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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緒論 

1.1研究背景 

    近年來許多企業為了本身公司發展策略和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做了許多在公

司組織上的改變，包括台灣知名的案例，黃日燦（2011）曾提到說宏碁和緯創分

割案，宏碁為了朝向自有品牌的發展所以將代工事業群切割出去避免品牌商對於

其在事業發展的疑慮。除此之外，國外案例方面，安捷倫（1999）當初因為經營

內容與母企業相差甚遠，為避免集資源利用更能有效率，因此決定從惠（1999）

中切割出去成為獨立的企業。而這兩個組織再造的例子結果，也都成功的幫助母

公司和分割出去的新企業體找尋到了各自定位，成功為雙方創造事業另一高峰。

這樣的組織架構上的調整就是所謂的組織再造。組織再造是一種企業策略運用的

一種，只是他不是專注在產品或服務本身，而是利用企業內資源再利用，資源再

組合的方式來尋找最有效率的產出。在當今外在環境變化越來越快之下，企業更

必須要不斷找尋新的策略去跟上這樣的改變，因此我們可以預測這樣的組織再造

會不斷地發生，並且用各種新的形式不斷地出現。 

    在原物料交易產業中，規模經濟的追求是相當重要，因為開挖礦石的成本是

占整個成本結構的大宗。所以在這幾年的行業經驗中，常常見到不同規模的原物

料公司不斷的從事併購的動作來追求規模經濟和綜效。或是也為了財務操作的目

的，透過組織分拆的方式，吸引市場關注來募集更多資金投入更大投資案，進而

追求集團內部資源的重分配來將子公司的價值最大化。 

    而這樣不斷組織再調整變形的背後因素，就是因為在現今資訊不對稱的狀況

越來越小之後，彼此商業競爭無法透過專屬資訊的擁有來創造利潤而變得越來越

激烈。在這樣狀況下，只好尋求另外一種方式來壓低企業成本，或是提高公司營

收利益。而其中一種策略就是如同上述提到的組織再造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因

此產生了撰寫此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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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重組絕對是未來產業不可避趨勢，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 

2.企業重組非常複雜，但其所具備條件和分割時機是什麼? 

1.2研究目的 

    本文是探討未來職涯發展所需要的技能所做的探討和研究，因此將會兼顧商

場上的需求。目標是完成後能切實的運用此架構在商業戰場中，成為一套實用的

參考工具書指南。更重要的是，期望在未來對企業分割領域上有欲理解的需求的

人，或是在面臨相同問題時，能提供思考上或是決策上的參考和貢獻。 

 

2.  文獻探討 

    本文獻探討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探討，第一部分主要探討關於何謂企業重組，

雖然本文是探討企業分割議題，但企業分割本就是企業重組，組織再造的一種方

式。因此為了讓整個研究議題的更為完整，此部分會從組織再造的動因為源頭去

探討組織再造的方式有哪幾種，再進而深入了解本篇主軸企業分割的概念、動機

與操作方式。第二部分則會更深入討論本文最重要部分，企業分割三條件的理論

來源基礎。 

2.1 企業重組的意義 

    Hammer and Champy（1993）提到今天企業要進行再造，必須要透過徹底、

根本性的破壞。針對業務流程基本問題進行反思進行徹底地重新設計。因此，不

管是流程破壞重新組合亦或是組織再造都是讓企業重新活化的一個方式。而

http://wiki.mbalib.com/zh-tw/Michael_Hammer
http://wiki.mbalib.com/zh-tw/James_A%EF%BC%8ECham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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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tetal (2003)也提到企業再造可以透過業務和財務結構上的改變來進行，他

提到有三種方式可以來操作：(1)規模縮編： 裁員或是減少營運單位。(2)業務

縮編：事業、部門或資產或一部份出售，透過撤資、分割或將非核心事業排除之

策略。(3)槓桿收購：槓桿收購為常見的利用槓桿收購之方式所為的企業再造策

略，目的是在修正管理階層的錯誤。本章節將會針對企業重組的意義和方式在此

做個完整的說明。 

    企業重組（Corporate Restructuring）是針對企業產權關係和其他債務、

資產、管理結構所展開的企業的改組、整頓與整合的過程，以此從整體上和戰略

上改善企業經營管理狀況，以期強化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企業重組是指企

業以資本保值增值為目標，運用資產重組、負債重組和產權重組方式，優化企業

資產結構、負債結構和產權結構，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企

業重組的關鍵在於選擇合理的企業重組模式和方式。而合理的重組模式和重組方

式選擇標準在於創造企業價值，實現資本增值。 

2.2 企業重組的方式 

    如前述定義，企業重組是指在債務、資產、管理結構所做的企業資本重新組

合。根據上海期貨交易所指出，企業重組的基本改組方式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

類為資本擴張，第二類為資本收縮。此兩種互為相反的方式在公司資本策略運用

上也具有不同的目的。 

2.2.1 資本擴張 

    在現有資本結構下，通過內部累積、外部追加投資或吸納外部資源方式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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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的資本規模擴大，在公司目標下實行股東權益最大化。透過資本的擴大來獲

取外部戰略資源、降低交易成本或是在聯盟關係中獲取綜效。例如：青島啤酒從

90年代開始在中國各省份收購區域性啤酒品牌，先後兼併了 14家的啤酒公司。

藉此快速擴大經營規模，也降低了彼此削價競爭帶來獲利減少的威脅，並也成功

地快速跨入各省份提高了全中國市場佔有率。其目的就是為了要藉著此資本的擴

張來快速獲取外部資源（各啤酒商的當地市場佔有率）和降低交易上的成本。 

資本擴張的方式有四種: 

 合併（Merge& Consolidation） 

    兼併和聯合的統稱。兼併（Merge），也稱吸收合併。指一家企業以現金、

證券或其他方式購買取得另外一個企業的產權和控制權的投資行為，使其他企業

喪失法人資格或改變法人實體。也就是指兩個或更多企業組合在一起 ，其中一

個企業保持其原有名稱，而其他企業不再以法律實體形式存在。聯合

（Consolidation），稱為新設合併，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公司合併成立一個新

公司，合併兩方的法人地位也隨之消失。 

 收購（Acquisition） 

    指一個企業以購買全部或部分股票（或稱為股份收購）的方式購買了另一企

業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權，或者以購買全部或部分資產（或稱資產收購）的方式購

買另一企業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權。是透過取得控制性股權而成為一個公司的大股

東的過程。其類似於合併，不過並沒有形成一個新公司。 

http://wiki.mbalib.com/zh-tw/Acquisition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7%A5%A8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8%82%A1%E4%BB%BD%E6%94%B6%E8%B4%AD&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4%BA%A7%E6%94%B6%E8%B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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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IPO） 

    經發行的股票經證券交易所批准後，在交易所公開掛牌交易的法律行為。上

市後,公司將能獲得巨額資金投資,有利於公司的運用此資金作經營版圖上擴

張。 

 合資 ( Joint venture/JV) 

    合資是指兩家或多家公司間共同出資、利潤共用、風險共擔，組建新企業進

入新的市場領域 。 

 

2.2.2資本收縮 

    資本收縮是指將所控制資產轉移給可以對其進行更有利管理的所有者，是指

收縮對原有資產的控制權，而不是指資本規模的縮減。是企業把自己擁有的一部

分資產、子公司、內部某一部門或分支機構轉移到公司之外，從而縮小公司的規

模。它是對公司總規模或主營業務範圍而進行的重組，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追求企

業價值最大以及提高企業的運行效率。資本收縮有時候目的是為了是對於企業在

資本擴張的策略失去效率時所做的補救措施。有時候則是為了藉由資本組合的重

分配，讓分割出去的企業體來幫助母集團實現戰略上的目的，進而最大化整個集

團最大利益。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7%A5%A8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F%81%E5%88%B8%E4%BA%A4%E6%98%93%E6%89%80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9%87%91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9%87%9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A9%E6%B6%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3%8E%E9%99%A9%E5%85%B1%E6%8B%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E%A1%E7%90%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E%A7%E5%88%B6%E6%9D%83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D%90%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86%E6%94%AF%E6%9C%BA%E6%9E%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BB%E8%90%A5%E4%B8%9A%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8D%E7%BB%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4%BB%B7%E5%80%BC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4%BB%B7%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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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收縮有以下三種 

 資產出售 （Sell-offs） 

    指企業經營上將不符合公司整體長期策略方向，或是沒有未來成長潛力和影

響公司業務經營效益的方式。例如：將某不賺錢部門或是產品線做出出售或是裁

撤的動作。 

 資產分割（Spin-offs） 

    母公司將資產和負債轉移給新建立的公司，產出新的法律實體。新獨立子公

司的股票按比例分給母公司的股東，原新股東像在母公司一樣，對新公司想有同

樣比例的權益。但是，新工作作為一個獨立的決策單位，可以擁有不同於母公司

的政策與戰略。母公司與新公司成為平行的兄弟公司。 

 權益分割（Carve-outs） 

    母公司設立一新公司，並將母公司資產的一部份轉移到新公司，然後母公司

再向新股東出售股權，認購股權的這些人可以是母公司的股東，也可以不是母公

司的股東。這種分割形式介於子公司獨立和資產分離之間，股權轉讓後母公司得

到了現金的回報，同時產生了新的法律個體。母公司和新公司成為垂直投資關係

的母子公司。 

  資產分割（Spin off） 權益分割(Carve-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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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資產分割和權益分割比較（資料來源：證交所） 

 

2.3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s Based Theory） 

    過往企業在做策略分析時候，往往著重於在外部環境狀況的分析。首先評估

外在的機會和威脅。而後再進一步的分析本身企業的優劣勢，再作出相對應的策

略行動，這是一種由外部環境條件來推導出企業策略的方式（Outside-in）。許

多廣為人知的理論，例如：強調產業分析的五力分析、SWOT 理論等都是因應當

時主流理論而生，而內部資源只是在衡量外部環境之後，在做出最後策略前所考

慮的附屬因素之一。而在當時，少有企業是先以本身內部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的

優勢為主體進行分析，再發展出建立在本身優勢資源上的策略行動（Inside-out）。

但隨著後來外部環境變化越來越快，企業所處的環境越來越複雜，只以外部環境

當作企業策略主軸的發展所承受的風險越來越大，也使得這樣的主流理論受到越

來越多的挑戰。因此而後的策略焦點慢慢開始去探討，其實組織所建立起的特殊

能力和資源才是企業的競爭基礎來源。在做策略前所問的問題也開始只限縮在是

要進入哪一個市場或是要發展的市場商品是什麼。而不是開始去探討企業究竟該

如何透過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或是要去掌握什麼樣的資源培養出自己的競爭優勢，

股權移轉方

式 

母公司股東收到新公司按比例 

分配的新公司股份 

母公司分割部分資產後成立新公司， 

母公司向新股東出售股權 

關係 母公司和新公司為兄弟公司 母公司和新公司為母子公司 

母公司利得 母公司未因發行新股而收到現

金 

母公司因轉讓與新公司持股而收到現

金 

經營權 母公司放棄對新公司經營權 母公司對新公司仍有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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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耐。也就因為這樣，Barney（1986）後來發展出了本研

究的理論基礎-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s Based Theory）。 

2.4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s Dependence Theory） 

    資源依賴理論是現另外一個在企業掌握資源上常常被引用的另外一個理論。

其發展背景是為了要彌補過去又再過度重視內部組織發展狀況，但其核心概念也

是在闡述企業在資源掌握上的方法運用。 

    Pfeffer and Salancik (2002)所提出的資源依賴理論認為，所有的組織都

必須要依賴外部資源，以維持組織的運作與成長。Paulraj and Chen (2007)提

到的資源依賴理論也是基於兩個假設所歸納。第一個是 Heidi (1994)，多數企

業組織無法緊透過本身的策略性資源達到營運及成長目的，因此必須透過組織之

外的依賴。第二個是 Ulrich and Barny（1984），企業藉由刻意建構或整合與其

他組織正式或非正式聯結，從事有形或無形資源方面的交換，來提高資源穩定性

且幫助組織未來的成長。資源依賴理論的核心假設是組織需要通過獲取環境中的

資源來維持生存，沒有組織是自給的，都要與環境進行交換。 

    與資源基礎理論不同，基礎理論是強調透過內部資源強化和累積創造出屬於

自己企業的競爭優勢。而依賴理論是透過組織間的相互合作來達到取得互補性的

資源，將本身的核心能耐優勢價值最大化。而這樣的關係建構所產生的綜效會遠

超過企業組織個別形成，因此達到『持續性競爭優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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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分割概述（Spin off） 

    有鑿于企業重組的方式即多，每種重組背後的動機和執行的方式又各有不同。

因此此篇論文將會把重點放在第二章所提到的資本收縮中的資產分割，也就是企

業分割部分來做更深入的探討和分析。第三章會主要探討企業分割的概念、動機。

第四章則會重點探討分割時所需具備的條件和執行時機。第五章之後，也就是論

文的最後部分，會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佐以實際案例來分析探討業界實際執

行時的狀況和其成敗原因。 

3.1 企業分割的概念 

    承前述資產收縮的介紹，其為併購的反其道而行的企業成長策略，這樣的成

長策略在 1990年代中期逐漸興起。John and Ofek （1995）及 Comment and Jarrell 

（1995）所提出的再聚焦工程也是近年來美國所熱衷探討的議題，而企業分割的

做法也是企業再造的一部份。而業界常常在策略上運用的企業分割主要方式，主

要做法為資產分割和權益分割，這部分已在前述資產收縮的作法裡提過了，在此

不做贅述。不過根據證交所資料的企業分割策略之研究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企業經營之目的在於不斷地提升企業價值，而企業分割對整個企業和其股東的財

富有正面影響的價值其來有二： 

 在分割宣告當時，股票之正面異常報酬反應 

 分割後，由於公司資產的調整、代理問題的減少及聚焦經營，使得營運績效

改善，企業價值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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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業分割的動機 

    因此根據以上兩個主要價值的基礎上，我們再深究實際上企業真正去做企業

分割的所要達到的策略目的為何以下會分別就內部控制面、財務面、資源掌握面

來三個面向來做描述： 

3.2.1 財務目的操作 

 使核心業務和投資概念更加清晰，讓公司價值不致被低估 

    受到財務報表有限的資訊揭露和透明度影響，市場往往無法了解多角化公司

內部的經營全貌。因此有可能低估了多角化經營的公司價值。企業分割可以將新

公司的價值展現出來，其表現不至於被再被和母集團的財務報表放在一起，獨立

成一家公司，讓財務報表更透明獨立。子公司的分割出來後，以適合的股本獨立

經營，獲利表現也不至於被母公司的廣大的股本一起分攤掉。可以真正反映出其

本身的實力。Cusatisetal（1993），以衡量股票異常報酬的方式調查企業分割出

來的價值，其發現企業分割後的母公司、子公司都會享受正面的報酬獲得。 

 節稅目的 

    在一家企業的成本結構中，稅是一項極重要的考慮因子。其不但會影想到最

後獲利，也會影響到一家公司的投資意願。根據台灣的的企業併購法規定，對於

企業分割所產生的印花稅、契稅、證交稅、營業稅都有給予租稅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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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闢新的籌資管道 

