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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創業風潮的蓬勃發展，關於商業模式的研究也越來越受重視，不過

以往的研究多半著重在已開發國家和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較少有針對商業模式

設計架構以及新興市場做探討的研究，但是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已不容小覷，其

中最受矚目的中國，其創業環境在政府大力支持及推動下，也逐漸從之前為人詬

病的「Copycat」走出中國式的創新模式。本論文透過內容分析法，以《創業家

雜誌》的黑馬專欄報導之中國新創企業為資料來源，進行內容分析與推論，探討

影響中國新創企業商業模式設計之可能內外部因素。研究發現，影響中國新創企

業之商業模式設計的重要因素包含內部的：「是否擁有關鍵技術及專利」、「創業

團隊之海外經驗」，以及外部的：「互聯網科技帶動渠道轉移程度」、「是否有外部

創投資金挹注」，不只有來自個人面的因素、也有來自公司面以及環境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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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研究動機	

	 	 經濟學人智庫曾經針對全球 4000 多家高級管理人員進行調查，發現受訪者

中有超過半數的人認為，企業經營若要成功，商業模式創新會比產品或服務創新

更重要(Amit	&	Zott,	2012)、蘋果重新設計商業模式，將原本的硬體生產轉為「iPod

＋iTunes」模式後，營收增加超過四倍，這些例子都指出商業模式是指導企業發

展的重要運營藍圖，設計一個好的商業模式對於新創公司來說至關重要

(Stinchcombe	&	March,	1965)，多位學者也針對商業模式的設計架構提出不同的

定義及分類方式，在商業模式研究領域專精的兩位學者 Amit	&	Zott 更是針對新

創企業提出一個二分法的分析架構，探討不同的商業模式設計與新創企業表現之

間的關係。(Zott	&	Amit,	2010)	

	 	 商業模式的研究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不過研究的對象多半還是歐美等已

開發國家的企業為主，很少有以新興市場的新創企業作為標的，但是新興市場近

年來的發展已不容小覷，龐大的人口數量造就消費需求，尚未完全開發的環境也

充斥著許多未被滿足的市場，催生不少的新創事業，其中，中國的新創企業更在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蓬勃發展，創業環境的成熟以及科技創新力量的成長，讓中國

的創業公司從早期人詬病的「Copycat」模式逐漸轉為針對本地市場痛點中尋找

切入點，並發展出自己獨有的商業模式，美國知名媒體《紐約時報》最近還針對

微信這款社交應用製作一部《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	Internet》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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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ng	in	Emerging	Markets:	A	Road	Map	for	Strategy	and	Execution》一

書的作者 Tarun	Khanna 以及 Krishna	G.	Palepu 就提到，新興市場缺乏可以促進

商務運作的有效機構（the	lack	of	institutions），像是信貸體系、智慧財產權保護、

數據研究公司等，因此產生了所謂的制度空隙（institutional	voids），這種法律、

商業資訊上的不健全雖然對企業經營產生了挑戰，但也同時為廠商提供了重大的

機會，如果廠商可以提出填補這些空隙的解決辦法、滿足當地人民的需求，就有

機會在新興市場中制勝，像是支付寶的出現解決了中國境內的信貸系統不健全、

阿里巴巴的誕生解決了海外資訊蒐集困難的問題。	

	 	 雖然關於商業模式和新興市場的探討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目前被提

及最多次的只有印度的塔塔集團和電信公司 Bharti	Airtel（Johnson,	2010,	Seizing	

the	white	spac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renewal/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2008,	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	Giesen	te	al.,	

2007,	Three	ways	to	successfully	innovate	your	business	model），以中國新創企業

作為研究對象的報告並不多見，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利用 Amit	&	Zott 的商

業模式設計分類作為分析架構(Zott	&	Amit,	2010)，並以中國《創業家雜誌》黑

馬專欄的新創企業作為主要分析對象，研究中國新創企業的商業模式設計，並找

出在此新興市場環境中，可能影響商業模式設計的內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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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根據先前的研究動機所述，本研究的目的為：	 	

1. 找出影響商業模式設計的可能內外部因素	

2. 探討商業模式設計與新興市場之新創公司內外部因素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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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此章節會先介紹商業模式，包含商業模式的定義以及設計架構，接著介紹與

本研究相關的理論和觀點，包含交易成本理論、影響新創企業成敗的因素等，從

這幾個理論提到的影響變數，檢視公司內外部因素與商業模式設計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商業模式	

（ㄧ）商業模式定義	

	 	 Frezza 認為商業模式是一個串接生產鏈上所有元素的流程圖，像是生產者、

配送者還有消費者，一個方向的流程代表商品及服務流，另一個方向代表的則是

金流。(Frezza,	1998)	Paul	Timmers 認為的商業模式是一個由產品流、服務流、資

訊流所組成的體系結構，同時描述體系中個參與者的角色、營收來源及潛在利益。

(Timmers,	1998)	Rappa 認為商業模式定義是一套可以讓公司生存下去的商業經營

方法，也就是說明一間公司如何持續的賺錢。(M.	A.	Rappa,	2004)	Chesbrough	 和

Rosenbloom 指出，商業模式是一個將科技潛力轉換為顧客價值，創造經濟利益

的一連串過程。(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	 	

	 	 Magretta 對商業模式的定義則是「企業運作的方式」，還必須能夠回答以下

的問題：顧客是誰？他們需要什麼？企業怎麼在合理的成本架構下提供價值給顧

客？企業如何獲利？(Magretta,	2002)	Michael	Rappa 認為商業模式是一個企業可

以從開展業務中獲利並生存的方法，並且要同時指出企業在價值鏈中的可獲得利

潤的適當定位。(M.	Rapp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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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elpel 等人認為的商業模式是一個可傳達企業價值主張、滿足顧客及各利

害關係人需求的價值網絡。(Voelpel†,	Leibold,	&	Tekie,	2004)	Morris 及 Allen 等人

指出，商業模式說明如何利用產品、顧客、價值主張，在目標市場建立持續性的

競爭優勢。(Morris,	Schindehutte,	&	Allen,	2005)	

	 	 Amit	&	Zott 對於商業模式的定義則是企業的價值活動系統，其中包含了交

易的內容、架構和管理。(Zott	&	Amit,	2010)	Johnson,	Alexander	Osterwalder 和

Pigneur 對於商業模式的定義較為類似，都是指一個組織如何為客戶及企業本身

創造並傳遞提供價值的方法，但是具體的架構及組成要件就不盡相同。(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2008;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各學者對於商業

模式的定義整理如下(Zott,	Amit,	&	Mass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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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商業模式定義	

年代	 學者	 定義	

1998	 Frezza	 一個串接生產鏈上所有元素的流程圖，像是生產者、配

送者還有消費者，一個方向的流程代表商品及服務流，

另一個方向代表的則是金流	

1998	 Timmers	 	 涵蓋產品流、服務流、資訊流的架構體系，同時包含各

參與者的角色、收入來源與潛在利益	

2001	

2010	

Amit	&	Zott	

	

企業的價值活動系統，包含交易的內容、架構和管理	

2002	 Chesbrough	&	

Rosenbloom	

從技術創新的視角連結經濟價值的實現，如何將科技潛

力轉為顧客價值的一連串過程	

2002	 Magretta	 	 企業運作的方式	

2003	 Rappa	 一套可以讓公司生存下去的商業經營方法，也就是說明

一間公司如何持續的賺錢	

2004	 Voelpel	et	al.	 企業建構可傳達價值主張、滿足顧客及各利害關係人需

求的價值網絡，並獲得財務上的收入	

2005	 Morris,	

Schindehutte	&	

Allen	 	

如何利用產品、顧客、價值主張，在目標市場建立持續

性的競爭優勢	

2008	

2010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Johnson	

描述企業為客戶及公司創造及提供價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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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2010	

Osterwalder	

Osterwalder	&	

Pigneur	 	

企業創造、傳播並獲得價值的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商業模式設計	

	 	 除了概念性的商業模式定義之外，部分學者還會進一步地給出商業模式的設

計架構，雖然目前商業模式的概念已經被廣為運用，但是關於商業模式設計，學

術界目前並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明確定義及分類，許多探討商業模式設計的學

者也會從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切入，Gummesson 等人在《Business	model	design:	

conceptualizing	networked	value	co-creation》一文中將商業模式架構分成「設計

原則」(Design	Principles),「資源」(Resources)和「能力」(Capabilities)三大構成要

素，將商業模式設計原則定義為「可以引導組織能力，使其在價值共創中發揮最

佳化效果」，並從市場、提供物、運營和管理四大層面探討和商業模式的設計原

則，如下表所示：(Gummesson,	Mele,	Polese,	Nenonen,	&	Storbacka,	2010)	 	

表 1-2	 商業模式設計	

	 設計原則	 資源	 能力	

市場	 市場及客戶定義	 客戶和品牌	 市場及客戶管理	

提供物	 供應物設計及營

收邏輯	

技術	 提供管理及研發	

運營	 運營設計	 基礎設施、供應商

及夥伴	

採購、生產及配送	

管理	 管理系統	 人力及財務資源	 管理及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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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ummesson,	E,	Mele,	C,	Polese,	F,	Nenonen,	Suvi,	&	Storbacka,	Kaj.	

(2010).	Business	model	design:	conceptualizing	networked	value	co-cre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and	Service	Sciences,	2(1),	43-59.	

	

	 	 Dubosson-Torbay 等人在《eBusiness	Model	Design,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s》一文中，也是從「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基礎建設管理」(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財務

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等四個等構成要素定義電子企業(e-Business)的商業

模式設計。	 (Dubosson-Torbay,	Osterwalder,	&	Pigneur,	2002)	 關於商業模式構成

要素的文獻研究，整理如下述表格：	

表 1-3	 商業模式構成要素比較	

年代	 學者	 構成要素	

2001	

2010	

Amit	&	Zott	

	

價值主張、市場區隔、價值鏈、價值網絡、	

成本效益、競爭戰略	

2002	 Dubosson-Torbay,	

Osterwalder	&	

Pigneur	

產品創新、顧客關係、基礎建設管理、財務管理	

2002	 Chesbrough	&	

Rosenbloom	 	

價值主張、市場區隔、價值鏈、價值網絡的定位、

成本效益、競爭戰略	

2005	 Morris,	Schindehutte	

&	Allen	

顧客、價值主張、經濟模型結構、市場定位、	

組織設計	

2008	

2010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關鍵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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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2004	

2010	

Osterwalder	

Osterwalder	&	

Pigneur	

價值主張、顧客區隔、行銷通路、顧客關係、	

關鍵資源、關鍵活動、關鍵合作夥伴、營收模式、

成本結構	

2010	 Gummesson	et.	al	 設計原則、資源、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Johnson 等人提出的「四格商業模式架構」(Four-Box	Business	Model)與

Osterwalder	&	Pigneur 提出的商業模式圖(Business	Model	Canvas)為目前商業模

式架構的最主要的兩種分類，四格商業模式架構的四大要素包含「顧客價值主張」、

「利潤公式」(Profit	Formula)、「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及「關鍵流程」(Key	

Process)。(Johnson,	2010;	Johnson	et	al.,	2008)	 	

表 1-4	 四格商業模式架構整理	

要素	 描述	

顧客價值主張	

(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CVP)	

! 代辦工作(Job	to	be	done)	

! 供應項目(Offering)	

顧客價值主張是指在特定價格下，幫目標客

群用更方便、更有效率、更經濟實惠的方式

解決他們的問題，或是完成「代辦工作(Job	to	

be	done)」(Johnson,	2010)，所有的成功商業模

式，都具備一個精準、強而有力的顧客價值

主張。在制定顧客價值主張之前，必須對於

顧客的「代辦工作(Job	to	be	done)」有全面地

深入了解，知道他們在特定情境下需要解決

的問題，而不是聚焦在他們的需求，因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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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定義太廣泛，而且常常會被侷限在現有

的產品或服務上。	

利潤公式(Profit	Formula)	

! 營收模型 

! 成本結構 

! 目標單位利潤 

! 資源流動速度	

	

利潤公式是企業的經濟藍圖，定義公司如何

替自身還有股東創造價值，詳細說明資產、

固定成本結構、利潤，以及所需的資源流動

速度(Johnson,	2010)。利潤公式定義了企業在

給定的資源和成本結構下，企業所需達到的

毛利和淨利水平，還有公司為了達到損益平

衡公司必須成長到的經濟規模，利潤公式包

含營收模型、成本結構、目標單位利潤及資

源流動速度。	

	

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	 	 關鍵資源是指為傳達顧客價值主張，所需要

投入的生產要素資源，如：人力、技術、產

品、設備、資金還有品牌，其中特別聚焦在

可以讓商品創造出差異化及競爭力的特殊性

資源，雖然公司在創造價值的過程常會浥注

許多不同層面的資源，但關鍵資源是決定公

司是否能在市場中取得一席之地的關鍵。	

4.	 關鍵流程(Key	Process)	 在傳遞顧客價值的過程中，那些重要、必須

被持續、一致實行的作業項目，像是製造、

銷售、服務、發展、預算跟規劃，企業在運

作流程中包含要素可能很多，必須要專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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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對顧客價值主張及利潤公式有貢獻的要

素上。	

關鍵資源必須與關鍵流程互相的緊密配合，

才能夠重複不間斷地傳達顧客價值主張及利

潤公式，在複製的過程中擴大公司的規模。	

資料來源：Johnson,	Mark	W.	(2010).	Seizing	the	white	spac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renewal:	Harvard	Business	Press.	Johnson,	Mark	W,	

Christensen,	Clayton	M,	&	Kagermann,	Henning.	(2008).	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6(12),	57-68.	

	

	 	 商業模式圖的九個商業模式組成要素分別為：「價值主張」、「顧客區隔」

(Customer	Segment)、「行銷通路」(Channel)、「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

「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關鍵活動」(Key	Activity)、「關鍵合作夥伴」

(Key	Partner)、「營收模式」(Revenue	Stream)、「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其

詳細定義整理如下：(Alexander	&	Yves,	2010)	

表 1-5	 商業模式圖	

九要素	 定義	

價值主張	 公司透過其產品和服務所能向消費者提供的價值，用以解

決顧客問題、滿足其需求，價值主張可以確認公司對消費

者的實用意義	

目標群體	 公司所瞄準的消費者群體，他們通常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定義消費者群體的過程也被稱為市場劃分	

行銷通路	 公司用來接觸目標群體的各種途徑、將價值主張傳遞給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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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渠道，涉及公司的行銷策略	

顧客關係	 公司與消費者群體之間所建立的聯繫，跟每個目標客層都

要建立並維繫不同的顧客關係	

關鍵資源	 能夠讓企業創造並提供價值的資源，主要指那些其他企業

不能夠代替的物質資產、無形資產、人力資本等	

關鍵活動	 影響其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行為	

關鍵合作夥伴	 能夠與公司形成合作關係的商業夥伴，包含供應商、經銷

商及其他市場中介，在必要的情況下，還包括其競爭對手	

營收模式	 企業透過收入流創造財富的途徑	

成本結構	 公司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貨幣描述	

資料來源：Alexander,	Osterwalder,	&	Yves,	Pigneur.	(2010).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Business	Model	Canvas,	explanation	and	concept	of	the	Business	Model	

canvas,	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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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Johnson 的「四格商業模式架構」與 Osterwalder	&	Pigneur 提出的「商

業模式圖」這兩個最常使用的商業模式架構可以發現兩者在定義上基本相同，只

是在於延伸出的架構不一樣，Johnson 比較偏向概念，而 Osterwalder 比較貼近企

業的運營狀況，雖然 Johnson 在四格商業模式中將四個要素分別定義描述，但是

這四個要素彼此息息相關，互相作用和依存的程度高，企業成功的關鍵在於是否

能發展出一套可以隨產業、公司本身調整的商業模式，並確保 Johnson 的四格商

業模式構面穩定和互補。	

表 1-6	 「四格商業模式架構」與「商業模式圖」之比較	

Johnson「四格商業模式架構」	 Osterwalder	&	Pigneur「商業模式圖」	

顧客價值主張	 價值主張	

目標群體	

行銷通路	

顧客關係	

利潤公式	 營收模式	

成本結構	

關鍵資源	 關鍵資源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流程	 關鍵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Timmer 和 Rappa 在其研究中，針對電子商務給出明確的商業模式設計分類，

前者分為 10 類，後者分為 9 類，簡述如下表：(M.	Rappa,	2003;	Timmer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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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Timmer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設計分類	

Timmer/	Business	models	for	electronic	markets	

分類	 簡述	

線上商店 E-shop	 公司或商店的網路行銷，消費者可以用比較優惠的價格買到

同款商品，公司藉此降低成本、增加銷售。	

線上採購

E-procurement	

透過網路招標或進行採購，公司可以用較低成本招到品質較

好的供應商。	

線上競標 E-auction	 透過網路執行拍賣過程，對拍賣方而言平台節省了拍賣費

用，對買方而言可以在網上做 global sourcing 增加效率、節省

四處奔波的成本。	

線上商城 E-mall	 電子版的購物商城，可以想成是很多 E-shop 的集合體，對消

費者來說購物更加便利；對商場經營者而言可以降低成本。	

第三方市場

Third-party	

marketplace	

一個可以支援多種商業的行銷和交易的場合。	

虛擬社區 

Virtual	communities	

致力於會員之間溝通的附加價值，社區運營方藉由會員費用

和廣告獲利。	

價值鏈服務提供者

Value-chain	service	

provider	

專注於價值鏈的特定部分功能，像是物流或是支付，目的是

在其中的一個細分市場取得獨特的競爭優勢，像是 FedEx 基

於網絡的包裹運輸支持。	

價值鏈整合者

Value-chain	

integrators	

致力於整合價值鏈的多個步驟，藉由顧問費用或是交易費用

獲利，一些第三方市場正在往此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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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平台

Collaboration	

platforms	

提供不同企業協作的工具和訊息平台。	

資訊經紀人

Information	broker	

通過互聯網提供商業資訊服務，像是雅虎因為搜尋業務而掌

握大量資訊，可以提供客戶諸多商業分析及投資建議等服務。	

資料來源：Rappa,	Michael.	(2003).	Business	models	on	the	web.	Available	at	

Managing	the	Digital	Enterprise	website:	http://digitalenterprise.	org.	

