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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5 

第貳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價值鏈與經營模式 

一、價值鏈（Value Chain） 
價值鏈又被稱為價值鏈分析、價值鏈模型等，由 Michael Porter 在 1985
年於「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Michael Porter 指出企業要發展獨特

的競爭優勢，要為其商品及服務創造更高附加價值。經營策略是解構

企業的經營模式與流程，成為一系列的增值過程，而此一連串的增值

流程，就是「價值鏈」。 

一般企業的價值鏈主要分為：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包括企

業的核心生產與銷售程序；與支援活動（Support Activities），包括支

援核心營運活動的其他活動。 

二、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 
經營模式的概念早在 50 年代就被提出，但直到 90 年代才被普遍接

受。在企業經營的文獻中，這個概念有許多不同版本的定義；廣泛而

言，經營模式的目的在於「說明一個企業如何創造價值，並持續盈

利」。針對經營模式，管理學家 Osterwalder 並提出了一個包含九個要

素的參考模型。這些要素包括： 

(一)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即企業通過其產品和服務所能向

消費者提供的價值。價值主張確認了企業對消費者的實用意義。 

(二) 消費者目標群體（Target Customer Segments）：即企業所瞄準的消

費者群體。這些群體具有某些共通性，從而使企業能夠針對這些

共通性創造價值。定義消費者群體的過程也被稱為市場劃分

（Market Segmentation）。 

(三) 分銷渠道（Distribution Channels）：即企業用來接觸消費者的各種

途徑。這裡闡述了企業如何開拓市場。它涉及到企業的市場和分

銷策略。 

(四) 客戶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即企業同其消費者群體之間

所建立的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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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價值配置（Value Configurations）：即資源和活動的配置。 

(六) 核心能力（Core Capabilities）：即企業執行其經營模式所需的能

力和資格。 

(七) 合作網路（Partner Network）：即企業同其他企業之間為有效地提

供價值並實現其商業化而形成的合作關係網路。這也描述了企業

的商業聯盟（Business Alliances）範圍。 

(八)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即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貨幣描述。 

(九) 收入模型（Revenue Model）：即企業通過各種收入流（Revenue 
Flow）來創造財富的途徑。 

經營模式的設計是經營策略（Business Strategy）的一個組成部分。而

將經營模式實施到企業的組織結構及系統中，則是商業運作（Business 
Operations）的一部分。 

三、航空公司經營模式之分野 
從實務面來說，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建議，航空公司的

經營模式可大致分類為「主流航空公司（Legacy）」、「低成本航空公

司（LCC，Low Cost Carrier）」與「集團經營（Aviation Business）」三

大類，其示意圖如下。 

 

圖 2. 航空公司經營模式分類 

在這裡首先定義何謂航空公司的「核心業務」，亦即「以航空器載運

客/貨至目的地（Flying Passenger/Cargo from A to B）」，例如航機、航

網、銷售、服務等直接相關之業務。但除此之外，尚有許多支援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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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例如航機修護、地勤服務、空廚服務等等。 

