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本章中，依序整理「有機產業」、「新事業發展」、「動態能耐」、「智慧資本」

與「經營模式」等五項近年來相關之研究，作為本研究探討的文獻部份。 

第一節  有機產業 

第一項 有機產業之定義 

    有機（Organic）一詞雖然主要與農業有關，但是隨著其標榜的精神也可應

用於非農業之生產服務，因此冠上有機之名的產品，近年來漸漸跨出了農業的領

域，「有機產業」(Organic Industry)的形成，隱然成為很重要的產業發展趨勢。例

如發源於德國紐倫堡之國際有機大展 BioFach，展出內容就跨出純粹農產品展

覽，而涵括了食衣住行育樂各層面， 近年來日本、中國、美國、巴西等國家也

與 BioFach 合作辦理展覽，每年皆吸引成千上萬來自世界各地的有機愛好者。而

美國以銷售有機食品起家的 Whole Foods Market 的銷售業績成長也很驚人，其銷

售有機產品除了食品，也包括各種生活用品，連鎖店已發展至英國、加拿大等國

家。而有機產品除了物質面的產品，近來伴隨著全球心靈追求團體和素食團體激

增，他們追求乾淨無毒之有機生活，身心靈都有機成為其重要訴求，這些發展使

有機產業又跨向了心理、心靈層面的產業，涵蓋的層面愈來愈廣。在台灣，也看

得到這樣的發展，許多追求心靈成長之團體，如琉璃光、佛法山、愛德園基金會、

福智事業等，多年來不斷大力鼓吹有機生活觀念，不但重視有機食品，也注重非

有形物質的淨化。 

基本上，「有機產業」可說是一種由有機農業延伸發展之產業，廣義上它指

的是任何產業其生產/製造原料、生產過程或提供服務同時符合下列條件者：不

含人工化學合成物或違反自然生產方式之物質（如基改生物成分），注重動物福

祉，以及符合環保和人體健康要求。在這樣的定義下，有機產業可以依產業的生

產投入和過程的差異，區分為一、二、三級產業。其中的一級產業指的是有機農

業（含農林漁牧）；二級產業則包括兩個層面，一個是以有機農產品為原料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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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業（如有機加工食品、飲料或藥品、有機麻棉布製品、有機木製家具、日常

用品等），另外一個則是任何使用的製造原料和生產過程同時符合下列條件之產

業：不含人工化學合成物、不含違反自然生產方式之物質，並符合環保、人體健

康要求，如有機化妝品、保養品、清潔用品等都是；而三級產業則主要和服務提

供有關，指任何與有機食品、製品之使用或銷售相關，同時兼重身心靈保健醫療、

環保之相關服務事業，這類產業如有機雜誌、有機/生機餐飲、有機休閒旅遊、

有機日用品銷售、心靈音樂、有機養生運動、自然療法、園藝療法、綠建築設計、

有機相關推廣組織（董時叡，2006）。 

第二項 有機農業之定義 

    有機農業，又另有自然農法、再生農業、生物性農業或生態農業等名稱，

其定義主要為完全不用或少用化學肥料與藥劑，以及配合豆科綠肥作物在內之輪

作制度，利用農場內、外農牧廢棄物以及含植物養分元素礦物的岩石，以維持均

衡而穩定的農業生產之耕作方式。 

    有機農業之起源可追溯至德國人Dr. Rudolf Steiner在1924年首先提倡農作物

有機栽培法。其後，日本人岡田茂吉於1935年開始提倡自然農法，類似西方國家

所推行之有機農業的一種替代農法，並於1953年成立自然農法普及會（林譽紘，

2005）。 

    基本上，有機農業是一種不用或避免使用化學合成資材(如農藥、肥料、殺

草劑、生長素及抗生素等)之生產方式，因其重視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又維護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故成為近年來世界各國農業發展之新趨勢 (黃璋

如，1997)。 

    聯合國農糧組織（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

則是強調有機農業必需透過自然過程與循環的增進，以維持地利及防除病蟲害，

且適度從環境中取得資源並回饋以取得最佳生產效率，使環境成一均衡系統。其

強調與生態共容的農業生產系統（謝佳慧，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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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美國經濟社會處（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0）針對永續發展所作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將有機農業普遍被使用的

定義做一整理，如表2-1所示： 

表 2-1：有機農業定義 

組織名稱 有機農業定義 

國際有機農業運動

聯盟（IFOAM） 

有機農業是指促進環境、社會及經濟健全生產食物及纖

維的所有農業系統。以循環利用養份以及健全自然的過

程幫助維持土壤肥沃度以確保成功的生產。藉由尊重動

物、環境及職務天然的產量，其目標為最佳化農業及環

境所有方面的品質。藉由不使用合成肥料及殺蟲劑的方

式，有機農業得以大量減少外在的投入。根據傳統以及

現代科學的知識，以天然發生的方式及物質使得病蟲害

得以被控制，並增加了產量及對疾病的抵抗力。 

美國農業部

（USDA） 

其於 Federal Organic Food Production Act of 1990 中定

義有機生產方式的食物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規定：（1）除

經過特許同意外，於生產及處理過程中不得使用合成化

學物；（2）除經許可外，任何禁止的物質包括合成化學

物不得於生產的土地上使用，並以此耕作方式經過三年

至收成前均符合規定；（3）經過有機計劃與相關認證單

位所同意的生產及處理過程。 

英國有機農業監督

機關（UKROFS） 

有機生產系統為透過管理方式，以避免使用農業化學產

品以及最小化對環境及野生動物的傷害為目標所設計以

生產最高營養及最適產量的食物。 
歐洲聯盟協調規章

（European Union 
Council Regulation 

2092/91） 

對有機農業雖未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此協調規章中明

言禁止不得使用任何影響環境以及農產品的化學肥料及

殺蟲劑等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台灣方面，依據我國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於 2003 年 9 月 15 日公告修正之有

機農產品管理作要點中，其定義有機農業為「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利用原則，

不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理系統，並達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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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業。」 

第三項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食品之定義 

    一般來說，根據有機農法（Organic Farming）所生產的農產品，便稱之為有

機農產品（謝景順、謝慶芳，1989）。 

台灣方面，根據行政院農委會於 1999 年 3 月 15 日所公佈實施的「有機農產

品生產基準」、「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以及「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

設置要點」中，將有機農產品區分為「全有機農產品」及「準有機農產品」兩種。

「全有機農產品」於生產過程中不得有水質污染、土壤污染及空氣污染，且不得

使用農藥、化學肥料及除草劑等，須完全使用有機肥料，並使用自然方式防治病

蟲害。「純有機農產品」方面，則允許使用一定限制範圍內的農藥及化學肥料，

但其產品仍不得有任何化學農藥殘留（謝慶芳，1997）。其後，依據行政院農委

會 2003 年 9 月 15 日公告修正之「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目前已無「全有機

農產品」和「準有機農產品」之區別，直接都稱為「有機農產品」。 

    有機食品方面，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的定義，其認為「生產與加工過

程未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料或污泥堆肥；不採用生物科技產品；不使用游離輻

射線殺菌處理。」此外，有機食品不只是蔬菜水果而已，雞鴨魚肉、加工製品都

可以是有機食品。有機食品不僅限於生鮮產品，海鮮肉類和加工製品只要處理得

宜（不施打荷爾蒙生長激素和抗生素、完全人工處理），也可以通過有機認證。

最重要的就是，唯有通過「有機認證（Certified Organic）」標準的產品才能標示

為有機食品。 

第四項 台灣有機產業發展概況 

    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相較於國外起步較晚，1986 年由農委會邀請專家、學

者進行實施有機農業之可行性評估，並經二年籌備，於 1988 年分別於高雄、台

 9



 

南區農業改良場（旗山及鹿草）設置有機農業試驗長期觀察區，進行綜合性的有

機栽培法觀察研究。雖然起步較晚，然而，在各試驗改良場所已有多年努力研究，

已逐步建立作物有機栽培技術。 

    台灣地區於 1995 年推廣有機農業，由各區農業改良場選定農戶辦理有機栽

培試作，並積極辦理示範、觀摩及產品展售會。1997 年起由各區農業改良場負

責辦理驗證及標章核發等工作，農委會為進一步規範有機農業之生產與輔導，促

使有機農產品驗證制度更具有效率及節省政府人力與財力之支出，參照國外先進

國家有機農產品驗證制度，委由民間有機驗證機構辦理驗證工作。因此，我國行

政院農委會於 1999 年 3 月 15 日公告「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輔導要點」及「有機農產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等規定，建立民間有機