	

表 1-8	Rappa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設計分類	

Rappa/	The	utility	business	model	and	the	future	of	computing	services	

分類	 簡述	

經紀模型 

Brokerage	model	

將買家和賣家聚在一起，促進交易，在 B2B, B2C, C2C

市場常發揮作用，收費方式不盡相同，但是通常模型中

都會包含交易、需求蒐集系統和拍賣經紀人。 

廣告模型 

Advertising	model	

可以想成將傳統廣告模型延伸到網路，廣告模型包含入

口網站、基於查詢的付費展示位置、關鍵字內文式廣告

和關鍵字定位廣告。	

訊息中介模型

Information-intermediary	

model	

蒐集消費者或生產者的相關資訊，作為了解市場、精準

行銷的重要參考依據。	

商家模型 

Merchant	model	

商家意指商品或服務的零售或批發商，商家模型包含虛

擬商家或電子零售商。	

生產者直接模型 製造商透過網路的渠道，跳過中間商的環節直接接觸到



	 21	

Manufacturer	Direct	

model	

消費者。	

聯盟模型 

Affiliate	model	

聯盟模型增加用戶在使用網路時更多的購買機會，像是

在其他合作夥伴的網站插入導購連結，有銷售成功才會

被抽成。	

社區模型 

Community	model	

社區模型基於用戶的忠誠度，建立一個特定群體感興趣

的社區，透過自願捐款的方式支持該網站的營運。	

訂閱模式 

Subscription	model	

向用戶收取訂閱服務的費用（日費、月費或年費），通

常會將該網站的內容分為免費內容和會員專屬內容。	

實用和混合模型 

Utility	and	hybrid	

models	

實用模型是指基於真實使用率作為收費基礎；混合模型

是指混合訂閱模型和實用模型。	

資料來源：Timmers,	Paul.	(1998).	Business	models	for	electronic	markets.	

Electronic	markets,	8(2),	3-8.	

	

	 	 在商業模式研究領域十分專精的兩位學者 Amit	&	Zott，站在組織設計的角

度，將商業模式的設計架構定義為組織的「跨界活動」(Boundary-Spanning)交易，

並將其分為「效率型設計」(Efficiency-Centered	Design)和「創新型設計」

(Novelty-Centered	Design)	 兩種，分析不同商業模式設計跟新創企業表現之間的

關聯性，(Zott	&	Amit,	2007)	 ，由於其定義和分類相對簡潔明確，本研究將以此

模型為主要分析架構。	

	

	 	 「效率型設計」指的是利用商業模式達到交易的效率性，目標是降低所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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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參與者的交易成本，利用模仿而非創新的方式創造財富(Aldrich,	1999;	Zott,	

2003)	 ；「創新型設計」指的是透過創新的方式執行經濟交換的過程，例如：利

用新的方式連結交易參與者、創造新的交易機制等，一個創新型的商業模式設計，

可能是創造一個新市場，也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市場做創新。	 (Brynjolfsson	&	Hitt,	

2005)，Amit	&	Zott 的商業模式設計分類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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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Amit	&	Zott 商業模式設計整理	

分類	 描述	

效率型設計	

(Efficiency-Centered	Design)	

旨在降低交易成本，包含：	

! 降低交易的不確定性、複雜度、協調成本、交

易風險；增加交易的信賴度及透明度	

! 讓交易流程更透明	

! 加速交易速度、降低存貨，舉例：Baxter ASAP

提供醫院直接向批發商買相關用品的管道	

! 使需求得以加總、提供交易規模化	

! 讓資訊流在交易的所有相關利益者中更好地

流動，降低資訊不對稱的程度	

創新型設計	

(Novelty-Centered	Design)	

利用新的方式進行經濟交換(Economic 

exchange)，包含： 

! 連接先前沒有被串聯的團體 

! 利用新的方式連結交易參與者 

! 設計新的交換機制 

! 創新可以發生在產品或服務、生產方式、行銷

和市場等層面 

資料來源：Zott,	Christoph,	&	Amit,	Raphael.	(2007).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Organization	science,	18(2),	18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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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t	&	Zott 利用 13 種項目作為兩類商業模型設計模式各自的衡量指標，如

下表所示：	

表 1-10	 商業模式設計衡量指標	

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衡量指標 效率型商業模式設計衡量指標	

提供新的產品、服務或資訊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存貨成本	

引入新的交易參與者	 簡易交易	

提供創新誘因給交易參與者	 降低交易執行時錯誤發生率	

提供多樣性，還有接觸商品、交易參與

者的管道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其他成本，如：行銷、

溝通	

利用創新方式連結交易參與者	 商業模式可規模化	

部分交易參與者之間的連結方式創新	 可以讓交易參與者作出明智的決定	

商業模式創新專利的數量	 交易資訊透明	

商業模式仰賴於交易秘密或是版權	 降低資訊不對稱	

該公司是否宣稱自己是其商業模式的

先鋒	

可以了解其他交易參與者的資訊	

持續在商業模式引進創新	 可以接觸產品、服務、資訊，還有其他

交易參與者	

有可以超越現有商業模式的潛力	 使需求得以加總	

有其他使商業模式更加創新的因素	 加快交易速度	

整體商業模式較為創新	 增進交易效率	

資料來源：Zott,	Christoph,	&	Amit,	Raphael.	(2007).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Organization	science,	18(2),	18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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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者關於商業模式的研究摘要及研究標的整理如下：	

表 1-11 商業模式研究摘要及標的整理	

論文 

(學者/年代)	

摘要	 研究標的	

Business	models	for	

electronic	markets	

(Timmer/1998)	

利用「創新的程度」

(Degree	of	Innovation)和

「功能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兩個維度作為

分析將當時 11 種電子商

務的依據 

已開發國家企業，例如：

FedEx, Travelocity, Japan 

Airlines 等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captur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Xerox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spin-off	

companies.	

(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	

探討從早期科技獲取價

值之商業模式的角色：如

何將科技潛力轉為顧客

價值的一連串過程。	

美國全錄公司(Xerox)	

Why	business	models	

matter	

(Magretta/2002)	

商業模式對於成功組織

的重要性，提出評斷商業

模式好壞的兩個標準作

為測試依據。	

Wal-Mart 和戴爾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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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s	on	the	

web	

(Rappa,	Michael/2003)	

針對網上可觀察到的企

業，提出一個全面並具有

說服力的商業模式分類。	

已開發市場的企業如：

eBay、Amazon、Google,	

NYTimes、尼爾森、戴爾

電腦等公司	

The	utility	business	

model	and	the	future	

of	computing	services	

(Rappa/2004)	

檢視公共事業商業模式

(Utility Business Model)

未來在提供計算服務

(Computing Services)時的

角色。	

公共事業及電子商務，沒

有特別提及具體公司	

The	wheel	of	business	

model	reinvention:	how	

to	reshape	your	

business	model	to	

leapfrog	competitors	

(Voelpel	et	al./2004)	

介紹商業模式創新的系

統框架、闡述其關鍵層面

和提出系統化的操作過

程，並提出一個工具幫助

組織評估現有還有研擬

新的商業模式。	

已開發國家企業，例如：

大英百科全書、IKEA、

Wal-Mart、Dell 和 BRL 

Hardy	

The	business	model	

ontology:	A	proposition	

in	a	design	science	

approach	

(Osterwalder/2004)	

定義一個通用模型來描

述商業模式，以作為日後

相關概念及工具的基礎。	

已開發國家企業，例如：

HP、DELL、eBay、Amazon

等	

The	entrepreneur's	

business	model:	toward	

a	unified	perspective	

探討商業模式的理論基

礎，並提出一個有六個組

成的架構來描述商業模

已開發國家企業，例如：

戴爾電腦和西南航空等 

	



	 27	

(Morris,	Allen	&	

Schindehutte	/2005)	

式的設計架構	

Three	ways	to	

successfully	innovate	

your	business	model	

(Giesen	te	al./2007)	

探討商業模式的內涵，並

定義出三種商業模式創

新的種類，探討怎樣的類

型才能產生最好的效果。	

已開發市場的企業如：

Netflix、吉列、太陽馬戲

團、Zara、Apple、西南航

空等 34 間公司；	

新興市場企業只有印度

電信公司 Bharti Airtel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Amit	&	Zott/2007)	

探討商業模式設計和新

創公司表現之間的關聯

性。	

190 間被列於美國及歐洲

股票交易所的新創企業	

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2008)	

	

探討商業模式成功的原

因，並提出商業模式的四

大設計架構，作為商業模

式創新的參考依據。	

大部分為已開發國家企

業如：喜利得、P&G、美

國道康寧公司等，開發中

國家企業只有印度塔塔

集團被多次提及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	

(Amit	&	Zott/2010)	

從活動系統的角度探討

商業模式設計，並以設計

元素和設計主題作為活

動系統設計的兩個主要

參數。	

已開發國家企業，例如：

Bancolombia（美國金融服

務公司）、IBM、日本

7-11、、Lending	Club、

Prosper、Zopa（美國 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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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公司）等	

Seizing	the	white	spac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renewal	

(Johnson/2010)	

要打造對手無法模仿的

市場新規則，就必須採取

白地策略---利用四格商業

模式設計為架構，開發並

執行新的商業模式。	

大部份為已開發國家企

業，如：美國道康寧、喜

利得、FedEx、IKEA、樂

土、Zara、Threadless、

Amazon、西南航空等	

新興市場企業只有印度

塔塔集團被提及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Creating	

value	in	times	of	

change	 	

(Amit,	Raphael,	&	Zott,	

Christoph/2010).	

描繪針對價值創造之商

業模式創新的適用性。	

已開發國家企業如：

Apple	Inc.,	Inditex,	Zara,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	 	

(Chesbrough,	

Henry/2010)	

探討商業模式創新的障

礙，並提出企業可以透過

實驗、實現與組織領導力

進行商業模式再造。	

美國全錄公司(Xerox)	

The	business	model: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透過多個面向檢視商業

模式的概念，作者發現學

者對於商業模式研究多

1975 年 1 月～2009 年 12

月發佈於知名學術或商

業期刊關於商業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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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tt	et	al./2011)	 有不同，不過研究的主題

倒是有四點共通：1.用商

業模式作為分析的單位	

2.用系統性的層級思考商

業模式 3.企業活動在商

業模式的重要性 4.商業

模式旨在創造價值。 

研究，並從中挑出最後的

103 篇作為分析對象 

Creating	value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mit,	Raphael,	&	Zott,	

Christoph/2012)	

探討商業模式的價值驅

動因素與公司表現之間

的關聯，主要的研究對象

為開發中國家的非新創

公司。	

已開發國家的非新創企

業：59 間歐洲電子商務公

司和美國的的上市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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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交易成本理論	

（ㄧ）交易成本的定義	

	 	 交易成本的觀點最早來自於 Coase 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Coase 發

現廠商之間的交易並非如傳統經濟學派所描述，是在交易成本為零的市場中完成

交易，在一個專業分工的經濟體制下，價格運作會產生事前成本和事後成本，兩

者加總起來的所有成本就是交易成本。(Coase,	1937)	 	 Williamson 在 1975 和 1985

年依循著 Coase 的加以整合並延伸至組織理論、策略理論、商業史等，使交易成

本成為管理學與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他提出交易成本還包含與管理相關的直接與

間接成本。(Williamson,	1975,	1985)	

	 	 Demsetz 認為交易成本是交換所有權權力的成本；(Demsetz,	1974)	Calabresi

將交易成本定義為：為達協商目的而集合眾人、團體間的溝通，排除搭便車者等

所需的成本；(Calabresi,	1968)	Cooter 從狹義的觀點將交易成本定義為進行交易所

耗費的時間與心力，如果從廣義的角度解釋，交易成本還會包含所有用來協商與

執行契約所需的資源，如進行談判策略的資本、討價還價的時間成本、防止參與

討價還價的時間成本，以及防止參與談判團體的欺騙成本。(Cooter,	1982)	

	

（二）交易成本產生的原因及特性	

	 	 Williamson 認為交易成本之所以會產生是源於交易的困難，因為在交易的過

程中，受到「人性」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會導致市場失靈，其中，人性因素包

含：有限理性(Boundary	Rationality)和投機主義(Opportunism)；環境因素包括不

確定性和複雜性(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少數人交易(Small	Numbers)、資訊

不對稱、交易氣氛、交易頻率和策略之僵固性：(Williamson,	1985)	，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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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交易成本產生的原因	

人性因素	

因素	 說明	

有限理性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人類具有理性的決策過程，會消化完所有

資訊後做出完美、沒有任何偏誤的決策，(Gatignon	&	Anderson,	

1988)	 但是交易成本學派認為在資訊爆炸的情況下，接收、處

理、消化資訊的複雜度相較於以往大增，在處理資訊能力有限

的情況下，人類作出的決策行為不會是最理性的結果。	

投機主義	 真實世界中人性是影響交易過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傳統的

經濟學派並沒有將其列入考慮範圍，交易成本學派假設人都是

自私的，交易雙方會於交易過程中爾虞我詐，並基於追求自我

利益最大化而採取一些扭曲資訊或隱瞞真相的行為，這種追求

自利的過程中會產生道德問題，使交易雙方在交易過程中產生

懷疑與不信任，因此使監督成本大增而造成交易成本的增加。

(Anderson	&	Gatignon,	1986)	

環境因素	

因素	 說明	

不確定性和	

複雜性	

傳統的經濟學派也沒有將交易後的環境不確定性列入考慮範

圍，但是交易成本學派認為，對於該地區風土民情、政經環境

的熟悉度，都會影響事前成本（資訊蒐集成本、談判與決策成

本）以及事後成本（監督成本），像是公司在切入新市場時，也

會將這些成本列入考慮。(鄭明麒,	1998)	

少數人交易	 傳統經濟學派認為資訊的流通是沒有障礙的，意即市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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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搜尋成本，但是交易成本學派則認為，知識具有異質性，

在資訊不完全流通的情況下，交易往往會被少數人交易把持。	

資訊不對稱	 參照上述投機心態所述，交易雙方會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或使出各種策略行為，像是扭曲資訊或是隱瞞真相，這種資訊