    股票市場並不十分喜歡同時經營不同業務的多元化控股公司：因為這類公司

通常不透明，難以對其真實價值進行分析，而且投資者也會懷疑公司是否有能力

同時經營好互不相關的行業。而當這類多元化公司將主要子公司分拆上市時，多

會得到市場的歡迎。不論原母公司，還是分拆後獨立上市的子公司，估值都會有

所提升，出現所謂價值釋放的現象。其原因就在於獨立後的子公司管理層獲得了

更大的自主權，有更多動力將業務擴大，業績搞好。而且分拆後不論母公司還是

子公司會有更豐富透明的信息披露，便於投資者進行正確的估值定價。子公司上

市後，母公司可實現承銷資本利得、實現獲利、創造現金流入。 

    母公司將子公司分割出去後，因為手上依然持有子公司股票，因此可以享有

子公司上市後的股票利得，轉售後更可以增加現金收入。例如，宏碁將其代工部

門緯創獨立分割出去。緯創申請上市後，宏碁不但有承銷利益進賬。掛牌後，宏

基陸續處分手中持股，增加了公司的現金流入。 

 

3.2.2 內部經營績效運用 

 聚焦經營、促進資源配置的效率 

    分拆有利於消除企業盲目擴張所帶來的負效應。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擴

張的內在衝動，無論是規模性擴張還是多元化經營擴張。但管理效率假說表明，

當規模擴張和多元化經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存在著一個規模報酬遞減的臨界點，

這時會產生一定的負協同效應，即由於企業規模偏大造成所謂的“X 非效率”。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7%A5%A8%E5%B8%82%E5%9C%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9A%E5%85%83%E5%8C%96%E6%8E%A7%E8%82%A1%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6%81%AF%E6%8A%AB%E9%9C%B2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9A%E4%BB%B7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9A%E5%85%83%E5%8C%96%E7%BB%8F%E8%90%A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7%84%E6%A8%A1%E6%8A%A5%E9%85%AC%E9%80%92%E5%87%8F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D%8F%E5%90%8C%E6%95%88%E5%BA%94
http://wiki.mbalib.com/zh-tw/X%E9%9D%9E%E6%95%88%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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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拆則可以消除企業盲目追求做大所造成的弊端，它通過對母公司和子公司業

務的重新定位，在確定母公司和子公司各自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可以使它們更加

集中於自身的優勢項目，有利於增強其主營業務的盈利能力。透過核心事業價值

強化經營效率（Johnsontal,1996），有利於消除企業盲目擴張所帶來的負效應。

過度多角化的修正。 

 鼓勵內部創業 

    新公司被分割有很多原因，其中原因為新公司的獲利能力已超越母集團，因

此母集團將其分割出去已取得新公司成長的好處，如此母子公司可以相得益彰。

企業應該保持好奇心，打造成學習型組織，鼓勵內部創業，才能不斷跟上趨勢、

永續經營。鴻海董事長郭台銘（2011）也曾喊出「艦隊分拆」，要將公司部分事

業群單位分割獨立，讓鴻海從一艘航空母艦，變成航空艦隊群。兩人英雄所見略

同。如果企業為了成長願意做出分拆策略，某種程度來說可以進一步激勵內部事

業群已被分拆獨立成子公司為目標來努力。如此一來可以更加激勵內部競爭力。 

 組織文化與經營特性與原本經營之業務相去甚遠 

    當新事業群與母公司間的經營特性已相去甚遠時，為了讓市場更容易看見此

新興事業群，也為了因為不同產品所產生的的不同內部管理文化。勢必得去針對

此兩個事業群研究是否做出切割的必要。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BB%E8%90%A5%E4%B8%9A%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88%E5%88%A9%E8%83%BD%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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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併購策略的修正 

    許多企業會用分割來修正過去因為併購策略不當的結果。過度的擴張失敗例

子像是美國線上與時代華納的合併。其合併結果並沒有創造出世界上最大的媒體

巨擎，後來遭遇了經濟泡沫、公司績效不佳造成公司價值急劇下降。當然失敗原

因並不是因為外部環境，而是還有內部倆造的企業文化和員工價值觀不同導致。

因此最後透過分割部分特定資產的手段來修補這樁併購案。Schipper and Smith 

（1993）和 Hite and Owers（1983）發現分割一個不相關聯產業之事業部，會

產生正面的異常報酬。這也是學術上所得到的實證。 

 

3.2.3 外部資源的掌握 

 新事業需要策略夥伴投入資源和技術 

    透過分割出去的新的子公司，因為與母集團的脫離使得其變成更為獨立經營

的單純個體，可以使其能吸引更多的策略聯盟合作案產生。加上通常這些夥伴需

要股權的參與是確保合作成功的先決條件。 

 新事業需要技術人才 

    需要有爆發力的股票認購權來吸引人才。一旦脫離母體公司，可以確保其經

營績效不會被合併至母集團下而導致稀釋了其利潤。如此一來其股票價值將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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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反應其傑出績效，更能吸引外部人才參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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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分割三條件 

    當企業因為策略目的調整要進行組織分割時，在什麼樣的條件成熟下，才是

具備分割的條件，許多企業往往在分割時過於倉促或是思考不夠周詳，只見其分

割利多，而不見其是否具備足夠能力去得到這樣的利多來達到原本的分割策略目

的。而為了探討企業在分割時究竟掌握的條件是否足夠了，首先就必須要去了解

一個前提，就是究竟今天企業分割的目的是什麼，知道了目的也才知道需要掌握

的條件為何。企業為了要達到商業策略目標，其分割目的很多種，包括財務上的

目的，例如：節稅或是籌資等。也可能是為了內部經營績效的管理，例如：聚焦

經營、資源重分配等。因此我們可以依據這些目的，大致將企業分割目的分成兩

種面向，一種是資源不足的前提下，企業執行分割為的是去母公司外部取得其所

欠缺的成長資源，例如：人才或是資金；一種是資源足夠前提下，透過分割獨立

擁有更大自主權，去外部追逐更高的成長動能。而本文所要探討的正是第二種狀

況下，如何判斷欲分割事業體是否已具備足夠的資源來進行分割的動作，去追求

真正的自主成長，才可以真正降低其在獨立經營後可能遭遇到經營上的風險。 

    其實對於一個欲分割的事業體來說，雖然在原本母公司的發展基礎上分割出

去時，已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和資源。但其分割出去之後就有如一個新建立公司般，

因為所有的決策不再有母公司的資源可以做直接的援助。所以在策略思考角度上，

必須就一家獨立經營的新公司高度來做規劃。所以按照這樣的思考脈絡，一家新

企業在開始正式營運前必須要掌握住什麼關鍵條件，也就是一個事業體在分割前

必須同樣得思考的問題。 

    在企業資源掌握策略上，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s Based Theory）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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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理論（Resources Dependence Theory）是已長期發展的相關主流理論，而

其理論背後也已得到很多業界實例的證明。在資源基礎理論下，Barney （1986）

提出企業是可以藉由自己的資源和能力的培養，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勢的。

所以對於一個新創企業體來說，是否有真正培養出關鍵核心能力是一個企業體要

成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而另一方面來說，在資源依賴理論下 Heidi （1994）

和 Ulrich and Barny（1984）認為多數企業組織無法僅透過本身的策略性資源

達到營運及成長目的，必須透過組織之外的依賴。企業也可以藉由刻意建構或整

合與其他組織正式或非正式聯結，從事有形或無形資源方面的交換，來提高資源

穩定性且幫助組織未來的成長。因此，對於一個新創企業體來說，本身能力暫時

無法掌握到資源，他必須要透過外部組織的依賴來交換到這些資源，而這也是

Teece（1990）所提出的互補性資產的概念。因此互補性資產的取得也是完備企

業能力的重要概念之一。 

    而同樣的概念也被 Parhankangas （1999）在其對於 54 家科技公司的問券

研究調查中所提到，其認為會影響到企業分割成功與否的變因分為四大類：第一

類為與母公司所有權大小和合作關係緊密的聯結度；第二類為互補性資產的掌握，

例如：經銷商、行銷能力、生產資源等；第三類為公司所掌握的自身競爭力也就

是核心競爭力，包括：技術、經驗等；第四類為其他因子包括當下市場狀態和商

業趨勢。如果單就本文欲探討關於資源條件掌握的討論下，與母公司的關係其實

可以併入第三類的公司本身核心競爭力的培養上。而這三項條件的概念也出現在

Tubke （2005）其對於企業分割成功要素的探討研究中，其針對了 211間高科技

公司做的問券調查，同樣在其設計的問題和結論中歸結出了這三項條件掌握的重

要性。因此，在此我們可以確立企業分割成功與否的條件掌握分為三大類，分別

為第一，內部優勢資源的掌握；第二，互補性資產的掌握；第三，外部市場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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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掌握。本文將在下面就這三項條件分別深入的作相關理論探討和實例的佐證來

強化這三條件模型的基礎，並同時以工具書的概念導入究竟企業在怎樣的評量標

準下，才能算是將這三個條件牢牢掌握住。 

    第四章第一部分將把重心放在企業資源掌握此構面上，將以資源基礎理論為

基礎首先探討企業在本身內部優勢資源建構上在策略制定上的重要性，企業如何

藉由自身的資源和能力上的培養與精進，形成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第二部

分進而在這些競爭優勢上去探討，需要根據什麼樣的衡量標準來找出能為企業真

正帶來利潤的核心能耐。第三部分則去探討外部資源（互補性資產）的掌握，企

業不可能擅長和專精於每項營業活動上，而一家企業的成功也不單單僅依據內部

能力。因此當內部的核心能力確切掌握後，在本身企業所不擅長的營業活動但卻

又是策略要成功的重點活動是否要去掌握，又該如何去掌握。第三節則是告知如

何判定外部市場狀況是否已經成熟到可以分割子公司到市場中獨立經營。 

4.1 條件一內部優勢資源的掌握 

4.1.1內部競爭優勢的培養 

    在資源基礎理論的建立上有兩個相當重要的假設，第一個是 Penrose （1959）

所提出的資源異質的觀念（Resources Heterogeneity）。第二個則是 Selznick & 

Ricardo （1957） 提出的資源固化論（Resources Immobility）。Penrose認為

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也就是說每一個企業所掌握的

資源和能力是不同的，就算今天掌握的資源是恰巧相同，也會因為人的運用方式

不同，給予其不同的組合方式而產生所謂的異質性。而這樣的的相異性也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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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策略資源運用上有所不同。例如今天有兩間工廠都擁有同樣的機器設備和

相同技術的操作工，但最後在產出上這兩間企業所反映出來的效益依然不同。原

因是因為企業高層在操作人員的心理管理上和機械排程的順序上用了不同的運

作方式。不同的管理知識運用在相同的人力和設備上而造就了不同的產出，這樣

不同的管理知識也就是企業資源異質性的一種。第二個資源固化論的假設，就是

資源的不可移動性，也就是說資源一定俱有某種程度的不可複製性，他人今天要

做模仿時候必須要花費一定的成本，當然這成本可大可小，但模仿者必須要付出

代價才可以複製相同的成果出來。在這兩個前提假設下，如果今天企業透過自己

的方式所創造出來的特殊資源使用方法，也就是所謂的優勢資源。而模仿者又必

須花費極大成本才能學會這些優勢資源，也就是別人不好學習的特殊資源。那我

們可以稱這些優勢資源可能就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 

    Barney（1986）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下，將資源基礎理論正式予以理論化呈現。

其正式提出企業是可以藉由自己的資源和能力的培養，形成長期且持續的競爭優

勢的。他進一步將企業資源分為三種類型：有型資源、無形資源、組織資源。 

 有型資源：最容易被估計價值，且會呈現在財務報表裡的，例如：設備、   

原料、土地等。 

 無形資源：包括公司的專利、品牌、商譽、文化等。這些無形資產俱有不會 

被消耗完畢的特性，且會跟著時間使用的越長，越能累積出更多的價值。比 

如說可口可樂其最有價值是其那全世界都知道的商標品牌。 

 組織資源：如同前述所舉的例子，如果今天俱有相同的設備和人力，但甲 

公司卻可以發揮出比乙公司還要大的效益，其不一樣的管理技能就是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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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資源。其可以將無形和有形資產透過組織的資源的力量轉化為更有價值的

產出。 

     Barney（1986）認為這些資源要能夠成為優勢的資源必須要具備四項特性。

有價值（V）、有稀缺性（R）、難以模仿性（I）、組織問題（O）。並透過四種檢視

標準來去檢視這三樣資產是否是俱有特殊異質性和足夠的資源僵固性，因此創立

了 VRIO模型。其概括了該模型的核心思想：長期的競爭優勢不能通過簡單地評

估環境機會和威脅，然後最後選擇在高機會、低威脅的環境中經營業務來創造價

值。長期的競爭優勢還必須依賴於獨特的資源和能力，企業還可以把這些資源和

能力應用於環境競爭中。為了發現這些資源和能力，管理階層必須從企業內部尋

求具備這四個特性的資源，然後經由他們所在的組織開發利用這些資源，如圖

一。 

 

 

 

 

 

 

圖 1競爭優勢的發展過程 

    因此在第一部分競爭優勢的累積，當企業想要在資源基礎理論的基礎上去發

展出屬於自己具有可持續性競爭優勢的資源時。可以透過 VRIO 模組來提出四個

問題來檢視自己。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E%AF%E5%A2%83%E6%9C%BA%E4%BC%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6%BA%90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3%BD%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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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性（V）：企業的特殊資源在環境威脅、機會出現時能做出有能力的反

應嗎？ 

 稀缺性（R）：多少競爭企業已具備了與你相同價值的資源和能力？ 

 可模仿性（I）：不具備這種資源、能力企業在取得它時，須耗費極大成本

嗎？ 

 組織能力性（O）：貴企業的組織能充分利用此資源和能力並發展出競爭潛

力嗎？ 

 

4.1.2內部核心能力的建立 

    在了解一間企業所需要的長期競爭優勢必須要具備什麼樣的優勢後，

Prahalad＆Hamel（1990）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了『核心能耐』的概念。其給予

了核心能耐一個明確的定義： 

核心能耐： 

“組織由過去到現在所累積的一種知識學習效果（Learning），它需要告事

業單位間充分溝通、參與投入、特別是使不同生產技能之間能合作無間或是

將各種不同領域的技術加以整合的能力，並且提供顧客特定的效用與價值。

從與服務和產品的關係角度來看，核心競爭力實際上是隱含在公司核心產品

和服務裡面的知識和技能，或者知識和技能的集合體。它是組織內集體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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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特別是如何協同多元的產品技術與整合多種技術串流。” 

但並非所有的競爭優勢都是屬於核心能耐。核心能耐是透過各種活動和決策所焠

鍊出來的特殊競爭優勢，此競爭優勢是持續性的，不易被對手模仿的的優 

勢。當然，說的這裡似乎與第一部分對競爭優勢的定義頗有雷同。核心能耐是衍

生於競爭優勢，Collis & Montgomery （1995）給予了核心能耐更明確的界定方

式，其認為可以讓競爭者無法再進一步模仿核心能耐的原因是因為，企業的核心

能耐具備以下更深入的四種特性： 

 實質獨特性（Physical Uniqueness） 

 途徑依存性（Path Dependence） 

 原因不明（Casual Ambiquity） 

 經濟性阻礙（Economic Deterrence） 

 

也就是說競爭者除了模仿此競爭優勢除了需要付出很大成本之外，他根本連該如

何模仿都不知道如何著手，因為這樣的競爭優勢如同前述定義。它是一種組織文

化的長期培養下的一種『技術串流』。 

    舉個簡單的例子：根據通一企業年報（2015）統一超在 2014年商突破了 5000

門店，其成功之道在哪裡。許多人會回答今天統一超商會成功原因是因為他的通

路店鋪非常多，加上其卓越的店鋪管理能力。當然，這樣能力的確是他的競爭優

勢資源之一。但其實大家如果用心注意，其實一家小小的店鋪裡，具備了許多讓

人印象深刻的服務，例如熟食、熱食、宅急便、收書服務、洗衣便（已結束）、

city cafe等。這些各式便利服務背後其所管理的不單單只有店鋪裡如何呈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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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店，其背後強大的各式支援能力才是真正造就 5000家店鋪的原因。多品牌產