驗證機構辦理有機農產品驗證之紀元。其後，因為上述規定係屬行政規則，欠缺

法源依據，又屢受各界反映不合時宜。因此，在 2003 年 2 月配合「農業發展條

例」修正案之公布實施，依據該條例第二十七條訂定，於同年 9 月及 10 月分別

發布「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查作業程序」、「有

機農產品生產規範—作物」及「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畜產」等規定，作為政府

輔導及推動有機農產品驗證制度之依據。到 2004 年為止，已輔導「財團法人國

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臺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及「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

業發展基金會」等三家民間有機驗證機構，成為農委會核可授權之有機農產品驗

證機構，有機農業驗證面積自 1996 年之 160 公頃，至 2004 年度已達 1,246 公頃，

增加 7.8 倍，歷年推廣情形詳如表 2-2 所示（林銘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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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歷年有機農產品驗證面積統計表 

面積：公頃 

年度 水稻 蔬菜 果樹 茶樹 其他作物 合計 
85 62 26 67 5 － 160
86 238 43 100 16 － 397
87 302 98 156 22 － 578
88 466 170 157 22 5 821
89 596 154 209 37 17 1013
90 493 171 159 56 19 898
91 609 174 188 55 22 1048
92 600 228 159 63 43 1092
93 744 232 153 76 41 1246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 

    台灣目前為了順應追求純淨、回歸自然的潮流，不少農民及農場也開始投入

不噴農藥、不用化學肥料，而改施有機肥料的「有機農業」。但是目前「有機農

業」的普遍性仍然存在許多瓶頸；有機農民生產戶的有限，根據相關資料顯示，

1998 年有機農作物的栽培面積，佔台灣現有的可耕地面積約 85 萬公頃中，不到

千分之一。目前歐洲的有機耕作為 22.6﹪、南美洲 20.8﹪、北美洲 6.7﹪、亞洲

2.6﹪、非洲 1﹪。除了有機農業生產面積的有限，有機農戶數目的增加也是相當

有限，而無法達到經濟效益的生產規模。當然這些數字可能和實際從事有機農業

的數目有些出入，實際上應有更多從事有機農業生產的農戶，和更多的有機農業

生產面積（吳東傑，2006）。 

    在食品認證方面，台灣於 1989 年由政府所推動的 CAS (Chi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s) 優良農業產品標章，主要以畜產品為主。 

1994 年的 GAP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 優良農業操作，則是規定蔬菜農

藥殘留量低於安全標準之標章。在有機農業立法方面，2005 年行政院農委會草

擬「農產品生產及檢驗管理法」，統合農委會過去所推動的各項優良農產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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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章，將至少包含十六項農林漁牧產品，其中一項則專為有機農產品的部分。 

    在農產品生產履歷制度方面，所謂 E 化的農場管理，是指從農場到餐桌的

資訊公開透明化。其中，包含農友簡歷、耕作面積、品種名稱、依耕作日期做成

的生產紀錄等產銷流程中所有動態，均具公開、透明 (Transparency)及可追溯性 

(Traceability)。由於食品安全鏈各環節環環相扣，各階段必須確實遵守優良作業

規範，例如生產階段在農場實施良好農業規範 GAP（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在工廠依照良好製造規範 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進行加工製造、在

流通及零售階段以良好衛生規範 GHP (Good Hygienic Practice)進行流通及販

售，確保消費端可獲得絕對安全、安心產品。GAP 的導入已經是國際趨勢，歐

洲零售業團體 2000 年正式建立 Eurep「生鮮水果、蔬菜衛生管理規範」，2005 年

起歐盟零售業者不再從未獲 GAP 認證的生產者購入農產品，日本農林水產省

2004 年開始建立日本版 GAP，並訂出在 2010 年前實現所有食品的生產履歷為目

標。 

    在台灣，行政院農委會自 2003 年開始蒐集以日本為主、歐盟為輔的先進國

家實施生產履歷制度相關資料，開始規劃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三年示範計畫。

2004 年輔導 16 種示範作物，2005 年持續追加米、蝴蝶蘭、東方美人茶、外銷用

優質茶，有機牛蒡、南瓜、冬瓜、芋頭、甘藷、馬鈴薯，檸檬、文旦柚、蜜棗、

荔枝、鳳梨釋迦、香蕉、木瓜、番石榴、楊桃、葡萄、梨、椪柑、桶柑、海梨柑、

金柑、釋迦，青花菜、洋蔥、綠竹筍、青蔥、胡蘿蔔、山蘇、薏苡、金針、金針

菇、猪、土雞、白肉雞、鴨、鵝、雞蛋、鴨蛋、台灣鯛、鰻、海鱺、文蛤、石斑、

鱸魚等 48 品項，2004 年及 2005 年共選定 64 項農漁畜產品，建立產銷履歷標準

化作業流程及模式，逐歩擴大實施農產品產銷履歷制度。此外，農委會已規劃香

蕉、毛猪、海鱺三項產品優先推動包括生產與行銷全程控管之產銷履歷體系。同

時，完成上述農產品生產履歷管理資訊系統，並規劃建置流通業產銷履歷應用示

範，導入台北 101 大樓 Jason 超市、頂好超市、台北市農會、新竹科學園區柑仔

店及慈心有機農產品連鎖店里仁等流通業者 8 處展售商店，設置農產品生產履歷

查詢機，應用網際網路提供消費者查詢。農民在農場記錄之生產履歷，必須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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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資訊媒介，完整呈現給消費大眾。為此，農委會建置臺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

訊網做為溝通平台，農友或消費者想要查詢最近已有生產履歷紀錄的農產品，可

在「履歷大集合」專區點選履歷紀錄，直接輸入產銷履歷號碼或是點選農場或產

銷班，即可看到農友個人的栽培資訊、生產紀錄、採後加工、檢驗資訊、驗證標

章等內容。在外銷農產品部分，計畫將與歐盟、日本同步實施。於 2008 年外銷

歐盟農產品，全面實施產銷履歷制度；2010 年外銷日本農產品，全面實施產銷

履歷制度。內銷部分，量販店及連鎖超市於 3 年內全面販售產銷履歷農漁畜產

品；2015 年國產農產品全面實施產銷履歷制度。未來，亦將開放民眾家中直接

上網查詢。農產品產銷履歷資訊網路如圖 2-1 所示： 

圖 2-1：農產品產銷履歷資訊網路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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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機認證方面，目前為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工作，行政院農委會目前輔導

的驗證團體中，共有「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

農業發展基金會」、「臺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及「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等四個民間組織。其中，「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臺灣省有機農

業生產協會」、「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及「臺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

協會」業通過行政院農委會之審查作業，成為農委會核可授權之有機農產品驗證

機構。歷年來台灣有機農業發展歷程如表 2-3： 

表 2-3：台灣有機農業發展歷程 

1986 年（民國 75 年）    
 農委會邀請台大、興大等有關專家學者評估台灣實行「有機農業」的可行性。

1987 年（民國 76 年）  
 台中區農業改良場長謝順景先生前往美國參加國際永續性農業體系會議。  

1988 年（民國 77 年）  
 成立「有機農業可行性觀察試驗計劃」，由中興大學土壤系主持，台南區、高雄

區農業改良場等單位執行。  

1988 年（民國 77 年） 
 由農林廳、中華農學會、中華土壤學會、中華植物保護學會與台中區農業改良

場共同舉辦大型有機農業研討會。  

1990 年（民國 79 年） 
 由一群關懷自然生態與環境公害的人士，結合日本 MOA（Mokich Okada 
Association）國際本部假台北來來飯店簽約成立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

會，推動 MOA 自然農法。  

1992 年（民國 81 年） 
 12/3 世界永續性農業協會（WSAA；Worl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台
灣分會籌備會成立酒會。  

1993 年（民國 82 年） 
 台北主婦聯盟推行「共同購買」。 

1994 年（民國 83 年）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經內政部核准成立。 

 
 
 

 14



 

表 2-3：台灣有機農業發展歷程（續） 

1996 年（民國 85 年） 
 省農林廳訂定四類作物(稻米、茶、蔬菜、水果)有機栽培執行基準，輔導栽作面

積 131 公頃。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公告台灣版 MOA 自然農法執行基準。 

