則須緊守封閉式的心態，藉此建立企業本身不可替代性。因此，企業透過開放性創造

出更多的價值，然而必需同時也依靠著封閉性才有利於企業從價值中獲取利潤，以此支

持更多的創新活動。 

(三) 開放式創新之實踐 

在開放式創新的思維中，很重要的概念即是企業應思惟如何建立與外部資源連結的

管道，此一管道的建立，正是企業善用外部資源的第一步，而這樣的概念也點出了在實

務上開放式創新需要透過建立綿密的創新網絡關係之重要性，舉例而言，典型的作法有

成立研發聯盟、產學合作等，經過知識、技術、資源的向內或向外流動，藉此分化與整

合創新的要素，以加快創新的腳步，降低創新的成本及風險。 

在創新網絡關係的研究中認為，企業為了創新，除了內部既有的資源，還需要各種

不同型態的夥伴，來幫助企業的創新。 Gemünden et al.（1996）闡述了八種不同型態的

夥伴，以及對於創新的貢獻： 

1. 政廠當局：政治、法令上的支持，以及相關的補助。 

2. 供應商：設備與系統的相關新技術知識。 

3. 研發與訓練機構：提供相關研發與訓練知識，以及具備資格的人力。 

4. 競爭者：共同進行基礎研究、制定產業標準等。 

5. 配銷商：蒐集與瞭解市場資訊。 

6. 消費者：提供新需求的資訊。 

7. 顧問：提供創新的想法，以及相關財務、法律與保險服務。 

8. 共同研發者：提供互補性的知識，以及解決介面問題。 

簡而言之，實踐開放式創新最直接的作法即是企業與不同的外部關係人建立各種合

作關係緊密聯繫。 劉常勇 （2004）即舉出了數點實務上具體實踐開放式創新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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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如下： 

1. 向外部搜尋技術來源：外部涵蓋企業外、產業外，乃至於全球。向外尋求創新構想與

研發成果，不再將企業內部員工研發視為唯一的研發來源。企業可透過將海外研發中心

設址在全球各區域技術和創新相對較發達的地方，從而加快對全球新技術和新標準的洞

察反應速度，協助公司的全球化戰略的實施。除外，海外研發中心分佈於不同文化的國

家和地區，各研發中心間定期進行人員交流，使得研發人員在工作方式、技術應用、各

地客戶需求研究上形成知識共用。 

2. 鼓勵內部創業：透過內部創業機制，激發內部員工創新與創業的動機。在公司提供創

業種子資金的誘因下，鼓勵他們將一些與公司現有市場無關的創新技術，經由商品化開

發後推進到新市場，並進而衍生為新事業。 

3. 推動產學合作：企業可將基礎研究委託給學術機構、與大學實驗室合作技術研發，或

資助學術機構進行研究。之後再透過研發專利的移轉，共同分享研發成果。 

4. 強化研發聯盟：與競爭者技術合作，組成研發聯盟，這在過去是許多企業無法想像的

作法，但在現今，已有許多企業採取這項手段。尤其在行動通訊產業中，為了在技術標

準規格之戰勝出，與競爭者組成聯盟，共同制定產業的標準規格，甚至將關鍵技術對外

公開，提供其他廠商生產相容性產品，已是進行已久的作法。 

5. 企業併購與技術移轉：透過企業購併與技術移轉等方法，積極向企業外部取得各種所

需的技術，以減少自主研發投入的成本與風險。 

6. 技術授權：主動將技術推向交易市場，藉此獲取技術授權收益，充分發揮研發成果的

商業價值。 

7. 策略性地運用創投基金：過去的創投基金主要是財務投資面的考量，但現今的創投基

金更增添了幾分策略意義：企業可運用創投基金，投資一些新創公司，鼓勵其研發企業

所需的技術。 

 

五、開放式創新文獻探討總結 

由以上開放式創新之相關文獻的探討，包括開放式創新的定義、為何需要開放式創

新、開放式創新與封閉式創新的比較、以及其他開放式創新相關的研究（開放式創新五

項趨勢與主流之研究、開放式創新與封閉式創新之融合、開放式創新之實踐），本論文

整理開放式創新理論以下之四點重要的思惟： 

(一) 開放式創新要能打破企業的疆界，藉由創新來源「由外而內」及「由內而外」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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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且在實踐開放式創新的過程中，企業須開放其創新流程 