品開發能力、背後完備的物流網，甚至是統一集團下在多年多角化經營下，不同

事業群（例：星巴克、無印良品和阪急百貨等各式單位）所帶出來的範疇經營綜

效。這些豐富經驗衍生出來的市場嗅覺、搭配上完備的物流系統和傑出的店鋪管

理能力等等，這些都是吸引了更多的國外產品願意與統一超商合作，因此豐富了

統一超商的各種創意服務和商品，最後吸引到廣大消費族群認同，到達今天台灣

突破 5000間門店的規模。所以其競爭優勢可以說是他商品開發能力、快速的物

流服務和店鋪管理能力。但其真正的核心能耐卻是靠著這些競爭優勢闖蕩市場所

多年累積下來的各競爭優勢間的統合運籌能力，而這樣的統合運籌能力累積出了

卓越的市場開發敏感度，和其衍生出來的多品牌營運能力，因此讓國外品牌和商

品願意與信賴統一集團進而進駐統一超商，將最新奇商品和便利的服務提供消費

者。 

    我們可以從這例子看出所謂的核心能耐並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單一能力

或是資特定源。否則它只是一個俱有優勢的資源，因為到最後競爭者依然透過一

模式學習獲得到同樣的資源。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核心能耐是建立在競爭優勢之上，因此除了上述核心能

耐所具備的四個特性之外，企業今天在到底該如何判斷自身的核心能耐是什麼呢？

McGahan (2004)說明一個很直觀且實務的做法：就是要判斷資產或是活動是否為

核心能耐其中一項方式就是，若是取消這項資產/活動一年後，無法找其他資產

或活動取代，將導致整個公司獲利率衰退。例如可口可樂的商標是核心資產，如

果停止其商標使用一年，整個公司的營收將明顯下降。除此之外，還可以進一步

詢問以下三個問題。方知道今天公司在發展自身優勢資源上，到底應該要把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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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哪裡，哪部分才能真正建構起對手無法學會的長期性競爭優勢。 

 核心能力是否可以提供公司未來進入多種產品市場的可能途徑？ 

 核心能力是否可以對要對使用產品的的顧客產生真正價值？ 

 核心能力是否真的無法讓對手模仿（知識集合體概念）？ 

4.1.3小結 

    本節已經將核心能耐的定義和判定給予了詳細的說明。也就是說所謂的內部

優勢資源就是核心能耐，而核心能耐的建構則有賴於競爭優勢的培養，只擁有競

爭優勢依然是容易被仿效的而無法長久經營的，因此唯有確實掌握到核心能耐才

算是真正掌握住了內部競爭優勢，則分割出去時也將更能快速地得到市場認同，

成功跨出第一步。 

4.2 條件二 外部互補性資產掌握 

4.2.1互補性資產概念（Complementary Resources） 

    在資源基礎和依賴理論的基礎上，Teece （1990）提出了一個論點，此論點

也是根據最源頭的資源基礎理論所衍生出來的。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資源基礎理

論的假設之一 - 資源異質性。根據此假設，廠商在異質性資源不同的掌握前提

下，已經培養出屬於自己的競爭優勢。廠商根據自己所培養出的特殊資源所參與

的營運活動和範疇自然也因此會有所不同。Teece（1990）認為廠商在價值鏈活

動上會因為這樣的特性自然會專注在某一領域的活動，因為廠商會受到過去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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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因素，現有的能力結構、策略選擇而形成經營範圍上的差異。但企業在實際上

營運是無法面面俱到掌握到各項資源，因此會尋求擁有其他廠商的合作以擴大整

體經營價值。 

    因此就在這樣的論點下，學界根據資源依賴性的基礎衍生出了『互補性資源』

此一名詞（Complementary Resources）。Teece (1990)研究指出很多企業創新或

發明產品的公司，到最後反而常常是市場的輸家，讓模仿或是跟隨者坐收漁利，

這是什麼原因？如果今天創新者不能得到對應的市場回報，很快就沒有任何企業

願意進行創新活動。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 3個： 

 企業創新能否有效地被保護：如果創新能夠有效地被保護，有利於創新者維

持創新的優勢，跟隨者或模仿者就很難後來居上；反之，如果創新難以保護，

容易被模仿，創新者又沒有妥善的因應策略，創新的優勢便很容易喪失。 

 主流設計的出現：能否運用核心技術來取得產業主流的地位。 

 互補性資產：指的是在創新過程中，所需的支援性活動或能力。這樣的能力 

是企業要將技術商品化所需的行銷、製造、配銷通路、服務、商譽、品牌與互

補技術等等。 

    本篇我們將重心放在第三項互補性資產的取得上來討論。吳思華（2003）在

策略九說中也提到，企業是資源統治機制。在經營活動時企業需要很多不同資源，

包括原材料、技術、生產設備、資金、人力、通路等，如何將這些資源有效統合

發揮最大效用是企業經營活動中最重要策略課題之一。所以他將資源統治分為兩

個類型，一個是『內部組織型』，也就是完全由內部組織自行生產。另外一種則

是『市場交換型』，亦即從公開市場中購買或取得必要資源，例如：關鍵零組件、

技術專利、通路、資金的籌措來源等。所以包括衛星工廠、長期配合的通路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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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往來的銀行都是取得所謂互補性資產的來源。一間企業如果只專注在核心能

耐資源的培養，而忽略了也同樣是成功要素的外部資源，那終究無法取得成功。 

我們可以舉個業界較為熟知的經典案例來闡述這樣的概念。根據 Cheers(2012)

探討的個案裡的 EMI公司，曾經是最早開發出醫療用的 CAT Scanner，但是這種

儀器很容易被模仿，且在專利過期後將會有大量的廠家跨入此行業進入進行競爭，

再加上 EMI對醫療產業全然陌生，並沒有掌握住除了產品本身以外市場能成功的

要素。到最後反而是擁有關鍵互補性資產（銷售通路和與大醫院的良好關係）的

GE成為市場的領導者。 

    企業經營本在專業分工基礎上運行，也因為這樣更必須要有效的透過掌握住

內、外關鍵資源才能成就成功。但是究竟該如何掌握外部關鍵資源，所必須要考

量的點為何？ 

 

4.2.2 互補性資產的獲取成本 

    吳思華 （2003）提到這樣的取得外部關鍵資源的合作模式稱為『網絡發展』。

網絡關係的建立目的是要取得關鍵的互補性資源，但網絡建立成功的前提是除了

彼此合作契合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透過這樣的合作模式可以讓雙方的交易成本

降低，達到彼此效益最大化。交易成本這概念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oase

（1937）所最早提出。他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認為交易成本是“通過價格機制組

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就是所有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市場上發生的每

一筆交易的談判和簽約的費用”及利用價格機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而後

Williamson（1975）將交易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交易成本進一步具體化並歸類為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B7%E6%A0%BC%E6%9C%BA%E5%88%B6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B8%E5%AF%B9%E4%BB%B7%E6%A0%BC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0%88%E5%88%A4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B7%E6%A0%BC%E6%9C%BA%E5%88%B6
http://wiki.mbalib.com/zh-tw/Willia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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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種： 

 

 搜尋成本：商品信息與交易對象信息的搜集。 

 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對象信息與和交易對象進行信息交換所需的成本。 

 議價成本：針對契約、價格、品質討價還價的成本。 

 決策成本：進行相關決策與簽訂契約所需的內部成本。 

 監督交易進行的成本：監督交易對象是否依照契約內容進行交易的成本，例

如追蹤產品、監督、驗貨等。  

 違約成本：違約時所需付出的事後成本。 

 

    吳思華（2000）對於交易成本也給了一個概括性的定義，『在交易行為發生

過程中，伴同產生的資訊搜尋、條件談判（議價）與監督交易實施（品管）等各

方面之成本』。因此加入前段所描述的內部核心資產的部分，用一個數學公式表

達企業如何有效率的管理內、外部資源： 

 

最佳資源統治策略=極小化（資源統治成本） 

                =極小化（生產成本＋交易成本） 

    建構在交易成本理論基礎上的資源掌握方法，最重要的基本概念是必須要注

意的是企業所投入的所有衍生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去做這交易。如果合乎成本則可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E%A8%E4%BB%B7%E8%BF%98%E4%BB%B7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A%8C%E8%B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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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之亦然。 

4.2.3互補性資產的掌握模式 

    Prahalad＆Hamel（1990）同樣也提到過相同的掌握互補性資產的概念，他

認為資源槓桿的運用可以提高企業生產力，也就是透過外人的提供來延伸去掌握

此外部資源。而掌握外部資源方式有很多。Thompson(1967)曾提出資源互賴的類

型，認為組織間最常存在三種互賴形式： 

 

 聯合式（Pooled） 

    組織成員間分享產出或個別的資源，不過個組織間仍以獨立形態運作。係指

某特定組織甲。首先以獨立型態運作，繼而再將產出與其他組織，乙進行結合的

依賴型式。換言之，只有組織間的聯合產出，才會對組織整體目標有所貢獻。 

 

 系列式（Sequential interdependence） 

    組織產出成為另一組織的投入時的互賴關係。指一組織甲的產出為另一組織

乙的投入，而此種相依性為單向關係。在系列式相依性中，若被相依的一方甲，

其產出不合乎品質水準，則將會對相依乙的一方造成很大的影響。上下游合作，

例：煉油廠。 

 互惠式（Reciprocal interdependence） 

    係指二組織 (甲、乙) 間相互交換投入與產出，所以二組織 (甲、乙) 間呈

高度相依性的關係。組織間彼此形成一中相互交換投入與產出的互惠關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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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系統間醫療知識的合作。 

    因此根據這樣研究，Prahalad＆Hamel（1993）將現今企業間的主要互賴關

係模式分為幾項大類，包括營運累積、直接獲得、刻意發展、策略聯盟、以及多

角化 

    但如果只透過判斷交易成本高低來決定採行哪一種資源掌握方式時，可能會

因此影響了企業在長期策略發展目標的判斷。因此，湯明哲、李吉仁（1999）針

對廠商掌握外部資源的方式分別加入了兩個構面再深化了掌握資源時的策略思

考點，而不會單單只著重在成本的估算上，加入了企業長期發展需要思考的構面。

第一個是企業欲掌握的資源是否俱有競爭優勢，第二點則是此資源所要發展的活

動是否公司策略發展重點。並進一步提供了下列四種準則去判斷。自行發展策略

（Insourcing）：具有競爭優勢又是策略重點的活動。企業應該要將此資源和活

動化作核心能力之發展目標。 

 策略聯盟（Alliance）:不具有競爭優勢又是策略重點的活動：根據有核心

能耐的外部廠商合作以降低成本。 

 槓桿策略（Leverage）：具有競爭優勢但非策略重點的活動。將技術和產能

授權或是提供給外部廠商使用。 

 外包（Outsourcing）:不具有競爭優勢也非策略重點的活動。將此活動以委

外的分工方式，交由外部廠商處理。 

如果以雙軸來呈現，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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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外包與專業製造廠商-雙贏策略」（1999），遠見雜誌，12月號 

 

4.2.4小結 

    Pfeffer and Salancik（2002） 對於組織相互依賴性程度的高低，提出三

個主要因素： 

 資源的重要性：資源對於組織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資源的控制性：利益團體對於資源分配與使用之自主權或裁量權大小。 

 資源的選擇性：可選擇方案多寡。 

    其實這三點基本上就有貫穿前三節所談論的主軸，除了內部資源的發展培養

上，在外部資源掌握上必須要有所判斷，並進而透過交易成本的概念來去衡量此

資源在外部環境中的本身企業可以掌握的程度和成本評估，並最後根據企業長期

發展目標的策略去決定掌握外部資源的方式。我們可以以下此圖來為此章節做個

總結。 



 

 
37 

 

圖 3互補性資產的掌握 

4.3 條件三 市場機會面 

 本篇章節是針對Aaker（2008）曾探討關於如何去判斷企業所身處的外部市

場的機會點進而去發展企業的外部市場發展策略。對於在任何產業的任何企業而

言，市場絕對是左右企業獲利與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一個規模大且

競爭者少的市場，企業就越有機會從市場中賺取獲利。反之，一個規模小且競爭

者眾的市場，對於企業的經營就極具挑戰性。而企業獲利的多少，將是影響未來

發展規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對於任何產業中的任何企業而言，如何有效掌

握並評估市場，以便採取適當的策略回應，可說是企業經營成功的第一步，也是

最重要的一步。 

 現今所有的市場都是極為動態（Dynamic）的，市場的多變性已經不再是不

尋常。過去視年度策略計劃為不可撼動的指導方針的想法，在現今複雜且多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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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環境下，已不再適用。現在的企業必須對市場的變化有敏銳的嗅覺，策略計

劃必須隨時應對環境做更改，畢竟今天成功的策略，不再是明天成功的保證。誠

如商學教育的基本思想：企業組織追隨策略，而策略追隨環境（Organization 

follows Strategy; Strategy follows Environment）。 

 對於一個新分拆出去的公司而言，對於市場的認識與掌握更為重要，因為

它更需要市場提供足夠的能量來支持公司的發展。對市場沒有充分掌握而貿然分

拆出去的公司，可能會因為銷售不佳獲利不足而使發展受到限制，甚至進而導致

失敗。因此，公司分拆前首當之務，必然是探究欲進入的市場到底是不是有利可

圖。 

4.3.1 市場分析的目的 

 Aaker（2008）認為，市場分析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個目的，是在決定市

場對於目前以及潛在市場參與者的吸引力程度有多少。所謂吸引力程度，指的其

實就是市場的潛在可獲利程度。其衡量的思想概念，是以市場上所有參與者長期

投資下所能獲得的總回報。這也就是嘗試在回答，到底這個市場對企業而言是否

有利可圖。值得注意的是，此以論點應以整個產業為主體的角度觀之，而非從單

一企業的視角。 

 市場分析的第二的目的，在於了解市場的動態性，這包含辨識出主流市場

外的潛在市場、在該產業中的關鍵成功要素、產業趨勢、威脅、機會和策略上的

不確定因素。對於這些市場觀察面向的了解，有助於企業在往後策略發展上，應

搜集什麼樣類型的資訊並進行怎麼樣的分析，產生指導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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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上述，市場分析並不只是單純探究市場有多少獲利的潛力，更重要的

是從市場分析去了解競爭者、消費者以及市場的結構。Aaker（2008）的市場分

析其實是奠基於客戶分析與競爭者分析。這麼做有個很重要的目的，確保企業所

推行的策略投資決策，符合產品與市場的適配性原則。所謂產品與市場的適配性，

簡而言之，就是企業所推出的產品與服務，必須是能夠符合市場需求。市場分析

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探究市場的需求為何，而這樣的需求有多強烈，也就是所謂

市場的吸引力程度。但企業光是能夠辨識市場的需求還不夠，因為市場的潛在可

獲利程度，並不能保證企業進入市場的成功。 

    企業要在市場上獲致成功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在於企業能否深入了解

市場上的競爭者，並且了解自身的優勢與劣勢，相對於競爭者而言又是如何。這

樣的思考對於企業探究什麼是關鍵成功要素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關鍵成功要素

包含企業在市場上競爭所需的資產和能力。如果企業在某一關鍵成功要素處於劣

勢，而又無法透過完善的策略中和，那麼企業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就會被限制。

因此，市場分析的面向除了市場的可獲利程度之外，還需納入競爭者與自身關鍵

成功要素的探討，才能對市場動態有全面且完整的認識，也才能為企業在發展策

略決策時，起到明確的指導與管理作用 

4.3.2 市場分析八要點 

 為了能完整且全面了解市場的可獲利性，以及自身與競爭者之間的競爭態

勢，Aaker（2008）提出從以下面向來深入探討市場，包括：潛在次級市場、市

場規模、市場成長率、市場可獲利程度、成本結構、配銷通路系統、 

發展趨勢、關鍵成功要素。以下詳細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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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的次級市場（Emerging submarket） 