大多數的國家航空公司均屬於主流航空公司，亦即除了核心業務外，

諸項支援性航空業務均由內部（In-house）相關部門提供該項功能與

服務。而低成本航空公司與主流航空公司在經營模式上最大的分別，

就是低成本航空公司專注於核心業務，其餘航空公司相關業務則儘量

外包（Outsource）給承包商，使業務單純化。 

而另外一種經營模式的發展方向正好相反，不但經營航空相關支援性

業務，並且以利潤中心方式營運，自負盈虧。主流航空公司與集團經

營的分別，可以由第三方業務（Third Party Business）的比例看出來，

例如德航集團就是屬於集團經營，旗下的修護子公司 Lufthansa 
Technik，其第三方業務的比例高達 50%。 

而以華航及長榮而言，其支援性業務之第三方業務的比例並不高，因

此整體而言，其經營模式應較偏向主流航空公司。 

第二節、企業策略 

一、企業競爭策略 
企業競爭策略主要取決於顧客群在哪裡，顧客的需求是什麼，以及如

何滿足顧客。依據上述基本策略思維模式，企業可採用的一般性策略

方法，就競爭模式的架構而言，可分為三種： 

 成本領導策略：公司就其獨特能力，提高經營效率，降低成本，

在產業中擁有成本優勢，因此在訂價方面的調降空間比同業大，

在市場競爭中擁有價格優勢。 

 差異化策略：公司就其獨特能力，提供一種別家企業無法提供的

產品或服務，以取得市場上的絕對優勢。若企業的獨特能力非常

卓越，能同時提供成本領導且具差異化的產品或服務，則這個企

業在產業中必居於龍頭的地位。 

 焦點策略：針對某一有限的顧客群，提供一具有成本優勢或（/
且）差異化的產品與服務。 

二、SWOT 分析 
行銷環境分析經常使用 SWOT 分析方法，它是英文 Strength（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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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劣勢）、Opportunity（機會）、Threat（威脅）的意思。從

內部環境分析優劣勢，從外部環境分析機會與威脅，如下圖所示。 

 有助於達成目標 不利於達成目標 

內在（組織）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劣勢 

外在（環境）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圖 3. SWOT 分析示意圖 

SWOT 分析程序常與企業策略規劃程序相結合，其步驟如下： 

步驟一：進行企業環境描述。 

步驟二：確認影響企業的所有外部因素。 

步驟三：預測與評估未來外部因素之變化。 

步驟四：檢視企業內部之強勢與弱勢。 

步驟五：利用 SWOT 分析架構研擬可行策略。 

步驟六：進行策略選擇。 

在步驟五利用 SWOT 分析架構，將企業之 S、W、O、T 四項因素進

行配對，可得到 2×2 項策略型態，茲說明如下： 

 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力、爭取機會（SO：Maxi-Maxi）策略：此

種策略是最佳策略，企業內外環境能密切配合，企業能充分利用

優勢資源，取得利潤並擴充發展。 

 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力、減低威脅（ST：Maxi-Mini）策略：此

種策略是在企業面對威脅時，利用本身的強勢來克服威脅。 

 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力、爭取機會（WO：Mini-Maxi）策略：此

種策略是在企業利用外部機會，來克服本身的弱勢。 

 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力、減低威脅（WT：Mini-Mini）策略：此

種策略是企業必須改善弱勢以降低威脅，此種策略常是企業面臨

困境時所使用，例如必須進行合併或縮減規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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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力分析 
五力分析為 Michael Porter 在 1979 年提出的架構。Porter 認為影響市

場吸引力的五種力量是個體經濟學面，而非一般認為的總體經濟學

面。五種力量由密切影響公司服務客戶及獲利的構面組成，任何力量

的改變都可能吸引公司退出或進入市場。 

五力包括來自消費者的議價能力、來自供應商的議價能力、來自潛在

進入者的威脅和來自替代品的威脅，以及來自現有競爭者的威脅。而

每一種力量都由數項指標決定： 

(一)來自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包括了消費者集中度、談判槓桿（Bargaining Leverage）、消費

者購買數量、消費者相對於企業的轉換成本、消費者獲取資訊

的能力、消費者垂直整合（Bargaining Leverage，Backward 
Integrate）的程度或可能性、現存替代品、消費者價格敏感度、

總消費金額等。 

(二)來自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包括了供應商相對於企業的轉換成本、投入原料的差異化程

度、現存的替代原料、供應商集中度、供應商垂直整合

（Bargaining Leverage，Forward Integrate）的程度或可能性、原

料價格佔產品售價的比例等。 

(三)來自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包括了進入障礙、規模經濟、品牌權益、轉換成本、強大的資

本需求、掌控通路能力、絕對成本優勢（Absolute Cost 
Advantages）、學習曲線、政策等。 

(四)來自替代品的威脅 

包括了消費者對替代品的偏好傾向、替代品相對的價格效用

比、消費者的轉換成本、消費者認知的品牌差異、來自現有競

爭者的威脅、消費者的力量、供應商的力量等。 

(五)來自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包括了來自替代品的威脅、現有競爭者的數目、產業成長率、