由於科技變遷之快速及市場的競爭，知識員工高度流動性、產品生命週期的縮短、

研發成本驟升等原因，企業已不可能在其內部獲得所有的知識與資源，也難以在內部架

構起完整的創新流程。開放式創新可以說是一種創新的分工，企業的創新流程正在產生

根本上的改變，其創新流程必須開放，以有效引進外部的創新來源，同時有效地利用內

部的創新來源。創新的來源包括知識、技術、資源等，企業必須在企業疆界間，甚至是

產業疆界間，進行分化與整合，透過創新來源「由內而外」及「由外而內」的流動，運

用新的槓桿效應提高創新效率、拓展創新效益。 

(二) 開放式創新並非要企業全然開放，事實上稱為「封閉－開放式創新」更為貼切 

Chesbrough（2007）指出企業對於外部有可能成為創新知識的來源，必須保持著開

放式的心態，藉此迅速地抓住市場上的新機會，此一能力 Chesbrough 與 Schwartz （2007）

稱為企業的系絡能力（Contextual capability）。而對於企業內部核心能力的發展，企業則

須緊守封閉式的心態，藉此建立企業本身不可替代性。因此，企業透過開放性創造出更

多的價值，然而必需同時也依靠著封閉性才有利於企業從價值中獲取利潤，以此支持更

多的創新活動。 

(三) 開放式創新的實踐需思惟建立企業之創新網絡關係 

在開放式創新的思維中，很重要的概念即是企業應思惟如何建立與外部資源連結的

管道，此一管道的建立，正是企業善用外部資源的第一步，而這樣的概念也點出了在實

務上開放式創新需要透過建立綿密的創新網絡關係之重要性。簡而言之，實踐開放式創

新最直接的作法即是企業與不同的外部關係人建立各種合作關係緊密聯繫。舉例而言，

典型的作法有成立研發聯盟、產學合作等，經過知識、技術、資源的向內或向外的流動，

藉此分化與整合創新的要素，以加快創新的腳步，降低創新的成本及風險。 

 (四) 建立開放式經營模式，才能有效實踐開放式創新 

Chesbrough （2003）即提到：「Building a better business model is better than getting to 

market first.」強調了建立一更好的營運模式是更加重要的， Chesbrough （2006）又提

到，企業欲成功地實踐開放式創新，就有賴於經營模式的搭配。為什麼如此說呢？企業

積極向外尋找創新來源的過程中，企業的經營將與外部關係人的連結日趨緊密，企業的

經營模式勢必要有所調整，才能有效地分化及整合所有的創新要素。因此，當企業漸漸

走向開放式創新時，勢必需要走向開放式經營模式。關於開放式經營模式的相關理論，

將於下一節進行文獻的相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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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放式經營模式 

一、開放式經營模式定義 

Chesbrough （2003）即提到：「Building a better business model is better than getting to 

market first.」強調了建立一更好的營運模式是更加重要的， Chesbrough （2006）又提

到，企業欲成功地實踐開放式創新，就有賴於經營模式的搭配。為什麼如此說呢？企業

向外尋找創新來源的過程中，必須積極地自外界搜尋、截取新的想法、資源，同時也要

讓企業內部未使用之技術向外流出，讓外界運用，這些觀念皆深化了企業與外界環境的

關係，企業的經營將與外部關係人的連結日趨緊密，此時，企業的經營模式勢必要有所

調整，才能有效地分化及整合所有的創新要素。因此，當企業漸漸走向開放式創新時，

勢必需要走向開放式經營模式，這代表著企業開放其經營模式的必要性，也點出開放式

經營模式的重要性（Chesbrough, 2007）。 

何謂「開放式經營模式」呢？ 

Chesbrough（2006）認為每家企業的經營模式基本上都具備相同的功能：即是將企

業之創新構想、知識、技術、資源等的投入轉化成經濟價值。而經營模式的功能又可歸

納為兩點：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與價值擷取（Value Capture）。價值創造是指企業

透過一連串的活動，最終提供了產品或服務，藉此替顧客創造價值。而價值擷取則是指

企業從這些創價活動中，從中擷取某部份的價值，以支持企業的營運。所謂的開放式創

新經營模式的典範，是指企業具有自行創新經營模式的能力，如設立子公司、設置創投

資金、投資小型新創的公司、分割或合資、內部培育創業等，從中產生了更多的價值創

造（Value Creation），在此價值創造的過程中，公司與更多的供應商、顧客形成一新的

產業生態系統（Eco System），關鍵的供應商、顧客成為經營的夥伴，且能共同承擔風險，

同時共享其利潤，從中此一產業生態系的經營夥伴們都得以有更多的價值擷取（Value 

Capture）。企業之經營模式將與這些重要的經營夥伴結合，讓自身之經營模式成為一個

平台，藉以涵蓋關鍵之經營夥伴，並且在其中掌控主導權。（Chesbrough, 2006） 

 

二、開放式經營模式創造的價值 

Chesbrough（2006）於其著作《Open Business Model： How to Thrive in the New 

Innovation Landscape》中對於開放式創新的經營模式所創造的價值作了極佳的詮釋。首

先，我們先觀察過去企業採取封閉式創新的模式所面臨的情況，如圖 2.2.1 所示為由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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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式創新模式所形成經濟壓力（Economic Pressures）之影響， Chesbrough （2006）分

別以收入（Revenues）及成本（Costs）進行分析，首先，企業因採取封閉式創新的模式，

可以發現內部的成本快速的提升，這是由於研發創新的成本驟升所致。而另一方面，從

收入（Revenues）的角度來看，由於市場上產品生命週期變短，若企業仍採取封閉式創

新的模式，將無法即時將新一代的產品或服務推出上市（Time to Market），對於市場來

說企業其創新的速度變得相對較慢、效率較低，壓縮了企業原先可從市場中獲取的利

潤，因此，封閉式創新的模式將使得企業的收入（Revenues）變少。 

 

圖 2.2.1 企業採封閉式創新的模式所形成經濟壓力（Economic Pressures）之影響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6) 及本研究整理 

 