不對稱的行為會造成交易其中一方獲利而另一方受害，讓雙方

在交易過程產生懷疑與不信任，使監督成本增加進一步增加。	

交易氣氛	 交易的雙方如果是在對立的狀態下，會因為懷疑、不信任、不

確定的氣氛充斥在整個交易過程而提高交易成本；反之，若對

另一方採取信任以及合作的態度，雙方在融洽的氣氛下可以減

少許多不必要的成本產生。	

交易頻率	 交易頻率跟交易成本有關，當交易頻率越高時，所帶來的交易

成本也會越高。	

策略之僵固性	 組織根據策略制訂相關的一連串作業流程，若是之後很難再大

幅度的修改策略，便產生策略的僵固性。	

資料來源：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t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Simon	and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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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son 進一步探究後發現交易成本具有三大特性，分別為：不確定性

(Uncertainty)、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和交易頻率(Frequency)，特性及其說

明如下表所示：(Williamson,	1975)	

表 1-13	 交易成本特性	

特性	 說明	

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有兩類，第一種為有限理性所導致的各種預期與非預期

之偶發事件；第二種是由於不確定性所產生扭曲資訊、詐欺、隱

瞞等行為而產生的監督成本；也可以分為外部不確定性（技術不

確定性和需求不確定性）和內部不確定性（行為不確定性）。

(Koopmans,	1959)	

資產專屬性	 當交易所投資的資產本身不具市場流通性，或者契約一旦終止，

投資於資產上的成本難以回收或轉換使用用途，此項資產便具有

專屬性。資產專屬性可以再細分為「人力資源專屬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實體資產專屬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區位專屬性」(Site Specificity)、「品牌資產」(Brand 

Name Asset)、「專用資產」(Dedicated Asset)、「時效專屬性」

(Temporal Specificity)，一般而言當資產專屬性越高，組織會傾

向將交易內部化，降低需要負擔的成本。(林晉寬 & 陳奇修, 

2007) 

交易頻率	 交易的雙方在事前需要進行大量的溝通、協調和簽訂契約，事後

也必須要協商，因此當交易頻率越高時，所需要的成本也會相對

提高。	

資料來源：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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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成本的類型	

	 	 Williamso 依據交易的發生以及契約簽訂的先後順序，將交易成本分為事前

成本與事後成本兩大類：(Williamson,	1985)	

表 1-14	 交易成本的類型	

事前成本	

種類	 說明	

資訊蒐集成本	 取得交易對象（對方的選擇偏好、競爭者態勢）、交易標的

物的消費者使用習慣（偏好款式、預期價格、品質）以及交

易環境（時空環境條件、行銷手法）等資訊等的成本。	

談判與決策成本	 針對契約、價格、品質討價還價的成本，資訊不對稱中的資

訊劣勢者往往需要花費更多的談判與交易成本。	

契約簽訂成本	 為了確保協商的結果，交易雙方會將談判結果寫成書面契

約，還可能聘請律師或是專家協助，增加契約的簽訂成本。	

事後成本	

種類	 說明	

監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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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執行成本	 在有限理性的情況下，交易雙方無法完全預知對方真實執行

契約的情況，若無法完全依照契約的內容執行，可能造成無

法適應的結果，所產生的成本就是契約執行成本。	

資料來源：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t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Simon	and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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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商業模式設計的可能影響因素	

	 	 本研究採用 Amit	&	Zott 的分類架構，將商業模式設計分為「效率型」和「創

新型」兩類，以中國新創企業為分析對象，試圖找出影響新興市場新創企業商業

模式設計之內外部因素，本研究將借用影響新創企業表現的因子以及創新的決定

因素，找出幾個可能影響商業模式設計的因素，進一步探討這些因素與不同商業

模式設計之間的關聯性。	

（ㄧ）影響新創企業成敗的因素：	

	 	 新創企業可以對就業產生積極影響，但是其存活率很低，Michael	Song 等人

在《Success	Factors	in	New	Ventures:	A	Meta-analysis》一文中針對美國 1991 年

至 2000 年間的 11259 間新創企業做實證研究，發現經過四年後只有 36％（4062

間新創企業）存活下來、五年後的存活率下降至 21.9％。(Song,	Podoynitsyna,	Van	

Der	Bij,	&	Halman,	2008)	 影響新創企業成敗的可能因素也是多位學者致力探討

的議題，Marino 和 De	Noble 提出新創公司管理階層在相關行業的市場經驗以及

先前是否有過創業經驗都會影響科技型新創企業的成長和營收。(Marino	&	De	

Noble,	1997)	Robinson	and	McDougall 從建立進入門檻(Entry	Barriers)的角度探討

新創企業的表現，指出財務資源是建立進入門檻的一項重要因素；(Robinson	&	

Phillips	McDougall,	2001)	Chamanski,	A.	 和 Waagø,	S.也提到募資團隊的大小對於

科技型新創的影響。(Chamanski	&	Waago,	2010)	 	

	 	 除了融資情形，技術也是影響新創企業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Marino 和 De	

Noble 提到專利以及技術經驗對於科技型新創早期成長及獲利的影響、(Marino	&	

De	Noble,	1997)	McGee 探討科技戰略(Technology	Strategy)與新創企業表現的關聯，

包含研發投入的水平、取得戰略性證照(Strategic	License)或組成戰略聯盟

(Strategic	Alliance)。(Zahra	&	Bogn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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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Song 參考 George,	Zahra,	McDougall 等人的研究，提出價值鏈上的各

參與者包含：供應商、分銷商和客戶為影響變數之一。(George,	Zahra,	Wheatley,	

&	Khan,	2001;	George,	Zahra,	&	Wood,	2002;	McDougall,	Covin,	Robinson,	&	Herron,	

1994;	Song	et	al.,	2008)	

	

（二）影響創新的因素：廠商規模及成立年資	

	 	 廠商規模在多數文獻中被視為影響研發創新的重要變數，不過兩者之間的關

聯性上沒有明確的定論，經濟學大師熊彼得曾經提到，廠商的規模會影響研發創

新，(J.	A.	Schumpeter,	1939)	 他認為大多數的創新來自於大型企業；(J.	Schumpeter,	

1942)	 不過也有許多學者指出創新會與企業的研發強度呈現倒 U 型的函數關係。

(Grabowski,	1968;	Siddharthan,	1988;	Soete,	1979;	Worley,	1961)	 但是 Fritsch 和

Meschede 發現小型企業相對大型企業，投注的研發費用比例更大。(Fritsch	&	

Meschede,	2001)	

	 	 廠商的成立年資也被認為是企業創新的影響因素，熊彼得認為廠商的成立年

資相較於廠商規模，對創新的影響程度更大；(J.	A.	Schumpeter,	1939)	 	 Burgelman

亦認為廠商成立年資愈高，員工會越排斥與傳統模式不符的行動，越有可能產生

組織惰性，影響創新的採納。(Burgelman,	1991)	 不過 Nelson 和 Winter 提出不同

的看法，他們認為廠商成立年資越久，會不斷積累過去的成功經驗還有更新舊有

的規則。(Nelson	&	Winter,	1982)	

	

（三）其他可能影響因素：	

	 	 新興市場由於制度規範不若已開發國家來的成熟，這時跟政府的關係就顯得

十分重要，為此，本研究中加入「政府關係與政策」作為可能的影響因素；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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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也是影響公司運營的重要因素，Ash	Maurya 就曾經在《Running	Lean》書

中提出一個改進版的商業模式圖 Lean	Canvas，加入解決方案、痛點定義、競爭

環境分析，替換掉原本的幾個元素，試圖為新創企業提供一個更好用的工具，因

此本研究加入「利害關係人關係」（包含客戶、供應商及競爭者）作為可能的影

響因素；另外，不同的行業別及地區可能也會對新創事業的營運造成不同影響，

像是目前中國新創最蓬勃發展的地區仍是以北京、深圳及上海居多，創業的類型

也多半以互聯網相關的行業為主，因此加入「所在地區」及「所在行業」作為可

能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綜合上述學者所述，將選定欲分析的內外部因素整理如下表：	

	 表 1-15	 欲分析之影響商業模式設計的內外部因素	

類目	 分類	 參考依據	

內部因素	 廠齡	 Schumpeter	(1939,	1942)	

Burgelman	(1991)	

Zahra	et	al.	(2003)	

公司規模	 Schumpeter	(1939)	

Grabowski	(1968)	

Siddharthan(1988)	 	

Soete	(1979)	 	

Worley	(1961)	 	

Fritsch	&	Meschede	(2001)	

Zahra	et	al.	(2003)	

技術與專利	 Marino	&	De	Noble	(1997)	

Zahra	&	Bogn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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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團隊行業經驗	 Marino	&	De	Noble	(1997)	

創辦團隊創業經驗	 Marino	&	De	Noble	(1997)	

外部因素	 所在地區	 	

所在行業	 	

利害關係者關係	

（客戶、供應商、競爭者）	

George,	Zahra,	Wheatley,	&	Khan	

(2001)	 	 	

George,	Zahra,	&	Wood	(2002)	 	

McDougall,	Covin,	Robinson,	&	

Herron(1994)	 	

Song	et	al.,	(2008)	

Ash	Maurya	(2010)	

合作與聯盟	 Zahra	&	Bogner	(2000)	

政府關係及政策	 Tarun	Khanna	&	Krishna	G.	

Palepu	(2010)	

外部創投資金挹注	 K.	C.	Robinson	&	Phillips	

McDougall	(2001)	

Chamanski	&	Waago	(2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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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商業模式設計還有新興市場為主軸，旨在探討影響新興市場新創企

業之商業模式設計的可能內外部因素，採取內容分析法，並以中國黑馬協會所出

刊之《創業家雜誌》的黑馬專欄報導之中國新創企業為資料來源，進行內容分析

與推論。	

	

第一節：內容分析法	

（ㄧ）內容分析法定義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將質化研究材料轉換為定量資料後作客觀、系統性量化並

加以敘述的研究方法。(Berelson,	1952)	 內容分析會先針對訊息內容進行文字形式

的分析，經由概念性的系統化分類後把內容意義化，接著利用內容的上的量來推

論質變，為一種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Lincoln	&	Guba,	1985)	 內容分析屬於非

介入性研究（unobtrusive	measure），其研究素材適用於可以記錄、保存的形態，

以及任何具有傳播價值的內容，包含文字和非文字兩大類，但資料形式主要還是

屬於「非干擾性測量」的資料，例如：書籍、雜誌、會議記錄、文件等。(游美

惠,	2000;	Reinharz	&	Davidman,	1992)	 創業家雜誌的黑馬專欄就是以文字表達為

主傳播形態，因此可以藉由內容分析法對其內容進行客觀、系統性的的量化與描

述。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的作者 Hosti 曾經在書

中用傳播過程的角度闡述內容分析，楊孝榮在 Hosti 的概念上加入 Lasswell 等人

的名言：「誰說了什麼？為什麼說？如何說？產生什麼影響？」，建立了一套傳播

過程與內容分析的關係模式，並利用分析的結果推斷上述的幾個 W：傳播來源

是「誰」？傳送了「什麼」訊息？「為什麼」譯成此符號？「用什麼方法」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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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通道？這些訊息是「如何」被傳送？傳送給誰（「對誰」）？接受者「產生了什

麼效果」？	 (楊孝榮,	1989)	

	

（二）內容分析法架構	

	 	 Krippendroff 認為內容分析研究的材料和其來源背景情境無關，分析者會依

據自己對背景的了解、想從資料分析中得到的結果，來建構資料的情境，將所要

分析的資料放在這個框架裡檢視，再憑藉這個架構進行內容分析並得出結論，這

些推論不僅要能夠描述情境，而且分析出的結果要能代表事實的某些層面。

(Krippendorff,	2004)	 王石番進一步將內容分析分為五類：1.	 檢視傳播內容本質	 2.

探究內容表達形式	 3.分析傳播來源特質	 4.	 檢測閱聽人的特性	 5.驗證傳播內容

的效果。他也提出若是要達成有意義的內容分析，必須有以下六點的認識：(王

石番,	1989)	

1. 資料：了解要被分析的資料	

2. 情境：了解資料所蘊含的情境	

3. 知識：擁有剖析資料的一定背景知識	

4. 目標：掌握研究內容的目標	

5. 推論：達成基本的推論要求	

6. 效度：維持良好的分析品質	

	 	 從上述描述可知，分析者的主觀認知對內容分析的真實性及參考性占有很重

大的成分，因為資料所建構出的情境，很大一部份是取決於分析者對於背景知識

的了解，若是有跟分析資料作者較為類似的背景或經驗，分析結果會具備較高的

真實性及參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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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分析法步驟	

	 	 Wimmer	&	Dominick 將內容分析法分為十個步驟，分別為：1.提出研究問題

與假設	 2.確定研究問題	 3.從研究範圍中選取適當的樣本	 4.選擇並確定分析單位	

5.建構分析內容的類目	 6.建立量化系統	 7.訓練編碼者並進行試驗性研究	 8.按照

已確定的定義將分析的內容編碼	 9.分析收集到的資料	 10.結論並進行解釋。在上

述的幾項步驟中，將特別幾項的重要任務分述如下：(Wimmer	&	Dominick,	2013)	

1.	 「建構類目與分析單位」：類目的形成可分為下列兩種形式	

(1)	 依據過去研究結果或理論：	

	 	 一般傳播媒介的內容，在類目上通常俱有一套慣例性的分類方法，例如報

紙通常分為國際版、國內版、社會版、娛樂版、地方版、經濟版、生活副刊等。

分析單元可以採用語句、單詞，舉例：分析報導常用「則」為單位（一則報導

為一個單位）、電視節目則採用「時數」為單位。	

(2)	 由研究者自行發展：	

	 	 某些主題尚無自行發展而成的類目或分析單位，此時研究者會運用因素分

析，自行建立相關類目。	

2.	 「進行效度與信度分析」：	

(1)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可以再分為「內在效度」以及「外在效度」，內在效度重視是否

可確實檢視想要探討的研究課題；外在效度檢視可以將研究結果推論到不同母

體、環境和時間的程度，效度分析僅應用於研究者自行發展的類目，因此一般

很少在做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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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測量結果的一致性、穩定性及可靠性，獨立編碼者使用同樣的編

碼方法，並對同樣的傳播內容進行編碼，是否能重複得出相同的結果，若是一

致性越高，代表內容分析的信度越高，為了達到可以接受的信度水準，應該先

確定最詳細的類目範圍、訓練編碼者，接著最後進行小規模的預先研究。

(Wimmer	&	Dominick,	2013)	

	

（四）內容分析法特性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主要以各種文獻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可以針對人類溝

通的文件直接加以運作，對於文件同時使用「質化與量化運作」，與訪問技術相

較，內容分析法在測量時較不會受到測量行動本身所干擾。(Weber,	1990)	 內容

分析法具有經濟、安全、超越時空(Processes	occurring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非親身訪查(Unobstrusive)等優點。不過內容分析法也有其限制，像是：不能作為

推論媒體效果的唯一基本資料、不同研究者由於使用不同分類、定義檢測同一概

念，因此所得結論可能會不同、須花費很多的時間和金錢。(Wimmer	&	Dominic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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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步驟	

	 	 本研究旨在了解影響新興市場新創企業的商業模式設計之內外部因素，進行

步驟如下所示：	

	

蒐集研究資料	

選擇分析單位	

建立資料類目	

前測及信度分析	

進行內容編碼	

建立資料庫	

進行內容分析	

詮釋分析結果並提出結論	

	

（ㄧ）蒐集研究資料：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創業家雜誌》中的「黑馬精選團隊」，這個

專欄會於每個月選出在各領域具備創新力、成長力以及前瞻發展性高的新創企業，

並對企業的資本資料、商業模式進行專訪，本論文蒐集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創業

家雜誌，根據每則報導的完整性加以篩選，經評估後共選取了 30 家新創團隊作

為分析的樣本。本論文將選出的新創企業，依據 Amit	&	Zott 的分類，將商業模

式設計分成「效率型」和「創新型」兩類，其 30 家新創企業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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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選取之新創公司	

家數	 公司	

1.	 廣州泰思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2.	 科銳國際人力資源	

3.	 恩信科技	

4.	 藍潔士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5.	 寶庫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6.	 北京澄懷科技有限公司	

7.	 太空板業股份有限公司	

8.	 易才集團	

9.	 北京天誠盛業科技有限公司	

10.	 瑞奇外科	

11.	 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	

12.	 四合中藝	

13.	 五洲在線	

14.	 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15.	 宜信匯才商務顧問有限公司	

16.	 天津易傲科技有限公司	

17.	 校園通科技有限公司	

18.	 273 二手車交易網	

19.	 北京美麗佳建材廠	

20.	 特索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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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林氏木業傢俱有限公司	