 任何一個企業管理者必須思考自身產品或服務與市場需求的適配性，Aaker

在其著作使用的字眼是相關性或攸關性。這樣的思考，本質上就是在試圖辨識出

並了解潛在次級市場的樣貌。企業根據對市場樣貌的認知，回頭檢視自身所擁有

的資產與能力，並調整所推出的產品或服務，或是品牌組合，以便增加企業與市

場的相關性。換言之，企業為了維持自己在市場的被接受程度，主動深入了解市

場需求為何，並為此調整自身條件，以保持市場對企業的偏好或認同。 

 在這裡之所以用潛在的次級市場一詞，是為與主流市場做區別。主流市場，

可以是與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或是所歸屬產業有直接相關之市場。而所謂

次級市場，則是從主流市場延伸出去的新市場範疇。例如，能量棒品牌PowerBar，

在市場成功推出能量棒產品後，將食用能量棒的市場群體進一步的細分成更多更

仔細的小市場群體，例如專為女性設計的能量棒Luna、高蛋白能量棒Balance、

低卡能量棒Pria和糖果口味能量棒Balance Gold。PowerBar透過將原本一個廣大

卻含糊的市場，切細到多個但更精確定義的小市場，成功地將能量棒市場的規模

擴大，也重新定義了該公司探究市場的角度與面向。Aaker提出的潛在次級市場，

是一個很具啟示性的想法，也是後續七個市場分析面向的基礎。當企業在思考目

標市場時，應該用更廣泛的視角，千萬不要忽略了隱藏在主流市場之下的極具潛

力的次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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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規模（Actual and potential market and submarket size） 

 當企業將市場的範疇界定好之後，接下來的重要課題，就是要知道這個市

場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或可獲利性，探究市場規模的大小是很重要且必要的一步。

所謂市場規模的大小，指的就是市場的總銷售規模。企業可以仰賴許多外部公開

的量化數據或分析來取得對市場規模的認知，例如某些指標性企業的公開財務數

據、政府統計數據、下游廠商的財務數據、商情雜誌、商貿機構等。如果企業有

資源，甚至可以針對產品使用者，也就是終端消費者，主動展開消費者調查，借

此抽樣調查結果合理推估市場總規模的面貌。當然，企業也可同時採用不同資訊

來源相互比對，達到相對更完整客觀的結果。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談到的資料收集方法，通常對已經具體可預見的主流

市場，或是已有充分資料支持的次級市場之探究比較有直接幫助，潛在市場的樣

貌不見得能在上述資料中被反映出來。潛在市場，可以指的是新類型的使用者群

體、產品或服務的新使用方式或需求、甚或是使用頻率的增加使得整體市場規模

顯住的增加。 

 辨識出潛在市場並探究其規模大小，對企業來說著實是個挑戰。此外，企

業不僅要辨識出潛在市場的存在，還要能有所預測並設想與之接觸的可能模式。

很多企業經營者或策略專家往往因為欠缺洞見，忽略了對於潛在市場的探究而損

失可觀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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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靈潛在市場 

 Aaker(2008)進一步指出兩個在思考潛在市場規模的課題，幽靈潛在市場以

及小而美的市場。關於幽靈潛在市場的思考，是要提醒企業管理者，有時一個潛

在市場的存在看起來理所當然，但不要忽略一些實現市場的要件，否則看似龐大

的潛在市場終究是無法被實現，如同鬼魅幽靈一般，看似真實但卻無實際形體。

其以電腦在開發中市場的銷售為例，一般認知都會同意電腦的銷售在低度開發的

市場極具潛力，但事實上很多這些市場的消費者缺乏足夠的收入，也缺乏適當的

應用軟體科技與電腦相互配合，致使電腦銷售在這些國家看似會有可觀的成長，

實際上卻沒有預想的美好。 

 有時候，企業不見得一定要追求越大越好的市場規模，某些看似小眾的利

基市場，事實上卻能為企業帶來極為可觀的效益。企業不應該刻意避開這些小眾

利基市場，這麼做可能使企業自拒於一個充滿活力與獲利可能的市場領域。另外，

很多後來成為規模龐大的市場，不少也是從一個小眾利基市場開始發展，發展的

潛伏期有時甚至會持續好幾年。企業如果沒有長遠眼光而總是刻意避開看似渺小

的潛在市場，將來潛在市場開始成長時，企業反而需要面對失去先進者優勢的挑

戰。 

 

 小而美市場 

    小而美的市場觀察，與Anderson（2004）所提出的長尾理論在思想上相互輝

映，有時分散且規模小的市場，集合起來也可以成為一個規模可觀的市場。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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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許多成功實例也支持著這樣的想法，根據Netflix年報，其21%的銷售來自於不

曾在一般零售店上市的電影。Rhapsody，一家美國會員制的線上音樂串流服務，

提供其會員超過150萬條音樂歌曲，其中41%的音樂銷售，從未在一般音樂實體零

售店中出現。 

 然而，企業也不應該過分投入於太多的利基市場，而忽略主流市場。對於

利基市場的探尋與挖掘應該是成為企業經營主流市場的補充，而非本末倒置。經

營太多利基市場，不僅可能大幅提高企業的營運成本，降低效率，也可能模糊了

消費者對企業品牌的認知。儘管如此，仍然值得適度地關注潛在的利基市場，因

為現今客戶的偏好多變，且越變越快，消費者也比過去更容易接受到市場資訊，

企業要比以往對於市場需求的變化更為敏銳。另外，經常關注潛在的利基市場，

有時也有助於企業構思切入市場的新方法。 

 市場成長率（Market and submarket growth） 

 另一個探討市場吸引力程度的重要課題，就是市場的成長率。市場成長率

的意義，在於當所有環境條件不變，即便市佔率沒有提升，銷售量與利潤仍然成

長。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市場成長率也表現在，當市場的需求明顯大於供給，且

企業的成本也沒有顯著下降，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卻並沒有因此而顯著的下降。 

 一般而言，企業應該都要追求高成長的市場，盡可能在市場成長時投注資

源與心力，以便抓住這股上揚成長的趨勢。對於成長在減緩甚至下降的市場，企

業應可思考縮減資源的投入，開始脫手離開市場。對此，Aaker（2008）卻有不

一樣的觀察與想法。他認為一個成長率正在下滑的市場，對企業來說可能才是真

正的機會，因為當其他競爭者都在逐步推出這個市場，而企業卻能夠在當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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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並生存下來，漸漸地企業就很有可能在這個仍有利可圖的市場成為主導者。

追逐持續成長的市場有時也不見得是萬無一失的選擇，因為許多企業往往忽略了

高成長市場的諸多風險。 

 這些風險包括許多超乎企業預期的現象，例如，競爭者的數量、競爭者優

越的競爭能力、市場上關鍵成功要素改變，但企業跟不上腳步、科技的變化、市

場成長不如預期、市場產能過剩或是銷售端點惡意競爭導致的嚴重價格下滑、市

場上缺乏支撐高成長的資源或條件、以及市場上缺乏合適，或是企業無法掌握有

效的配銷通路系統等。 

 但究竟企業要如何看待市場的成長，首先要先找出推動市場成長的因素。

找出成長因素是很重要很根本，卻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步驟，若是沒有掌握成長的

因素，企業很可能只是盲目追逐市場的成長，當成長率下滑時，企業自然也就不

知道關鍵問題在哪，顯得束手無策，甚至失去重要的轉變契機。  

 找出推動市場成長的因素之後，接著就要能預測這些因素未來的變化，也

就是預測市場的成長。一般來說，企業都會以歷史資料最為對未來預測的根據提

醒企業在使用這類型資料時必須謹慎，因為過去的走勢結果，很可能是受到當時

隨機發生的波動，或是短期經濟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可能造成管理者對於未來過

於樂觀的期待。企業管理者或是策略專家真正要關注的，除了市場如何成長之外，

還要能預測市場的成長何時會出現平緩或往下的轉折點，哪一個成長因素會發生

轉折，甚至整個市場是否會轉向另一個方向成長。畢竟，市場不可能永遠呈現上

揚的成長走勢。 

 除了謹慎使用過去資料以及客觀量化資料之外，分析領先指標也有助於市

場成長與轉折點的預測。例如，教育產品或服務市場需求的成長，其推動力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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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新生兒人口的增加，出生率與出生人口於是成為教育產業觀察市場變化的領先

指標。又如電腦與印表機的銷售，可以作為印表機耗材需求與維修服務需求的領

先指標。對於新產品或服務市場需求的預測，可以其他相似品的成長歷史資料作

為參考依據。  

 關於如何探究市場成長的轉折點，Aaker（2008）提出除了觀察歷史銷售數

據以及產品生命週期之外，另外六個觀察指標：1，當市場成長趨緩或甚至衰退

時，市場上的價格因為供給過多而受到下調的壓力。另外市場上各競爭者推出的

產品或服務會高度同質，彼此間的差異性不再顯著。2，當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

務的知識水準越來越高時，表示對於該產品或服務越熟悉，消費者也就越不願意

付出高價以獲取品牌所帶來的保證。例如，早期消費者對於電腦產品不熟悉，相

關知識也並不普及，消費者因此高度仰賴電腦商的品牌，視品牌為品質的保證。

近年隨著消費者對於電腦知識水平的提升，越來越多消費者反而選擇購買零組件，

自行組裝符合自己需求的電腦，電腦品牌對於消費者購買的影響力，顯著的被削

弱。3，當市場上出現有相互替代關係的產品或服務時，一方成長率的上升，就

意味著另一方的衰退。4，當市場上首次使用者數量在減退時，也是市場成長趨

向成熟或衰退的領先指標。5，當產品或服務已經找不到新的使用方式，或是新

的使用群體時，表示市場已經被充分開發，找不到可以促使市場再度成長的新來

源。6，最後，有時市場成長走向衰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消費者對該產品或服

務已失去興趣。換言之，消費市場顯著的偏好變化，會直接且顯著地影響市場的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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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的可獲利程度（Market and submarket profitability） 

 市場到底多有利可圖，一直是個極具挑戰性的難題。Aaker（2008）在他的

著作中，用相對性的觀點探究市場的可獲利性。其認為，探究市場可獲利性，本

質上是在了解市場上所有參與者的平均獲利程度(how profitable the average 

firm will be)，而企業要發展合適的策略使自身的獲利表現高於市場平均值。

如果市場整體平均獲利程度高，那麼企業就有比較大的機會，從該市場獲得較高

的財務回報。 

 一個市場總體的可獲利程度事實上牽涉很多複雜的因素， Porter發展出來

的五力分析模型(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是個合適分析市場總體面向

的工具。基於五力分析模型，決定市場的可獲利程度，主要有五個面向，而每個

面向都能有效解釋為什麼某些產業的市場可獲利性，高於另外一些產業。 

 現有競爭者之間的競爭強度 

 關於市場現存競爭強度的面向，Aaker（2008）提出四個關鍵議題，以及與

議題相應的問題思考。關鍵議題包括：1，現存競爭者數量、競爭者的規模、競

爭者對於市場競爭的企圖強度。2，競爭者間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以及市場策略

同質性程度。3，在產業中為保持競爭的固定成本高低。4，進出障礙的高低。 

 就探究市場目前的競爭樣貌而言，首先思考市場上現存競爭者的質與量，

以及這些競爭者到底有多強烈的企圖。接著，觀察並檢視目前這些競爭者，在市

場上所推出的產品或服務，彼此之間的差異化程度是否顯著，競爭的本質是否在

於競爭者之間獨特的差異性。再者，檢視產業整體的成本結構，特別是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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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一個固定成本較高的產業，如航空或電信業，比較不會因為產能過剩而

價格巨幅下跌。最後，思考產業是否有顯著的進出障礙。 

 

 獨佔、寡佔、壟斷性競爭與完全競爭市場 

 深入探討此關鍵議題，不難發現，上述的思考過程其實非常接近在四種經

濟學的市場競爭形態之中，試圖為企業所面對市場定義一個合適的位置。根據經

濟學理論，市場被粗略分為四種競爭形態，獨佔、寡佔、壟斷性競爭與完全競爭

市場，其分類評判的要素，就是Aaker（2008）根據Porter五力分析所提出的四

個關鍵議題。將四種市場競爭形態與四個關鍵議題結合起來，就不難看出競爭形

態對於市場可獲利程度的顯著影響。當市場競爭者越少，產品與服務同質性越低，

固定成本且進出障礙越高，存在於市場上的競爭者可獲利程度就越高，最極端的

表現就是獨佔。 

 以台灣市場為例，台灣電力公司是全台灣唯一能夠販售電能的獨佔公司，

市場上因為沒有其他競爭者，產品的同質性程度對於市場可獲利性就不具顯著影

響力。電力公司固定成本高，需要龐大資金建構廠房。同時，電力市場受政府法

規監管，因此進出入障礙高。台灣的電力市場對於台灣電力公司而言，就是個極

具可獲利性的市場。 

 相反的，台灣隨處可見的一般便當飲食店，就是典型的完全競爭市場。只

要能租下一個小店面，有基本廚房設備並符合基本衛生條件，有能力進貨並有少

數員工能夠烹調食物，一家便當飲食店就可以快速建成營運。一家普通的便當飲

食店起始資金、技術性、固定成本與進出障礙都較建立一家電力公司低，法規環

境也相對自由許多，因此可以輕易觀察到便當飲食店數量繁多、平均規模都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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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同質性高的現象，這樣的現象在大學院校、商業區等人潮眾多地區尤其明顯。

一個趨近完全競爭的市場，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市場激烈的競爭，也就因此壓縮了

市場上所有競爭者的可獲利程度。 

 當市場可獲利程度高時，潛在競爭者加入市場競爭的可能 

消費者基礎方法與策略群體方法 

 在探討競爭者與市場可獲利程度的互動關係之前，必須先能辨識出誰是競

爭者，而競爭者又分可為現存與潛在的競爭者。其提到兩種辨識競爭者的方式，

一是消費者基礎方法（customer-based approach），另一個是策略群體方法

（strategic group approach）。前者強調競爭關係的存在與否，端看消費者在

進行購買時，是否從兩者中間做出排他的選擇。換言之，當消費者會發生必須在

兩個品牌中間，做出購買一個單位的行為時，這兩個品牌即可稱為是彼此的競爭

者。第二個方法則是從企業的角度出發，重點放在觀察市場上參與者在策略意圖、

目標、成本結構、品牌定位、進出障礙等方面，是否有相似之處。兩者在策略決

策與行為結構上愈相似，其競爭關係就越明確。 

產品與使用的關聯性 

 Aaker（2008）進一步提到一個與運用消費者導向方法有關的觀點。產品與

使用的關聯性(product-use associations)也是企業觀測競爭者的切入點。這個

方法觀察重點，在於什麼商品會是消費者用以解決某個問題，或達到某些目的的

選項。換言之，這個方法關切的是消費者會如何選擇市場上各樣的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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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使用的目的。相較於純粹的消費者基礎方法，產品與使用的關聯性思考的