產業存在超額產能的情況、退出障礙、競爭者的多樣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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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度和不對稱、品牌權益、每單位附加價值攤提到的固定

資產、大量廣告的需求等。 

四、策略群組與 SCP 模型 
策略群組的概念由 Hunt 於 1972 年提出，其定義為：「某一產業中，

一群在制定主要決策變數上遵循共同策略的企業。」至今此一概念已

廣泛運用於各個產業。 

產業組織經濟學者以總體的觀點研究策略群組，以策略群組作為探討

產業內競爭的分析工具，其所遵循的研究典範是所謂的「結構-行為-
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模型，認為產業內的競

爭結構會影響企業的作為，進而會影響該產業的績效。由 1990 年

Scherer 所提出的模型為代表，在其分析架構中說明了基本經濟條件

決定市場結構，而市場結構又決定企業作為，最後決定產業績效水準。 

市場結構（Structure）是指產品市場中會影響競爭與定價等市場本質

的組織特性（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包括該市場中賣方間的

關係、買方間的關係、買賣雙方間的關係，以及市場中賣方與可能進

入市場的潛在競爭者間的關係等等；另外傳統的 SCP 分析架構在經

過修正與補充後，產業經濟研究者亦同意，市場結構不僅會影響廠商

行為與經營績效，反過來說，結構也會被行為與績效所影響。 

廠商行為（Conduct）是指企業為因應市場的競爭或變化而採取的行

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也就是說，廠商行為包括企業針對其

產品市場與其對手的市場行為所採取的市場策略，或對其對手的市場

策略所作的行為反應。綜合而言，廠商行為的研究主要可分成三個重

要領域：一是訂價行為，即廠商的價格策略；二是產品品質決策，即

廠商的產品策略；三是阻攔欲加入市場者或壓制競爭者，即阻止和壓

制競爭者的策略等。 

經營績效（Performance）則是指廠商在產品市場上採取的行為策略所

產生的最終結果（End Results）。綜合而言，廠商經營績效的高低可

用以下四項主要目標來衡量：一是資源使用的效率，包括獲利率、生

產的效率規模，以及促銷與產品改變；二是進步、研究與創新，包括

擴大及改進財貨與勞務流量的進步；三是充分就業與價格穩定；四是

勞動者個人公平待遇，包括所得分配、種族與性別歧視，與工人疏離

感等。 

依產業組織經濟學者對 SCP 模型中各項因素強調程度不同，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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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與「行為主義」（Behaviorism）兩學

派。結構主義派學者研究重點在於產業結構與績效間的關係，主張產

業結構是產業績效之唯一決定因數。行為學派則認為結構主義學者忽

略了企業在公司策略、特性及市場力量的差異，而這些差異不但會影

響企業績效亦會影響產業結構。故行為主義學者認為 S-P 與 C-P 的關

係應分別獨立探討，而策略群組是用來進行此種結構分析的分析工

具。 

在策略群組的觀念提出後，學者對於產業與公司層次間的策略群組產

生極大的興趣，紛紛以不同的研究方法，針對不同的產業進行實證研

究，1980 年代可說是策略群組研究之全盛期，探討的重點主要有兩

項：產業內策略群組結構之確認及策略群組與績效之關係。 

然而，之後有學者開始質疑策略群組觀念的邏輯性與理論架構。

Barney & Hoskisson 於 1990 年實證發現，策略群組結構對於績效影響

效果看法矛盾，經由集群分析所導出的策略群組分類多為人為操作，

或者是無意義的分類。於是學者以各種學說來建構策略群組之理論基

礎，並在策略群組分析中，加入以資源為基礎的公司能力觀念，來解

釋產業績效差異之原因。Peteraf & Shanley 在 1997 年更提出需以宏觀

與微觀兩個層次來分析企業特性，作為策略群組分群的基礎。資源基

礎論與宏觀、微觀的論點多為近年學者在探討策略群組實證時所引

用。 

第三節、M 型消費與競爭策略 

一、M 型社會及航空公司市場 M 型化之趨勢 
M 型社會出自日本趨勢學家大前研一於「M 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

