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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依據Williamson 於1985 年的理論，交易成本是由有限理性( bounded 

rationality) 及不確定性與複雜性 ( uncertainty/ complexity) 所引起的。 

 

1. 有限理性 ( Boundary Rationality)  

有限理性闡述人類的行為是「希望達到理性的狀態，但容易受到其

他因素的限制而未達成」( intendedly rational, but only limitedly 

so) (Simon, 1961, P.xxiv) 。 

一般而言，有限理性受限於生理及語言的限制，其中生理之限制包

括個人對於資訊的正確接收、儲存、擷取及處理能力(Williamson, 

1975) 。 

 

2. 環境之不確定性與複雜性 ( Uncertainty/ Complexity)  

在交易過程中，不光只是人類理性受到上述因素而限制，還有由於

未來環境的不可預期性與複雜性，使得交易過程與訂定契約過程的協商

與談判成本增加。在不確定性與複雜性高的環境下做決策，通常成本比

較高且風險較大。不確定性分為兩種:一是對於未來的各種可能的情況無

法測知而發生各種突發事件的不確定性;另一是因為資訊不對稱性之

下，遭受交易對方欺騙的不確定性。有限理性會在不確定性與複雜性高

的環境下產生，並且與環境中不確定的經濟問題有極高之相關。 

 

3. 機會主義(Opportunism)  

由於交易雙方均可能基於尋求自我利益而採取一些策略行為，並由

於彼此之間對於對方都存在著不信任與懷疑，造成在交易的過程中監督

(monitoring)的成本大增，缺乏經濟效率。Williamson 認為機會主義行

為是一種追求私利的狡詐行為，包括各種主動、被動、故意扭曲資訊與

欺騙行為;而機會主義一般與資訊不對稱性或是訊息的扭曲有很大之相

關。由於人受到各種限制而無法處於完全理性之狀態，無法預測到未來

發生的所有事件，使得交易雙方不可能在事前訂定非常完整的契約，而

使得訂約之後的投機行為有機可乘。若交易雙方有一方為機會主義者，

則區別其是否為機會主義者的成本就會增加。此外若雙方皆為完全理

性，則機會主義的行為就不會發生; 換言之，投機行為乃源於人類在交

易時的行為不確定性及欺騙性，而使得訂約的成本提高。在有限理性及

人類自利心的驅使之下，投機行為實際上是無可避免的。 

 

4. 少數交易(Small Numbers)  

由於知識之異質性(idiosyncratic knowledge) ，資訊與資源並非

完全流通，加上人性之投機因素，使得市場中之交易往往由少數人把持。

此時雙方討價還價或是聯合取利等行為，都會導致市場機能失調。雙方

交易次數少者僅需透過普通的交易市場契約交易，而次數多者則必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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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特別的交易方式以確保交易的順暢。 

 

5. 資訊阻礙(Information impactedness)  

因為環境不確定性與投機心態以及人類本身的有限理性，會促使資

訊阻礙發生(Williamson, 1985) 。因為交易時的環境與交易的形式，會

造成交易雙方握有不同程度之資訊，雙方無法完全清楚對方所握有之資

訊，或是缺乏專業知識與機會成本過高，無法得知對方的技術與可信賴

程度，這種交易一方具有較多資訊的情況，會產生資訊不對稱的情形，

並且容易導致先行動者(First Mover) 得利，  並形成少數(Small 

numbers) 交易。 

 

6. 交易氣氛(Atmosphere)  

令人滿意的交換關係(satisfying exchange relation)會影響經濟

性的交易，如果氣氛不佳，會使得交易的困難度提高。交易雙方若處於

對立之立場，整個環境充滿懷疑與不信任的氣氛，使得交易過程非常重

視形式的話，只會徒增交易成本，對於整個交易並沒有正面的幫助。  

Williamson 認為以上的幾個主要影響因素並非獨立存在，而是以一個錯

綜複雜的關係互相影響。這些因素互相影響，  提高了交易成本，形成

一個Williamson 所稱的「組織失靈架構」，並造成市場的失靈。

Williamson (1975)提出組織失靈架構時，特別將「有限理性」與「環境

不確定性/複雜性」; 「投機主義」與「少數交易」以配對方式提出。其

中「有限理性」與「投機主義」屬於人性因素; 而「環境不確定性/複雜

性」與「少數交易」屬於環境因素。當人性因素與環境因素共存時才會

產生組織失靈的情形，才會產生交易成本, 兩者之間存在著互動的關

係。人性因素交易氣氛環境因素 

 