同樣地，觀察開放式創新的經營模式，企業在其創新的流程中，透過善用外部的知

識或資源進行創新，可能是從外部取得技術授權或是購買，提升了創新的效率，節省了

企業之技術開發的成本，此外，因而得以提升創新的速度，企業得以即時反應市場，即

時將新一代的產品或服務推出上市（Time to market），由此節省了時間的成本。因此，

從成本（Costs）的角度度來來看，開放式創新經營模式降低了技術開發的成本及時間的

成本。另一方面，從收入（Revenues）的角度來看，不僅企業本身在原先自己的目標市

場提升了整體的收益，透過善用內部的知識及資源，將公司內部的技術及資源應用於公

司的外部，將更多創新的成果及資源付諸實踐於更多新增的收益，企業其創造及增加獲

利的方式包括技術出售（Sales）、衍生新公司（Spin-off）及授權（License）。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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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藉由槓桿（Leverage）外部資源，以及將企業內部的技術、專利、資源轉移到公司

外部，以取得更多及額外的獲利。而所增加獲利的部份進一步觀察大多即為企業之無形

資產（Intangible）所創造出的價值，這些無形資產包括企業的技術知識、專利、商標、

營業秘密等。 

 
圖 2.2.2 開放式創新經營模式所創造的價值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6) 及本研究整理 

 

三、經營模式架構（模型分類法） 

企業之經營模式會因其運作之方法與開放程度而有所不同， Chesbrough （2006） 

提出一經營模式架構（BMF, Business Model Framwork），BMF 是一個模型架構，也是一

種模型分類法，提出如此架構可提供企業理解其經營模式改變的可能性，為一指引大方

向的路線圖，讓企業理解如何達成必要的變革，走向開放式經營模式。而這些經營模模

式是根據兩個重要的層面及因素進行分類：第一，為支持經營模式所做出的投資規模與

深度；第二，經營模式的開放程度。簡而言之，即是企業對於經營模式的投入程度與經

營模式的開放程度進行分類。 Chesbrough 將所有可能的經營模式依序排列分類，從無

法提供什麼優勢價值最低的最基本模式，到可創造巨大優勢極富價值的模式。並且說明

描述各種企業類型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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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類：無明顯特徵的經營模式 

這類公司沒有獨特的經營模式，也缺乏管理經營模式的流程，企業的成功端賴價格

等要素，這類公司通常利潤較低，也難以維持長久的競爭優勢。 

至於創新的部份，這類公司偶爾會嘗試改變，通常是透過模仿其他企業的作法。也

由於這類公司多是模仿他人，故難以領先其他企業實踐創新作法。而當其身處的產業中

出現了新的科技，這類公司的經營模式也無法快速回應。簡而言之，這類公司即是缺乏

自主創新的能力，再加上經營模式缺乏對外界之敏感度，一旦產業發生劇變，這類公司

自然難以存活。 

(二) 第二類：公司經營模式略具差異性 

這類公司在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上創造些許的差異性，故可鎖定對價格較不敏感之

目標市場。而這類企業所具備的差異化能力，讓它能在一定期間內能享有超額利潤。 

至於創新的部份，這類公司具備自主創新的能力，但在創新的過程中，缺少完善的

制度與足夠的資金來支持更多的創新，創新成為隨機而非必需的活動。很多快速崛起又

快速沒落的科技新創公司即屬此類。 

(三) 第三類：公司發展出區隔化的經營模式 

這類公司已發展出與市場競爭者明顯不同的經營模式，並可以同時滿足不同區隔的

市場。 

至於創新的部份，這類公司能在內部進行 R&D 活動，並且將創新成果上市。對這

類公司而言，創新不再是一種隨機活動，而是有完善制度的規劃與充沛的資金來源。而

公司內部也有部門專職創新（例如研發部門）。透過不斷地創新，這類公司能持續地進

步，且能不斷地符合新的市場需求。 

雖然這類公司的創新活動已臻成熟，但是仍有兩點問題存在：僅以產品或技術的角

度來思考創新，以及眼光僅限於目前的事業範圍。由於這類公司僅以產品或技術的角度

來思考創新，再加上其經營模式發展的相當成熟，便很容易的忽略了經營模式創新的可

能。又由於這類公司的眼光過度專注於目前的事業範圍，一旦技術的發展超越了產業的

彊界，這類公司也會受到極大的衝擊。許多處在非常成熟、垂直整合程度很高的產業之

公司即屬此類。 

(四) 第四類：公司擁有留意外界創意與技術的經營模式 

這類公司除了持續投入創新活動，更開始敞開自己，去接觸來自外部的想法、科技，

替公司找到更多的創新，進而替公司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創造新的成長機會。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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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經營模式不僅可以同時滿足不同區隔的市場，而且變得更為開放，公司不僅對外