1997 年（民國 86 年） 
 3 月 31 日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核准成立（TOAF）。 
 5 月 17 日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核准成立（COAA）。 
 12 月 26 日部份農民籌組有機團體，成立台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TOPA）。

 全省有機栽作面積增至 288 公頃，試作農戶 385 戶。 

1998 年 ( 民國 87 年 ) 
 省農林廳除增訂農作物有機栽培實施基準及適用資材外，並彙編 18 種作物有機

栽培田間管理方法，有機產品規格，以及設計有機農產品標章及制定認證作業試

辦要點，獎勵農民生產具發展潛力之有機農產品，四類作物有機栽種面積增至 579
頃，有機農戶 668 戶。  

1999 年 ( 民國 88 年 ) 
 3 月 15 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輔導要點」，「有機農產

品驗證輔導小組設置要點」及「有機農產品生產基準」等，有關有機農業之規範。

 10 月 8 日 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提出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申請。 
 11 月 8 日 財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提出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申請，

全省有機栽作面積超過 800 公頃。  

2000 年 ( 民國 89 年） 
 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舉行有機農產品驗證辦法說明會。 
 農委會公告實施「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 

2001 年( 民國 90 年） 
  農委會授權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為驗證單位。 

2002 年( 民國 91 年） 
  農委會通過台灣省有機農業生產協會為驗證單位。 

2003 年( 民國 92 年） 
  農委會通過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金會為驗證單位。 
  農委會發布修定「有機農產品管理作業要點」、「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資格審核

作業程序」、「有機農產品生態規範－作物」，後來又增訂「有機農產品生產規範－

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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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台灣有機農業發展歷程（續） 

2005 年( 民國 94 年） 
  農委會草擬農產品及驗證管理法草案，將有機農產品等 16 項農林漁牧產品納入

CAS 標章系統，希望建立有機農產品的國家級標章。 
  農委會通過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為驗證單位。 

資料來源：修改自吳東傑（2006） 

第五項 小結 

    綜合歷來有機產業的相關文獻後，本研究認為董時叡（2006）對有機產業的

定義較為完整，且其對有機產業的分類較為詳細。因此，本研究將以董時叡（2006）

的定義為主，將有機產業定義為：「任何與有機食品、製品之使用或銷售有關，

且兼重身心靈保健醫療、環保之相關服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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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事業發展 

第一項 創業的定義 

    一般來說，創業即為「創造一個新的事業」 （Low & MacMillan, 1988）。在

十九世紀時，法國的經濟學家賽伊便曾指出，創業就是「將資源從生產力較低的

地方移至較高的地方」（Drucker, 1985）。此外，Schumpeter（1934）對於創新則

定義為：「將原有生產要素重新組合，透過改變其功能以滿足市場需求，並進而

創造利潤。創業者便是實行此種創新組合的人」。 

    若從創新的內涵來看，創業便應包含：「如何（How）、誰（Who）、以及什

麼（What）因素會影響機會的發現、評估以及利用」，將創業的焦點集中在「機

會來源」、「發現、評估、利用機會的過程」、以及「發現、評估和利用機會的個

人」三方面（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另外，若從創業的特徵進行定義，

Dollingers（2003）曾提出創業的三項主要特徵：「創造力及創新、資源結合與經

濟組織的成立、以及在風險及不確定環境下的成長機會與能力」，將創業定義成：

「在風險及不確定環境下創造出的一個新經濟組織」。 

    由於本研究專注於目前市場上有機產業相關的公司，而其型態主要分為獲得

母公司或集團資源進行發展、以及靠創業者個人的資源及能力所成立的兩種類

型。因此，以下將探討集團多角化及新創事業的相關理論。 

第二項 多角化的定義 

    許多學者雖因研究領域的不同而對多角化的定義有不同的看法與解釋，但一

般而言，主要是從產品或市場的角度，以及所屬產業的角度來定義。從產品或市

場角度對多角化進行定義的學者，分述如下： 

    Chandler（1962）定義多角化是「公司發展新產品的策略行動」。 

Gort (1965)則將多角化定義為在各市場推出各種不同的產品，如果兩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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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需求彈性很低，或者在短期中生產此產品所需的資源不能相互移轉時，則

該兩種產品可視為銷售到不同的市場。 

    Rumelt（1987）定義多角化的行動為「企業進入新產品市場環境的行動。」 

Ansoff (1988)定義多角化是以新產品進入新市場，強調的是多角化的行為而

非多角化的狀態。從事業的觀點，其認為企業成長可透過產品與市場的開發來達

成，若在此時同時涉及產品與市場的擴大與開發，則為多角化。表2-4為Ansoff

（1988）定義的產品－市場擴張矩陣。 

表 2-4：產品－市場擴張矩陣 

 現有產品 新產品 
現有需求 市場滲透 擴大化（製程開發） 
新需求 擴大化（市場開發） 多角化 

資料來源：Ansoff（1988） 

    從產業的觀點定義多角化的學者則如下所述： 

    Berry (1975)定義當增加某企業活動的產業數目增加時，可稱為多角化。 

    Kamien & Schwartz（1975）定義多角化為屬於某產業的企業，生產另一產

業產品的程度。 

    Pitts & Hopkins (1982)認為多角化是企業同時在數個不同事業中經營，以「事

業(Business)」代替「產業(Industry)」對多角化進行定義。當某企業同時經營不

同事業體時，該企業便是實行多角化的企業。 

    Allen & Hamitton (1985)定義多角化為了達到促進成長或降低風險的目的，

而對企業活動所進行的擴張，方法包括：(1)投資於新產品、服務、消費者區隔、

合資及授權等；(2)從事不屬於現有事業之投資。其將多角化的目標、方向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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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均包含在內。 

    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則以較嚴謹的方式將多角化定義為「企業透

過企業內部事業發展或收購等過程而進入新的經營領域，並引起管理結構、系統

及程序等方面的改變。」 

    以下，便將各學者對多角化的定義作一彙整，如表 2-5 所示： 

表 2-5：多角化定義彙整 

學者 定義 
Chandler（1962） 公司發展新產品的策略行動。 

Gort (1965) 

在各市場推出各種不同的產品，如果兩種產品

彼此的需求彈性很低，或者在短期中生產此產

品所需的資源不能相互移轉時，則該兩種產品

可視為銷售到不同的市場。 
Rumelt（1987） 企業進入新產品市場環境的行動。 

Ansoff (1988) 

以新產品進入新市場，強調的是多角化的行為

而非多角化的狀態。從事業的觀點，其認為企

業成長可透過產品與市場的開發來達成，若在

此時同時涉及產品與市場的擴大與開發，則為

多角化。 

Berry (1975) 
當增加某企業活動的產業數目增加時，可稱為

多角化。 

產

品

或

市

場

角

度 

Kamien & Schwartz
（1975） 

屬於某產業的企業，生產另一產業產品的程度。

Pittes & Hopkins 
(1982) 

企業同時在數個不同事業中經營，以「事業

(Business)」代替「產業(Industry)」對多角化進

行定義。 

產

業

角

度 
Allen & Hamitton 

(1985) 

為了達到促進成長或降低風險的目的，而對企

業活動所進行的擴張，方法包括(1)投資於新產

品、服務、消費者區隔、合資及授權等；(2)從
事不屬於現有事業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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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多角化定義彙整（續） 

學者 定義 
產

業

角

度 

Ramanujam & 
Varadarajan  

(1989) 

企業透過企業內部事業發展或收購等過程而進

入新的經營領域，並引起管理結構、系統及程

序等方面的改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項 多角化的動機 

    由於內部創業在某種程度上可視為原公司或集團發展新產品或進入新市場

的一種行動。因此，有必要對企業進行多角化的動機、分類以及進入方式作一探

討，以瞭解企業以多角化形式進行內部創業時的策略思維。 

Rumelt (1974)認為，企業會因其所處行業面臨成長有限，或者產業已進入獲

利衰退階段，於是開始投資另一新行業，以開創新的機會。 

Pfeffer & Salancik (1978)認為，企業基於減少對上下游的依賴，以控制或擁

有所需的通路及原料。或者為了減少競爭對手，以提升在產業中的優勢及支配能

力。甚至是為了要擁有更多的自主權，因而增加產品線，以分散企業對各產品線

的依賴程度等因素而進行的多角化行動。 

Teece (1982)指出由於無法將內部剩餘資源在市場上出售或轉讓，或是出售或

轉讓的成本過高，因此企業選擇充分地利用內部資源生產多種產品，以達到多角

化。 

Aaker (1984)認為，多角化的動機可以相關與非相關多角化兩類進行區分。

所謂相關多角化是指企業為了提高整個市場的支配力量而將技術及資源進行移

轉，或是透過共用生產設備的方式以達到規模經濟。非相關多角化則為企業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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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在資金的流動性在不同產業間能更具配置效益，或者為了達到分散風險的目