第二節 五力分析模型 

Porter (1980)認為產業的結構會影響產業之間的競爭強度，便提出一套產

業分析架構，用來了解產業結構與競爭的因素，並建構整體的競爭策略。影響競

爭及決定獨占強度的因素歸納五種力量，即為五力分析架構(如圖 2－1)。 

           
圖 2－1 五力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網路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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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種力量分別是新進入者的威脅、供應商的議價能力、購買者的議價能

力、替代品或服務的威脅及現有廠商的競爭程度。透過五種競爭力量的分析有助

於釐清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並有系統的瞭解產業中競爭的關鍵因素。五種競爭

力能夠決定產業的獲利能力，它們影響了產品的價格、成本及必要的投資，每一

種競爭力的強弱，決定於產業的結構或經濟及技術等特質。以下說明這五種力量

的構成元素： 

 

1. 新進入者的威脅 

新進入產業的廠商會帶來一些新產能，不僅攫取既有市場，壓縮市

場的價格導致產業整體獲利下降，進入障礙主要來源如下： 

• 經濟規模  

• 專利的保護  

• 產品差異化  

• 品牌之知名度  

• 轉換成本  

• 資金需求  

• 獨特的配銷通路  

• 政府的政策  

• 進入障礙 

• 絕對成本優勢（absolute cost advantages）  

• 學習曲線 

 

2.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應者可調高售價或降低品質對產業成員施展議價能力，造成供應商

力量強大的條件，與購買者的力量互成消長，其特性如下： 

• 少數供應者主宰市場  

• 對購買者而言，無適當替代品  

• 對供應商而言，購買者並非重要客戶  

• 供應商的產品對購買者的成敗具關鍵地位  

• 供應商的產品對購買者而言，轉換成本極高  

• 供應商易向前整合  

• 投入原料的差異化程度 

• 供應商集中度 

• 原料價格佔產品售價的比例  

 

3. 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購買者對抗產業競爭的方式，是設法壓低價格，爭取更高品質與更

多的服務，購買者若能有下列特性，則相對賣方而言有較強的議價能力： 

• 購買者群體集中，採購量很大  

• 標準化產品  

• 轉換成本極少  

• 購買者易向後整合 

• 購買者的資訊充足 

• 談判槓桿（bargaining l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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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購買數量 

• 消費者獲取資訊的能力  

• 現存替代品 

• 消費者價格敏感度  

 

4. 替代品或服務的威脅 

產業內所有的公司都在競爭，他們也同時和生產替代品的其他產業

相互競爭，替代品的存在限制了一個產業的可能獲利，當替代品在性能

/價格上所提供的替代方案愈有利時，對產業利潤的威脅就愈大，替代

品的威脅來自於： 

• 替代品有較低的相對價格  

• 替代品有較強的功能  

• 購買者面臨低轉換成本  

• 消費者對替代品的偏好傾向  

• 消費者認知的品牌差異 

 

5. 現有廠商的競爭程度 

產業中現有的競爭模式是運用價格戰、促銷戰及提昇服務品質等方

式，競爭行動開始對競爭對手產生顯著影響時，就可能招致還擊，若是

這些競爭行為愈趨激烈甚至採取若干極端措施，產業會陷入長期的低

迷，同業競爭強度受到下列因素影響： 

• 產業內存在眾多或勢均力敵的競爭對手  

• 產業成長的速度很慢  

• 高固定或庫存成本  

• 轉換成本高或缺乏差異化  

• 產能利用率的邊際貢獻高  

• 多變的競爭者  

• 高度的策略性風險  

• 高退出障礙  

• 產業成長率  

• 資訊的複雜度和不對稱  

• 品牌權益  

• 大量廣告的需求  

 

第三節 策略行銷4C 理論 

 