部環境產生知覺，還可自外部挑選、引進公司所需的資源。這樣的作法，就像是提供給

公司一張購物清單：上面列出待購物品（公司內部存在的需求），而公司與外部關係人

之關係則可告訴公司何處能買到所需之物。 

至於創新的部份，這類公司不但找尋創新的眼光已從內部延伸到了外部，更開始著

眼於經營模式創新的可能，這讓公司不僅是對外界改變作出回應，更可以促使改變的發

生。而這類公司的創新流程是屬於跨部門的活動，例如將行銷部門加入研發流程之中。 

(五) 第五類：公司把創新流程和經營模式整合起來 

這類公司除了擁有第四類公司重視外部資源的特性外，其經營模式更扮演著關鍵的

整合角色。這類公司會向上游檢視各個環節，找尋任何可能轉移技術或是降低成本的機

會，同時，也會向下游檢視各個環節（例如顧客的顧客），去發掘任何尚未被滿足的需

求，並且與重要的互補廠商聯盟，共同開發新的市場。 

至於創新的部分，相較於前述的公司，這類公司創新的概念已不再專與特定部門，

而是成為整個公司的 DNA，公司中的每位員工都可能是創新思想的來源。而這類公司

除了維持目前之經營模式，也會開始作一些測試實驗，例如在不同的通路販賣產品，或

是稍微改變其經營模式，以測試新的經營模式的型態。 

(六) 第六類：公司的經營模式能夠根據市場情況調整改變（經營模式為高度適應性平台） 

這類公司強調與更多供應商、顧客形成新的生態系的觀念，故實驗新的經營模式的

概念也會延伸至供應商與顧客。在這類公司中，關鍵的供應商、顧客成為經營的夥伴，

會共同承擔經營之利潤、共同分擔風險。據此，公司會將本身之經營模式與這些重要的

經營夥伴結合，讓自身之經營模式成為一個平台，藉以涵蓋關鍵之經營夥伴，並在其中

掌握主導權。 

而為了要在整條價值鏈中扮演關鍵角色，吸引其他企業成為經營夥伴，以整合各方

經營模式，這類公司必須具備一項關鍵要素：自己要保有不可取代的技術、資源，作為

平台的基礎，也就是讓自己的經營模式成為平台，扮演不可或缺的居中角色。之後，再

延伸到現有價值鏈之外，編織成一個產業的生態系（價值網），讓更多企業替此一平台

創造更多的價值。 

由上述得知，第六類的公司最能以適應環境的變化，能夠根據市場情況調整改變，

同時也是最快、最有效地達成創新的公司，與外部環境之連動性最強。而 Chesbrough 所

謂的「開放式經營模式」，即是以第六類為典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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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上敘述 Chesbrough 所提出之經營模式架構（BMF,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之六種經營模式的類型，製表簡述各類型分類之描述，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經營模式架構（Business Model Framework）各模型分類的描述 

經營模式架構 (BMF,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各模型分類的描述 

第一類： 
無明顯特徵的經營模式 

無獨特經營模式及流程，企業成功端賴價格，通常利

潤較低，缺乏自主創新能力，該公司難以維持長久競

爭優勢。 

第二類： 
公司經營模式略具差異性 

具些許的差異化能力，因此可在一定期間享有超額利

潤，雖有創新能力，但缺乏制度或資金支持更多創新，

創新為隨機活動，如新創科技公司。  

第三類： 
公司發展出區隔化的經營模式 

發展與市場競爭者明顯不同經營模式，可滿足不同區

隔的市場，有完善制度與資金進行創新，內部有專職

創新的部門（R&D 部門），僅以產品/技術角度思考，

眼光僅限目前的事業範圍。  

第四類： 
公司擁有留意外界創意與技術

的經營模式 

公司的經營模式變得較為開放，可自外部的想法、科

技替公司找到更多創新，創新眼光已從內部延伸到外

部，更著眼於經營模式創新的可能。該公司創新流程

是跨部門活動。  

第五類： 
公司把創新流程和經營模式整

合起來 

除重視外部資源特性，經營模式扮演關鍵整合角色，

重視上游(可否轉移技術或降低成本)、下游客戶需求、

互補廠商聯盟共同開發市場，創新為整個公司的

DNA，嘗試改變新的經營模式的型態。  

第六類： 
公司的經營模式能夠根據市場

情況調整改變（經營模式為高

度適應性平台） 

有創新經營模式的能力，如設立子公司、設置創投資

金投資小型公司、分割或合資、內部陪育等，公司與

更多供應商、顧客形成產業生態系，供應商、顧客成

為經營夥伴共同承擔風險利潤，經營模式將與供應商

及顧客結合，讓自身經營模式成為平台，掌控主導權。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6) 及本研究整理 

 

四、經營模式架構之各分類模型差異比較分析 

Chesbrough （2006）提出之經營模式架構（Business Model Framework），其目的是

要協助企業評估現有經營模式的潛力，並且確立改善現有經營模式的適當步驟，以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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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漸趨走向開放式經營模式。改善經營模式的關鍵取決於公司現有的經營模式在支持此

經營模式上做出的投資深度、對外部創意與技術的開放程度，以及讓其他企業使用公司

未使用之創意與技術的意願。 Chesbrough （2006） 指出其所提出之經營模式架構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每種類型有著不同的經營模式和其隱含的創新流程與智