格局更大更廣。例如，對於一家生產腳踏車的品牌廠，最直接的競爭者就是其他

同樣生產腳踏車的品牌，因為通常一位消費者一次只會騎一台腳踏車，一個要選

購腳踏車的消費者勢必會從這兩家之中做出購買選擇，這是消費者基礎方法的觀

點。如果從產品與使用的關聯性出發做思考，第一個要問的問題，應該是消費者

為什麼要買腳踏車？可能會發現答案是消費者要解決通勤上的需求。從這個觀點

出發，會發現這家腳踏車品牌廠的競爭者，可能遠比想像的要多，因為不只同樣

做腳踏車的其他品牌會是競爭者，甚至連機車、汽車、甚或大眾運輸工具，都會

是腳踏車銷售上的競爭者。 

 即使在沒有精確市場情報資料的情況下，不論是消費者基礎方法，或是產

品與使用的關聯性方法，兩者都能為企業管理階層提供具原則性與概念性的競爭

思考。本文認為，辨識競爭者也可以多種方法都做，若有重疊的結果，理論上就

會是企業最主要的競爭者。 

潛在競爭者 

 市場上經常還存在一些不容易察覺的潛在競爭者，這些競爭者通常不會是

企業第一時間會注意到的對象，因為他們可能根本尚未出現，或根本是來自原本

看似不相干的產業。Aaker（2008）提出六種常見潛在競爭者可能出現的方式，

值得企業在廣泛探尋競爭者時思考：1，市場擴張：有時潛在競爭者是來自於另

一個地理區隔。例如，原本在A國的品牌，會選擇合適的時機點進入B國市場。2，

產品擴張：有時原本只做一種產品的公司，會增加產品線或多角化經營，成為另

一個產業的競爭對手。例如，美國一家滑雪公司Rossignol，開發了滑雪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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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增做網球器具。3，向上整合：有些企業會向其所屬產業的上游端整合。

例如，美國Campbell原本只做湯，後來向上游鐵罐廠整合，自己生產需用的鐵罐。

4，向下整合：除了向上游端，企業也可以選擇往所屬企業的下游端整合。可口

可樂公司的發展與茁壯，就是一個眾所週知的案例。台灣的鴻海科技集團也是一

個既向下游，又向上游整合的實例。5，資產或技術能力的輸出：有時原本規模

小，且在競爭策略與條件上有弱點的公司，被大型且資源豐富的公司併購後，弱

點被消除反而成為市場上最具影響力的競爭者。這種類型的潛在競爭者難以預測，

若能密切觀察市場，那些有市場平均水準以上的成長動能，卻缺乏長期發展所需

資金或資源的公司，便很有機會成為大公司為了提升綜效而被鎖定的併購標的。

6，報復或防禦策略：某些企業感受到其市場地位遭到威脅時，會採取報復或防

禦的策略手段。微軟過去在網路等領域頻繁的動作，目的是為了鞏固它在軟體市

場的領導地位。 

    基本上，一個市場可獲利性越高，越是會吸引競爭者的加入。而不論是哪種

類型的競爭者，產業的進出障礙都會是決定市場上競爭者數量，以及競爭強度的

重要因素之一。進出障礙低的產業，會比障礙高的產業，吸引更多的競爭者進入

市場，彼此間的競爭就越強烈。一般條件下，在競爭激烈的市場每個競爭者平均

所能獲取的市場份額相對較少，整體市場對企業的可獲利性也就相對較低。一個

產業的進出入障礙可以多種形式存在，例如，資本投資、規模經濟、配銷通路、

產品差異性、甚至國家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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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產品價格上升，導致消費者轉向購買替代品的可能 

 替代品對企業造成的威脅，類似上述競爭者的分析，但值得再次強調的，

是企業的替代品威脅，不見得總是來自於同樣的產業。例如，玻璃罐和塑膠罐，

可能會成為鐵罐的競爭對手。又如電子警報器會成為警衛人員服務的替代品，現

在人常用的E-mail後來也被證實，嚴重打擊傳統的郵務產業。企業在思索替代品

威脅時，不妨嘗試前述的產品與使用的關聯性方法，有助於企業更廣泛地跳脫原

產業思考。 

 另一個與競爭者分析不同的觀點，在於替代品分析強調產品間的相對價格

彈性（relative price elasticity），以及消費者的轉換成本（transfer cost, 

cost of switching）兩項指標。當兩個產品相對價格彈性高，也就是一家產品

的降價，會明顯拖垮另一家產品的銷售，而且消費者在轉換兩者產品的成本很低

時，這兩個產品就會有強烈的替代性。當市場上充斥為數眾多的替代品，該市場

的可獲利性對企業而言當然也就比較低。 

 消費者的議價力 

 當消費者議價力越高，他們就比較能向供應者施壓，要求更好的價格或是

更多的服務，進而削減了該市場對於企業的可獲利性。消費者較高的議價能力可

能來自幾個方面，例如，當消費者有採購數量的優勢時，或是市場上有許多可以

替換的供應商，或是消費者本身有能力，能夠全部或部分生產以滿足自己的需求

時。最簡單的想法，是當供應商數量遠大於消費者時，議價力通常會在消費者這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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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善用消費者議價力的實力，有如美國知名連鎖量販業者Wal-Mart，以

及目前全球領導的電子品牌HP。Wal-Mart憑其龐大的購買數量，迫使供應商壓低

進貨價格，再以市場最低價的策略洗捲量販市場。全世界每六片核心處理器晶片，

就有一片被HP買走，年度總採購金額可以達到600億美金。HP龐大的購買數量，

讓他能跳過經銷商與中盤商，直接向核心處理器晶片製造商，要求市場上最低的

價格。 

 對屬於供應商角色的企業來說，消費者的議價能力越強，表示企業能從市場

上獲取的利潤就會受到限制。 

 供應商的議價力 

 相反地，當處於供應角色的企業，相較消費者有較大的議價能力時，市場

的可獲利性就高很多，對企業的吸引力也就越大。當市場上消費者數量遠大於供

應商時，或是消費者的轉換成本高時，供應商就會占有議價力的優勢。最明顯的

例子就是幾個中東的石油輸出國，借由聯合控制石油產量，進而影響全球石油的

採購價格。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對於產業成本結構的分析，也是一個能夠說明市場可獲利性的面向。除了

探究整體產也成本結構的內容，真正重要的是要能辨識出最關鍵且附加價值最高

的成本項目為何。這可以從產業的價值鏈著手，試著描繪該產業的價值鏈組合以

及彼此間的關聯，接著找出能為最終產品或服務提出最大價值的成本選項。理想

上，企業應該要牢牢掌握附加價值最高的成本項目，並且盡可能在該項目追求成



 

 
53 

本的最小化。例如，對於鋼鐵業與造紙業而言，成本結構上占比最重，也最顯著

影響最後產出價格的項目是原料，那麼企業若想極大化在市場上的利益，就應該

設法掌握最便宜的原料。原料的取得於是成為鋼鐵業與造紙業的關鍵成功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產業中的關鍵成功要素不是永遠固定不變的，企業必須隨

時注意變化的可能必及時掌握動態，以保持市場地位。例如，美國過去水泥業因

為必須高度仰賴陸路運輸，產業發展的地理區域被限制。對當時產業而言，關鍵

成功要素是陸路交通。但隨著新型水路運輸的發展，水泥業地理區域的限制被消

除，產業的關鍵成功要素不再是陸路交通運輸成本，而是生產的經濟規模以及水

路運輸的可及性。 

 對於能夠掌握產業中最關鍵的且附加價值最高的成本因素，並極小化該因

素之成本，就有要大的機會在市場中享有較大的利潤，市場的可獲利性對企業也

就較高。 

 配銷通路系統（Distribution systems） 

 產業中的配銷通路系統也是重要的關鍵成功要素之一。企業的管理者在分

析產業的配銷通路系統時，應思考以下三種問題：1，有其他可替代的配銷通路

系統嗎？如果有，會是什麼？2，產業配銷通路系統未來的發展趨勢是什麼？哪

一個配銷通路管道的重要性越來越高？有沒有可能會出現的新型配銷通路系統？

3，誰對配銷通路系統有最大的影響力？有什麼方法，或在什麼情況下，這樣的

影響力會被移轉？ 

 很多實例說明配銷通路系統對企業經營的重要性與影響力。配銷通路系統

是企業與消費者接觸的介面，沒有辦法握有有效配銷通路系統，形同無法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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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聯結，企業縱使有再好的產品或服務，也難以在市場上被看見，嚴重限制了企

業的發展與獲利。台灣的7-ELEVEn連鎖便利商店就是掌握配銷通路系統最顯著的

實例，對很多品牌商而言，沒辦法擠上7-ELEVEn的店鋪貨架上，代表將失去許多

銷售的機會。7-ELEVEn的通路資源對品牌商的最終產品而言，或許在成本與價格

上沒有顯著的份額與價值，但卻是產品能否有效接觸到目標消費者的重要互補性

資源（complementary resources）。這部分的議題在三元論中的，互補性資源

掌握面會有更多深入的探討。 

 探究產業的配銷通路系統，對於了解市場的可獲性程度也俱有一定的啟示

作用。配銷通路系統的多寡，以及企業到底能夠多少程度掌握這個系統，會影響

企業在這個市場所能獲得的利益份額。例如，在一個百貨公司通路趨向集中化的

市場，對成衣品牌而言代表百貨銷售管道的縮減，除非成衣品牌仍能有效取得逐

漸減少的通路，否則市場可獲利性程度會減損。 

 發展趨勢（Trends and developments ） 

 市場未來發展的趨勢走向，總是企業急欲探尋並掌握的課題。探討市場未

來發展趨勢這件事，本質上關切兩個重點。第一，市場有什麼樣的變化？ 第二，

這些變化中真正最關鍵重要的是什麼？市場趨勢發展的探討，同時也可以成為前

面對於競爭者、消費者以及市場樣貌探究的總結回顧。 

 企業在看待市場未來趨勢發展時，必須要先釐清趨勢和流行的不同。企業

真正要關心的是，是能夠驅動市場成長的趨勢，而非短暫出現只為了吸引短期投

資的流行。一家知名腳踏車品牌Schwinn，認為當時1985年市場吹起的山區越野



 

 
55 

自行車需求，只是個短暫的流行，因此並沒有特別關心這塊市場。後來結果證明

Schwinn誤判了情勢，錯失進入越野腳踏車的時機，進而導致公司的沒落。 

 到底如何分辨市場的趨勢與流行，Zandl Group（2008）提出三個層次的問

題思考： 

1. 推動著市場成長的因素是什麼？趨勢與流行不同的地方，在於趨勢的產生擁 

有強而有力的基礎在支撐著。例如，人口結構的改變會改變市場的未來趨勢

的走向，而時下的流行文化只會造就短暫的風氣。社會核心價值觀念的轉變，

也會為市場帶來長期不一樣的變化，但時尚並不會。其他會推動趨勢的因素

包含，生活作息的變化、科技的進步等。 

2. 造成趨勢的因素，與主流市場是否連結？找出造成趨勢的因素，接著要思考 

在可預見的未來，這樣的趨勢會不會影響到主流市場，還是可能被侷限在小

型的利基市場？趨勢要與主流市場聯結，市場根深蒂固的習慣或基礎思想，

是否需要經過大幅度地修改？另外，要搭上趨勢是否有投資時效性或資源需

求等的障礙？ 

3. 趨勢涵蓋的面向夠廣泛嗎？一個市場若發生全面性的轉變，通常表示這股趨 

勢不僅基礎推動因素夠紮實，涵蓋的面向也相當廣泛。例如，現在台灣許

多產業都吹起節能減碳的風潮，市場走向重視綠能的趨勢，涵蓋了飲食（低

鈉、少油、少鹽等）、運動（跑步、腳踏車等）、交通運輸（油電混合車、

公共運輸等）、服裝（輕量清爽材質）、電子產品（強調可回收材質、電

子書等）等等許多非常廣泛，與消費者生活習習相關的面向。我們也可以

反過來，看到社會各個面向都走向強調綠能的觀察，說明綠能確實不只是

個短暫的流行，而是可能長期影響市場變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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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趨勢與流行的區別，其他業界與學術界的看法，提供了一些其他有趣

的觀點。Popcorn （2008）認為，流行強調的是產品，趨勢強調的是驅使消費者

購買產品的因素。她還認為趨勢影響市場的時間，一般能維持十年左右甚至更久，

而且趨勢無法被創造或改變，只能透過觀察發現。 

 Drucker （2008）則認為，流行是人們談論的事，但趨勢帶來的改變是人

們在做的事。他強調趨勢需要有實際的數據資料與行動，流行有時只是一時趣味

的簡單想像。不同於Popcorn的是，Drucker認為現今的企業領導者應要具備遠見，

看在趨勢之上，甚至積極成為推動變化的改變者。對企業最有價值的，不只是能

夠跟上趨勢並隨之調整，更是去推動甚至創造趨勢。 

 關鍵成功要素（Key success factors） 

 市場調查分析最主要的價值，除了在了解市場機會，更重要的是找出企業

要在市場上成功的關鍵成功要素; 精確來說，是要找出確保企業在市場成功競爭

的重要資源與能力。Aaker（2008）將企業必須資源與能力分成兩種層次。第一

種是保健資源與能力，擁有這樣類型的資源與能力，不見得能為企業帶來顯著的

競爭優勢，但如果企業不具備這些資源與能力，絕對使企業陷入競爭劣勢。基於

這樣的觀點，企業至少必須掌握與其他競爭者，相匹配的保健資源與能力。另一

種是優勢資源與能力，這些資源與能力就是企業做的比競爭者更優越的部分，是

能夠為企業在競爭帶來優勢的基礎。透過競爭者分析，企業能夠辨識競爭勝出的

關鍵成功要素為何，協助企業鎖定關鍵且必須掌握的資源與能力。 

 除此之外，企業更要思考這些現在的關鍵資源與能力，在未來可能會發生

什麼樣的變化，畢竟市場環境是動態的，當環境轉變，關鍵成功要素也會跟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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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能力先一步偵測未來潛在的關鍵成功要素的企業，當然也就比較能長期維

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從產品生命週期的觀念來看，關鍵成功要素確實會在不同的階段有所變化。

舉企業市場為例，在產品的進入期和成長期，科技與創新會是最重要的關鍵成功

要素。但隨著市場越來越成熟，關鍵成功要素就轉變為產能、行銷或是服務支援

的能力。對消費市場而言，情況或許剛好相反。大量且富創意的行銷，以及配銷

通路系統的能力，在市場發展初期是重要的關鍵成功要素。隨著市場漸趨成熟甚

至衰退時，關鍵成功要素反而轉移到營運和產能效率方面的管理能力。 

4.3.3小結 

 了解市場是企業經營的起點，獲取市場則是企業經營的最大目標，企業經

營想要成功必須從分析市場開始。分析市場前，企業必須先定義市場，界定市場

的範圍，這部分環繞對於潛在的次級市場的探討。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千萬不要

只專注在主流市場，而忽略潛在次級市場的存在。當企業將兩種類型市場放在一

起看時，通常會發現市場機會比想像中的廣闊，也能為企業在回頭思考自身條件

如何回應市場需求時，提供全新的視野。 

 進行市場分析有兩個很重要的目的，同時也是分析時的兩大面向。第一是

了解市場的吸引力，到底這個市場是否有利可圖值得企業投入資源與時間經營，

這包含關於市場規模、市場成長率與市場未來趨勢發展的探討。第二個目的是要

了解市場的動態性，到底市場上的競爭強度如何，這包含對於產業成本結構、產

業的配銷通路系統以及市場可獲利程度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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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分析最具價值的運用，就是透過分析的過程與結果，找出並且掌握企