22.	 北京凱德利奧翻譯服務有限公司	

23.	 DeviceVM（達輝飛碼）公司	

24.	 金科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25.	 iDNA 科技有限公司	

26.	 江蘇有為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27.	 iTalk	Global 通訊公司	

28.	 無錫新融和藥業有限公司	

29.	 唐橋科技有限公司	

30.	 遠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選擇分析單位：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於由報導內容中，找出影響新興市場新創企業商業模式設

計的內外部因素，每篇報導即代表一個新創團隊的完整介紹，包含創業者背景、

創業動機、商業模式簡介等，因此，本論文是以從創業家雜誌之黑馬專欄的每一

則報導，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	

	

（三）建立資料類目	

	 	 內容分析法的關鍵步驟在於決定類目系統(Category	System)	 與分析單位，

(王石番,	 1989)	 雖然這種系統的建立會隨著研究主題及研究目的的不同而有變化，

但是仍需符合研究文題、獨立性、功能性以及信度效度等原則。如前所述，類目

的形成方式有二：基於過去研究結果和理論，或是研究者自行發展而成。當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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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特定主題缺乏過去的相關研究探討，研究者可以透過納法或演繹法衍伸出相

關原則，自行發展類目。	

	 	 本論文的分析類目有三大面向，包括：「商業模式設計分類」、「內部因素」

及「外部因素」。商業模式設計分類包含「創新型」以及「效率型」2 個類目；

內部因素包含「廠齡」、「公司規模」、「技術與專利」、「創辦團隊行業經驗」、「創

辦團隊創業經驗」等 5 個類目；外部因素則包括：「所在地區」、「所在行業」、「利

害關係者關係(客戶、供應商、競爭者)」、「合作與聯盟」、「政府關係與政策」、「外

部創投資金挹注」，總計 6 個類目，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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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業模式設計分類：	

	 	 根據 Amit	&	Zott 的分類將商業模式設計分為「效率型」與「創新型」

兩種，利用 13 種項目作為兩類設計模式的衡量指標、量表數值作為衡量指標

的強度，接著加總每一設計分類的所有數值，比較何者為大，決定其商業模

式設計分類，衡量指標如下表所示：	

表 3-2	Amit	&	Zott 商業模式設計種類之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量表數值	

效率型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存貨成本	 0~5	

簡易交易	 0~5	

降低交易執行時錯誤發生率	 0~5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其他成本，如：行銷、溝通	 0~5	

商業模式可規模化	 0~5	

可以讓交易參與者作出明智的決定	 0~5	

交易資訊透明	 0~5	

降低資訊不對稱	 0~5	

可以了解其他交易參與者的資訊	 0~5	

可以接觸產品、服務、資訊還有其他交易參與者	 0~5	

使需求得以加總	 0~5	

加快交易速度	 0~5	

增進交易效率	 0~5	

創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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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產品、服務或資訊	 0~5	

引入新的交易參與者	 0~5	

提供創新誘因給交易參與者	 0~5	

提供多樣性，還有接觸商品、交易參與者的管道	 0~5	

利用創新方式連結交易參與者	 0~5	

部分交易參與者之間的連結方式創新	 0~5	

商業模式創新專利的數量	 0~5	

商業模式仰賴於交易秘密或是版權	 0~5	

該公司是否宣稱自己是其商業模式的先鋒	 0~5	

持續在商業模式引進創新	 0~5	

有可以超越現有商業模式的潛力	 0~5	

有其他使商業模式更加創新的因素	 0~5	

整體商業模式較為創新	 0~5	

數字 0~5 代表符合敘述的程度：0 為最不符合，5 為為最符合	

資料來源：Zott,	Christoph,	&	Amit,	Raphael.	(2007).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Organization	science,	18(2),	181-199.	

	

	 	 以下分別舉「藍潔士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及「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作為衡量商業模式設計種類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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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衡量「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之範例	

標的公司：藍潔士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衡量指標	 各項指標分數	 說明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存貨成本	 0	 	

簡易交易	 0	 	

降低交易執行時錯誤發生率	 0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其他成本， 

如：行銷、溝通	

4.5	 為客戶省錢的功效相

當出色	

商業模式可規模化	 4	 產品覆蓋了全國 23 個

省市自治區、走進大

型國際活動	

可以讓交易參與者作出明智的決定	 0	 	

交易資訊透明	 0	 	

降低資訊不對稱	 0	 	

可以了解其他交易參與者的資訊	 0	 	

可以接觸產品、服務、資訊還有其他

交易參與者	

0	 	

使需求得以加總	 0	 	

加快交易速度	 0	 	

增進交易效率	 0	 	

效率型平均分數：0.65	

提供新的產品、服務或資訊	 5	 技術創新的環保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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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新的交易參與者	 0	 	

提供創新誘因給交易參與者	 4	 技術創新、環保程度

高（以尿代水、大小

便識別、固液分離）	

提供多樣性，還有接觸商品、交易參

與者的管道	

0	 	

利用創新方式連結交易參與者	 0	 	

部分交易參與者之間的連結方式創新	 0	 	

商業模式創新專利的數量	 5	 國家專利	

商業模式仰賴於交易秘密或是版權	 5	 國家專利	

該公司是否宣稱自己是其	

商業模式的先鋒	

0	 	

持續在商業模式引進創新	 4	 下一步主攻糞便的資

源化利用	

有可以超越現有商業模式的潛力	 3	 產品創新、	

省錢效果好	

有其他使商業模式更加創新的因素	 4	 產品創新	

整體商業模式較為創新	 3	 產品創新程度高	

創新型平均分數：2.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可以看出根據 Amit	&	Zott 的分類方式以及 13 個衡量指標，藍潔士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在效率型指標的平均得分為 0.65，而在創新型指標的平均得分

為 2.54，因此將藍潔士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歸類於創新型的商業模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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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衡量「效率型」商業模式設計之範例	

標的公司：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衡量指標	 各項指標分數	 說明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存貨成本	 0	 	

簡易交易	 0	 	

降低交易執行時錯誤發生率	 0	 	

降低交易參與者的其他成本，如：行

銷、溝通	

5	 為企業節省不少成本，

公司自助調查工具的費

用是傳統調查的 1/2	

商業模式可規模化	 5	 自助調查工具	

可以讓交易參與者作出明智的決定	 5	 樣本庫大	

交易資訊透明	 0	 	

降低資訊不對稱	 0	 	

可以了解其他交易參與者的資訊	 0	 	

可以接觸產品、服務、資訊還有其他

交易參與者	

4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使需求得以加總	 5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加快交易速度	 5	 一天內蒐集精準的數據	

增進交易效率	 5	 一天內蒐集精準的數據	

效率型平均分數：2.62	

提供新的產品、服務或資訊	 4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引入新的交易參與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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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創新誘因給交易參與者	 0	 	

提供多樣性，還有接觸商品、交易參

與者的管道	

4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利用創新方式連結交易參與者	 4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部分交易參與者之間的連結方式創新	 4	 	

商業模式創新專利的數量	 0	 	

商業模式仰賴於交易秘密或是版權	 0	 	

該公司是否宣稱自己是其商業模式的

先鋒	

0	 	

持續在商業模式引進創新	 3.5	 下一步要整合流量大的

入口網站	

有可以超越現有商業模式的潛力	 5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有其他使商業模式更加創新的因素	 3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整體商業模式較為創新	 4	 線上自助調查工具	

創新型平均分數：2.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表可以看出根據 Amit	&	Zott 的分類方式以及 13 個衡量指標，凱摩一

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在效率型指標的平均得分為 2.62，而在創新型指標的平均得

分為 2.42，因此將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歸類於效率型的商業模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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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因素：	

表 3-5	 內部因素衡量指標及說明	

指標	 說明	

廠齡	 成立時間長短	

公司規模	 員工人數	

技術與專利	 核心技術的掌握及研發能力	

專利佈局的情況	

創辦團隊行業經驗	 在創業前是否有過相關行業經驗	

創業團隊創業經驗	 在創業前是否有過創業經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外部因素：	

表 3-6	 外部因素衡量指標及說明	

指標	 說明	

所在地區	 新創公司所在地區	

所在行業	 新創公司所處行業	

利害關係者關係	

（客戶、供應商、競爭者）	

與利害關係者如客戶、供應商、競爭者

的關係	

合作聯盟	 是否有跟其他團體合作或組成聯盟	

政府關係與政策	 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是否有受政策

輔導支持的情況	

外部創投資金挹注	 是否有外部創投資金挹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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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測及信度分析	

	 	 本論文的分類架構中，內部因素及外部因素，可根據報導文章的內容中明顯

提到的關鍵字判斷即可，故較不具爭議。例如內部因素的廠商年齡，可從公司成

立年份直接推算、外部因素的客戶關係，可從字句中提到是否俱有指標性大企業

客戶，或是公司十分重視客戶體驗等判斷，由於這些分類本身的信度及效度很高，

本論文將不再對這些項目做信度及效度分析。	

	 	 在討論「商業模式設計種類」部分較為複雜，本研究以 Amit	&	Zott 兩位在

商業模式研究領域十分專精學者的理論，將商業模式設計分為「效率型設計」

(Efficiency-Centered	Design)和「創新型設計」(Novelty-Centered	Design)	 兩種，(Zott	

&	Amit,	2007)	 由於需要針對整篇報導進行概念性的整體了解後，才能判斷其商

業模式創新的類型為何，因此本論文將針對這一部分的分類進行信度分析。	

	 	 編碼員共有兩位（包含研究者本身），在正式測驗之前先進行前測工作，並

對編碼員進行訓練，使其了解研究的目的、主題還有類目等，在 2016 年 12 月 16

號進行前測作業，選取 15 則報導作為前測樣本，將編碼者的編碼結果，依據 Holsti

提出的內容分析的相互同意度及信度公式，做相互同意度及信度分析：(王石番,	

1989)	 	

信度=	 （N*平均相互同意度）/	[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 相互同意度=2M/（N1+N2）	

" M=完全同意的數目	

" 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 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 N=編碼員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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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前測編碼結果帶入上述公式，得出信度=	(2*0.93)/	[1+	(2-1)*0.93]	=	0.96	（相

互同意度=	2*13/(15+13)	=0.93），兩位編碼員信度超過王石番所述之內容分析法

信度係數標準：0.80，表示本研究的信度標準已達相當高的水準，因此不再進行

修正，開始正式編碼。	

	

（五）進行內容編碼	

	 	 將每一則報導的內容，轉成具有多項參數的資料，每項參數會各自對應到上

述三大分類，分別是「商業模式設計類型」、「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每一

個參數的值，就是該分類的編碼，作為後續的分析之用。	

	

（六）建立資料庫	

	 	 為了解每一則報導中，各項分類之間的關係，必須針對每一則報導建立對應

的一筆記錄，並將其存放於資料庫中，記錄的欄位包含分析類目。	

	

（七）進行內容分析	

	 	 針對資料進行內容分析，了解影響新興市場商業模式創新的內外部因素。	

	

（八）詮釋分析結果並提出結論	

	 	 整理上述分析內容並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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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章內容主要在探討影響中國新創企業商業模式設計類型之內外部因素，根

據文獻回顧提到的商業模式設計二分法以及其衡量方式，利用兩類型商業模式設

計各自的 13 項衡量指標，將所選取 30 間的中國新創企業的商業模式設計分成「效

率型」與「創新型」兩大類，	 (Zott	&	Amit,	2007)	 ，其中，共有 15 間的「創新

型設計」公司和 15 間的「效率型設計」公司，每間公司的基本資料整理如下：	 	

表 4-1 創業家雜誌黑馬專欄中國新創公司整理	

公司	 商業模式

設計類型	

創辦人	 所在行業	

廣州泰思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尹曉峰	 互聯網營銷	

科銳國際人力資源	 效率型	 高勇	 人力資源	

恩信科技	 效率型	 劉有濤	 軟件服務	

藍潔士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創新型	 吳昊	 能源環保	

寶庫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效率型	 張秉新	 互聯網	

北京澄懷科技有限公司	 效率型	 陶謙	 教育培訓	

太空板業股份有限公司	 創新型	 樊志	 能源環保	

易才集團	 效率型	 李浩	 人力資源	

北京天誠盛業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周軍	 金融	

瑞奇外科	 創新型	 方云才	 醫療健康	

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	 創新型	 楊帆	 消費	

四合中藝	 效率型	 吳海	 互聯網	

五洲在線	 效率型	 梁凱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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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效率型	 湯雪梅	 互聯網營銷	

宜信匯才商務顧問有限公司	 創新型	 唐寧	 金融	

天津易傲科技有限公司	 效率型	 張振國、王琰	 軟件服務	

校園通科技有限公司	 效率型	 吳立群	 教育培訓	

273 二手車交易網	 效率型	 鄧衍朗	 汽車	

北京美麗佳建材廠	 效率型	 石峰	 材料	

特索通訊	 效率型	 吳繼榮	 能源環保	

林氏木業傢俱有限公司	 效率型	 林佐義	 能源環保	

北京凱德利奧翻譯服務有限公司	 效率型	 孫慧嘉	 互聯網	

DeviceVM（達輝飛碼）公司	 創新型	 李明	 軟件服務	

金科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創新型	 張慧春	 能源環保	

iDNA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周慧君	 生物醫藥	

江蘇有為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余建軍	 能源環保	

iTalk	Global 通訊公司	 創新型	 趙捷	 互聯網	

無錫新融和藥業有限公司	 創新型	 許曉椿	 生物醫藥	

唐橋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楊金鈺	 IT 軟硬件	

遠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林富元、鄭鉅翰	 醫療健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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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內部因素分析結果	

	 	 根據 Schumpeter	(1939,	1942)、Burgelman	(1991)、Zahra	et	al.	(2003)、Grabowski	

(1968)、Siddharthan(1988)	、Soete	(1979)	、Worley	(1961)	、Fritsch	&	Meschede	(2001)、

Marino	&	De	Noble	(1997)、Zahra	&	Bogner	(2000)等人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選取

「廠齡」、「公司規模」、「技術與專利」、「創辦團隊行業經驗」、「創辦團隊創業經

驗」五個指標作為內部因素的衡量因子，不過在進行內容分析時，發現許多新創

公司都會特別提及創辦團隊的海外背景，像是留學、移民、工作等相關經驗，因

此加入「創辦團隊海外經驗」作為第六個內部因素的衡量因子，分析內容整理如

下表：	

表 4-2	 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新創公司之整理	

公司	 類型	 廠齡	 公司	

規模	

技術與

專利	

創辦團隊

行業經驗	

創辦團隊

創業經驗	

創辦團隊

海外經驗	

廣州泰思管理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有	 有	 無	 有	

藍潔士科技發

展有限公司	

創新型	 大	 大	 有	 無	 無	 無	

太空板業股份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大	 大	 有	 有	 無	 無	

北京天誠盛業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大	 大	 有	 有	 無	 無	

瑞奇外科	 創新型	 小	 小	 有	 有	 無	 有	

雅酷時空信息

交換技術有限

創新型	 小	 小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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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宜信匯才商務

顧問有限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無	 有	 無	 有	

DeviceVM（達

輝飛碼）公司	

創新型	 小	 大	 有	 有	 有	 有	

金科環保工程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有	 有	 無	 無	

iDNA 科技有

限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有	 有	 無	 有	

江蘇有為光子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有	 無	 無	 有	

iTalk	Global

通訊公司	

創新型	 小	 大	 有	 無	 無	 有	

無錫新融和藥

業有限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有	 無	 無	 有	

唐橋科技有限

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有	 無	 無	 有	

遠盟康健科技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小	 小	 無	 有	 有	 有	

科銳國際人力

資源	

效率型	 大	 大	 無	 有	 無	 無	

恩信科技	 效率型	 大	 小	 有	 無	 無	 無	

寶庫網絡科技 效率型	 小	 大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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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澄懷科技