慧財產管理的方式，換句話說，該架構指出了企業之經營模式、創新流程、以及智慧財

產管理方式三者的關連性。因此，本文接著即以此三者重要的關連性，說明 Chesbrough

（2006） 所提出之經營模式各分類模型的差異比較分析。 

(一) 「類型一：無明顯特徵的經營模式」與「類型二：公司經營模式略具差異性」的差

異比較分析。 

1. 類型二相對於類型一的公司，開始從事少數的創新工作，然而其創新的流程是屬於

「隨機」而非必需的活動。 

2. 類型二相對於類型一的公司，由於開始進行創新的工作，公司得以透過創新和其經

營模式，而達成了相對於類型一有了一些差異化。 

3. 類型二相對於類型一的公司，創造出了一些智慧財產，並偶爾地加以保護， 

(二) 「類型二：公司經營模式略具差異性」與「類型三：公司發展出區隔化的經營模式」

的差異比較分析。 

1. 類型三的公司開始區隔其市場，並且服務多種市場的需求，根據其經營模式，從許

多可能的計畫中挑選出進一步發展創新的計畫。 

2. 類型二的創新流程是屬於隨機的性質，類型三的創新是有規劃、有組織流程的活動。 

3. 類型三相對於類型二的創新較具長遠的考量，類型三的創新被視為對公司未來進行

的投資，使公司能展望其未來。 

4. 類型三之工程或研發部門以外的其他部門也是創新流程的參與者。 

5. 類型三的公司內開始有專責者負責智慧財產管理的協調工作，因此其智慧財產管理

的方式已由類型二的「反應式」，轉變為「防禦性」。 

(三) 「類型三：公司發展出區隔化的經營模式」與「類型四：公司擁有留意外界創意與

技術的經營模式」的差異比較分析。 

1. 類型四相對於類型三，已不再侷限於所謂的「區隔化市場」，類型四的經營模式在服

務客戶時，納入外部技術，且可拓展至鄰接市場以獲取新成長。 

2. 類型四相對於類型三，公司開始前瞻的在公司內外尋找創新，留意外界創意與技術。 

3. 在類型四的經營模式中，供應商和客戶在創新流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創新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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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自外引進支援。 

4. 類型四的創新已變成了跨部門活動，公司許多部門在創新活動中以同等地位參與。 

5. 相對於類型三以「防禦性」管理智慧財產，類型四已將智慧財產視為一項有助於進

入鄰接市場且創造價值的促成性資產（enabling asset）來管理，此時公司有時會把內

部未充分利用的技術對外授權。 

(四) 「類型四：公司擁有留意外界創意與技術的經營模式」與「類型五：公司把創新流

程和經營模式整合起來」的差異比較分析。 

1. 類型五的公司經營模式除了著重現有的事業，也著重新市場和新事業，同時，公司

也致力於和客戶及供應商的經營模式配合。 

2. 類型五的公司透過內部單位和人員廣為了解的經營模式，把內部研發活動和外部研

發活動整合起來。 

3. 在類型五中公司和供應商及客戶彼此廣泛交流分享其創新路線圖。 

4. 從過去類型四創新為跨部門的活動，類型五的創新已成為一個事業部門，由資深事

業經理人負責領導，公司將其創新流程與經營模式相連接及整合。 

5. 類型四的智慧財產被視為促成性資產管理，而類型五的智慧財產被當成一種財務性

資產來管理，而且是以利潤中心模式來管理。 

(五) 「類型五：公司把創新流程和經營模式整合起來」與「類型六：公司的經營模式能

夠根據市場情況調整改變（經營模式為高度適應性平台）」的差異比較分析。 

1. 類型六公司的經營模式影響其重要供應商和客戶的經營模式，公司的經營模式和重

要客戶及供應商的經營模式相互連結，公司的經營模式成為高度適應性的平台。 

2. 相對於過去類型的創新工作及創新流程，改變公司經營模式是類型六公司創新工作

的一部份，公司的經營模式能夠根據市場情況調整改變。 

3. 類型六在創新流程中，將找出新的事業經營模式，外部夥伴和公司將共同分攤技術

與財務風險和報酬。 

4. 智慧財產管理的方式從過去類型五被當作財務性資產來管理，而類型六則視為策略

性資產來管理，將協助公司進入新事業領域、和供應商及客戶配合或退出現有事業。 

5. 類型六的創新與智慧財產管理工作深植於公司的每個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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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放式經營模式文獻探討總結 

(一) 開放式經營模式降低企業的時間與開發成本且創造更多企業的收益 

總結上述關於開放式經營模式相關文獻的探討，由於研發成本急劇上升，產品生命

週期縮短的影響，透過開放式經營模式的實踐，可以分為由外而內的創新，降低了企業

的時間及開發成本，以及由內而外的創新，創造企業更多的收益。 

企業在其創新的流程中，善用外部的知識或資源進行創新，可能是從外部取得技術

授權或是購買，提升了創新的效率，節省了企業之技術開發的成本，此外，企業得以即

時反應市場，即時將新一代的產品或服務推出上市（Time to market），因此開放式經營

模式得以節省企業創新的時間及開發的成本。 

另一方面，透過善用內部的知識及資源，將公司內部的技術及資源應用於公司的外

部，將更多創新的成果及資源付諸實踐於更多新增的收益，企業其創造及增加獲利的方

式包括技術出售（Sales）、衍生新公司（Spin-off）及授權（License）。換言之，即是藉

由槓桿（Leverage）外部資源，以及將企業內部的技術、專利、資源轉移到公司外部，

以取得更多及額外的獲利。 

 
圖 2.2.3 開放式經營模式由內而外的創新及由外而內的創新所創造的價值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6) 及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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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營模式六種分類模型的關鍵在於開放程度，企業主導從封閉式到開放式的過程 