業勝出所需的關鍵成功要素，這包含企業所需擁有的資源與能力。資源與能力又

有兩種類型，保健資源與能力是企業在市場上競爭所必須擁有的。保健類型的資

源與能力不能保證企業競爭上的優勢，但若無法有效掌握，則會嚴重減損企業的

競爭力，所以企業必須維持至少與競爭者相同水準的保健資源與能力。另一種優

勢資源與能力，則是企業做的比競爭者還好的部分，可以為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加

分，並維持長期競爭優勢與市場地位的基礎。 

 不論市場分析結果如何，必須深知市場環境是可能隨時變化的。環境的變

化可能包含推動市場趨勢因素的變化、產業成本結構的改變、競爭者的改變、關

鍵成功要素的改變等等。企業必須時時保持敏銳的市場觀察力，並保有彈性能夠

適應環境的變化，調整自身必須掌握的資源與能力以因應新的挑戰。有企圖心的

企業，更可以把眼光放遠，努力成為市場趨勢的催化者甚至創造者，走在消費者

與競爭者的前頭。 

     以下為本章節針對“外部市場是否為應該進入的市場“所整理的判斷準

則： 

 

 

表2 市場吸引度和市場動態性判斷標準 

市場吸

引度 

市場規

模 

算入潛在次級市場   

發掘長尾理論（小而

美市場） 

  

市場成

長率 

找出推動市場成長的

因素 

  

預測市場轉折點  

1.分析市場領先指標 

2.分析歷史銷售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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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產品生命週期 

4.當市場上各競爭者推出的產品或服務具有高度同

質 

5.當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務的知識水準越來越高 

6.當出現有相互替代關係的產品或服務 

7.當市場上首次使用者數量在減退時（進入成熟期） 

8.當產品或服務已經找不到新的使用方式 

發展趨

勢 

流行強調是產品，趨

勢強調 

是驅使消費者購買產

品的動 

機，趨勢有數據支撐 

 

1.市場有什麼樣的變化？; 

2.這些變化中真正最關鍵的背後原因？例：滑板車

興起是因為收入提高？ 

 

市場動

態性 

市場的可

獲利程度 

（五構面

越弱，獲

利性越

強） 

現有競爭者  

1.現存競爭者數量、競爭者的規模、競爭者對於市

場競爭的企圖強度 

2.競爭者間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以及市場策略同質

性程度高低 

3.在產業中為保持競爭的固定成本高低 

4.進出障礙的高低 

潛在進入者  

1.消費者基礎方法：消費者對於此項物品的替代選

項。 

2.策略群體方法：是否有用相同市場策略、成本結

構和品牌定位的對手。 

3.產品與使用的關聯性：消費者要買這項產品是為

了解決什麼樣問題。 

潛在競爭者  

1.市場擴張：不同地理區隔。甲國品牌，乙國市場

進入 

2.產品擴張：做半導體的，因為有相似設備跑去做

太陽能 

3.向上整合：為了成本，往上游發展控制，例如：

鴻海。 

4.向下整合：同上，例如：鴻海。 

5.有技術卻沒資金的廠商，有可能透過併購取的資

金變成競爭者。 

替代品  

1.產品與使用的關聯性方法：客戶用此東西是為了

解決什麼問題？ 

2.還要考慮轉換成本：轉換成本低，有強烈替代性。 

3.相對價格彈性：價格彈性高，有強烈替代性。 

下游議價能力  

上游議價能力  

成本結構    

  1.這產業的成本結構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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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是否掌握住了關鍵成本控制權？ 

配銷通路

系統 

配銷通路是產業最

後一哩路 

 

  1.有可替代的配銷通路系統嗎？是什麼？ 

  2.未來哪種配銷通路的重要性越來越高？是否有新

配銷通路系統？ 

  3.誰掌握了配銷通路系統？有什麼方法或情況，這

樣的影響力會被移轉？ 

關鍵成功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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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結論 

    今日企業決定是否要做出企業分割時，必須要考慮到三個面向，第一個是本

身是否建立起了內部足夠的優勢資源。第二個是否掌握到了足夠的互補性資源。

第三個則是在企業即將進入的市場是否夠大和獲利性夠高。不管企業是要進入新

市場領域或是要將本身事業群分割到新的市場上來追求成長，基本上掌握住了這

三個條件後可以大大降低未來所面對營運風險。所以分割的三條件基本上可以應

用在任何企業想要進入新市場的策略基本準則。因此本報告認為此準則也是可以

套用在企業分割此策略上。當然，我們可以透過在前半段所介紹的企業分割動機

發現其實企業分割有時候是為了追求三條件裡的其中一條件而去坐分割此策略。

有些企業為了尋求外部性的互補性資產，他必須要透過獨立其事業群才能更有效

地去取得。例如：當初宏基為了自創品牌，必須要把代工廠緯創獨立出去為單獨

公司，否則如果宏碁依然維持代工品牌合一的狀況，那國外大廠勢必會因為擔心

宏碁的自創品牌未來如成功發展後，將會威脅到本身而對宏碁作出抽單動作。為

了避免代工廠因此被抽單而面臨經營危機的風險和為了自創品牌公司可以在市

場更好取得通路上資源，因此宏碁最後做出了分割出緯創的動作。 

    因此本報告的企業分割三條件如果套用在企業分割上的策略意義，就是要讓

企業了解到要做分割時，如果掌握了此三要素則能大大降低新子公司失敗的風險。

如果還沒掌握，也可以透過企業的分割新公司的手段去掌握住所缺少的資源。為

了更清楚了解實際運用情形，本報告下半部將會此模型套用在三個企業分割個案

上，依據此策略去檢視每個分割個案中母公司和子公司在掌握三個條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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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而推斷此分割案的成功和失敗原因，或是其是否適合在這時間點做出分割的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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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割個案研討 

5.1 台積電分割太陽能案 

5.1.1摘要 

    台積電在 2008年考量到公司長期的成長和策略發展，決定投資 LED照明（LED 

Lighting）和太陽能（Solar Energy）相關產業，並計劃透過提供差異化的領導

技術及提供客戶獨特價值的定位策略，來追求其中的諸多新商機。2010 年，第

一座先進薄膜太陽能技術研發中心暨廠房在台中興建完成，為台積公司進軍薄膜

太陽能市做好了準備。2010年，台積公司透過其投資基金投資了 5,000萬美元，

取得生產薄膜太陽能電池模組的美商 Stion 公司 21%的股權，同時並就 CIGS 技

術授權、生產供應以及合作開發方面簽訂一系列的協議。此外，台積公司亦於

2010 年 2 月投資取得台灣太陽能電池生產商茂迪公司 20%之權。2011 年 8 月，

台積公司將分割初其太陽能事業部成為新子公司－台積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雖

然截至目前為止尚未看到具體績效，但本篇個案將針對台灣的太陽能產業狀況作

進一步分析之後，來判斷台積電此分割透過前述本文所撰述的分割基礎三條件，

來分析到底此分割案台積電在關鍵資源的掌握和外部市場的判斷上是否已準備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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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背景 

 全球太陽能產業狀況 

市場有多大？ 

    全球太陽能產業根據研究機構 Displaybank （2010)的報告統計， 2009 年

全球太陽能裝置量為 60 億瓦 ，比起 2008 年的 55 億瓦， 有 9.1% 的年成長

率。這項統計結果與 Solarbuzz （2010)所出具的報告統計數字很接近。在 2009 

年時即使遇到金融風暴，全球主要市場仍持續強化太陽能的裝置量，也讓 2009 

年全球太陽能裝置量首度突破 60 億瓦。其中，歐洲的三大市場德國、義大利與

捷克共和國的裝置量達到 40.7 億瓦，佔全球太陽能裝置量市場佔有率達 63% ，

而其他歐洲國家只佔了 10% 。 至於美國市場，其太陽能裝置量達到 485 百萬

瓦，年成長率高達 36% ，也使得其市場佔有率爬升至 8% 。而日本太陽能市場

似乎沒有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在 2009 年竟然成長了 109% ，也讓其市場佔

有率達到 8% ，只落後美國一點點。Solarbuzz 認為未來 5 年之內都將呈現相

當的成長步調。所以到達 2014 年時，全球太陽能市場規模可超過 1 千億美元

的大關。在技術提供者方面，台灣和大陸共佔了 56%，中國大陸占其中的 37%。 

 

 

 

表格 3各區域國家占全世界使用太陽能比例，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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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或國家 市場佔有率 
歐洲 73% 

美國 8% 

日本 8% 

原料技術使用狀況–第二代技術 CIGS興起 

    太陽能目前所使用的主要原料為：單矽晶、多矽晶。但此種原料原料供應掌

握在少數國家，包括美、日、德。其七大廠商就占了全球原料供應端的九成五。

加上晶矽原料成本占太陽能電池材料 60%以上。因此是否能夠掌握上游晶矽原料

將是是否可以持續發展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 

    在新技術方面，除了上述的晶矽太陽能，薄膜太陽能技術正在快速發展中。

相較於晶矽太陽能來說，薄膜太陽能成本低、太陽能轉換效率高，可以用來發展

在低成本產品。薄膜電池中又以 CIGS技術太陽能轉換率最高，是未來被看好的

技術。但此技術有幾個發展限制：生產設備資金投入高、技術門檻高。且其中主

要元素銦元素是地球上稀有資源，為另外一個技術擔憂。 

 

未來發展狀況– 供過於求，上下游整併將起 

    從 2001年開始，太陽能產業年均成長率為 35%。是一個持續在蓬勃發展的

新興綠能產業。在過去政府會了要獎勵企業節能減碳，因此用補貼政策鼓勵企業

發展太陽能技術，廠商不斷提升產能，大型廠商不斷跨入此市場，變成買方市場，

供過於求。因此廠商開始削價競爭，導致廠商利潤降低。加上近年來歐洲各國在

財政捉襟見軸之下決定開始減少對於太陽能補助，因此帶給此產業更大的衝擊。

在這供過於求的現象暫時還未回復的情況下，未來可預期的是將會開始出現整併

浪潮，上游往下游併掌握通路，下游往上游併掌握生產和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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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太陽能產業概況 

概況 

       太陽能產業鏈結構從上游的多晶矽和單晶矽原料生產商，到中游的太陽

能電池和模組的製造，到最後下游的系統整合。台灣主要發展缺乏上游的原料掌

控，仰賴進口，主要集中在中游部分的太陽能電池和模組的製造上，然後下游的

系統發展品牌的太陽能板還是以國外品牌為主。但真正要在太陽能產業立足是必

須要掌握整個產業鏈的上游和下游。而缺乏對於上游原料掌握的台灣企業，未來

勢必要朝向完善系統整合服務趨勢移動，而系統整合又要以品牌方式才能深耕市

場。 

表格 4太陽能產業上、中、下游概況 

上游 中游 下游 

矽晶原料、多晶矽、 

矽晶圓 

太陽能電池 

模組的製造 

系統整合 

仰賴進口 台灣發展主軸，代工為

主 

系統化後的太陽能板以

國外品牌為主 

 

發展立基 

1.太陽能技術俱有與半導體、平面顯示和 LED產業等基礎技術共通之特性 

    台灣半導體業發展上在國際有卓越的技術和聲譽，而太陽能技術俱有與半導

體、平面顯示和 LED產業等基礎技術共通之特性，加上台灣擁有太陽能電池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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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驗，有發展優勢。 

 

2.新技術為台灣廠商可以進入的市場缺口 

    另外對於第二代新技術 CIGS發展來說，台灣廠商在第一代的晶矽太陽能技

術原料掌控上無法握有主導權。因此台灣切入第二代新技術是比較適合的切入

點。 

發展阻礙 

1.第一代多晶矽的原料掌握，上游供應非常重要，但大多數供給給半導體廠。 

2中國大陸跨入太陽能產也領域後，台灣失去代工生產之成本優勢。 

3.台灣缺乏開發、製造生產設備能力，只能向國外採買。 

4.最終只能產品仰賴出口，台灣市場過小。 

5.長期而言要往開發技術、品牌或俱有高附加價值產品服務發展。 

小結 

    台灣廠商在上游原料和下游品牌都無法都被掌握之下，在內部優勢資源和互

補性資產的的建立上並無多大的優勢面。外部環境的方面，第一代技術的市場技

術飽和，無法在舊有技術上發展出新的創新應用，也就是在此市場上無法產生出

太大的成長動能，加上市場供過於求，勢必得往下游整合發展自我的品牌並同時

切往第二代新技術擺脫第一代技術對於國外原料的依賴，如此才能找到新的市場

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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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跨入太陽能產業原因 

    現有能源為有限資源，綠色能源勢必為未來趨勢，而台積電在核心業務的半

導體產業上和太陽能製造技術上擁有類似的關鍵元素。例如:晶矽原料、設備、

知識等。因此台積電可以延伸本身核心資產來做此部分的多角化發展。加上在第

二代 CIGS技術發展上需要高資本投入和技術門檻哥的特性。而台積電本身在財

力充足，技術上又得到 Stion的技術授權。因此在基本的外部資產和本身資源掌

握上有一定的基礎。最重要的是在長遠發展來說，CIGS 技術尚未建立起第二代

的主流規格，如果台積電可以在此時建立起主流規格，其將可以掌握第二代太陽

能技術的發展走向，這才是真正要取得的長期戰略有利位置。 

整理 

 台灣擁有類似相關經驗，加上跟半導體類似，可延伸本身技術多角化發展。 

 CIGS跨入技術門檻高、投資金額高。需要大廠才能經營。 

 第二代新興技術尚未成為主流。GIGS為新興技術，主流規格尚未建立。 

 綠能發展為未來趨勢 

 

 台積電切割太陽能事業原因 

    企業分割原因在本報告前半段已經分別用了財務操作目的面、內部經營績效

面、外部資源掌握面來去描述企業分割的三個動機。台積電根據此未來為發展主

流的新興事業群，在 2011年時將台積太陽能分割出去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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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太陽能跟半導體製程較不類似，成為獨立的利潤中心 

    CIGS 薄膜太陽能的產品和台積電晶圓代工事業營運內容不盡相同，因此台

積電將其分割設為獨立利潤中心來落實專業分工，並使母公司的資源獨立於子公

司，以防在未來資本投入時，因為子公司的獨立事業投資過大影響了母公司本業

的營運效率和財務運用。 

 

員工獎勵措施可以較為彈性，吸引人才 

    對於新創公司來說，獨立於母公司的績效制度，可以設置自己更為彈性的獎

酬制度來吸引外部人才來共同打拼。一旦未來上市後，內部人才也可以因此分得

股票進而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也同時留住更多人才來激勵員工。此外，這樣的新

創事業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提供給內部高階經理人練兵場所，ㄧ來可以培養未來接

班人。二來也可以激勵內部高階經理人有內部創業目標，提供未來發展的平台。 

 

策略聯盟茂迪和 Stion。可降低整合成本 

    台積電基於產業環境和策略關係需要與外部關係人策略聯盟去取得關鍵資

源。切割出來後的新公司將獨立於母公司經營之外，因此在經營策略上將更為有

彈性，如此一來與外部洽談結盟時可以更為吸引外部者與其合作。且日後要進行

進一步的合併或是提高持股比例時，因為同在一個產業，可以有效降低溝通和整

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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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尚在發展中，所以分割後可以隔絕事業風險 