有限公司	

效率型	 小	 大	 無	 無	 有	 無	

易才集團	 效率型	 小	 大	 無	 無	 無	 無	

四合中藝	 效率型	 小	 小	 無	 無	 無	 有	

五洲在線	 效率型	 小	 大	 無	 有	 無	 無	

凱摩一百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	

效率型	 小	 大	 有	 有	 無	 有	

天津易傲科技

有限公司	

效率型	 小	 小	 有	 有	 無	 無	

校園通科技有

限公司	

效率型	 小	 小	 無	 無	 無	 無	

273 二手車交

易網	

效率型	 小	 小	 無	 無	 無	 無	

北京美麗佳建

材廠	

效率型	 小	 小	 無	 無	 無	 無	

特索通訊	 效率型	 小	 小	 無	 有	 無	 無	

林氏木業傢俱

有限公司	

效率型	 小	 小	 有	 無	 無	 無	

北京凱德利奧

翻譯服務有限

公司	

效率型	 小	 小	 有	 有	 無	 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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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創企業商業模式設計與企業內部因素之關係	

	 	 從個案資料中可以發現，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的新創公司多半擁有核心的關

鍵技術及專利，且其創辦團隊多具有求學、工作甚至是移民的海外經驗。	

	 	 PayPal 創辦人、美國知名創投家 Peter	Thiel 在《從 0 到 1》書中多次強調掌

握關鍵技術對於新創公司的重要性，擁有關鍵技術的技術型團隊，因為有頂尖技

術與專利保護，可以創造較高的進入門檻且不易被競爭對手抄襲。1	 Marino 和

De	Noble 也提到專利以及技術經驗對於科技型新創的早期成長及獲利有影響，

(Marino	&	De	Noble,	1997)	 從黑馬雜誌中的資料也可以發現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

的個案公司手上多掌握著關鍵核心技術以及專利佈局保護，像是擁有 21 個國家

專利授權免水可充智能環保馬桶的藍潔士科技、擁有 50 多項專利保護的北京太

空版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大興一間租來的毛坯房中，研發開始了。對於吳昊來說這是近乎瘋狂的

兩年，整整兩年時間，廁所成為他夢中的主角，2001 年 2 月 28 號，吳昊的藍潔

士免水可充智能馬桶環保廁所拿到了國家專利，小便沖大便是藍潔士免水可沖馬

桶的最大特色，只要去除尿液中的異味，小便就是很清潔的沖洗液。經過藍潔士

的獨門試劑處理，尿液呈現出晶瑩的藍綠色，沒有任何意味，甚至還散發著淡淡

的清香。以尿代水使藍潔士實現了百分之百的節水功能。通過對如廁者的實時監

控，大小便識別和固液分離這兩項關鍵技術在藍潔士這裡變成了現實。5年間，

藍潔士環保廁所擁有了 21 個國家專利授權。”-藍潔士科技	

	

	 	 “如此短時的時間裡蓋起一動性能良好的永久性房屋，秘訣在於創始人樊志

																																																								
1	 [技術型創業]用技術力創造競爭門檻（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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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研發的太空版。這種版材由鋼圍框、內置桁架、水泥發泡芯材及上下面層複

合而成，發泡水泥是“四合一”中的核心。正是這種新型的發泡水泥，使太空版

比同體積的水泥版輕 5/6，且採用閉孔發泡水泥專利技術，閉孔率大於 95%，吸

水率小於 2.5%，這使其保溫性能是同等厚度的混磚牆體的 10 倍，吸水率只有普

通發泡水泥的一半，他將泡沫塑料的生產原理運用到發泡水泥上，發明了太空版，

並申請了 50 多項專利保護。”	 -北京太空版業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門檻在特定行業領域如：醫療、生物科技領域更是重要，像是擁有技術

及產權專利的瑞奇外科、擁有核心生物基因技術的 iDNA 網，以及幹細胞技術的

無錫新融合藥業。其中，無錫新融合藥業除了掌握核心的幹細胞技術，還圍繞幹

細胞服務佈局冷鏈物流管理以及納米發電機技術，試圖打造一個圍繞幹細胞和新

藥研發的國際化醫藥帝國。	

	

	 	 “利用自有技術和產權專利，瑞奇外科將自動縫合器及心胸、胃腸外科定為

主要方向，集研發、生產、銷售於一體。2008 年 2 月，瑞奇外科的第一項產品---

自動縫合器（REACH	CIRCULAR	STAPLER）通過了國家藥監局的審批，獲得產

品註冊證。”-瑞奇外科	

	

	 	 “iDNA網的核心生物基因技術與商業模式在 08 年初即獲得了全美生物醫

藥商務計劃評比第一名，09 年在歸國後即榮獲了創新中國項目展示北京區第二

名。並與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合作開展了包括北京、武漢、成都、青島、杭州、哈

爾濱及昆明七城市的基因與健康的研究項目。2009 年參與了科技部國家科技平

台重大專項課題研究。”-i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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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技術來自美國。公司在美國期間，我們整合了大量技術資源」許

曉椿說。無錫的幹細胞庫是中國第一家按照國際AABB標準建設的幹細胞庫，

也將是中國第一家採用自動化分離系統的幹細胞庫，能保存 150 萬份樣本，也是

世界最大。在新融合之外，他在無錫還運營著一家叫做尚詣的公司。這家公司的

主營業務也是兩塊兒，一個是智能冷鏈物流管理技術，一個是納米發電機。智能

冷鏈管理技術是一套完整的醫用物流解決方案。每一份幹細胞、疫苗等需要冷鏈

運輸的醫用品在開始自己的旅程前，被安裝上一個小小的智能監控設備，這一路

上它所經歷的每一分鐘的溫度和狀態都將被記錄下來，同時傳輸回監控中心。通

過GPS 定位，監控中心可以知道每份樣品的即時位置和存儲醫院。這套設備還

能夠直接顯示每份醫用品的品質情況，如果運輸途中發生了變質，設備上的標籤

就會顯示紅色，反之則是綠色。「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還沒有任何一家血庫和

幹細胞庫採取了這樣嚴密的物流跟蹤系統。」許曉椿說。這樣一套整合了視頻辨

識、紅外感應、全球定位、激光掃瞄器等前沿技術的系統物流解決方案看似完美，

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在運輸過程中，誰來給那一個個微小的監控設備供應持久

的電力呢？於是又一個新產品出現了---納米發電機。許曉椿現在把王中林的技術

帶回了中國進行產業化。它將為冷鏈監控設備提供持久的獨立電能。當然，納米

發電機的應用不僅僅限於此，在治療帕金森氏症、糖尿病等領域裡，它都能派上

大用場。”-無錫新融和藥業有限公司	

	

	 	 除了生物醫藥，能源環保、金融、IT 軟硬件等領域也十分重視技術，像是

擁有國際領先核心技術及發明專利的江蘇有為光子、擁有水利相關核心技術的金

科環保工程、全球首家集指紋、虹膜、人臉三種自主知識產權生物識別技術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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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北京天誠盛業，以及擁有深厚技術背景的唐橋科技公司

以及 DeviceVM。	

	

	 	 “余建軍曾是英國倫敦納米中心的科學家，並因在國際前沿的準分子光子技

術研究和應用開發中成果卓著，被遴選為英國皇家物理學會會員。但為把最先進

的光子技術帶回祖國，他毅然辭去國外的高薪工作回國，成為無錫市引進的領軍

型海外留學歸國創業人才「530」計劃A項目企業—江蘇有為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負責人。余建軍擁有國際領先、國內獨有的準分子新光源製造核心技術和技術

秘密。他申報、擁有的多項有關準分子光源的發明專利，填補了我國在準分子光

子技術領域應用開發的空白。”-有為光子	

	

	 	 “金科最先在行業中提出了集合整個流程設計、核心設備提供、控制系統提

供、運行維護和水質擔保五項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2007 年，膜技術開始在國

內的水務市場興起，膜技術是一種新興的水處理技術，它的核心部件是一種佈滿

孔徑只有頭髮絲直徑幾百分之一細的小孔的膜，待處理的水通過這些極細小的孔

時，水分子能夠通過，其他雜質都會被過濾下來。金科專注的金科專注的是做應

用技術創新。膜技術的系統非常複雜，有幾十萬個零部件，現在圍繞Norit 膜的

應用，金科已經申請了五項專利技術。「我們的理想是，圍繞它形成獨一無二的

集成技術，到最後，它的膜就被纏繞就被纏繞到了我們的系統裡，他要應用就回

避不了我們的專利，到那時他走到哪兒都需要和我們在一起。」”-金科環保工

程有限公司	

	

	 	 “1997 年周軍從零開始自主研發，11 年中周軍和他的團隊不但把生物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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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做成了，還做出了名頭。在剛剛結束的第十六屆中國國際金融展上，天誠盛

業推出的指紋銀行轟動了整個金融界。眾所皆知，指紋是一種非常安全的識別物，

兩枚指紋重合的概率是百萬分之一。周軍在客戶端業務中採取的則是更為安全的

十指取樣、隨機識別的方法。他的技術具有活體識別功能。根據提款人手指的溫

度和血流變化，周軍的設備能夠辨識出手的死活和真假，他們用各種材料做了很

多的假指模，結果沒有一種能夠通過活體認證。指紋只是周軍殺死密碼的第一代

武器。目前，天誠盛業的虹膜識別技術已經完全成熟，三維臉譜識別技術年底收

官。”-北京天誠盛業科技有限公司	

	

	 	 “2007 年，楊金鈺在杭州成立了唐橋科技公司，2年之後產品研製成功。楊

說技術研發很快有成果是因為他的團隊已經具備《異類》書中所說的一萬小時基

本功，他的技術團隊大多來自硅谷技術人員，有深厚的技術背景。唐橋科技是全

國唯一商用實現三網融合的視頻通訊和數據協作；核心的移動音視頻、文檔解析

與協作技術；萬人級的網絡實時直播與互動，百萬級電視廣播。”-唐橋科技公

司	

	



	 66	

	 	 “DeviceVM（達暉飛碼）公司研發的微操作平台軟件 splashtop 將電腦啟動

時間從半分鐘壓縮到 5秒。其使用的是開放源代碼技術開發，比常用的微型操作

系統更輕便、佔用電腦資源更少。如何實現這樣的效果呢？這需要首先理清，使

用微型系統啟動速度慢的原因在於電腦啟動的同時要啟動其他各種軟件。達暉飛

碼公司的解決之道就是把用戶最常用的少數軟件和程序集成在 splashtop 上，這

樣，電腦通過 splashtop 啟動時無需受到不相關軟件和程序干擾，速度自然快。

當然，原理簡單，真正實現起來還是有很大的難度，而在這一領域，達暉飛碼的

的技術在全球也處於領先地位。”-	DeviceVM（達暉飛碼）公司	

	

	 	 互聯網、營銷、消費等日常領域也常可見利用核心技術建立起進入障礙的例

子，例如台灣的新創公司沛星互動科技（Appier），提供跨螢數位行銷解決方案，

透過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的分析研究來達成數位廣告的優化及精準行銷，曾經以其

RTB 廣告實時競價等關鍵技術獲得國際頂級創投紅杉資本的青睞，融到 600 萬

美元的 A 輪資金。2黑馬雜誌裡提到的廣州泰思管理科技公司擁有「知而行系統」

精準營銷關鍵技術、北京雅酷公司利用上千萬投資以及國際頂級貝爾實驗室研發

經驗打造出的技術平台，以及擁有頂級全球網絡和前沿技術的 iTalk	Global 通訊

公司也都是擁有核心技術之新創企業。	

	

	 	 “將購物信息和營銷措施進行精準匹配，這歸功於一個先進的「知而行目標

營銷系統」。它以產品條形碼等交易信息作為依據，分析、判斷顧客的真實購買

行為，並按其不同的購買行為與個性化需求，在店內實時打印、發放和處理由廠

商或零售商提供的「一對一」優惠券、廣告和增值信息，總裁尹曉峰稱「知而行

																																																								
2	 台灣廣告投放公司	 Appier	 獲紅衫資本	 600	 萬美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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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目前已獲得兩項國家專利，其系統功能包括對信號進行處理和多點傳播，

以及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進行實時分析並反饋，透過安裝在收銀處的「知而行目

標行銷終端網」，針對賣場消費者的精準營銷變得不再困難”	 -廣州泰思管理科

技公司	

	

	 	 “要在不同的店舖、折扣間自由轉換，這背後需要強大的技術平台支持。尤

其是考慮到這是一個現金流生意，安全性顯得更重要。為了這套技術平台，他們

利用此前專門做預付系統，國際頂級貝爾實驗室的研發經驗，又外請了不少工程

師，花了兩年的時間，投入了上千萬，才推向了市場。雅酷的營銷策略支付清算

計費系統申請了多項技術專利。”-北京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	

	

	 	 “華人無論是使用美國電信運營商的或是中國電信運營商的長途電話服務

都其貴無比，網絡電話由於是通過互聯網提供電話服務，對比傳統電話服務需要

專門部署銅線網絡，成本極為低廉，如果通過當時最先進的VOIP 技術為海外華

人提供長途電話服務無疑具有極大的競爭力。”-iTalk	Global	

	

命題一	

影響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的驅動因素之一為技術與專利，擁有關鍵技術與

專利的中國新創企業，多採用創新型的商業模式設計，而非效率型的商業

模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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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開發國家相對於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擁有領先技術，這些領先技術帶動

其應用發展，事實上，全球的研發高度集中在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幾個少數

已開發國家，大多數的新興市場及開發中國家多半透過技術引進、模仿等擴散途

徑促成國家的進步3，這點也同樣適用於中國的新創企業，觀察黑馬雜誌訪談的

新創公司，會發現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的新創企業，多半具有求學、工作，甚至

是移民相關的海外背景，例如 iTalk	Global 通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趙捷華以及北

京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創辦人楊帆的移民美國背景。	

	

	 	 	 “iTalk	BB 首席執行官趙捷華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他作為第一代移民到

美國留學。2003 年 9 月創立公司時，他就從自己親身經歷中敏銳地體察到，生

活、工作在美國的華人，經常感到不方便的地方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很多文化和

觀念上的差異，因此華人是所有外裔族群中最經常與祖國的親朋聯繫的族群。”

-	iTalk	Global 通訊公司	

	

	 	 “跟同齡人相比，楊帆的經歷及其豐富，28 歲已經是武漢市年輕的處級幹

部，33 歲移居美國，35 歲控股 40%與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合作 6-7 千萬美元的

房地產項目。”-北京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	

	

	 	 海外經驗反應在技術含量高的生醫製藥、醫療、能源環保等領域上的影響更

明顯，像是瑞奇外科的創辦人方云才在 1992 年便留學美國，在當時就接觸到微

創外科的概念，累積相當產業實務經驗後再回國創業；iDNA 科技有限公司的創

辦人周慧君擁有深厚的相關學術背景，曾經在康乃爾還有斯坦福大學就讀，也在

																																																								
3國際貿易中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探討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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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的基因公司工作了十多年，不斷接觸世界最前沿的基因相關技術，為日後創

業打下厚實的基礎；無錫新融和藥業有限公司的創辦人許曉椿回國創業前在美國

做了 17 年職業經理人、江蘇有為光子的創辦人余建軍博士是英國皇家物理學會

會員，曾長期在國外從事準分子光源技術的研究和應用開發，兩位皆擁有豐富的

海外實務及研究經驗。	

	

	 	 “方云才 1992 年留學美國，開始接觸到微創外科的概念，從普渡大學物理

學博士畢業後，他又在強生微創手術器械公司（Ethicon	Endo-Surgery,	Inc.）做

了 3年的資深科學家及項目經理，負責併購公司的技術評估、開發圖像引導和微

創手術儀器。因此創業之初，從技術研發到流程建設，對他來說，不是難題。”

-瑞奇外科	

	

	 	 “作為康乃爾大學分子生物和遺傳學博士，斯坦福大學專攻DNA與健康關

係博士後，周慧君十多年的從業經歷都在硅谷最酷的基因公司之中。創業前，她

的身份是DNA	direct 的資深總監。”-iDNA科技有限公司	

	

	 	 “「我們的技術來自美國。公司在美國期間，我們整合了大量技術資源」許

曉椿說。（這位）無錫新融合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曾經）在美國做了 17 年職業

經理人。”-無錫新融和藥業有限公司	

	

	 	 “有為光子領軍人物余建軍博士是英國皇家物理學會會員，曾長期在國外從

事目前光電技術領域國際前沿的準分子光源技術的研究和應用開發。”-有為光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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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矽谷匯集了許多全球前沿技術，黑馬雜誌中的中國新創企業，也不乏