Chesbrough （2006）將經營模式分成六種分類模型，指出此六種不同分類模型有

著經營模式、創新流程、智慧財產管理方式三個面向的差異，將此六種不同分類模型的

類型比較差異整理製作成表，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經營模式架構（Business Model Framework）各分類模型之類型比較差異 

經營模式

架構 
經營模式 創新流程 

智慧財產 
管理方式 

類型 1 無明顯特徵 無 無 

類型 2 略具差異性 隨機 反應式 

類型 3 區隔化 有規劃 防禦性 

類型 4 
留意外界創意 

與技術 
自外引進支援 促成性資產 

類型 5 整合 和經營模式相連 財務性資產 

類型 6 調適 找出新經營模式 策略性資產 

資料來源：Chesbrough (2006) 及本研究整理 

 

從類型 1 到類型 6 的演進過程中，以經營模式的面向來看，著重於企業對於技術、

產品的提供、市場的定位，其差異化的程度，以及企業主導開放的程度；以創新流程的

面向來看，著重於企業組織的內部，其研發創新策略、組織流程創新以及與外部連結程

度的差異；以智慧財產管理方式的面向來看，著重於智慧財產的管理及策略定位。觀察

三者面向共同的脈絡，可發現開放式經營的演進過程，關鍵在於企業之開放的程度，描

述企業主導從封閉式到開放式的過程。 

(三) 開放式經營之企業與顧客及經營夥伴形成產業生態系，共同承擔風險及創造更多利

潤與價值，並且主導企業經營模式成為高度適應性平台的角色。 

開放式經營模式的典範代表即是企業具有自行創新經營模式的能力，扮演著一高度

適應性平台的角色，這類型的企業最能以適應環境的變化，能夠根據市場情況調整改

變，同時也是能最快、最有效地達成創新的公司，與外部環境之連動性最強。這類的企

業強調與更多供應商、顧客形成新的生態系的觀念，故實驗新的經營模式的概念也會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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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供應商與顧客。在這類公司中，關鍵的供應商、顧客成為經營的夥伴，會共同承擔

經營之利潤、共同分擔風險。據此，公司會將本身之經營模式與這些重要的經營夥伴結

合，讓自身之經營模式成為一個平台，藉以涵蓋關鍵之經營夥伴，並在其中掌握主導權。 

而為了要在整條價值鏈中扮演關鍵角色，吸引其他企業成為經營夥伴，以整合各方

經營模式，這類公司必須具備一項關鍵要素：自己要保有不可取代的技術、資源，作為

平台的基礎，也就是讓自己的經營模式成為平台，扮演不可或缺的居中角色。之後，再

延伸到現有價值鏈之外，編織成一個產業的生態系（價值網），讓更多企業替此一平台

創造更多的價值。 

(四) 開放式經營提供很好的企業思維概念，卻難以進行操作化，無適合之研究分析架構 

開放式經營提供了一很好的企業思維及概念，確實讓企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經營

模式，企業開始欲嘗試走向開放式經營模式。然而，本研究觀察發現 Chesbrough（2006）

所提出的開放式經營觀點以及經營模式架構（模型分類法），對於學界或業界而言，是

相當難以進行操作化及進行相關的研究分析，由於還沒有適合的研究分析架構，若想要

進一步研究分析企業如何實踐開放式經營、企業開放式經營演進歷程為何、以及實踐開

放式經營關鍵的成功因素等議題，勢必需要進一步探討更適合的相關理論基礎。 

第三節 開放式經營研究分析之理論基礎 

一、實踐開放式經營模式的關鍵－經營模式創新 

開放式經營模式的實踐過程中，即是透過經營模式的創新，使得企業其經營模式得

以更趨向開放，而這些經營模式創新的實踐作法，如設立子公司、設置創投資金、投資

小型新創的公司、分割或合資、內部培育創業等。 Chesbrough（2006）提到，當企業

察覺到經營模式創新之必要性時，必須要下定決心，並且要有充足的資金與心力來進行

創新，以能實踐開放式經營模式。而整個經營模式創新的過程，其實就像是作實驗一般，

透過一步步地驗證、觀察，讓最初的發想能成為嶄新的經營模式。 

在探討經營模式創新的過程前，公司要賦予專門負責之高階主管足夠的資源、權

力，去發想、執行這個實驗性的計畫（Chesbrough, 2007）。而無論是公司領導人或是高

階主管，都必須具備開放的心態，包容來自外部的資源、認同經營模式創新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具備整合與管理眾多內外部的創新來源，以及堅持理想、不斷突破

的毅力。一旦開始進行實驗之後，便要開始檢視實驗數據，判斷此實驗是否可能發展為

新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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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此實驗展現出其實驗潛力，公司便要漸漸地擴大此模式，而在這裡又進入了另