標而以經營多重產品市場作為手段。 

Amit & Livnat（1988）則將動機區分為綜效動機和財務動機二類： 

1.綜效動機 

（1）考慮購料，生產、行銷等活動的經濟規模（Economic of Scale） 

     與經濟範疇（Economic of Scope）以達成綜效。 

（2）透過相關多角化提高市場佔有率，進而提升競爭優勢。 

（3）提供銷費者完整的產品線。 

（4）以掠奪式定價（Predatory Pricing）的方式提升獲利率，以及使產品之間    

     能夠相互支援。 

2.財務動機 

（1）分散企業整體經營風險。 

（2）透過各種財務方法增加投資報酬率。 

司徒達賢（2001）認為每一項多角化行動的背後，可能只有一個理由，也可

能同時存在若干個理由。同一家企業或同一個集團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其總體策

略的構想也會調整。司徒達賢（2001）綜合各家學者看法後，將企業多角化經營

之理由，歸類為以下十項： 

1. 新機會之掌握 

    企業走向多角化或進入新的經營領域，主要理由是在現有經營範圍外發

現了新的成長機會，主要理由之二是在現有事業領域中發現某一部分有特殊

的潛力。這些新機會，必須以獨立的組織和不同的策略，給予特別的關注，

否則將無法有效掌握。 

2. 綜效之追求 

    綜效是指當進入新的事業領域時，由於本企業或集團已有某些資源或經

驗，可使其在新領域中擁有較為優勢的地位。當兩個不同的事業單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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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同性，因而得以產生若干競爭優勢。因此，綜效的意義與作法可以從兩

個方向來談，第一是「能力的轉移」，第二是「價值活動之共享」。 

3. 生命週期之交替 

    產業存在著生命週期，無論週期長短皆不能避免「初生、成長、成熟、

飽和」等幾個階段。若一企業專注於少數一兩個產業，終究不能逃過產業日

漸飽和的命運，就整個企業來看，「老」、「中」、「青」各代事業分別應有恰當

之比率，才能充分發揮相互支援與資源傳承的作用。 

4. 現金流量之互補 

    有些產業現金流量穩定，但長期投資報酬率不高；有些則反是。企業進

入新的經營領域或從事跨產業經營，其策略構想之一是透過不同性質產業的

涉入，獲得現金流量之互補。國內有些企業集團偏好投入金融服務業或百貨

零售業的經營，其中部分理由即在於此。 

5. 風險之分散 

    各個產業所面對的環境變化與風險不盡相同，跨領域經營可以分散風

險。如果所經營的各產業，所面對的風險因子正好相反則更有避險效果。 

6. 整體作戰與多點競爭 

    經營領域橫跨多個產業，不僅有分散風險之消極效果，而且可以更積極

地發揮策略上攻擊與防守的作用。當某一產業中兩家企業互相競爭時，如果

其中一家的經營領域較廣，則因為「兄弟多」，可以更能忍受持久的惡性競爭。 

7. 垂直整合程度之變化 

    由單一事業的企業轉變為多角經營的公司或集團，理由之一可能是垂直

整合程度降低，或上下游單位間業務日趨獨立的結果，分出去的公司與母公

司維持特定的網絡關係，既有穩定的交易往來，又存在著某種程度的市場機

能，亦便於以不同的管理方式來分而治之。 

8. 與網絡定位策略之配合 

    多角化策略的動作，其實是與企業或集團的網絡定位策略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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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為了設法增強對上下游的控制，對其主要供應商、經銷商、技術來源

等之投資，形成一個綿密的關係企業網，也可能是為了維持對外關係所進行

的投資，創造新的社會關係，或政治關係。 

9. 創業精神之維持 

    大型組織往往因為分工過細，使經營權責不易歸屬，責任感與創業精神

也會逐漸喪失，為了維持組織內的創業精神與獨立決策的能力，許多企業集

團乃成立了一些與原有企業未必直接相關的事業單位或關係企業，使集團內

有更多的人才可以獨當一面，同時也有更多的單位對外界環境中的機會給予

關注並有效掌握。 

10. 其他理由 

    包括人員前途的安排，留住高級人才。其次是家族企業的安排，為了將

來兄弟分家的方便。另外利用企業多角化的動作來釋放利多消息，以影響股

價，或稅賦的考慮有時也影響了多角化。 

    湯明哲（2003）認為多角化的創造是由下列因素構成： 

1.降低營運成本 

    在行銷上可以互相搭配，進行交叉銷售（Cross Selling）甚至使用共同品，

降低營運成本。 

2.降低資金成本 

    多角化企業，對外在資本市場上，可享有較低的資金成本，對於內部的

子企業在資源分配上，也比資本市場更有效率的對資訊的掌握比資本市場更

精確。 

3.創造新的成長機會 

    當原有的產業淍零時，企業必須多角化進入新產業創造新的成長機會，

有些公司甚至透過多角化而脫離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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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延伸核心競爭能力 

    廠商利用現有的競爭優勢，比方分配通路、產品、技術等，進入其他產

業，增加原有產業的附加價值。 

5.降低對手競爭意願 

    多角化企業和競爭對手在數個不同的市場競爭時，為達雙方恐怖平衡

下，多重市場接觸（Multi-Market Contact）會降低彼此激烈競爭的意願。 

第四項 多角化的分類 

根據 Ansoff（1957）的看法，其認為多角化主要可區分為以下三類： 

1. 垂直多角化（Vertical Diversification） 

    將原料與零件生產作為事業延伸方向。 

2. 水平多角化（Horizontal Diversification） 

    將企業原來所沒有的新產品上市至目標市場，此目標市場是企業原先已

擁有技術、財務和行銷經驗的市場。 

3. 橫向多角化（Lateral Diversification） 

    以多角化方式進入和企業所處的原產業完全不同的領域。 

在 1965 年，Ansoff 以產品及技術特性為根據，將橫向多角化分為集中多角

化（Concentric Diversification）及複合多角化（Conglomerate Diversification）兩

項。其認為企業可透過多角化達到成長的目的，而策略主要可依市場與產品的不

同進行區分，其對多角化的分類如表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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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多角化成長策略分類 

  新產品 

 顧客/產品 技術相關 技術無關 

同類型 水平多角化 

廠商本身 垂直整合多角化 

相似類型 （1）集中式 （2）集中式 
新市場 

新類型 （3）集中式 複和式多角化 

註：（1）集中式：與行銷和技術相關（2）集中式：與行銷相關（3）集中式：與 

技術相關 

資料來源：Ansoff（1965） 

    Glueck（1976）認為，企業多角化可區水平多角化與垂直多角化兩種。在水

平多角化的部分，又可依市場與技術的不同，區分為集中式多角化（Concentric 

Diversification）與複合式多角化（Conglomerate Diversification）兩種。前者指新

產品與現有產品相似，後者則指新產品與現有產品在市場上或科技上存在極大差

異時，其對企業多角化之分類如表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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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Glueck 對企業多角化之分類 

多角化方式  
內部方式 外部發展（購併） 

集中 
自行發展新產品或服務

以提供現有市場的客

戶。 

購併其他企業或其他企業

發展出的新產品或服務，以

提供現有市場的顧客。 
市

場 
複合 

自行發展新產品或服

務，此新產品或服務有

異於現有的產品線，以

提供給不同市場的顧

客。 

購併其他產業或其他企業

發展出的新產品或服務，此

新產品或服務有異於現有

的產品線，以提供現有市場

的顧客。 

集中 
以現有技術為基礎發展

新產品。 
購併其他掌握相同技術的

企業。 

水

平

多

角

化 

技

術 
複合 

以新技術為基礎發展新

產品。 
購併其他使用不同技術的

企業。 

向前整合 
往下游增設銷售機構，

出售消費者目前產品與

相關產品。 

購併下游銷售機構，出售消

費者目前產品與相關產品。

多

角

化

方

向 

垂

直

整

合 向後整合 
往上游增設供應部門，

提供企業所需的原料及

零組件。 

購併上游供應商，提供企業

所需的原料及零組件。 

資料來源：Glueck（1976） 

    Aaker（1984）將企業多角化分為相關多角化（Related Diversification）與非

相關多角化（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兩類，其目的與意義如表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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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Aaker 企業多角化分類 