    對於台積電來說，太陽能事業雖然為可以延伸本業的多角化事業，但本質上

還是屬於不同的產業和產品，加上新技術也不夠成熟的前提下，做出切割動作可

以有效降低此高風險投資帶給母公司的營運風險，使母公司的利益不致被影響太

大。 

 

日後 IPO，清晰的事業架構可以方便讓外部市場投資人了解 

    分公司依附在母公司之下，投資人只會看到母公司營運狀況。切割出去後的

新事業除了更可以吸引到投資人的注意，因為擁有獨立的報表，外部投資人也更

能清楚了解分割公司的運作狀況，財務透明度也更為提高。透過分割，產業分析

師或是投資者也會針對新分割公司給予更多的報導，藉以提升公司知名度。 

 

太陽能產業需要以品牌方式經營才會長久，代工和品牌經營思維不同 

   台積電本業為半導體產業，是屬於代工產業。如同前面的產業分析，台灣在

太陽能產業要發展成功，必須要往下游發展系統管理品牌或是往上游掌握原料。

如果要往比較有機會的品牌方向去發展，如此所有的內部管理思維跟代工比起來

將會有很大不同，例如：管理的思維、組織文化差異，包括行銷的方式、資源在

行銷和生產間的投入比重等都有很大差異。因此切割對於管理效率上可以防範這

類事情的衝突發生。 

台積電策略和市場狀況如圖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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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太陽能產業概況和台積電策略 

 

5.1.3 分割效益檢討 

    根據以上所整理的產業狀況和台積電本身握有的內外部資源，我們可以依據

在本報告前半段的三元論來進行檢視此切割案上台積電到底是否已準備妥當。 

 三條件分析 

外部市場是否俱有吸引力：市場規模/成長率/發展趨勢 

    我們可以從此個案一開頭得知此太陽能市場基本上目前是屬於俱有高成長

潛力市場。2010年的哥本哈根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要求 2020年所有碳排放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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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降到 1990年的程度，而太陽能將會是其中改善這狀況的主要替代能源之一，

使用太陽能絕對是未來的趨勢。縱使近年來主要使用市場歐洲在各國補貼政策縮

減下導致整個市場產值下降，市場目前也呈現供過於求的現象，但是節能節碳的

全球發展方向是不改變的。而數據上顯示全球的太陽能安裝量依然呈現穩定成長

（見圖五），這不是一時的流行而是真正的趨勢。 

 

 

 

 

 

 

圖 5全球太陽能安裝量資料來源：IEK資料研究/第一銀行 

    此外在次級市場部分，在未來持續性的高科技發展之下，所謂的太陽能應用

產品將更為寬廣，包括電動車亦或是穿戴式產品皆有可能以太陽能形式為充電來

源，包括目前電動車的車窗，台灣工研院也在發展房子窗戶成為電力來源，這些

都是相關應用，而不會僅限於無頂上的太陽能板。雖然這樣的應用目前尚未進入

市場階段。但不可不去注意到這塊次級市場部分的發展潛力。 

在替代品部分，基本上太陽能的根本需求是來自於人類對於綠色和再生能 

源的追求。因此放眼現在市面上的相關類型能源，包括核能、風力發電、水力發

電、生質能源等，有些因為效能不彰或是會產生污染，亦或是受限在地理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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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有限性上等原因而無法廣泛普及，使得目前並無非常全面性的替代品存在在

世界上。 

    在市場規模足夠且持續成長之下，整個市場的實際應用也尚在萌芽階段。加

上市場上並無明顯的替代品，也為未來趨勢的方向，因此整個市場的吸引度基本

上是夠的。不過最需要台積電注意的應該是市場的動態性這方面，包括獲利性、

成本結構、上下游掌握度等。在整個產業獲利性方面。太陽能市場狀況紛亂主要

是導因為數眾多的製造商不斷擴充產能，而造成現在產能過剩的局面，包括無錫

尚德為首的中國廠家，在北京政府支持下無限制擴張產能導致市場在沒有持續補

貼政策支持下，陷入現在削價競爭的狀況。加上台灣廠家對於關鍵零組件-上游

原料掌握的能力是低的。也就是說，外部環境狀況不好且關鍵成功因素目前掌握

在他人手上之下，台積電未來在這產業的獲利性有待商榷。但因為第二代新技術

CIGS 的出現使得市場出現新的機會缺口。如果台積電在未來能掌握住此關鍵技

術的主導權，則在第二代技術的市場應用上將可以被期待。不過這當然取決於 

接下來就看台積電在這產業中內部的核心能耐的建立和互補性資源（例如：技術）

的掌握狀況，來決定其在此市場的未來發展成功與否。外部市場分析圖如圖 6

表示。 

 

 

 

 

 



 

 
74 

 

圖 6台積太陽能外部市場機會掌握分析 

內部核心能耐是否建立 

    我們在內部優勢資源掌握部分所討論的企業到底是否有掌握到優勢內部資

源是取決於是否有找到自己的競爭優勢後，並且從這樣的競爭優勢中培養出真正

的核心能耐。根據這樣的檢視架構，企業可以依據 VRIO準則和另外三個問題去

了解到自己在核心能耐方面是否已充分建立。在這如果先不討論外部互補性技術

掌握方面，如果先探討台積電是根據什麼樣的要素定認為自己可以跨入此產業。

可以分為幾項：1.擁有半導體相關技術與設備，可以延伸自己本業的核心能耐經

營。張忠謀曾說過 LED和太陽能都是半導體。因此在這方面台積電等於早已取得

了一張入場券。2.投入太陽能產業是需要很大的資本支出，台積電身為全世界最

大的晶圓代工廠，早已累積了深厚的資金實力，因此在投資資金方面也已具備。

但如果以 VRIO進一步來檢視此兩項資源，我們卻發現在價值性（V）、稀缺性（R）

和可模仿性（I）方面，這樣的條件其實在業界多數的廠商都有具備的。台灣廠

商本來就擅長於半導體製程，過往的聯電也曾經是全世界第二大晶圓代工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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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此產業的廠商本來就必須要雄厚的資金，這是進入此產業的必要條件，而不

是加分條件。但如果就長遠後續投資來看，如果台積電的雄厚資金可以持續支撐

著這項長期投資，那對於此資本支出大的產業特性也的確是個加分。不過值得一

提的是組織特性部分（O），因為台積電為世界第一大晶圓代工廠，其在科技業和

政府方面的關係和組織能力和名聲可以幫助其在資源和關鍵技術的取得合作上

比其他的廠商來的容易。因此單就內部競爭資源掌握分析上，我們可以發現台積

電並特別無過人之處，只能說與其他廠商站在同一個起點上而已。內部核心優勢

分析如圖七表示。 

 

 

圖 7台積太陽能內部核心優勢的掌握分析 

互補性資源的掌握 

    承如上方的內部資源分析，我們知道台積電在本身內部資源掌握上並未擁有



 

 
76 

專業的核心能耐。在太陽能產業中技術和原料的掌握決定在此行業的利潤和地位。

根據 IEK調查，掌握上游原料的廠家其毛利率約為 40%左右。而這樣利潤率隨著

擴展到下游降至 15%。主要原因為上游原料產業狀況依然處於寡占，因而造就高

毛利。台積電也深知這樣的產業特性，因此其選擇往技術端去取得掌握權，雖然

台積電透過在半導體業的專業傑出的技術，擁有太陽能的基礎技術。但在太陽能

端並無擁有專業的專利技術，因此他必須透過外部的合作去取的此必要的互補性

資源。所以台積電先後投資茂迪取得其在矽晶體的技術，並進而投資生產薄膜太

陽能電池模組的美商 Stion 公司 21%的股權，取得第二代新技術的 CIGS 技術授

權。如此一來台積電在跨出太陽能發展的第一步在資金和技術即到位。而其取得

外部資源模式也符合了湯明哲、李吉仁老師所描述的，在此項關鍵資源對於公司

來說是具有競爭優勢又是策略重點的活動時，企業應該要將此資源和活動化作核

心能力之發展目標，採取自行發展策略（Insourcing）。因此在外部資源取得進

而轉為內部能力的掌握上方向上也是合宜的。 

 

圖 8台積太陽能互補性資產掌握狀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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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根據以上的探討，在分割的三條件上，有以下發現： 

 

外部市場狀況 

    太陽能產業的發展是個趨勢不是只是個短暫熱潮，此市場不管在現階段的運

用或是潛在次級市場的運用也都是可以樂觀預期的。但是產業結構的失調加上技

術並無突破性的發展埋下了台積電進軍此行業的不確定性。對於台積電來說，大

方向是正確的，但要投入整個產業鏈中的哪個市場，包括上中下游的哪一塊和哪

一類型的太陽能技術，才是真正決勝的關鍵點。不過面臨這樣的產業不確定性，

台積電其所擁有的雄厚資金和科技業關係應該是支持他願意跨入此產業的重要

因素。 

 

內部資源 

    在當下看其實台積電並無過人之處，透過 VRIO的探討也未在太陽能新事業

群上建制出屬於自己的競爭優勢和核心能耐。但如果將目光放到外部互補性資產

掌握上卻發現，一個只有半隻腳踏入太陽能產業的初學者，靠著本身在半導體業

界所累積出的名聲和資源，不但進入了這個資本支出具有高門檻的產業，更入股

了兩間業界知名廠商取得技術授權。其實某種程度來說，台積電雖然本身一開始

並不俱有特殊技術優勢，但其傑出的管理能力和科技業長久累積出的品牌讓他在

資源取得上俱有極大的優勢。因此其優秀的管理能力所累積在科技業的名聲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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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他在多角化經營上的真正資產和核心能耐。 

 

 

互補性資產取得 

    台積電分別從茂迪和 Stion 取得了矽晶圓和薄膜太陽能的兩種不同類型的

太陽能電池技術，讓其取得了進入此產業的入場券具備了在此產業發展的基本條

件。但是這樣的關鍵技術相較於他人如果以 VRIO來檢視，其並不具備稀缺性（R）

和不可模仿性 （I）。也就是說，這樣的外部取得並沒有為台積電創造出特別的

競爭優勢。但如果沒有這樣的策略性投資取得技術授權，那台積電將無法跨入此

產業，因為自己在太陽能界的所擁有的核心專業技術是不足的。所以在那個階段，

外部性資產取得是有掌握住的。 

 

總結 

    綜合以上，如果回到尚未分割前的時間點，台積電在 2010 年尚未分割前，

透過三條件去審視我們可以發現，除了外部市場混屯不明，市場依然競爭激烈外，

但台積電在互補性資產和內部核心能耐部分都有掌握住，知道運用自己在科技業

累積的品牌力和半導體相類似製程（核心能耐），去吸引第二代太陽能技術（互

補性資產）。因此雖然在外部市場很不穩定之外，但透過三條件的審核其實台積

電基本上在三條件資源的掌握狀況上都有評估過，如果掌握度不足也備妥了風險

管控方案以因應未來的競爭和市場變化。所以我們根據此預測在如果未發生重大

事件，或是執行上困難前提下。其分割後狀況在面臨市場經營策略風險上會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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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降低。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截至 2015目前為止台積電目前表現，其在第

二代太陽能電池轉換率上目前領先了世界其他大廠，傑出的表現也證明在分割當

時因為對於三條件的資源的掌握度都已評估過，確實的運用核心能耐去獲得了互

補性技術，所以也某種程度上證明了我們當初預測的正確性。 

5.2 裕隆和裕日分割案 

5.2.1 摘要 

    2003年 10月裕隆公司董事長嚴凱泰提出『為了提升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

分工、落實專業經營、擴大營收與獲利』為目的決定將原本裕隆汽車分割重組為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原裕隆汽車）與「裕隆日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Nissan Taiwan，簡稱「裕日車」），並進一步與日產汽車擴大合作。裕隆公

司將其有關 NISSAN 品牌製造、設計、研發、採購、行銷業務以及大陸投資事業

分割轉給裕隆日產公司管理。裕隆公司發行新股給裕隆。原本 NISSA公司所持有

的裕隆公司 25%股權交換裕隆日產 40%股權。而分割後的原本裕隆公司成為專業

汽車代工廠，裕隆日產則負責銷售與業務部分。本章節首先會探討裕隆和裕隆日

產從原本緊密的合作到分割成兩間公司的在策略上的動機，進而探討在這宗分割

案雙方所想要達到的策略目標中，並以三元論來分析裕隆和裕隆日產是否在分割

當下都已掌握住足夠的優勢資源來達成其策略發展上的目的。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3%95%E9%9A%86%E6%97%A5%E7%94%A2%E6%B1%BD%E8%BB%8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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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背景 

 裕隆公司的歷史發展 

    全名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裕隆汽車，是台灣汽車專業製造商之

一，由嚴慶齡創辦。嚴慶齡以紡織工業起家，1951 年於新竹縣竹北創設台元紡

織公司，從事棉紡及織布事業，建立台灣民生工業的先河。1953 年設立裕隆汽

車公司，從事汽車生產和銷售，投入資本與技術密集的汽車工業，1969 年成立

中華汽車公司，生產供應商用車，加速振興國家經濟的發展。1980 年代，隨著

經濟政策走向國際化、自由化，為加速裕隆躋身於世界主要汽車集團，先後與日

產（NISSAN）、三菱（MITSUBISHI）合資合作，建立台灣自主汽車工業，帶動汽

車及零組件外銷。1990 年代，集團積極朝向海外市場發展，先後於福州成立東

南汽車、投資菲律賓日產汽車、投資大陸風神汽車。90 年代後期，台灣高科技

產業蓬勃發展，裕隆集團透過創投與投資公司策略性及財務性投資，深化集團多

角化佈局。2005 年成立華創車電，結合台灣電子科技與長期以來汽車研發的優

勢、整合 Mobile IT 科技，奠定汽車自主品牌之深厚根基。2008 年成立汽車自

主品牌「納智捷 LUXGEN」，打造全球第一輛「智慧車」，在兩岸佈局與全球化

發展架構下，2010 年於杭州合資成立東風裕隆汽車，積極以自主品牌佈局海外

市場，以「自主品牌、行銷全球」為目標，成為全球知名汽車品牌。 

 台灣汽車業當時發展概況 

    汽車素有產業火頭之一之稱，因為其所牽涉的上下游產業鏈極廣。從原物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3%BD%E9%80%A0%E5%95%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A%B4%E6%85%B6%E9%BD%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A%B4%E6%85%B6%E9%B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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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到衛星零件製造廠到中心汽車製造商，最後到經銷服務通路涵蓋範圍非常之大。

在 2003 年分割發生前，汽車工業總產值穩定增加，根據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2004/02）資料指出從 1994到 2002年總產值包括汽車銷售、周圍零件等，從

2767億到成長到 3559億。但單就台灣市場的汽車銷售量卻並沒有突破性的成長，

根據台灣汽車同業公會的統計，在當時從 1990年開始到分割時的 2003年，汽車

銷售量並沒有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和整體產業增長而增加。也就是說台灣市場在這

十年的觀察下發現已差不多飽和，無法再擁有在爆發性的成長動能。這樣的背景

因素其實有很多，包括消費者外移，在當時的產業背景，台灣有將近百萬的台商

在大陸，而這些人每五年如果平均購買一輛車，等於一年就台灣車市就損失了

20 萬台的潛在銷售量。加上台灣市場不是只消費國產車，每年依然有大量的進

口車市場，根據統計每年平均的 30幾萬到 40萬的汽車銷售量，進口車約占了 5

萬到 6萬台的份額。因此許多廠商當下紛紛體認到的地狹人稠的台灣市場已漸趨

飽和，如要成長勢必要另外開闢新市場。 

表格 5台灣汽車銷售數量 資料來源：台灣汽車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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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隆和日產的合作關係 