一個實驗階段：在規模擴大的同時，這個新的經營模式能夠繼續順利地營運嗎？至此，

新的經營模式的規模可能會與固有的經營模式互相抗衡，故管理者必須在新舊之間取得

平衡點。實際的作法也有很多種：新舊可能同時並存於同企業下的不同事業單位；公司

也可以將新的經營模式分割成新的子公司；抑或是新經營模式之成長潛力遠遠超越固有

的經營模式，此時公司即可讓新的經營模式完全取代固有的經營模式。簡而言之，企業

經營模式創新的過程就如同科學家作實驗一般：首先要找出幾個可能的實驗方向，在進

行初步的實驗之後，蒐集實驗數據，從中找尋較有潛力的方向，再進行更多的實驗。而

最後的實驗結果，即為經營模式的創新。 

此外，經營模式的創新極為關鍵的一點，便是與外部夥伴的合作，亦即是與外部夥

伴建立一合作共同發展的合夥關係（Co-development Partnership），而此種關係也出現在

於許多產業中。雖然說合夥關係有許多種可能的目的，但主要目標是要共同發展新產

品、服務或技術（Chesbrough and Schwartz, 2007）。而企業若欲維持長期且成功的共同

發展關係，除了要定義出明確的發展目標，最重要的是要將彼此的經營模式密切連結，

並且要確保連結後的經營模式皆能替雙方帶來好處。 

本研究盼能透過開放式經營模式之演進歷程的分析，探討究竟企業是如何從原先的

經營模式逐漸演進為開放式經營模式，進而從演進歷程中探索其關鍵的成功因素為何，

企業是如何實踐開放式經營模式。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找出一具有較易於操作化的

構面之理論架構，作為開放式經營研究分析之理論基礎。從本文上述之關於如何實踐開

放式經營模式的文獻探討中，Chesbrough（2006）指出企業欲實踐開放式經營模式，企

業需創新其經營模式。也就是說，經營模式的開放，有賴於經營模式的創新。 

因此，本研究將於下一段落，將接著進行經營模式創新的相關文獻探討，盼能找出

一較適合於分析開放式經營演進的理論架構，具易於操作化之分析構面，以作為開放式

經營演進分析的理論基礎。 

 

二、經營模式創新之相關文獻探討 

經營模式的概念興起於二十世紀的電子商務，當時許多新興的網路公司，憑藉著獨

特的經營模式，便能在網路世界中獲利，而這也漸漸引起了學術界對於經營模式的關

注。事實上，任何一個企業，都有一套確立其生存和發展目標體系，以及運作的手段和

措施，這就是經營模式。然而直到現今，無論是學界或業界，對於經營模式的定義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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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紛紜。 

Timmers（1998） 將經營模式定義為：用以表示產品、服務、與資訊流的一個架構，

包含各個商業參與者（Business actors）與其角色的描述、各個商業參與者潛在利益的描

述、以及獲利來源的描述。 

Schmid et al.（2001） 將經營模式定義為六個要素：使命（Mission）、組織（Structure）、

流程（Process）、收益（Revenues）、法律議題（Legal Issues）、科技面向（Technology），

且其特別強調這六者必須一起考慮，而不能僅考量特定部份而已。 

Hamel（2000）在啟動革命（Leading the Revolution）著作中提出了經營模式的架構，

Hamel（2000）認為經營模式包括了四大要素：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以及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

而這四大要素又由三大橋樑連接起來，這三大橋樑分別是顧客利益（Customer 

Benefits）、構造（Configuration）、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 

Chesbrough 與 Rosenbloom（2002）認為經營模式反映了企業經營活動的價值創造

（Value Creation）和價值分配（Value Distribution），其認為經營模式主要是將科技上潛

在價值轉為顧客價值的過程，並且強調科技的投入需要經營模式的協助才能轉換為對顧

客有益的價值。此外，提出經營模式應具有的六大功能：企業的價值主張（提供顧客的

商品或服務、替顧客創造的價值）；目標市場；企業內部的價值鏈結構；成本結構與潛

在利潤；企業在價值網中的角色（與外部關係人的關係）；競爭策略。 

Mitchell 與 Coles（2003）認為經營模式主要由七個要素組成，由這些要素使企業能

夠提供產品或服務給顧客及最終使用者：Who（企業必須定義所有滿足或影響到的利害

關係人）、What（企業必須定義所提供產品或服務對於利害關係人所造成的好處與壞

處）、When（企業必須描述影響利害關係人的時間點）、Where（企業必須辨認出在哪裡

傳遞價值）、Why（企業必須描述利害關係人為何要參與企業的經營模式）、How（企業

必須解釋經營模式是如何提供價值）、How much（企業必須陳述使用者與顧客所付的價

格以及與企業在整個流程中的付出）。 

Voelpel, Leibold 與 Tekie（2004）認為企業做生意的方法取決於其核心的價值定位，

經營模式組成了價值網路來提供價值給顧客，價值網路是由自己本身的策略能力及外在

關係人的價值網路及其能力共同組合而成，而領導與支配能力維持與加強整個網路，並

且滿足各種利害關係人的目標。 

由以上經營模式相關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歸納所謂經營模式的創新，企業需創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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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的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提升其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建立與

顧客（Customer）以及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的關係，透過科技之技術知識或資源

的投入，企業提供創新的產品或服務，轉換為對顧客有益的價值，同時在這過程中也為

價值網絡的關係人創造價值，更為企業本身提升利益。簡而言之，經營模式的創新，即

為企業於其經營活動之價值創造（Value Creation）和價值分配（Value Distribution）過

程中所進行的創新。 

 