 意義 目的 
相

關

多

角

化 

在多角化的經營中，若兩事業存在若

干共通點，並因此產生規模經濟，或

者透過資源和技術的交換而產生規模

的綜效。這些共通點如下： 

1.共通的顧客及顧客需求。 
2.共通的配銷通路。 
3.共通的銷售業務或廣告通路。 
4.共通的設施。 
5.共通的生產製程。 
6.共通的營運系統或制度。 
7.共通的幕僚業務。 

1.追求產生規模經濟  
2.追求資源與技術的交換，以利用

剩餘產能、品牌名稱、行銷技能、

服務作業或研究發展。 

非

相

關

多

角

化 

在多角化的經營中，兩個事業間缺乏

上述的共通點。 
1.為掌握及分配資金流動。 
2.提升投資報酬率。 
3.以低價收購某一事業。 
4.重整公司結構。 
5.降低經營風險。 
6.追求稅賦利益。 
7.獲取速動資產。 
8.建立垂直整合經營。 
9.防止第三者併吞。 
10.激勵高階主管。 

資料來源：Aaker（1984） 

    Ramanujam & Varadarajan（1989）根據 Berry & Wood 的兩構面模式，提出

一個新的多角化分類方式。其以企業所跨的產業數目作為縱軸，各產業的平均產

品數目作為橫軸。其所提出的多角化策略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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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多角化分類模式 

資料來源：Ramanujam & Varadarajan（1989） 

Ramanujam & Varadarajan（1989）認為混合式分類為最常見： 

1. 相關多角化：以科技、規模經濟效果與市場綜效為目的。 

2. 垂直整合：以降低成本、確保供需無虞、提高進入與移動障礙、增加差異化

能力為目的。 

3. 非相關多角化：以經濟上分散風險與財務資源的適當配置為目的。 

第五項 多角化的進入方式 

    Robert & Berry（1985）將企業多角化進入方式分為七種，且比較其間的優

缺點，如表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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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多角化進入策略比較 

進入策略 優點 缺點 

內部發展 
使用企業現有資源 1.時間過長 

2.對新市場不熟悉，可能會導

致失敗 

購併 
縮短進入時間 母公司可能對新事業領域不熟

悉 

授權 
1.快速地獲取技術 
2.減少財務風險 

1.非內部技術能力的替代品 
2.缺少專利技術 
3.依賴授權者 

內部投資 
1.使用現有資源 
2.保留組織人才 
 

1.成功的過程複雜 
2.組織內部氣候不一定配合 

合資或聯盟 
1.獲得技術/行銷綜效 
2.風險分散 

組織文化的差異，可能產生衝

突 

創業投資 
獲取新技術或進入市場之途徑 
 

無法僅透過此方法刺激企業之

成長 

學習型購併 
獲得技術途徑及初期所需人才 1.更多的初期財務投入 

2.關鍵員工流失風險 

資料來源：Robert & Berry（1985） 

此外，Robert & Berry（1985）從新事業發展方面在市場熟悉度及產品熟悉

度的兩部分，對企業提出多角化進入的選擇方式，如表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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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多角化最佳策略 

技術熟悉度  
本業 新但熟悉 新且不熟悉 

新且不熟悉 
合資 創業投資 

學習型購併 
創業投資 
學習型購併 

新但熟悉 
內部市場發展 
購併 
授權 

內部投資 
購併 
授權 

創業投資 
學習型購併 

市

場

熟

悉

度 
本業 

內部基本發展 
購併 

內部產品發展 
購併 
授權 

合資 

資料來源：Robert & Berry（1985） 

以下針對上述各項多角化進入方式進行說明： 

1. 內部發展 

    企業運用現有人力、物力、財力、技術等內部資源，在企業現有體系下

自行發展。 

2. 內部投資 

    內部投資與內部發展相似，不同處在於內部投資是透過使用企業內部資

源而建立新公司實體，其所針對的產品與市場和現有市場完全不同。內部投

資的主要優勢在於新創企業能夠分享母公司既有資源以及網絡關係（賴宏

誌，2003）。其中，包含原集團或母公司的有形及無形資產等，諸如土地廠房、

機器設備、金融資產、品牌或商譽、網路關係及資料庫等，均能夠讓新創企

業分享。 

3. 授權 

    授權是指授權者與被授權者藉由支付特定費用或權利金交換專利、商

標、製程、技術商業機密或任何有價值之務。一般而言，由於授權雙方經營

地域的關係，授權方式可以說是一種進入國內外市場的策略方式。一般認為

授權方式僅需少數的資金即可利用市場上現有資源快速進入市場、獲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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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善專利。但先決條件是被授權的廠商需有能力承接技術，並非內部技術

能力的替代品（吳豐祥，1994）。 

4. 購併 

    企業基於某些策略性目的，有時會透過收購股權或合併等方式取得其他

企業的所有權，以獲得某些策略性資源或跨足其他領域。 

5. 合資或聯盟 

    透過合資或聯盟的方式，使合夥人能夠貢獻個別專門能力或優勢，並透

過此種合作方式達到個伙成員的目的。 

6. 創業投資 

    由於具備高風險高報酬的行業在創業時無法透過次級市場或金融機構獲

得所需資金，因此需要創業投資公司的資金與資源挹注。創業投資公司往往

能透過其所投資的事業網絡，適時給予新創公司資金、人才、管理、技術等

方面的支援，待公司成長獲利後，將股票上出以收回投入資金及報酬。某些

集團亦可能成立創業投資公司，透過投資適當投資標的的方式提供集團下某

些事業體於發展上所需技術或跨足新市場等策略性目的。 

7. 學習型購併 

    學習型購併的目的是為獲取進入新事業所需技術與人才，以為新事業的

發展作準備。此種方式往往需承擔關進人員離職以及大量的財務投入等所帶

來的風險。 

    上述多角化進入策略，若依照主導單位進行分類，從內部創業的角度觀之，

則可分為以下三種型態（張永昇，1993）： 

1. 公司主導的創業活動：由高階主管基於策略性考量所推動的組織為主體的新

事業開創活動，包括併購、創業投資、技術授權、合資、自行開發等。 

2. 由公司內部創業活動單位推動的創業活動：如設立新事業部、創設子公司、

創業投資基金在公司內部成立創業投資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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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配合員工自行創業活動的安排：如讓員工自創新事業、提供創業輔導基

金、母公司以控股的方式加以控制等。 

    綜合上述學者看法，在多角化定義方面，本研究認為 Ramanujam & 

Varadarajan（1989）的定義較為完整，也就是企業藉由內部事業發展或透過合資、

購併等方式進入相關或非相關產品或市場的領域，且因而產生管理結構、系統與

程序的變革。 

    在多角化動機方面，綜合各學者看法後，可歸納為：利用公司剩餘資源、分

散風險、新機會掌握以及滿足顧客需求等四大因素。 

在多角化類型方面，部分學者的定義與多角化的進入方式有所重疊，因此本

研究採取 Aaker（1984）較為簡單清楚的定義，將多角化類型分為相關多角化

（Related Diversification）與非相關多角化（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兩種，並

以此種區分方式作為本研究區分多角化的類型依據。 

在多角化進入方式的部分，本研究認為 Robert & Berry（1985）將多角化進

入策略分為七種，其分類所涵蓋範圍完整，且各類定義清楚，因此本研究採用此

一定義，以分析所研究的個案公司。 

第六項 內部創業的定義 

    Pinchot (1985)曾將內部創業(Intrapreneurship)定義為：「公司內部的創業精

神。」其認為：「內部創業是一種革命性的制度，目的是善用公司內的創業人才，

讓創新能加速進行。這種制度能使創業人才有機會留在公司內執行自己的創意，

而不至於產脫離公司自行創業的念頭。」換言之，當個人確認組織需要以創新來

達到變革時，他會在組織內倡導其創意，使創意發展成一個可獲利的實體，而此

人便可稱為內部創業家，其可能為創新者或發明家，但一定是想要實現其創意的

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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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lchin & Hyclak（1987）則認為將內部創業定義為：「在大公司內從事創業