多位擁有矽谷經驗而回國的海歸創業者，像是唐橋科技公司的創辦人曾經在美國

矽谷工作了 10 年；遠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之一林富元是著名的美國矽

谷科技投資家；DeviceVM 公司的創辦人李明曾經在英特爾工作 7 年，爾後創立

了一間名為 OSA 的新創公司，並且被納斯達克的上市公司給成功收購。	

	

	 	 “楊金鈺是典型的硅谷回國創業者，之前在美國工作了 10 年。”-唐橋科技

公司	

	

	 	 “2005 年年底，當時還在擔任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間北京環球

醫療救援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的鄧鉅翰鄧鉅翰找到林富元，希望一起建立一家符

合國際TPA標準的第三方緊急救援公司。林富元是美國硅谷的科技投資家，曾

創立過硅谷橡子園管理公司，現還擔任硅谷多元創投首席合夥人，他投資的公司

超過 50 家，已上市或者通過併購退出的超過半數。”-遠盟康健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達暉飛碼有著濃重的硅谷氣息，其創始人兼 CEO李明（Mark	Lee）是美

籍華人，畢業於麻省理工麻省理工學院，曾在英特爾工作 7年，2000 年創辦了

專門做嵌入式軟件管理平台的公司---OSA 科技，2004 年公司以約 1億美元的價格

賣給了一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	DeviceVM（達暉飛碼）公司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宜信匯才商務顧問有限公司，創始人唐寧雖然曾經在美國



	 71	

求學以及工作，不過他的創業靈感主要來自於開發中國家的孟加拉，他曾經跟隨

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的格萊瑉銀行學習小額信貸的扶貧經驗，回國後在小額金融

領域開始了他的創業旅程。	

	

	 	 “宜信成立於 2006 年，創始人唐寧早年求學於北京大學數學系，後赴美攻

讀經濟學。在美國求學期間，唐寧曾有機會師從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

努斯教授，跟隨其在孟加拉的格萊瑉銀行學習小額信貸的扶貧經驗。（畢業後進

入）華爾街DLJ 投資銀行，辭職回國進入亞信，（從亞信）離職後出人意料地選

擇了這個在中國幾乎是空白卻又頗受爭議的小額信貸領域，白手起家。唐寧說。

他的理念來自他曾實習過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宜信匯才商務顧問有限公司	

	

	 	 中國的企業常有山寨外國企業的影子，加上嚴格的法律及管制，讓很多跨國

企業的服務無法進入，因此誕生了許多「Copycat」模式的中國型產品及企業，

像是取代谷歌公司的百度、取代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的微博、取代 Youtube 的

優酷，在創新創業領域更是時常參考國外的產品及商業模式，本研究發現，從黑

馬雜誌資料中可以觀察出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之新創企業常提及創業團隊或技

術團隊擁有豐富的海外背景，因此將創辦團隊海外經驗加入，作為可能的影響因

素之一。	

	

命題二	

影響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新創企業的驅動因素之一為創辦團隊的海外經

驗，擁有海外經驗創辦團隊的中國新創企業，多採用創新型的商業模式設

計，而非效率型的商業模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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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外部因素分析結果	

	 	 根據 George,	Zahra,	Wheatley,	&	Khan	(2001)	 	 、George,	Zahra,	&	Wood	

(2002)	 、McDougall,	Covin,	Robinson,	&	Herron(1994)	 、Ash	Maurya	(2010)、Zahra	

&	Bogner	(2000)、K.	C.	Robinson	&	Phillips	McDougall	(2001)、Chamanski	&	Waago	

(2010)、Song	et	al.,	(2008)、Tarun	Khanna	&	Krishna	G.	Palepu	(2010)等人的學術

研究結果，本研究選取「所在地區」、「所在行業」、「利害關係者關係	

(客戶、供應商、競爭者)」、「合作與聯盟」、「政府關係與政策」、「外部創投資金

挹注」六個指標作為外部因素的衡量因子，不過在進行內容分析時，發現許多新

創公司都會特別提及互聯網作為新的行銷通路，像是將產品及服務搬上互聯網販

賣，或是結合線上及線下全渠道的 O2O 模式，因此加入「互聯網科技帶動渠道

轉移程度」作為第七個外部因素的衡量因子，分析內容整理如下表：	

表 4-3	 效率型商業模式設計新創公司之整理	

公司	 類型	 所在

地區	

所在行業	 利害關係者

關係	

(客戶、供應

商、競爭者)	

合

作

與

聯

盟	

政

府

關

係

與

政

策	

外

部

創

投

資

金

挹

注	

互聯網科技帶

動渠道轉移程

度	

廣州泰思管理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廣州	 互聯網營銷	 有	 有	 無	 有	 低	

藍潔士科技發 創新型	 北京	 環保能源	 有	 無	 無	 無	 低	



	 73	

展有限公司	

太空板業股份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北京	 環保能源	 有	 無	 有	 無	 低	

北京天誠盛業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北京	 金融	 有	 無	 無	 無	 低	

瑞奇外科	 創新型	 北京	 醫療健康	 有	 有	 無	 有	 低	

雅酷時空信息

交換技術有限

公司	

創新型	 北京	 消費	 有	 有	 無	 無	 低	

宜信匯才商務

顧問有限公司	

創新型	 北京	 金融	 有	 有	 無	 無	 低	

DeviceVM（達

輝飛碼）公司	

創新型	 杭州	 軟件服務	 有	 有	 無	 有	 低	

金科環保工程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北京	 環保能源	 有	 有	 無	 無	 低	

iDNA 科技有

限公司	

創新型	 北京	 生物醫藥	 有	 無	 有	 有	 低	

江蘇有為光子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無錫	 能源環保	 無	 無	 有	 無	 低	

iTalk	Global

通訊公司	

創新型	 北京	 互聯網	 無	 有	 無	 無	 高	

無錫新融和藥

業有限公司	

創新型	 無錫	 生物醫藥	 有	 有	 無	 有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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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橋科技有限

公司	

創新型	 杭州	 IT 軟硬件	 有	 無	 無	 有	 低	

遠盟康健科技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北京	 醫療健康	 有	 有	 無	 有	 低	

科銳國際人力

資源	

效率型	 北京	 人力資源	 有	 無	 無	 有	 低	

恩信科技	 效率型	 北京	 軟件服務	 有	 有	 無	 無	 低	

寶庫網絡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效率型	 上海	 互聯網	 有	 無	 無	 有	 低	

北京澄懷科技

有限公司	

效率型	 北京	 教育培訓教

育培訓	

有	 無	 無	 有	 中	

易才集團	 效率型	 北京	 人力資源	 有	 有	 有	 有	 低	

四合中藝	 效率型	 北京	 互聯網	 有	 有	 無	 無	 高	

五洲在線	 效率型	 北京	 互聯網	 無	 無	 無	 有	 低	

凱摩一百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	

效率型	 北京	 互聯網營銷	 有	 有	 無	 無	 高	

天津易傲科技

有限公司	

效率型	 天津	 軟件服務	 有	 無	 無	 無	 低	

校園通科技有

限公司	

效率型	 北京	 教育培訓	 有	 無	 無	 無	 低	

273 二手車交

易網	

效率型	 福州	 汽車	 有	 無	 無	 無	 高	

北京美麗佳建 效率型	 北京	 材料	 有	 無	 無	 無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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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廠	

特索通訊	 效率型	 北京	 能源環保	 有	 無	 無	 無	 高	

林氏木業傢俱

有限公司	

效率型	 蘇州	 能源環保	 有	 有	 無	 無	 低	

北京凱德利奧

翻譯服務有限

公司	

效率型	 北京	 互聯網	 有	 有	 無	 無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中國新創企業商業模式設計與企業外部因素之關係	

	 	 中國互聯網科技的興起與普及，讓廠商新增ㄧ個高效便捷的營銷渠道，以往

傳統的線下渠道如零售批發店，已經逐漸轉移到線上電商渠道，成為中國消費者

購買商品及服務的重要方式，根據國際知名市場調研集團 Kantar（隸屬於世界排

名第一的 WWP 傳播集團）的中國消費者指數研究報告指出4，2013 年電商渠道

全部的銷售額之中約有 38%是從其他實體渠道轉入的，這個數字在 2011 年只有

18%，這個趨勢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中更是明顯，其 44%的電商銷售額

是來自於實體渠道商的轉入，而這一數字在縣級城市只有 30%。為了更有效地

接觸目標客戶，廠商會將傳統渠道轉移到的更有效果的新興通路，目的在於降低

成本及建立其品牌聲譽，5Darren	Mundy 博士將渠道轉移定義為替消費者或組織

創建最有效和高效的渠道（the	creation	of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channels	that	are	

most	appropriate	for	the	customer	and	organization），這就是所謂的「渠道轉移」

現象（channel	shift）。	

																																																								
4	 Kantar	Worldpanel	China	
5	 The	ultimate	guide	to	channel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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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黑馬雜誌中的資料可以發現效率型商業模式設計的個案公司也因為互聯

網的興起而獲益良多，像是搭建藝術線上平台的四合中藝，利用互聯網的力量將

中國的藝術家推上世界的舞台，被更多人看到；做在線調研的凱模一百，替企業

客戶找到了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渠道；將翻譯與電子商務結合在一起的北京凱

德利奧翻譯服務；還有因為將傳統生意搬到網路上而創造驚人銷售的北京美麗佳

建材廠和特索通訊。	

	

	 	 “「我很想搭建一個給藝術人士展示作品、實現夢想的平台，讓他們的夢有

一個出口。」姜著說。讀大學時，她被派往加拿大交流學習。這期間她發現，國

外的藝術產業有著很完整的運營鏈條，很多藝術機構會借用互聯網為藝術家搭建

作品的平台，由此促成藝術品交易，並從中延伸出很多商機。但國內沒有一個機

構從事這樣的服務。國內的藝術家要想讓自己的作品獲得關注，先要通過各種渠

道找到業內資深評論家，求得他們對自己作品的褒獎，引起行業注意後才會有畫

廊或其他機構對他的作品產生興趣。之後在這些機構的支持下舉辦自己的作品展，

可能一舉成名，也可能一閃即逝。2007 年，姜著拿著中合四藝的商業計劃書找

到一個投資人。投資方對這一市場進行評估後，認為這件事大有可為。雙方一拍

即合，中國當代藝術在線當年即投入營運，中國當代藝術在線致力於為國內外藝

術資訊和作品打造公共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憑藉著自己在國外積累的人脈和多年

的資源儲備，姜著迅速與國外上千家藝術機構建立了合作，這些機構會與中國當

代藝術在線共享國外藝術資訊和作品展示平台，姜著也將國內藝術家的作品推介

給這些機構，由此幫助藝術家拓展海外影響力。兩年時間裡，姜著陸續在柏林、

巴黎這些主要的藝術城市多次舉辦巡展，通過這些巡展向歐洲市場推介中國本土

藝術家。”-四合中藝	



	 77	

	

	 	 “企業決策要以數據為依據，但傳統的市場調研法不僅價格高昂（一份報告

少則幾十萬元，多則數千萬元），而且數據採集過程複雜，項目週期較長。比如：

一個 1000 份問卷的全國性調查需要三個月才能收回數據，而在線調查卻能夠在

一夜之間蒐集到精準的數據信息，而且能為企業節省不少成本。楷模一百有一套

自助調查工具，企業利用這套工具進行調查，所需費用大概是傳統調查的 1/2，

甚至 1/3。最大限度發揮在線調查平台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特點是楷模一百的

核心價值。”-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電子商務和翻譯的結合是隨你譯的又一個創新。客戶可以在網頁上直接選擇翻

譯稿件的目標語種、字數、行業等信息，之後就會在第一時間得到報價。交易完

成之後，客戶只需要在約定的時間查閱自己的郵箱，並給翻譯稿件作出評價，滿

意之後再用支付寶給隨你譯付款。隨你譯的出現，給了客戶，特別是小語種客戶

一個品質穩定的翻譯渠道。”-北京凱德利奧翻譯服務有限公司	

	 	

	 “在幾個老同學的聚會上，鬱悶的石峰第一次聽說了阿里巴巴，當聽到做印刷

的同學眉飛色舞地講述如何在阿里巴巴上一單生意賺取 20 萬元時，石峰隱約覺

得這也許會是一個機會。回家已是半夜，「找到阿里巴巴，我一看在線人數有 100

多萬，我嚇了一跳。」對網絡並不熟悉的石峰，足足花費了兩個小時兩個小時註

冊成為了一個普通會員。「我是阿里巴巴上第一家賣膩子粉的。」2006 年 3 月，

第一樁大生意找到了石峰。一位天津的客戶需要 3棟牆的外牆膩子，他們從阿里

巴巴上找到了石峰讓他參加競標。網商交易通行的“先打款後發貨”原則幫助一

直面臨資金短缺的石峰解決了流動資金的難題。短短 3年時間，從一年十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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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銷售額到 2008 年銷售額突破 1000 萬元，目前通過網上來的房地產商客戶已經

佔到了美麗佳全部銷售的 60%。「只要你用心，小產品也能做出大生意。」石峰

信心十足地說。”-北京美麗佳建材廠	

	

	 	 “在將生意搬上互聯網之前，吳繼榮已經在上海賣了近 10 年的電話卡，即

使放在全國作比較，他的銷量也能排進前幾名。但是當他意識到互聯網已經開始

越來越多的影響周圍人的時候，他認準互聯網一定會改變原來的傳統。抱著學習

的態度，他開始每天在線 15 個小時以上，慢慢掌握了開網店的規律。吳繼榮的

的網店生意開始有了起色。專業和勤奮讓吳繼榮的網店迅速成為淘寶上的明星。”	

-特索通訊	

	

	 	 除了上述以線上經營形式為主的電商，黑馬雜誌裡的新創公司也有採用線上

結合線下渠道的 O2O（Online	to	Offline）經營模式，像是位在福州的 273 二手車

交易網，除了有官網服務，他們也在線下開設直營店以及加盟店作為渠道拓展，

並且建立嚴格的監管體系，確保每一間線下渠道都保有同樣的服務品質。	

	

	 	 “2007 年 9 月，273 在福州開了自己第一家直營店。這次，鄧衍朗吸取了前

四年的經驗，不再急於冒進。目前，273 網站的註冊用戶已經達到了 100 萬，每

天獨立 IP 訪問量有十幾萬。由於業務量激增，鄧衍朗重新啟動了加盟店的模式，

但是，「這一次我們制定了嚴格的監管體系，用戶的信息我們都牢牢掌握，每一

單成交後都要有電話回訪，嚴格杜絕加盟店破壞’不賺差價’的底線。」273 目前

已經成立和正在籌劃的連鎖店有近 20 家，每家店成立後 3個月內都能成為當地

成交量最大的二手車交易商，僅福州的 5家店月成交量就能達到近 300 單。”-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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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車交易網	

	

	 	 中國過去的十幾年由於互聯網的興起，造就許多驚人的營收，互聯網作為新

興渠道及傳播媒介，開啟了中國的創業盛世，在 2013 年的新創企業中，電子商

務和移動互聯網產業就佔了將近全部三分之一的份額，2015 年中國更將互聯網

提高到國家戰略級層次，制定「互聯網+」戰略，重點推動行動網路、雲計算、

Big	Data、物聯網、電子商務、網路金融等產業的發展，設立 400 億人民幣網路

產業創投基金，扶持產業創新，其中，O2O 也成為拉動電商增長的重要力量，根

據艾瑞諮詢最新數據顯示，2015 年的電商成長中有 38.3%是來自於本地生活 O2O

服務。6	

	

命題三	

影響效率型商業模式設計新創企業的驅動因素之一為互聯網科技，利用互

聯網科技做渠道轉移程度高的中國新創企業，多採用效率型的商業模式設

計，而非創新型的商業模式設計	

	

	 	 相對成熟產業，新創企業在資金方面的相對短缺是顯而易見的，資金充裕程

度高的新創企業在技術研發、開拓市場、調動資源時都可以擁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能夠針對快速變化的市場做出及時反應，也因此融資一直是每間新創企業都會面

臨到的重要課題，Gompers,	Lerner	and	Scharfstein 等人的研究結果發現，在美國

的新創事業中，擁有創投注資、具備良好專利品質或專注本業等條件之事業比較

容易創業成功。(Gompers,	Lerner,	&	Scharfstein,	2005)	 新創公司可能因為缺乏即

																																																								
6	 中國 O2O 新興行業發展勢頭良好，服務質量將成發展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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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資金而推遲其成長動能，這對強調利用機動性以和即戰力迅速創造先行者優