根據社會學家布羅的結構交換理論，交換的產生源自於交換雙方期待該交換

行為對自己有利。而所謂的有利，就是得到的利益大於需要的付出。因為社會上

可以從事交換的對象很多，當一個買者追求某種效益時，他必須付出成本只要利

益大於付出的成本，他就會有交換的意願。假設不牽涉其他交易成本的問題，買

者應該會選擇成本除以效益最低者，亦即是在付出同樣成本的情況下，交換對象

是取得利益最高者。 

依據策略行銷4C分析的理論架構之中指出，將上述交換雙方所考量的成本分

為外顯成本與行銷內隱交換成本兩大類，其中外顯成本是指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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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行銷內隱交換成本則是指資訊搜尋成本、道德危機成本與專屬陷入成本。因此

由上述所提的四大成本共同組合成最終總成本，並且最終總成本會受到人的因素

及環境的因素影響而動態的變化。 

 

1.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所謂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是在撇開產品的品牌與公司因素影響下，

買者需付出的總成本除以買者可以從公司的產品所得到的總效益之比。

買者所欲從產品得到的效益，應包括「有形效益」與「無形效益」，而

買者取得產品的總成本，則指的是買者要「擁有」與「使用」該產品所

必須付出的所有成本。因此降低買者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方向有二個:  

A. 成本結構：從產品設計、製造、通路、推廣、及服務減少總生產成

本。 

B. 產品對買者的效益：透過行銷分析方法，預估買者所需求的功能特

性，帶給買者實質效益。 

 

2. 資訊搜尋成本 

因為買、賣雙方對於所想要的交換標的物不熟悉，使得雙方必需投

入時間與金錢來搜集資訊，以減少交換過程之中的資訊不對稱問題。一

般而言，所要搜尋的資訊大致上包括下列幾個方向的資訊: 

A. 買者必需知道他所要購買的品牌或產品的主要功能、特徵、利益、

以及可能用此產品所會產生的各種成本。 

B. 買者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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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買者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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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來講，是正

面的加強或是負面的意義?  

D. 買者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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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買者必需知道其所要購買的產品或是品牌如何使用。因此當產品資

訊的複雜度愈高，則買者所要付出的資訊搜尋成本就會愈高，因此

瞭解買者涉入程度是對於買者行為重要的一環。所謂的買者涉入程

度指的是買者對於一個產品的發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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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涉入程度愈低。涉入程度高低可能影響買者在進行產品的

發掘、評估、取得、消費與去除等消費行為的仔細程度。當涉入程

度較高時，消費者會仔細評估產品;反之若消費者涉入程度較低

時，則消費者較不會仔細評估。 

 

3. 道德危機成本 

所謂買者道德危機成本，此成本指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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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交易之前，買、賣雙

方對所要交易的商品或服務都已經十分清楚，但是交易之後賣方是否能

夠遵守原先承諾的功能與服務仍然存在著風險成本，尤其是當有突發狀

況產生時，賣方有可能會只顧自己的利益，絲毫沒有站在買者的立場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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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原先買賣契約所沒有規範的事情，這就是稱之為買者道德危機的成

本。因此道德危機的成本可以分成下列幾個項目:  

A.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宣稱的產品功能、特徵及利益。 

B.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宣稱的服務、運送、維修的說明。 

C. 買者是否相信賣方所宣稱的成本或是財務條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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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密是

否會被賣方所獲知，並且進而被洩露。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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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專屬陷入成本 

所謂的專屬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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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專屬資產的種類基本上分為下列幾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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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就與產品產生了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 

B. 實體設備的專屬資產： 

當買方購買了某個實體設備，而且想再擴充其功能時，就必須要選

擇與原先的實體設備在功能上可以相容之產品，如此才能有效、順

利地擴充產品功能。 

C.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 

買者為了增加客戶的忠誠度，往往儘量獎勵一些舊有的使用者，使

用愈多，給他們的優惠就愈多。為了有專屬資產效果，累積之優惠

必需不可轉移到其他賣方。 

D. 無形的專屬資產： 

買、賣雙方可能因為在交換的過程之中，雙方的人員互相了解，因

此在溝通上更加地有效率，或是因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立而使得

雙方的溝通效率提高許多，此種資產稱之為「無形的專屬資產」。 

E. 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 

創造買者對特殊品牌的認同效果，造成買者使用該品牌時，在心理

產生特殊品牌意義，此特殊意義無法由其他品牌取代，因而形成買

者與品牌之間的心理專屬資產。 

F. 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 

建立影響意見領袖或整個群體意見，再透過意見領袖或整個群體意

見，來促使每個群體成員必須遵守這個群體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