行為」或將內部創業家定義為：「在公司內發新產品的人」均為狹隘的定義。從

管理哲學的角度而言，其認為內部創業為：「內部創業家是一位在公司內任何領

域中，願意承擔風險的創新者。」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內部創業應是指企業內某一新事業的興起，而非現有

產品線、事業部門或業務功能的擴充，而此一新構想，是由員工提出，而非經由

經營者從上交代下來的(蔡明宏，1992)。 

第七項 內部創業的組織型態 

    企業內部創業是企業成長和多角化的途徑。隨著組織規模擴大，企業在其主

要業務領域發掘機會以維持成長的能力也終將遞減。為了能持續成長，企業必須

培養內部創業精神，透過內部創業者以掌握外部機會、或驅動新資源的組織重

整。因此，新形式的經濟組織之安排便成為必要 (Burgelman, 1984)。對一個大

型而具長久歷史的企業而言，由於組織高度的結構化與制度化，使得組織在採取

內部多角化上變得相當困難。也因此，很多中小企業的創業活動遠遠超過大型科

層化的組織。大型科層化組織內的管理者為了因應此種狀況，往往會在組織內不

設立獨立的新創事業部門，或是透過創業投資機構來專門負責創業活動的執行。

這種透過內部創業單位所執行的活動，基本上有相當多的名稱及形式。在眾多的

組織創業活動安排中，歷年來各學者提出不同的考慮方向，分別敘述如下： 

(一)、所有權與控制權的考量 

1. 技術所有權與控制權之考量 

    Burgelman & Maidique (1988)以企業獲取技術為前提，探討公司創

業活動之安排。其認為公司可以透過內部安排或外部安排來取得技術，

且各種創業活動安排下所產生的控制程度也因此不同。 

2. 創業活動的所有權與控制權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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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tzberg & Quinn (1991)分析各種創業活動及其控制權及所有權

之關聯。對企業而言，技術來源僅是進行創業活動的一部份考量，對創

新事業的控制程度則是另一種考量因素，因此可以由創業活動的所有權

及控制權來考量創業活動之進行。 

(二)、技術/市場熟悉程度的考量 

    Roberts & Berry (1985)提出「技術及市場熟悉度」矩陣作為建立新事業的發

展模式，並將進入新事業的方式分為內部發展、併購、授權、內部創業、合資、

創業投資、教育性併購等七種方法，共以九種情境來說明最適之多角化進入方式。 

(三)、公司參與程度的考量 

    Roberts (1980)依據企業參與程度的高低，編排成「創業策略光譜」來說明企

業從事新事業的發展策略。其認為透過內部自行開發的內部創業方案，由於所有

權最高，且須在組織內部的管理程序下營運，因此企業的參與程度最高。反之，

當企業將資金投資於外部的創業投資機構，由於所有權相較內部發展而言較少，

因此企業所需的投入較少。 

(四)、策略重要性與營運相關性的考量 

    Burgelman (1984)以「策略重要性」及「營運相關性」兩構面來考量新創事

業之組織設計，分為九種情境。「策略重要性」隱含了企業對於管理新事業的控

制需求程度之考量，當新事業對於企業的策略重要性很高時，行政上便必須高度

連結；當重要性不明顯時，則給予其某一程度的策略管理空間；當重要性很低時，

則新事業可與企業進行分離。「營運相關性」則隱含了企業在同時管理新事業與

既有事業上的效率考量。當新事業與企業的既有事業間之營運相關性很高時，經

由整合或訂立契約以使新、舊事業的資訊及技術能充分交流；當部分相關時，則

新、舊事業的工作流程基本上應分離，彼此的調整也須由個別之整合者角色或任

務機制來擔任，而非透過經營層級之經理人；當相關性低時，則新事業與既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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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分離，以避免彼此干擾及溝通與協商上的無效率產生。 

綜合而言，企業內部創業在本質上優於個人創業者進行的自行創業，由於企

業環境是創業家所充分熟悉的，企業可以提供製造設備、供應商網路、技術資源、

各類人才、行銷網路、市場來源、以及企業品牌。企業進行內部創業時不必費時

向外界籌措創業資金，失敗後果的承擔責任較低，相對成功的機會也較大，因此

內部創業在本質上具有先天優勢，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克服企業在組織上對於創

業行為於本質上存在的阻力。 

企業內部創業活動的組織安排種類繁多且複雜，如果由主導單位來分又可將

其分為三種型態：第一、企業所主導的創業活動：由高階主管基於策略性的考慮

所推動的組織為主體的新事業開創活動，包括購併、創業投資、創業培養、技術

授權、合資、自行開發等。第二、由企業內部創業單位推動的創業活動：如設立

新事業部、創設子公司、創業投資基金、在企業內部成立創業投資機構等。第三、

是企業配合員工自行創業活動的安排：如讓員工自創新事業、提供創業輔導基

金、母公司以控股的方式加以控制等(張永昇，1993)。 

此外，在內部創業的機制方面，吳豐祥（1997）以國內八家資訊電子業廠商

為研究對象，依兩大構面-新事業與原組織的相關度以及原組織的演化度，來探

討創新事業的相關考慮因素、過程、與作法。所得到的研究發現如下：（1）原組

織演化度高且企業發展與原組織相關度高的新事業時，企業會藉用組織內部原有

的各種資源；（2）演化度高且相關度低時，企業會自外部取得技術與人才，同時

會沿用內部的管理制度與經驗；（3）演化度低且相關度高時，企業會運用內部的

技術與人才，同時在新事業營運階段時，會著重新事業與原組織的整合；（4）演

化度低且相關度低時，企業會在新事業的發展過程中，不斷地調整、學習、並加

以制度化；（5）企業在新事業初期發展階段或其原組織的演化度低時，會使其新

事業單位獨立運作；（6）原組織演化度低時，則企業發展新事業時，會先投入銷

售活動，再陸續投入研發及生產製造活動。 

本研究將根據各學者所提出的看法，針對新興有機產業中從事內部創業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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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進行探討，瞭解企業於內部創業上之實際作法。 

第八項 新創事業與創業家的定義 

    根據 Johnson（1986）對新創事業的定義為：「一個企業組織開始擁有獨立會

計系統，並有全職人員為此事業工作時，新事業即已誕生了。」也就是說，當一

個組織擁有獨立的管理功能及業務功能，成為獨立的運作體系時，便能算是新事

業。 

此外，根據 Timmons（1990）研究，約 40%的新事業在第一年失敗，及 90

％在十年內失敗。有此可知，多數的新創事業均無法於創立後持續於市場上生

存。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創業者於創業初期如何以其所發現的機會以及能掌握的

資源建立新事業，並隨著環境的變動對其核心能耐進行調整，以維持其於市場上

的競爭優勢。 

    在探討創業過程模式前，有必要先瞭解創業家的定義以及驅使其創業的動

機。因此，以下兩項將就此兩者進行探討。 

    有關創業家的定義方面，韋氏國際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61）的定義為：「凡經濟事業的組織者，特別是指具有組織、擁有

和管理企業並承擔風險的人即為創業者。」 

Stevenson, Roberts & Grousbeck（1985）認為創業家是：「具有創業精神的人，

驅策他的力量是來自於對機會的洞察力，而非專注在目前可掌握的資源上。」 

Carsrud, Olm & Eddy（1987）則認為創業家為：「願意且能夠承擔個人風險

與責任者；且能夠同時結合生產方式及信譽，以期獲得利潤或達成其他如權力、

聲望等的特定目的者。」 

Hisrich（1988）對創業家的定義是：「能夠冒著社會、心裡與財務上的風險，

創立新事業，以獲得獨立與財務報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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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士軍（1993）提出創業家所應具備的四個要件：（1）創設及經營事業之創