勢的新創公司而言是很大的傷害。(Davila,	Foster,	&	Gupta,	2003)	 	

	 	 觀察黑馬雜誌的報導，會發現不管是創新型還是效率型商業模式設計的新創

企業皆會提及融資情況，像是做線上寶物交易的寶庫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獲得 3000 萬美元融資、專注線上調研的五洲在線獲得 2000 萬元的私人投資、北

京澄懷科技有限公司也已引入投資（但未透露投資額和投資機構）。除了投資人

的身份，多數策略型創投（在中國稱作風投）也肩負著助人興業的角色。(Gupta,	

2000)	 也因此新創公司在考慮引進外部投資者時，除了資金也會評估創投可以提

供的其他關鍵資源，例如：名望聲譽、人脈網絡、行業知識等，像是精準營銷公

司廣州泰思，選擇美國最大的市場營銷集團之一的 Valassis 作為其戰略投資夥伴、

微創器械公司瑞奇外科接受該領域龍頭企業公司創始人常兆華博士作為天使投

資者、DeviceVM 接受來自宏碁、華碩、HTC 等相關領域公司的戰略投資、還有

人力資源公司易才集團引入在該市場有很深專業的的 GGV 資金。	

	

	 	 “繼 2004 年 4 月得到美國風險投資基金蘭馨亞洲（Orchid	Capital）300 萬美

元的第一輪融資後，廣州泰思於 2006 年又獲得了 Valassis 數百萬美元的戰略投

資。據悉，Valassis 是美國最大的市場營銷集團之一，年銷售額達 25 億美金。對

於資金已經到位的廣州泰思來說，當務之急是要迅速擴大網絡，迅速確立其在賣

場精準營銷領域的壟斷地位，獲得更多廣告客戶的認同。”-廣州泰思	

	

	 	 “2006 年，國內微創器械領域龍頭企業---微創醫療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的

創始人常兆華博士成為瑞奇的天使投資人，並在資金、公司架構、理念及經驗上

給予重要幫助和支持。第二年，瑞奇獲得第一筆 500 萬美元融資。目前公司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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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加州 Concord、俄亥俄州 Cincinnati、北京和上海設有四個研發中心，擁有六條

產品線，專業研發人員三十餘人”-瑞奇外科	

	

	 	 “DeviceVM公司創立伊始，就從 Storm	Ventures、德豐杰龍脈基金、華碩、

iDInnovations	(宏基)、Harbinger	(Mitac-Synnex)及不同戰略投資者獲得了累計 1050

萬美元的投資。在 2007 年 10 月再次獲得了來自德豐杰龍脈基金、住友旗下的風

險投資公司、Presidio、HTC	創始人王雪紅和陳文琦，和WR	Hembrecht	資本公

司等 1000 萬美元的投資。在 08 年 1 月份增加了Merus 資本公司（由前谷歌企業

發展副總裁 Salman	Ullah、前谷歌企業發展負責人 Sean	Dempsey、以及前微軟企

業戰略執行總監 Peter	Hsing 創辦的風險投資公司）100 萬美元的投資。”

-DeviceVM公司	

	

	 	 “易才集團的首輪融資是在 2005 年年底開始啟動。經過三四個月的反覆思

考，他最後還是決定還是要引入國際資本，也建立公開、合理、科學的現代企業

管理架構。這樣，易才集團開始和寰慧投資（GGV）接觸。之所以選擇GGV，

有兩個非常主要的原因：一是他們對人力資源外包行業非常了解，能夠在董事會

曾面對公司發揮戰略作用；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投資人非常職業，對所投資企

業都是在全力支持發展。”-易才集團	

	

	 	 資金在知識密集、研究開發密集的產業如 IT 軟硬件、生物醫藥等領域更是

重要，由於當前的經濟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術水準的競爭，各公司無不花費鉅

額資金投入科學研究，以圖搶佔未來科技與經濟競爭的制高點，IT 產業從研製

開發階段所需投入的資本額就很多，一般的新創公司很難自己負擔，因此需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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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創投的外部資金，像是唐橋科技的Ａ輪融資；生醫產業由於資金投入大、回收

期長、政府的補助有限，因此創投基金成為其發展的重要關鍵，像是無錫新融合

藥業以及遠盟康健都有創投挹注資金以協助其發展。	

	

	 	 “現在新融合已經完成了A輪融資，資金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而 B輪

融資又已經在洽談之中。今年 7月 1日，一個能存儲 5萬份樣本的過度幹細胞庫

就能投入商業運營，而到明年年底，「世界第一庫」將投入使用。”-無錫新融

和藥業有限公司	

	

	 	 “唐橋科技成立於 2007 年，	 2015 年 7 月，完成A輪融資人民幣 2080 萬元，

估值逾 1億元。”-唐橋科技有限公司	

	

	 	 “遠盟康健現在還屬於投入期，2010 年初剛完成以台灣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為牽頭的第二輪融資。”-遠盟康健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創投機構的資金多屬於中後期融資階段，許多新創公司在種子輪到 B 輪的

初期階段會引進天使投資人或天使投資機構的外部資金，像是 iDNA 網接受拜耳

中國總裁以及青科創投創始人作為其公司的天使投資者、科銳國際的天使投資者

則是「3	F」（Family,	Friends,	and	Fools）中的「Family	and	Friend」。	

	

	 	 “2008 年 12 月，周慧君的益基公司（現改名為 iDNA）在北京成立。天使

投資人是拜耳中國總裁康德和青科創投創始人高文。”-iDNA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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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 7 月，數月沒和家裡聯繫的高勇回到老家，和父親說想自己開一

家獵頭公司。父親雖然完全不懂什麼是獵頭，家裡為高勇上自費專科還欠著一萬

多元，但父親依然決定支持高勇。高父人緣極好，他從鄰居那裡借了十幾張存摺

作為抵押，從農信用社貸了 2萬 7千元給高勇。2007 年底獲經緯創投第一輪投資

400 萬美元。”-科銳國際人力資源	

	

命題四	

資金是所有新創公司的重要驅動因素之一，擁有外部創投資金挹注對於兩

類型新創公司而言皆非常重要。	

	

	 	 根據上述分析內容，本研究在內部因素加入「創業團隊海外經驗」、在外部

因素加入「互聯網科技帶動渠道轉移程度」作為可能影響中國新創企業商業模式

設計的因素，整理如下表：	

	

	

表 4-4	 本研究分析之影響商業模式設計的內外部因素	

可能影響中國新創企業商業模式設計之內部因素	

指標	 說明	

廠齡	 成立時間長短	

公司規模	 員工人數	

技術與專利	 核心技術的掌握及研發能力	

專利佈局的情況	

創辦團隊行業經驗	 在創業前是否有過相關行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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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團隊創業經驗	 在創業前是否有過創業經驗	

創業團隊海外經驗	

（本研究加入）	

在創業前是否有過海外求學、工作或移民等相關經驗	

可能影響中國中新創企業商業模式設計之外部因素	

指標	 說明	

所在地區	 新創公司所在地區	

所在行業	 新創公司所處行業	

利害關係者關係	

（客戶、供應商、	

競爭者）	

與利害關係者如客戶、供應商、競爭者的關係	

合作與聯盟	 是否有跟其他團體合作或組成聯盟	

政府關係與政策	 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受政策輔導支持的情況	

外部創投資金挹注	 新創企業的募資情況	

互聯網科技帶動渠道

轉移程度	

（本研究加入）	

互聯網科技帶動的渠道相關轉移程度的（高中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整理上述分析資料可以得知，商業模式設計會受到「是否擁有關鍵技術與專

利」、「創業團隊之海外經驗」、「互聯網科技帶動渠道轉移程度」、「是否有外部創

投資金挹注」四大因素影響，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四個因素涵括了公司面、個人

面以及環境面，本研究將影響中國新創之商業模式設計的內外部因素整理、層面

關係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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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商業模式設計類型之內外部影響因素、層面及命題整理	

影響因素	 內外部/

層面	

商業模式	

設計類型	

命題	

是否擁有關鍵技

術與專利	

內部/	

公司面	

創新型	 影響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的驅動因素之一

為技術與專利，擁有關鍵技術與專利的中

國新創企業，多採用創新型的商業模式設

計，而非效率型的商業模式設計。	

創辦團隊是否擁

有海外經驗	

內部/	

個人面	

創新型	 影響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新創企業的驅動

因素之一為創辦團隊的海外經驗，擁有海

外經驗創辦團隊的中國新創企業，多採用

創新型的商業模式設計，而非效率型的商

業模式設計。	

互聯網科技帶動

渠道轉移程度	

外部/	

環境面	

效率型	 影響效率型商業模式設計新創企業的驅動

因素之一為互聯網科技，利用互聯網科技

做渠道轉移程度高的中國新創企業，多採

用效率型的商業模式設計，而非創新型的

商業模式設計。	

是否有外部創投

資金挹注	

外部/	

環境面	

創新型	

效率型	

資金是所有新創公司的重要驅動因素之

一，擁有外部創投資金挹注對於兩類型新

創公司而言皆非常重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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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30 間新創企業的商業設計模式衡量方法為比較其「效率型」與「創新型」

指標分數的大小，在比較的過程中發現有些新創公司比較偏向單一類型的商業模

式設計（兩類型的商業模式設計分數差距較大）；有些新創公司則是有混合商業

模式設計的傾向（兩類型商業模式設計的分數相差不遠），本研究取兩位編碼員

各自的分數做平均，得出整體的效率型分數與創新型分數，根據兩個數據的大小

判斷公司的商業模式設計是否為單一類型，若效率型及創新型分數皆大於 2.5，

該公司為混合型的商業模式設計，其中共有 0.23%混合型商業模式設計（7 間新

創公司）、0.77%為單一類型商業模式設計（23 間新創企業），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4-6	 商業模式設計類型之分佈情況	

商業模式設計	 家數	 占比	 公司	

單一型	 23	 0.77%	 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宜信匯才

商務顧問有限公司、寶庫網絡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北京澄懷科技有限公司、四合中藝、

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天津易傲科技

有限公司	

混合型	 7	 0.23%	 剩餘的其他公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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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商業模式設計類型之單一性比較	

公司	 創新型或	

效率型	

單一型或	

混合型	

效率型分數	 創新型分數	

廣州泰思管理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69	 2.895	

藍潔士科技發

展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44	 2.81	

太空板業股份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575	 2.675	

北京天誠盛業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195	 3.27	

瑞奇外科	 創新型	 單一型	 0.73	 2.73	

雅酷時空信息

交換技術有限

公司	

	

	

創新型	

	

	

混合型	 2.62	 3.295	

宜信匯才商務

顧問有限公司	

	

創新型	

	

混合型	 2.69	 3.19	

DeviceVM（達

輝飛碼）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845	 3.27	

金科環保工程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0.58	 3.29	

iDNA 科技有

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535	 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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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有為光子

科技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0.465	 3.485	

iTalk	Global

通訊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77	 2.805	

無錫新融和藥

業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2.035	 3.35	

唐橋科技有限

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0.96	 3.175	

遠盟康健科技

有限公司	

	

創新型	

	

單一型	 1.155	 3.805	

科銳國際人力

資源	

	

效率型	

	

單一型	 2.115	 1.69	

恩信科技	 	

效率型	

	

單一型	 2.075	 1.31	

寶庫網絡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效率型	 混合型	 3.72	 2.38	

北京澄懷科技

有限公司	

	

效率型	 混合型	 3.08	 1.92	

易才集團	 效率型	 單一型	 2.35	 1.885	

四合中藝	 效率型	 混合型	 4.04	 2.575	

五洲在線	 效率型	 單一型	 2.35	 2.25	

凱摩一百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	

	

效率型	 混合型	 2.925	 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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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易傲科技

有限公司	

	

效率型	 混合型	 3.425	 2.595	

校園通科技有

限公司	

	

效率型	

	

單一型	 3.845	 2.065	

273 二手車交

易網	

	

效率型	

	

單一型	 3.885	 1.85	

北京美麗佳建

材廠	

	

效率型	

	

單一型	 2.65	 1.695	

特索通訊	 	

效率型	

	

單一型	 3.155	 1.385	

林氏木業傢俱

有限公司	

	

效率型	

	

單一型	 2.695	 1.575	

北京凱德利奧

翻譯服務有限

公司	

	

	

效率型	

	

	

單一型	 3.535	 1.88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將單一型商業模式設計、混合型商業模式設計與內外部因素做比較，發現這

種分類方式相較於創新型與效率型的二分法，比較看不出與內外部因素之間的關

聯，但若是觀察混合型商業模式設計的公司，可以發現其中大部分都是屬於互聯

網產業的新創企業（如下表所示），這可以理解為互聯網本身就是一個相對傳統

通路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渠道，具有一定效率型的特色，若是再針對產品及商

業模式進行較為創新的改變，很容易成為兩者分數皆高的混合型商業模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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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混合型商業模式設計比較	

公司	 商業模式設

計類型	

創辦人	 所在行業	

寶庫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混合型	

（效率型）	

張秉新	 互聯網	

北京澄懷科技有限公司	 混合型	

（效率型）	

陶謙	 教育培訓	

雅酷時空信息交換技術有限公司	 混合型	

（創新型）	

楊帆	 消費	

四合中藝	 混合型	

（效率型）	

吳海	 互聯網	

凱摩一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混合型	

（效率型）	

湯雪梅	 互聯網營銷	

宜信匯才商務顧問有限公司	 混合型	

（創新型）	

唐寧	 金融	

天津易傲科技有限公司	 混合型	

（效率型）	

張振國、王琰	 軟件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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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結論	
	 	 隨著全球的創新創業熱潮興起，近年來關於商業模式的討論也日漸增多，不

過多半都是利用 Johnson、Osterwalder	&	Pigneur 等學者提出的構成要素和已開

發地區如美國、歐洲等國作為研究架構以及研究對象，鮮少有利用 Amit	&	Zott

的商業模式設計架構以及針對新興市場作為研究主軸，但是新興市場近年來的發

展已經成為驅動世界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不容小覷，而新興市場中最受矚目的

中國，其新創公司在政府大陸推動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政策下也逐漸從

之前為人詬病的「Copycat」走出中國式的創新模式。	

	 	 基於上述的背景和動機，本研究針對創業家雜誌中黑馬專欄所報導的 30 間

中國新創企業進行內容分析，試圖找出影響新興市場新創企業之商業模式設計的

內外部因素，本研究先是根據幾位學者的研究發現列出可能影響商業模式設計的

內外部因素，接著針對報導進行內容分析，從中發現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創

辦團隊之海外經驗」、「互聯網科技帶動渠道轉移程度」也是兩個影響商業模式設

計的重要因素，總結上述的分析內容以及命題可以發現，「是否擁有關鍵技術與

專利」、「創業團隊之海外經驗」、「互聯網科技帶動渠道轉移程度」、「是否有外部

創投資金挹注」是影響中國新創企業之商業模式設計的重要因素。	

	 	 	 「關鍵技術與專利」是創新型商業模式設計新創企業之重要驅動因素，

HAX 合夥人 Benjamin	Joffe、雲啟創投管理合夥人黃榆鑌都曾表示，技術壁壘是

他們衡量新創公司的重要指標，會特別關注該新創企業是否有其他競爭對手沒有

的技術優勢，否則當類似產品及技術出來後就只能陷入價格競爭的紅海市場。7	

研發能力對於公司的市場價值也有直接的影響，香港大學的許寶軒教授採用以專

																																																								
7硬體創業：別成為富士康，也不要被「小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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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請人為基礎的核准專利及研發費用來衡量公司自身的研發能力，結果顯示公

司自身研發能力越強，反映在股價報酬上表現越佳。(Hsu,	2009)	Hirshleifer,	David,	

等學者也發現公司研發效率越高，越能提升公司市場價值。(Hirshleifer,	Hsu,	&	Li,	

2013)	 「擁有海外經驗的創業團隊」也是影響創新型商業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於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技術較新興市場中國領先，具有海外經驗的創辦團隊