的危機與商機（ロウアーミドルの衝撃）」一書中提出的概念，描述

日本社會由原來以中產階級為社會主流，轉變為富裕與貧窮兩個極

端，而中產階級逐漸消失。這個概念在近年被廣泛引用來形容台灣的

社會現況。 

當中產階級消失後，企業也必須擬定新的銷售戰略。根據 M 型社會

理論，未來只有兩種客戶，一種是上層階級客戶，他們越來越富有，

也越來越奢華，若鎖定這個階層，企業必須有能力走徹底的奢華路線。 

而另一種，也是最大的市場，則是中低階層的客戶。這個市場人數逐

年暴增，消費者特質卻與過去的低價市場不完全相同，在要求低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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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求品質。這是個既新且龐大的商機，卻也是個嚴酷的考驗，

企業必須能夠利用最少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率，包括降低庫存、嚴控

成本、活用資訊與科技、重新檢視物流體系，才可能做到。 

本研究深入探討兩個航空公司客運市場：高端市場與低成本市場。他

們分別反映了 M 型消費的兩端，亦是過去數年成長最快速的兩個市

場區塊。從消費者行為的改變，以及航空公司因應策略的調整，都充

分的顯現了這個趨勢。 

2001 年之 911 事件，對國際航空產業產生莫大衝擊。911 之前，全球

航空業每年淨獲利超過美金 80 億元；911 當年(2001)，全球航空業鉅

額虧損美金 130 億元。隨著 SARS 以及飆漲的油價，使得全球航空業

在 2001 至 2005 年間虧損總金額高達美金 420 億元。 

由於 911 的影響，全球航空公司因而產生巨額虧損，許多航空公司被

迫減薪裁員縮減規模。但在此艱困的環境下，低成本航空公司卻逆勢

成長，在許多區域市場以兩位數的年平均成長率快速擴張。這個現

象，反映的就是 M 型社會快速成長的低價市場端。 

而另一方面，許多主流航空公司將重心移往 M 型社會的高價市場端，

也就是高端市場。雖然在營運規模上不若低成本航空公司有可觀的成

長，但單位收益（票價）與獲利率卻明顯提升。 

以低成本市場而言，雖然西南航空公司早於 37 年前即建立該經營模

式的雛型，但一直到近年，隨著瑞安航空公司（於 1990 年轉型）、易

捷航空公司（於 1995 年成立）、捷藍航空公司（於 2000 年成立）、維

藍航空公司（於 1999 年成立）、巴西 Gol（於 2000 年成立）、亞洲航

空公司（於 2001 年轉型）等低成本航空公司先後興起，使低成本航

空公司在全球各地蔚為風潮，與近 10 年來社會經濟 M 型化的趨勢可

以說是相互呼應。 

二、以 4P 行銷策略分析航空市場 
行銷組合的四個因素常稱作 4P，即：產品（Product）、 價格

（Price）、通路（Place）、促銷（Promotion）。 

 產品 

產品策略主要研究新產品開發，產品生命周期，品牌策略等，

是價格策略，通路策略和促銷策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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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價格策略又稱定價策略，主要研究產品的定價、調整價格等市

場行銷工具。 

 通路 

代表企業將自身產品送抵最終消費者之前，所制定的與各類分

銷商之間的貿易關係、成本分攤和利益分配方式的綜合體系。

所謂分銷商既包含批發商，也包含零售商，甚至包含物流配送

商和直銷人員。 

 促銷 

促銷是將組織與產品訊息傳播給目標市場的活動，它主要的焦

點在於溝通。透過促銷，企業試圖讓消費者知曉、瞭解、喜愛

或購買產品，進而影響產品的知名度、形象、銷售量，乃至於

企業的生長與生存。有了促銷，消費者才可得知產品提供何種

利益、價格多少、可以到什麼地方購買及如何購買等，而這些

消費者反應會進一步協助推動其他行銷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