新者；（2）創設及管理一事業以追求利潤及成長為主要目的者；（3）從事經濟風

險事業從而負擔經營風險之組織者；（4）願意並有能力負擔個人風險及責任，組

合生產及信用手段以追求利潤或是其他權力、聲望之類目的的人。 

Bhide（1996）則將創業家定義為：「透過創辦新事業的方式以實踐個人目標

者。」 

    綜合各家學者所述，創業家應為：「具有承擔風險的能力及意願，以開創新

事業的方式達到獲利或其他特定目的者。」 

第九項 創業動機 

Powell & Bimmerle（1980）學者認為，創業原因可分為三類： 

1. 對現有工作的不滿意。 

2. 發現創業機會。 

3. 受到別人的鼓勵。 

Benjamin & Philip（1986）認為，創業動機可區分為「推（Push）」與「拉（Pull）」

兩個構面，分述如下： 

1. 推理論 

    某些負面因素的存在，能夠激發某人的創業潛能，並將其推向創業的領

域。這些負面因素包含對現有工作不滿意或失業等。 

2. 拉理論 

    因某些正面因素的存在，使得個人受到吸引而追求潛在獲利機會，因而

從事創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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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berger & Sexton（1988）學者指出，創業家之所以考慮創業，有下列五

項因素： 

1. 在市場上發現機會。 

2. 相信自己的經營模式更具效率。 

3. 本身擁有一項專長，且可以進一步發展成新事業。 

4. 能夠發展一種新的產品或服務，於市場上取得利基。 

5. 認為其他的機會是有限的，創業才是唯一的途徑。 

    Dubini（1989）曾提出 28 種影響創業家創業的可能因素，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影響創業家創業的可能因素 

1.希望對公司的成功有直接

貢獻 
2.希望不斷學習，充實自

我 

3.希望接受挑戰 

4.為了推展自己的構圖 5.具有創新的意圖 6.追求個人成就 
7.為了與喜歡的人一起工作 8.為了改善家庭經濟 9.為了促進團體福祉 
10.希望接受朋友尊敬 11.可以增進在團體中的

影響力 

12.可以提高社會地位 

13.可以擁有樂趣 14.需要更多的錢 15.工作較有保障 
16.可以擁有較高的報酬 17.避免遇上不合理的老

闆 

18.希望逃離不安全的情境

19.可以在喜歡的地點工作 20.工作較具彈性 21.可以和選擇的人一起工

作 
22.可以控制自己的時間 23.可以充分發揮技術 24.繼續家族的傳統 
25.為追隨所崇拜的創業楷

模 
26.為了出生地的福祉 27.創業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28.是唯一能做的事 

資料來源：Dubini（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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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ubini 對 163 位創業家進行問卷調查後，其以因素分析法將 28 項變數

歸納為下列 7 項動機因素： 

1. 成就（Achievement） 

2. 福利（Welfare） 

3. 地位（Status） 

4. 金錢（Money） 

5. 逃避（Escape） 

6. 自由（Freedom） 

7. 效法典範（Role Models） 

Ghosh & Kwan（1996）針對新加坡及澳洲的創業者進行研究，發現創業的

心理動機包含以下七項： 

1. 追求個人成長 

2. 喜歡挑戰 

3. 希望擁有更多自由 

4. 發揮個人專長與經驗的機會 

5. 不喜歡替他人工作 

6. 家庭與朋友的影響 

7. 家庭傳統的承襲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創業者動機包含許多因素，但真正能使創業家成功地建立

起新的企業，將有賴於創業家所發覺的外在機會，以及創業家本身所能掌握的資

源以及使新企業能有效率運作的經營團隊等內部因素。因此，以下將探討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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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業過程模式。 

第十項 創業過程模式 

    Holt（1992）從企業的生命週期的觀點，提出創業過程會經歷四個階段，分

別為： 

創業前期階段（Pre-Start-Up Stage）： 

創業者做好創業的規劃和初步的工作，包括獲取資源和組織企業。 

創業階段（Start-Up Stage）： 

初期階段，創業者需做好新事業在市場的定位及彈性，以確保企業能夠生存

下去。 

早期成長階段（Early-Growth Stage）： 

在成長階段，新事業可能會遇到市場、財務或資源使用上的快速變化。 

晚期成長階段（Later-Growth Stage）： 

當發展成為一個較具規模的企業時，將於所在市場區隔中遇到競爭對手。此

時，專業化管理將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Timmons（1999）提出創業管理模式，其認為成功的創業活動，必須要能將

機會、創業團隊和資源三者做出最適當的搭配，並且能隨著事業發展做出動態的

平衡。模型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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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Timmons’ Model 

資料來源：Timmons (1999) 

有關 Timmons (1999)對其機會、資源以及團隊的內涵分述如下： 

1 機會構面： 

機會是驅動創業過程的主要因素，衡量機會的準則可從以下幾項觀之： 

(1) 產業以及市場環境的情形：這裡的市場包括顧客、使用者的利益、附加

價值、產品生命週期、市場結構、市場規模、成長率、市場佔有率達成目

標、成本結構等。 

(2) 經濟環境的情形：包括達成損益平衡的時間、明確的現金流量、可能的

投資報酬率、可能的內部週轉率、自由現金流動特徵(銷售成長、資產強

度、自有營運資本、R&D 投入、顯著的利潤、稅後利潤等)、以及達到損

益平衡所需時間。 

(3) 獲利情況：包含潛在附加價值、評估倍數與比較、退出機制與策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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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場的情形等。 

(4) 競爭優勢：包含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控制過度成本、價格、配銷、進

入障礙(獨占保護程度、回應/領先時間、合法性、契約優勢、關鍵人員)

等。 

(5) 管理團隊：創業團隊、產業以及技術的經驗、道德完整性、成員的誠實

以及智慧。 

(6) 個人準則：包括目標與適配、內外部議題、機會成本、需求、風險與報

酬容忍程度、壓力容忍度等。 

(7) 差異化策略：包括適配的程度、團隊、服務管理、時間掌握、科技、彈

性、機會導向、定價、配銷通路、容忍的錯誤空間等等。 

Shane（2005）針對高科技產業指提出十項掌握創業機會的原則：（1）選擇正

確的產業；（2）找出有價值的機會；（3）管理科技的演變；（4）鎖定市場的真正

需求；（5）了解顧客採用行為；（6）利用既有公司的弱點；（7）管理智慧財產；

（8）將報酬導向創新；（9）選擇正確的組織架構；（10）管理風險和不確定性。 

2. 資源構面包含以下四部分： 

(1) 人力資源：此處指外部人力資源，包括可以提供創業過程協助的品牌經

理、代理人、律師、銀行家及其他借貸者、會計師、顧問等。 

(2) 財務資源：主要是利用財務上的完整規劃以針對未來財務需求以及取得

的方式進行分析。 

(3) 工廠以及設備：創業時所擁有的實體資產。 

(4) 營運計畫。 

    Brush, Greene, Hart & Edelman（1997）認為新創事業的資本架構可分為五部

分，包含：人力資本、社會資本、實體資本、組織資本與財務資本，如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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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新創事業資本架構 

資本 內涵 

人力資本 

（Human Capital） 

員工特質、教育、經歷、聲譽。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存在於人際網絡中的關係資源。 

實體資本 

（Physical Capital） 

所用的技術、廠房、設備、營運所需的有形

資產及固定產能的實體資產。 

組織資本 

（Organizational Capital） 

組織關係、結構、文化與知識。包含組織內

部成員與外部環境間的非正式關係連結、業

務運作能力、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鼓勵

創新、合作的組織文化以及組織記憶和學習。

財務資本 

（Financial Capital） 

企業營運及成長所需的資金。 

資料來源：Brush et al.（1997） 

3. 團隊構面可分為兩部份： 

(1) 創業家所擁有的某些特質，包括能快速地學習新知以及教育其他團隊成

員、困境來臨時能彈性地因應、具備誠實及可靠的形象等。 

(2) 在創業團隊的品質方面，包含所有團隊成員過去的紀錄、參與創業的動

機、忍受風險與不確定性的程度、創造力、適應力以及對創業的執著等。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本研究認為 Timmons（1999）所提出的創業管理模式

所提出的三構面，分別從內外部的角度探討創業過程模式，較能完整的瞭解創業

家於創業初期所面臨的內外在情況。因此，本研究將以 Timmons (1999)的創業三

構面為主，針對創業家於創業初期所面臨的機會、資源以及團隊作為創業始點的

分析基礎，並結合其他學者的看法作為各構面下項目的定義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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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項 小結 