    1953年嚴慶齡先生創立了裕隆，在 1957年與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簽訂了正

式的技術合作合約，開啟了裕隆與日產的合作關係。回顧過去，早年裕隆靠日產

提供 CKD 零配件組裝成車銷售起家。1970 年代，雙方擴大技術合作範圍，關係

更為密切。1985 年，日產進一步入股裕隆 25%，形成合資關係。1980 年代開始

台灣經濟開始快速成長，國民所得突破一萬美元，汽車銷售市場規模也開始往上

攀升，市場對於不同功能汽車的需求和要求越來越多元。在此同時全球汽車業發

展也越來越競爭，隨後在 1998年之後裕隆也開始分擔日產的亞洲車型的設計研

發工作，升格為裕隆亞洲技術中心（YATC）。不過其實兩造合作之間一直有兩個

根本性的問題使得雙方的立場很難有徹底的磨合。首先，裕隆始終有自創品牌「為

中國人裝上四個輪子」的願景和企圖心，在賺錢心態和閒置產能利用率的驅使下

一直希望能夠充分運用其三義廠的產能幫其它廠牌代工。但是，日產與裕隆建立

了多年的技術合作與入股合資的關係，當然不能坐視裕隆自創品牌或為其他車廠

品牌代工。此外，一直以來日產其實都是將台灣裕隆視為一項海外投資事業，一

個在台灣市場的技術合作兼汽車代理商的角色。並不是一個真正共同發展的事業

夥伴，這可以從一直以來日產掌握關鍵主要設計和零組件，不願意台灣參與主要

上市車款設計可以看出端倪。在這樣狀況下，對於一直懷有自己汽車品牌大夢和

走入國際市場的裕隆少主嚴凱泰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阻礙，因為裕隆必須要時

時刻刻都活在日產策略規劃下卻又無法取得市場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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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割的原因 

    2003 年的分割案對於裕隆公司和嚴凱泰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業發展轉

淚點。原本裕隆和日產的合作模式是建構在雙方的策略需求下所結盟，裕隆合作

目的是因為早期汽車技術不夠成熟無法發展自有品牌，因此需要日產在車款上和

技術上的支援；而日產合作目的則需要裕隆對於台灣市場的管理與銷售。 

但這樣的合作模式在各地新興市場（尤其是大陸市場）快速崛起後和少主嚴凱泰

先生急欲改革的情況下開始產生改變。主要有兩個原因： 

 

裕隆角度：為了內部資源分配更有效率 - 追求經濟規模 

    在當時為了應付越趨競爭的車市，全球汽車廠商都在進行購併，6大集團（通

用、福特、福斯、豐田、戴姆勒-克萊斯勒、雷諾-日產）就包辦了 85％的市場

佔有率。汽車的產業價值鏈非常廣而深，要有競爭力一定要具有規模經濟。如前

述台灣市場當時已趨於飽和，但裕隆又受到日產的箝制無法去爭取其他車廠的代

工單增加產量達到規模經濟降低成本，造成三義廠的產能利用率不足。在裕隆本

身的汽車生產技術已經漸趨成熟下，他們希望其產能不是只給日產使用，而是可

以可以提供給其他大廠使用。因此裕隆希望藉著此分割案能將其製造生產體系與

其營銷體系徹底切開，讓裕隆公司變成專業的汽車生產製造商發揮其產能，而切

割出去的公司則是專門負責日產主導日產品牌的全球資源與市場，將負責台灣、

大陸、東協等地的日產的汽車事業。這樣的分割策略目的是為了在台灣這市場特

性是無法規模經濟效益的限制下，來儘量達到汽車產業必須規模經濟的特性。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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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可藉此與日產的切割開始，除了繼續替裕隆日產製造汽車外，與日產的品牌及

銷售不再掛鉤，一方面可以自創品牌，也可同時做多品牌代工。另一方面也可自

由地依策略需要轉投資，開發新店龐大土地資產或切入其他商機。 

 

日產角度：藉由新分割公司裕日的華人優勢拓展中國大陸市場 

    1990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市場崛起，各大車廠無不希望進入中國搶食這塊

大餅。而在分割之前，裕隆其實在幾年前已經進入中國市場與東風合資成立風神

汽車，並且在頭幾年就創下極高的獲利，因此吸引日產進一步擴大在中國市場的

投資意願。在這樣的背景下，裕日汽車因此被切割出來專心負責日產在中國大陸、

台灣以及東南亞的整個行銷、研發、物流、購買等屬於 Nissan 品牌的事務。而

日產也透過換股的機制將所持有的裕隆公司 25%股權交換裕隆日產 40%股權，從

原本的裕隆公司完全獨立出來，並在裕日公司中提高了其股份至 40％。如此一

來日產可以透過與裕日的合作打通另一道與中國東風汽車合作的門，並透過對裕

日對於華人世界的文化了解來制定營銷策略，也可以透過其對於華人使用汽車的

習慣來做中國市場汽車的設計，快速打開進入中國市場的大門。 

5.2.3 分割效益檢討 

 這次分割案並不是如傳統的企業分割，母公司分割出新的子公司。而是合資

的裕隆公司最後再分割成一家獨立的裕隆公司和新的合資裕日公司。裕隆是為了

有效使用剩餘產能和為了後續的自創品牌而鋪路。日產則是為了進入搶食中國市

場這塊大餅分割出此公司專心在營銷活動上。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裕隆跟日產方面

針對此分割案其實是懷有各自的策略動機。因此此分割案應該是要探討在兩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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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動機前提下，是否已符合了三條件的要求。不過在此因為日本日產資訊取得

較不易，加上其實在這樁分割案中背後的商業政治角力不是如此單純，因此本章

節在此以此模型分析來單方面探究裕隆，在此分割上所欲達到之策略目的，在資

源掌握和外部環境判斷是否已準備完備。 

 

 三條件分析 

外部市場是否俱有吸引力：市場規模/成長率/發展趨勢 

分割的目的為：裕隆主要是為了充分利用其三義廠的剩餘產能，而不是單單 

只生產日產的訂單，且也是為了未來在自我品牌建立上的方便性。因此在外部市

場方面我們要探究的市場就是全球車市的成長率，尤其是中國市場是否可以滿足

裕隆在爭取他牌車廠訂單和發展自我品牌的野心。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市場在分割

案發生前的的汽車銷售量每年都以驚人的成長率在成長，甚至到了分割案前一年

2002年時成長率更高達 40%。這樣的成長數字吸引了無數車廠競相投入次市場。

其實在這之前裕隆與東風所合資的風神汽車就已表現相當亮眼。2001 年高盛首

席經濟師奧尼爾發表了金磚四國這個稱號，新興市場的高成長和逐漸成長的消費

力開始正式地受到廣泛的注意。 

表格 6中國大陸市場汽車銷售資料來源：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銷售量（萬輛） 160 183 208 234 329 

成長率（%） 1.90% 14.40% 13.70% 12.50%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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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目前市場對於汽車並無明顯的替代品，因此在市場吸引度為高得情況

下，要注意的則是市場的動態性部分，也就是市場獲利程度部分。在各大車廠準

備齊聚中國市場大展身手同時，裕隆的日產車款相較於其對手們，如本田、豐田

等似乎沒有劃出很大的差異性。雖然可能在市場高度成長下，各大廠家都可以分

得一杯羹，但是長期下來其到底有無核心能耐可以真正創造出長期的利潤，這待

以下探討。所以就外部市場來說，當下市場成長是可以期待的，這是一塊值得去

試的餅，尤其是在前幾年風神成功的經驗下加持下，但長期的真正的獲利性多寡

則必須端看裕隆是否有建立起真正的自我核心能耐。 

 

內部核心能耐是否建立 

    如果就此分割案來看裕隆在裕日裡所想達到的策略目的，主要是要透過裕日

這間合資公司加深與日產在大陸共同開發的連結。在這樣的合作關係前提下，裕

隆必須要展現的價值在於可以當作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商業橋樑。日本和中國大陸

彼此存在歷史矛盾，但又互相需要彼此的技術和市場下，裕隆就必須在中間彰顯

這座橋樑的重要性。它必須要能夠提供日產對於華人市場，包括車款的偏好、營

銷的方式的理解，帶給日方有別於大陸人的信賴感和對於市場的高理解度；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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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方，則必須在大陸對於歷史矛盾這利基同時，展現其對於日方技術和經營模

式的熟捻，證明其可以有效降低雙方因商業文化不同所造成的摩擦，創造出最大

的綜效，如此才能真正帶給日產在大陸經營上的價值回饋。 

    如果我們用 VIRO來檢視此項能力，可以發現其在當下的時間點是具備著價

值性（V）、稀缺性（R）和組織能力性（O）。其帶給兩間不同文化的企業在共同

發展時有了共通的語言，這樣的能力是需要依靠長時間經驗培養出來。但唯一也

是最重要的顧慮點就是其不具備有不可模仿性（I）。在商言商，這種類似的合資

商業關係其實在經過一段時間彼此熟悉合作模式和當地市場後，當雙方已熟悉彼

此的模式和文化後，中間者的權利很容易就被收回進而失去自己的立足點。 

 

外部互補性資源的掌握 

    對於代工裕隆，分割是為了可以承接他牌訂單。在多年與日產的合作下，裕

隆本身在製車技術上大幅度進步，對於承接代工的能力已經成熟。但是對於原本

屬於訂單會從天上（日產）掉下來直接代工的模式，忽然轉為要由自己出去接單，

拓展業務生產的模式。這樣的商業模式的轉換等於是由被動轉為主動。對於代工

裕隆來說，建立與他牌車廠的關係和建立起業務團隊是代工裕隆必須要培養出的

內部競爭優勢，但是對於當下的代工裕隆來說與他車廠的關係甚至是銷售團隊或

許是他必須要去掌握到的外部性資源。但在這方面的掌握上，代工裕隆似乎沒有

特別準備充分。至於裕日方面，分割主要是為了與日產有更緊密的合作共同經營

海外，尤其是中國市場。白話來說，裕隆在裕日裡是屬於一個營銷的團隊，對於

一個準備進軍中國的專業營銷團隊必須要掌握住的外部資源是原廠方面的信賴

和技術提供。在當地市場來說則是與當廠商的合作關係，在這兩方面基本上裕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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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和日產的 50年合作已打下深厚基礎，加上日產必須依靠裕隆擔任中間的

橋樑，勢必會在一開始與其緊密合作。當地關係方面，風神的成功是在裕隆和東

風汽車雙方合作的典範。身為中國第二大汽車製造商，裕隆已取得這張合作入場

券，並也以實績向東風證明了自己是有能力的合作夥伴。因此在互補性資產上掌

握上，裕日的裕隆是準備已久，只待外部市場的到位。 

結論 

    根據三條件的分析，在當下外部汽車市場的市場吸引度為高情況下，雖然市

場獲利度還必須仰賴其他競爭對手的經營狀況來判定，這裡是風險來源所在。但

根據裕隆在大陸市場的渠道和關係掌握上，已和東風建立起了一定聯結。技術和

產品方面的支援也是由合作已久的日產所提供。內部競爭優勢部分則是對於華人

市場的了解，並也透過本身的特性卡到了商業關係中一個的立基點。在當下時間

點看來，其實裕隆在內部和互補性資產掌握上已有一定基礎，尚未掌握住的是大

陸那塊高速成長但競爭非常激烈的市場。更必須要值得注意的是，往後隨著時間

的發展，裕隆在裕日裡那可被模仿性的現有競爭優勢是否可以在面對市場的動態

變化時，真正兌變成核心能耐帶領著裕隆往下走下去，其實是最被質疑的。畢竟

這樣的競爭優勢雖然俱有價值性和當下具有稀缺性。但核心能耐的三問中，雖然

其可以為顧客帶來價值，但卻是項是可以被模仿的能力且似乎也無法提供使裕隆

進入多種產品市場的可能，因為這項能力就是建立在對於汽車市場的經驗值上。

而這項能力說穿了就是佔著經驗和種族的優勢，一旦被模仿了就沒有利用價值了。

所以對於裕隆來說，到底什麼是可以帶著企業持續性往前走的核心能耐似乎還未

找到，這也將是對裕日裡的裕隆來說，這項切割短期之內是可以期待的，但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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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這樣的分割會不會造成裕隆在中國大陸市場上兩頭空，最後失去了日產的技

術支援和東風的大陸關係。只剩下專業代工毛利卻低的裕隆和一群會說中文的營

銷團隊。 

 

6 總結 

    如一開始開宗明義所述，企業分割三條件其實是可以適用在許多企業策略的

決策判斷基準，因為此模型的背後理論支持是建立在資源基礎理論、資源互賴理

論等已被實證多年的理論基礎上，而這些理論在多年後也衍生出許多關於核心能

耐和互補性資源的重要商業概念。因此對於即將回歸職場的我來說，其實最重要

的是如何將這些理論基礎的知識運用，再重新排列組合，找到適切的方式融會貫

通然後應用其不同的商業議題的問題解決上，如何透過這些學術的骨架下找尋自

己公司策略執行上的盲點是學生撰寫此題目的目的，因此將此三條件相結合後成

為一個實用的判斷分析工具。而本研究針對企業分割去做探討是認為這是未來不

可避免的趨勢，因此將討論主題決定至此。雖然此條件書不能百分之百可以幫助

企業做出精準成功的策略決策，但是至少可以提供企業思考的角度減少失敗的機

率。 

    針對企業分割這議題上，其實在這裡想強調的企業分割並不是說三條件所屬

的資源都要掌握至百分之百才能成功，因為每間企業的面對的商業環境和環境不

一樣。有些企業做企業分割的目的甚至是為了掌握三條件其中之一的條件，才做

出切割動作。而更也不是簡單的說只要經過此三條件的審視即可以百分之百成功，

還是必須要看組織內部的文化、領導者、執行力等關鍵。因此本篇論文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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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強調，今日企業做進行企業分割之前，至少必須要去審視自己在這三項條件

的掌握程度如何，掌握程度的高與低固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經過審視之後了

解自己缺少在哪裡，為何缺少，今後要如何去掌握。根據事先洞察到的訊息去規

劃並準備，進而去提高分割後面對市場的風險承受度。 

    因此，此篇論文精神最重要的是提醒我們思考的角度必須要至少從這三個角

度以上出發。三條件模型是個工具，拆開後其實個別是非常重要的商業應用概念。

但也是因為只思考其中一條件的話，其深度將不符合當下的商業環境，所以才會

不斷有新的理論學派出現來解釋當下的環境變化和解決方法，例如五力分析、互

補性資產等都是在這樣的變化背景中所衍生出來。同樣的，如果搬到實際商業戰

場上，許多企業或是企管顧問在思考時卻仍也往往只看到了其中一條件或是其中

兩條件，而造成了策略制定上的疏失讓公司曝露於更大的風險當中。希望這樣三

條件審視能夠真正幫助企業或是個人在未來的商業策略制定上可以用一個基本

的框架先檢視整體狀況，也就是在判斷外部市場獲利性成長性和各項優勢資源是

否充分掌握後，再進一步去深入分析每間企業的背景、文化、組織、營運活動等

細節運作，最後結論出真正適合本身的分割目的、分割方式或是任何其他策略上

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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