（曾在海外求學、工作，甚至是移民）能先接觸到相對前沿的新技術，其實技術

轉移並非只有發生在新創企業，一國的經濟成長也有賴於新技術的擴散，許多開

發中國家嘗試以引進技術並加以擴散之方法，縮短與已開發國家在生產力與所得

之差距。（劉泰英,	1988,	 產業技術能力指標模式之研究）	

	 	 	 「互聯網科技」的蓬勃發展，帶動線上電商渠道的興起及普及8，也給許

多企業帶來更高效、便捷的通路新選擇，電子商務帶動互聯網經濟的蓬勃發展，

甚至出現了「百貨一年不及電商一天」的說法，這可以從淘寶及天貓的雙十一活

動銷售數字略知一二，2013 年的雙十一僅一天就創造了 350 億元的銷售業績，超

過當年上海 54 家商場全年銷售額的 309.93 億元營收，渠道轉移的現象可追溯至

阿里巴巴，2003 年 8 月淘寶宣布免費 3 年，吸引了大量的中小型賣家入駐，僅利

用短短的 2 年時間便占據了中國線上購物 70％左右的市場份額。「外部的創投

資金挹注」可以幫助新創公司在營運初期更為順利，是新創企業早期發展非常重

要的資金來源，許多中國目前的大企業都曾在公司早期營運時接受過創投的幫助，

像是日本軟銀投資阿里巴巴、美國 DFJ（Draper	Fisher	Jurvetson）投資百度、美

國的 IDG 資本投資騰訊。哈佛大學的創業經濟學（Entrepreneurial	Economics）

大師 Josh	Lerner 在《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一書中也指出創業投資的規

																																																								
8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 2014 年 7 月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國網民規模

達 6.32 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 5.27 億，今年 6 月更是達到 7 億 1,000 萬的數字，互聯網普及率也高達 46.9

％，將近全國的半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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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與產值是衡量一國創業活動熱絡程度的重要指標，並舉 1960 年代的新加坡與

牙買加為例，兩國皆擁有被殖民歷史、皆位在貿易航線的重要據點，當時牙買加

的 GDP 高於新加坡，但後來由於兩國政府所營造的創業環境差異，造成現在兩

國經濟發展情勢的截然不同，新加坡 2015 年的 GDP 將近三千億美元，反觀牙買

加只有一百四十億美元左右。(Lern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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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為主的內容分析法，雖然分析了 30 間新創公司已足夠

作為本研究的敘述性目的，但是數量在描繪全體情況上可能稍嫌不足，建議可以

利用量化研究方式定義出內外部因素與商業模式設計的關係。	

	 	 本研究以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可能忽略了潛在文化和特定市場的影響因素，

中國的新創企業可能跟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如：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或非洲等

國的新創事業有所差異，建議可以擴大範圍至不同新興市場國家做比較。	

	 	 本研究以創業家雜誌的黑馬專欄報導之新創企業為主角，在公司資訊的完整

度上可能稍嫌不足，雖然有利用其他網路上公開的次級資料作為輔助，但這些仍

為他人整理過的二手資訊，建議之後的研究或許可以設法聯繫到公司的創業團隊

成員做第一手的資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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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內容編碼及資料庫（ㄧ）	

公司名稱	 商業模

式設計

類型	

廠

齡	

公司

規模	

技術

與專

利	

創辦團

隊行業

經驗	

創辦團

隊創業

經驗	

創辦團

隊海外

經驗	

所在

地區	

所在

行業	

利害關

係者關

係	

合作

聯盟	

政府關

係與政

策	

外部創

投資金

挹注	

互聯網科技

帶動渠道轉

移程度	

廣州泰思	 創新型	 13	 100	 有	 有	 無	 有	 廣州	 互聯

網營

銷	

有	 有	 無	 有	 低	

藍潔士	 創新型	 17	 170	 有	 無	 無	 無	 北京	 能源	

環保	

有	 無	 無	 無	 低	

太空板	 創新型	 16	 500	 有	 有	 無	 無	 北京	 能源	

環保	

有	 無	 有	 無	 低	

天誠盛業	 創新型	 19	 116	 有	 有	 無	 無	 北京	 金融	 有	 無	 無	 無	 低	

瑞奇外科	 創新型	 11	 70	 有	 有	 無	 有	 北京	 醫療

健康	

有	 有	 無	 有	 低	

雅酷	 創新型	 11	 80	 有	 有	 有	 有	 北京	 消費	 有	 有	 無	 無	 低	

宜信匯才	 創新型	 10	 100	 無	 有	 無	 有	 北京	 金融	 有	 有	 無	 無	 低	

DeviceVM	 創新型	 10	 260	 有	 有	 有	 有	 杭州	 軟件	 有	 有	 無	 有	 低	



	 101	

	

服務	

金科環保	 創新型	 12	 100	 有	 有	 無	 無	 北京	 能源	

環保	

有	 有	 無	 無	 低	

iDNA	 創新型	 8	 40	 有	 有	 無	 有	 北京	 生物	

醫藥	

有	 無	 有	 有	 低	

有為光子	 創新型	 10	 25	 有	 無	 無	 有	 無錫	 能源	

環保	

無	 無	 有	 無	 低	

iTalk	

Global	

創新型	 13	 600	 有	 無	 無	 有	 北京	 互聯

網	

無	 有	 無	 無	 高	

新融和藥	 創新型	 8	 30	 有	 無	 無	 有	 無錫	 生物	

醫藥	

有	 有	 無	 有	 低	

唐橋科技	 創新型	 9	 50	 有	 無	 無	 有	 杭州	 IT	

軟硬

件	

有	 無	 無	 有	 低	

遠盟康健	 創新型	 9	 40	 無	 有	 有	 有	 北京	 醫療	

健康	

有	 有	 無	 有	 低	

科銳人力	 效率型	 20	 350	 無	 有	 無	 無	 北京	 人力	

資源	

有	 無	 無	 有	 低	

恩信科技	 效率型	 16	 20	 有	 無	 無	 無	 北京	 軟件	

服務	

有	 有	 無	 無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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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庫網絡	 效率型	 13	 2000	 無	 無	 無	 無	 上海	 互聯

網	

有	 無	 無	 有	 低	

北京澄懷	 效率型	 13	 200	 無	 無	 有	 無	 北京	 教育	

培訓	

有	 無	 無	 有	 中	

易才集團	 效率型	 13	 1400	 無	 無	 無	 無	 北京	 人力	

資源	

有	 有	 有	 有	 低	

四合中藝	 效率型	 9	 9	 無	 無	 無	 有	 北京	 互聯

網	

有	 有	 無	 無	 高	

五洲在線	 效率型	 9	 150	 無	 有	 無	 無	 北京	 互聯

網	

無	 無	 無	 有	 低	

凱摩一百	 效率型	 10	 120	 有	 有	 無	 有	 北京	 互聯

網營

銷	

有	 有	 無	 無	 高	

天津易傲	 效率型	 11	 20	 有	 有	 無	 無	 天津	 軟件	

服務	

有	 無	 無	 無	 低	

校園通	 效率型	 9	 11	 無	 無	 無	 無	 北京	 教育	

培訓	

有	 無	 無	 無	 中	

273	 效率型	 13	 100	 無	 無	 無	 無	 福州	 汽車	 有	 無	 無	 無	 高	

美麗佳建

材	

	

效率型	 15	 20	 無	 無	 無	 無	 北京	 材料	 有	 無	 無	 無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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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索通訊	 效率型	 12	 20	 無	 有	 無	 無	 上海	 能源	

環保	

有	 無	 無	 無	 高	

林氏木業	 效率型	 9	 100	 有	 無	 無	 無	 蘇州	 能源	

環保	

有	 有	 無	 無	 低	

凱德利奧	 效率型	 8	 8	 有	 有	 無	 有	 北京	 互聯

網	

有	 有	 無	 無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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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編碼及資料庫（二）	

因素	

商業模式

設計類型	 廠齡	 公司規模	

技術

與專

利	

創辦團

隊行業

經驗	

創辦團隊

創業經驗	

創辦團隊

海外經驗	

所在

地區	 所在行業	

利害關係者

關係	

合作

聯盟	

政府關

係與政

策	

外部創投

資金挹注	

互聯網科技帶

動渠道轉移程

度	

編碼

說明	

創新型:1	

效率型:0	

超過 15

年:1	

未超

過:0	

超過 100 人:1	

未超過:0	

有:1	

無:0	

有:1	

無:0	

有:1	

無:0	

有:1	

無:0	

北上

廣深:1	

其他

地區:0	

互聯網、IT

軟硬件:1	

其他:0	

有:1	

無:0	

有:1	

無:0	

有:1	

無:0	

有:1	

無:0	

高:1	

中、低:0	

	

	

公司名稱	 商業模

式設計

類型	

廠

齡	

公司

規模	

技術

與專

利	

創辦團

隊行業

經驗	

創辦團

隊創業

經驗	

創辦團

隊海外

經驗	

所在

地區	

所在

行業	

利害關

係者關

係	

合作

聯盟	

政府關

係與政

策	

外部創

投資金

挹注	

互聯網科技帶

動渠道轉移程

度	

廣州泰思	 1	 0	 0	 1	 1	 0	 1	 1	 1	 1	 1	 0	 1	 0	

藍潔士	 1	 1	 1	 1	 0	 0	 0	 1	 0	 1	 0	 0	 0	 0	

太空板	 1	 1	 1	 1	 1	 0	 0	 1	 0	 1	 0	 1	 0	 0	

天誠盛業	 1	 1	 1	 1	 1	 0	 0	 1	 0	 1	 0	 0	 0	 0	

瑞奇外科	 1	 0	 0	 1	 1	 0	 1	 1	 0	 1	 1	 0	 1	 0	

雅酷	 1	 0	 0	 1	 1	 1	 1	 1	 0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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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信匯才	 1	 0	 0	 0	 1	 0	 1	 1	 0	 1	 1	 0	 0	 0	

DeviceVM	 1	 0	 1	 1	 1	 1	 1	 0	 1	 1	 1	 0	 1	 0	

金科環保	 1	 0	 0	 1	 1	 0	 0	 1	 0	 1	 1	 0	 0	 0	

iDNA	 1	 0	 0	 1	 1	 0	 1	 1	 0	 1	 0	 1	 1	 0	

有為光子	 1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iTalk	

Global	

1	 0	 1	 1	 0	 0	 1	 1	 1	 0	 1	 0	 0	 1	

新融和藥	 1	 0	 0	 1	 0	 0	 1	 0	 0	 1	 1	 0	 1	 0	

唐橋科技	 1	 0	 0	 1	 0	 0	 1	 0	 1	 1	 0	 0	 1	 0	

遠盟康健	 1	 0	 0	 0	 1	 1	 1	 1	 0	 1	 1	 0	 1	 0	

科銳人力	 1	 1	 1	 0	 1	 0	 0	 1	 0	 1	 0	 0	 1	 0	

恩信科技	 0	 1	 0	 1	 0	 0	 0	 1	 1	 1	 1	 0	 0	 0	

寶庫網絡	 0	 0	 1	 0	 0	 0	 0	 1	 1	 1	 0	 0	 1	 0	

北京澄懷	 0	 0	 1	 0	 0	 1	 0	 1	 0	 1	 0	 0	 1	 0	

易才集團	 0	 0	 1	 0	 0	 0	 0	 1	 0	 1	 1	 1	 1	 0	

四合中藝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0	 1	

五洲在線	 0	 0	 1	 0	 1	 0	 0	 1	 1	 0	 0	 0	 1	 0	

凱摩一百	 0	 0	 1	 1	 1	 0	 1	 1	 1	 1	 1	 0	 0	 1	

天津易傲	 0	 0	 0	 1	 1	 0	 0	 0	 1	 1	 0	 0	 0	 0	

校園通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273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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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佳	

建材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1	

特索通訊	 0	 0	 0	 0	 1	 0	 0	 1	 0	 1	 0	 0	 0	 1	

林氏木業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0	 0	

凱德利奧	 0	 0	 0	 1	 1	 0	 1	 1	 1	 1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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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編碼及資料庫（三）	

公司	 類型	 效率型分數	 創新型分數	

編碼員 A	

效率型分數	

編碼員 A	

創新型分數	

編碼員 B	

效率型分數	

編碼員 B	

創新型分數	

廣州泰思	 單一型/創新型	 1.69	 2.895	 2	 2.92	 1.38	 2.87	

藍潔士	 單一型/創新型	 1.44	 2.81	 2.23	 3.08	 0.65	 2.54	

太空板	 單一型/創新型	 1.575	 2.675	 2.42	 3	 0.73	 2.35	

天誠盛業	 單一型/創新型	 1.195	 3.27	 2.39	 4.23	 0	 2.31	

瑞奇外科	 單一型/創新型	 0.73	 2.73	 0.92	 3.23	 0.54	 2.23	

雅酷	 混合型/創新型	 2.62	 3.295	 2.85	 3.01	 2.39	 3.58	

宜信匯才	 混合型/創新型	 2.69	 3.19	 3.23	 3.23	 2.15	 3.15	

iDNA	 單一型/創新型	 1.845	 3.27	 1.46	 2.92	 2.23	 3.62	

有為光子	 單一型/創新型	 0.58	 3.29	 0.85	 3.62	 0.31	 2.96	

iTalk	Global	 單一型/創新型	 1.535	 2.175	 1.15	 1.62	 1.92	 2.73	

新融和藥	 單一型/創新型	 0.465	 3.485	 0.62	 3.62	 0.31	 3.35	

唐橋科技	 單一型/創新型	 1.77	 2.805	 1.69	 3.46	 1.85	 2.15	

遠盟康健	 單一型/創新型	 2.035	 3.35	 2	 2.69	 2.15	 3.62	

DeviceVM	 單一型/創新型	 0.96	 3.175	 1.92	 3.08	 0	 3.27	



	 108	

金科環保	 單一型/創新型	 1.155	 3.805	 2	 3.46	 0.31	 4.15	

科銳人力	 單一型/效率型	 2.115	 1.69	 2.46	 2.23	 1.77	 1.15	

恩信科技	 單一型/效率型	 2.075	 1.31	 2.92	 2.08	 1.23	 0.54	

寶庫網絡	 混合型/效率型	 3.72	 2.38	 3.75	 2.69	 3.69	 2.07	

北京澄懷	 混合型/效率型	 3.08	 1.92	 2.62	 1.38	 3.54	 2.46	

易才集團	 單一型/效率型	 2.35	 1.885	 3.08	 3	 1.62	 0.77	

四合中藝	 混合型/效率型	 4.04	 2.575	 3.85	 1.92	 4.23	 3.23	

五洲在線	 單一型/效率型	 2.35	 2.25	 2.62	 2.69	 2.08	 1.81	

凱摩一百	 混合型/效率型	 2.925	 2.595	 3.23	 2.77	 2.62	 2.42	

天津易傲	 混合型/效率型	 3.425	 2.595	 3	 3.46	 3.85	 1.73	

校園通	 單一型/效率型	 3.845	 2.065	 3.69	 1.67	 4	 2.46	

273	 單一型/效率型	 3.885	 1.85	 3.85	 1.62	 3.92	 2.08	

美麗佳建材	 單一型/效率型	 2.65	 1.695	 2.15	 0.77	 3.15	 2.62	

特索通訊	 單一型/效率型	 3.155	 1.385	 2.85	 1.23	 3.46	 1.54	

林氏木業	 單一型/效率型	 2.695	 1.575	 2.62	 1.46	 2.77	 1.69	

凱德利奧	 單一型/效率型	 3.535	 1.885	 3.15	 1.23	 3.92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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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及信度分析	

家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公司

名稱	

廣州泰思

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恩信	

科技	

藍潔士

科技發

展有限

公司	

北京紅黃藍

兒童教育科

技發展有限

公司	

寶庫網絡

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北京澄懷

科技有限

公司	

太空板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易才	

集團	

北京天

誠盛業

科技有

限公司	

瑞庭網

絡技有

限公司	

雅酷時空信

息交換技術

有限公司	

職脈互聯

技術有限

公司	

五洲	

在線	

凱摩一

百信息

技術有

限公司	

天津易傲

科技有限

公司	

編碼

員一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創新型	 效率型	 效率型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效率型	 效率型	 效率型	 效率型	

編碼

員二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創新型	 效率型	 效率型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效率型	 創新型	

	

信度=	 （N*平均相互同意度）/	[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 相互同意度=2M/（N1+N2）（M=完全同意的數目/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 N=編碼員總數	

! 信度=	(2*0.93)/	[1+	(2-1)*0.93]	=	0.96	 （相互同意度=	2*13/(15+13)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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