三、開放式經營演進分析之理論基礎 

Hamel（2000）的著作啟動革命（Leading the Revolution）所提出的經營模式架構，

其所提出的四大構面：核心策略、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價值網絡，以及連接構面的

三大橋樑：顧客利益、構造、公司疆界。是較能以完整詮釋經營模式創新的精神，完整

地交代並且檢示公司運用自身的策略能力與資源，以及建立與顧客及價值網絡之間的關

係與互動，解釋了企業經營模式創新之過程中的關鍵構面。Hamel（2000）所提出的經

營模式架構及相關的構面，其示意圖如圖 2.3.1 所示 

 

 
圖 2.3.1  Hamel 於啟動革命所提出的經營模式之相關構面 

資料來源：Hamel（2000） 

 

此外，將 Hamel 所提出的經營模式其相關的構面作一扼要的說明： 

1. 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 

(1) 事業使命（Business Mission）：事業使命提出策略的整體目標，也就是公司的經營

模式是要設計來完成何種目標？或提供何種產品給市場？ 

(2) 產品及市場範圍（Product/Market Scope）：描述公司在何處從事競爭－哪些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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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地理區域、哪些產品區隔，以及更重要的是不在何處從事競爭。一家公司對產

品及市場範圍的定義若與傳統競爭者不同，便有可能成為其經營觀念創新的來源。 

(3) 差異化基礎（Basic for Differentiation）：公司競爭的運用方法與競爭者的差異。 

 

2. 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1)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指一家公司擁有的知識，包含技能與獨特的能力。 

(2) 策略性資產（Strategic Assets）：包含品牌、專利權、基礎設施、專利標準、顧客資

料、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用新奇的方式運用策略資產可以創造出經營觀念

的創新。 

(3) 核心流程（Core Processes）：為一家公司的實際作法，是公司將投入變成產出所運

用的方法與例行流程。 

 

3. 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1) 履行與支援(Fulfillment & Support)：指公司運用何種方式接觸顧客，使用何種管

道、提供何種形式的顧客支援，及提供何種水準的服務？ 

(2) 資訊與洞察力(Information & Insight)：公司由顧客身上所獲得的資訊，及公司由這

些資訊所引伸出來的洞察力，藉由這種能力公司可以提供顧客獨特的價值。 

(3) 關係動態(Relationship Dynamics)：企業是如何與顧客進行互動的，藉由這種過程，

企業能培養出的顧客忠誠度為何？ 

(4) 價格結構(Pricing Structure)：企業如何向消費者收費，收費的標準是依據什麼？有

哪些部份是向消費者收費？產品的組合為何？ 

 

4. 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 

(1) 供應商（Suppliers）：享有和供應商密切的關係或有與以往模式不同的獨特配合方

式，也是建立新經營模式的要素之一。 

(2) 合夥人（Partners）：合夥人可以供應某個彌補最終產品不足的互補品。 

(3) 聯盟（Coalitions）：當遇到投資龐大、科技障礙高、風險大的情況下，結盟是必要

的策略，結盟者不僅只是合夥人，在產業革命的過程中，結盟者直接承擔風險，也

分享成功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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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經營模式四大構面之間，藉由彼此的配合，可以產生出以下三種不同的連接橋

樑，茲分述如下： 

1. 配置(Configuration)：連接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指一家公司如何以獨特的方法結

合能力、資產與流程，來支援其特定的策略。 

2. 顧客利益(Customer Benefits)：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之間的橋樑，實際提供給顧客的

特定利益組合，指公司提供哪些利益給顧客。 

3. 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一家公司的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絡之間，為該公司

的疆界。這定義了哪些事情公司自己做、又將哪些事情交付外部廠商。 

 

若以開放式經營的角度來看，Hamel（2000）所提出的經營模式之架構，提供了一

較為適合開放式經營演進的研究分析構面，點出了實踐開放式經營其關鍵的構面，以及

構面之間彼此配合之運作情形，這之中包括了：企業如何配置其策略性資源，以關鍵之

主導的核心能力、資產、流程，支援企業的核心策略；企業如何運用策略性資源與外部

價值網絡進行連結，定義清楚哪些事情公司自己做、哪些事情交付外部廠商做，打破公

司疆界的藩籬，與外部的關係人建立合作的關係；以及企業如何將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

之間連結，以具競爭力之事業產品或服務實際提供給顧客特定的利益組合。 

此外，欲實踐開放式經營模式，很重要的是企業需要保有不可取代的技術、資源，

作為平台的基礎，讓自己的經營模式成為一高度適應性的平台，扮演不可或缺的居中角

色，以涵蓋著關鍵的經營夥伴，並在其中掌握主導權。企業藉著開放式經營平台的主導，

編織成一個產業的生態體系，讓更多企業替此一平台創造更多的價值（Chesbrough, 

2006）。 

因此，本研究認為開放式經營模式的關鍵應在於以開放式經營平台作為主導經營模

式中之配置（Configuration）、顧客利益（Customer Benefits）、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三大橋樑，也就是說，開放式經營平台扮演著這些關鍵橋樑重要的角色，

成為各經營模式關鍵構面之間連結及實踐的介面。 

從經營模式架構中之各關鍵的構面，以及其構面之間彼此配合運作的情形，在在都

顯示出其能將企業實務上如何實踐開放式經營模式的關鍵因素得以作一番清楚地詮

釋。因此，本研究欲以 Chesbrough（2006）開放式經營的觀點，輔以 Hamel（2000）所

提出之經營模式架構其相關的關鍵構面作為本研究之開放式經營演進分析的理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