    本小節中，探討了創業的定義、內部創業、多角化相關理論以及創業過程模

式等方面，作為本研究探討集團企業於多角化以及創業家創立新事業時的研究理

論基礎。下節中，將探討動態能耐的相關理論，以瞭解新創事業建立後如何因應

外在環境變化而對企業自身營運的動態調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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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態能耐 

    由於本研究著重於探討內部創業發展的新公司於成立前後如何借重原集團

或母公司的資源而建立自身的核心能耐，以及單靠創業家成立的新公司在經營一

段時間後如何發展新的核心能耐以及將此種調適體現於經營模式上，強調其動態

過程的轉變。因此，以下將探討策略管理的演進以及動態能耐的相關理論。 

第一項 策略管理的演進 

    策略管理的蓬勃發展發展，可追溯至 1971 年 Andrews 於「企業策略之概念」

一書中提出策略架構之後，其將「策略」一辭定義為：「一個公司所能做的與其

在所處環境中所能做的兩者間之適配。」其後，策略管理的發展主要以競爭優勢

理論、資源基礎觀點以及動態能耐架構三種策略典範為主。以下便分別探討之。 

競爭優勢理論 

    1980 年代，Porter（1980,1985）提出從五種產業力量的角度建立起企業的

競爭優勢，也就是所謂的競爭優勢理論。企業在產業中所處的位置，也就是企業

所感受到競爭壓力的大小，可分別從：供應商議價能力、消費者議價能力、產業

進入障礙、產業中既存競爭者、替代品的威脅五種產業力量分析企業所處的產業

結構現況。也就從外生環境探討企業定位，強調企業應選擇一個好的產業位置，

並以低成本策略、差異化策略、集中策略建立起企業的競爭優勢。 

然而，Porter所提出的競爭優勢理論無法解釋不同組織間的差異性。此外，

在外在環境快速變動下，單憑定位是無法維持企業長久的競爭優勢。因此，許多

策略學者分別此提出了質疑。如 Shapiro（1989）提出策略衝突觀點，將賽局理

論作為分析工具，以了解競爭廠商間的競爭互動本質。然而，此方法忽視了企業

於競爭過程中所累積、整合及建立的能力。因此，另有學者從企業「內部」的觀

點進行探討，如 Barney（1986）提出廠商可藉由本身資源與能力的累積與培養，

形成長期且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將之稱為「資源基礎模式」。Grant（1991）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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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競爭優勢的來源主要來自於企業內部所擁有的資產及能力。 

    因此，有學者開始以企業內部所擁有及累積的資產及能力為研究主體，逐漸

發展出以下的資源基礎觀點及動態能耐的觀點。 

資源基礎觀點 

    資源基礎的觀點認為企業競爭力的來源主要來自於自身所擁有的特定資源

上。如 Wernerfelt（1984）提出「資源」及「產品」間投入及產出的關係。由於

企業的產品大部分均需要資源的投入，而大部分的資源亦被使用在產品上。因

此，企業必須創造和把握資源為企業帶來的優勢情境，也就是從資源的角度思考

策略，使資源的使用效率能大幅提昇，並使得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在此種特定情境

下無法被其它企業獲得，以維持自身的競爭優勢。 

    由 Barney（1986,1991）所提出資源基礎模式中，則認為企業所擁有的資源

中，若具有異質性、獨特性、不易移動性、稀少性、不易模仿性、不易替代性及

有價值性等特性時，將可產生利潤租及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Amit & Choemaker（1993）亦則提出資源與能力必須擁有互補性、稀少性、

不易交易性（Low Tradeability）、不易模仿性（Inimitability）、持續性（Durability）、

專屬性（Appropriability）、有限替代性（Limited Substitutability）、與策略性產業

因素重疊（Overlap with Strategic Industry Factors）等八項因素。 

在資源與能力之間的連結方面，Grant（1991）認為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必須

有整合能力將其運用，進而產生效能。而此能力必須靠資源的運用表現出來。因

此，企業透過能力的運用，進而創造並增加所擁有的資源基礎。其後，藉由適當

策略的選擇，為企業建立起競爭優勢。在產生豐富的利潤後，更進一步地豐富所

擁有的資源基礎。 

林晉寬（1994）則參考 Barney、Collins、吳思華等學者的架構，將資源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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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組織擁有的資產類項，包括實體資產、無形資產及財務資產三類，並將組織

執行能力分為組織能力及個人能力兩部分，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策略性資源的內涵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有形資產 

金融資產 現金、有價證券 資

產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利、著作權、已登記註

冊的設計）、執照、契約、正式網路、資料庫等 

個人能力 
專業技術 
管理能力 
人際網絡 

能

力 
組織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料來源：吳思華（2003） 

    資源基礎的觀點雖提出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及能力能夠為企業建立起競爭優

勢。然而，對於企業如何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建立起競爭優勢卻未清楚說明。因

此，以 Teece 為主的學者提出了動態能耐的架構概念，從另一種角度探討企業競

爭優勢的建立過程。 

動態能耐架構 

    Teece et al.（1997）提出動態能耐的架構（Dynamic Capability Framework）。

其認為在環境快速變動的情況下，光從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及能力來探討企業如何

建立長期競爭優勢是不足夠的，必須加入動態的觀點，也就是必須從外部環境的

動態研究以及包含組織內部條件的動態研究雙方面著手。其將策略典範整理歸納

如表 2-14。前兩者以提高進入障礙及競爭成本為手段，以維持企業有利的市場定

位；後兩者則認為競爭優勢來自於企業內部高效率的運作，確保企業競爭優勢的

競爭力及能耐是由建立（Built）、而非「獲得」（Acquired）。 

 47



 

表 2-14：策略典範：顯著的特徵 

典範 代表學者 
管理者理

性假設 
基本分

析單位

策略性適應

的短期能量

產業結構

的角色 
關心焦點 

減弱的競

爭力量 
Porter（1980） 

理性 產業、

廠商、

產品 

高 外生 結構條件及

競爭者定位

策略性衝

突（賽局

理論） 

Ghemawat（1986）、 
Shapiro（1986）、 
Brandenburger & 
Nalebuff（1995） 

超理性 廠商，

產品 
常常 
無限 

內生 與競爭者間

的策略性互

動 

資源基礎

觀點 

Rumelt（1984）、 
Chandler（1966）、 

Wernerfelt（1984）、 
Teece（1980,1982） 

理性 資源 低 內生 資產替代性

動態能耐

觀點 

Dosi, Teece, & Winter
（1989）、 

Prahalad & Hamel
（1990）、 

Hayes & Wheelwright
（1984）、 

Dierickx & Cool
（1989）、 

Porter（1990） 

理性 程序、

定位、

路徑 

低 內生 資 產 的 累

積、複製及

模仿能力 

資料來源：Teece et al.（1997） 

第二項 動態能耐的定義及內涵 

    Teece et al.（1997）對動態能耐的定義為：「公司整合、建立和重新配置內部

及外部能力以因應快速變動環境的能力。」其中，「動態」（Dynamic）一詞指的

是能配合企業所處環境變動的更新能力；當進入市場時間與時間選擇是具決定性

的、且快速改變的技術變動率及未來競爭與市場模糊的時候，組織便必須有創新

的反應；「能力」一詞強調適當修正、整合及重新配置組織內部與外部的技能、

資源以配合環境變動需求的能力。 

 48



 

    Petroni （ 1998 ） 以 保 健 產 業 之 企 業 個 案 為 例 ， 針 對 能 力 導 向

（Competence-Oriented）組織之動態能力進行分析。其認為技術與組織的流程是

創新的決定性因素。技術流程影響創造、塑造以及更新企業的技術與能力。組織

流程方面，則是企業調整能力的推動力。 

    Molin（2000）認為動態能耐的概念是指一個組織具有下述能力：相較於其

他競爭者，一個廠商在因應變動及不確定的外在環境的能力上更為優越，且能藉

由此種能力增加自身於市場上的價值並維持競爭優勢。 

Eisenhardt & Martin（2000）將動態能力定義為：為了配合或創造市場變動，

企業對資源進行整合或重組的過程的能力。此種能力必須透過組織的學習機制來

建立。學習機制則包含實務、書面化、錯誤經驗及調整等，並進而形成獨特的路

徑。 

Zollo & Winter（2002）的論點則強調發展動態能力的組織內部執行層面部

分，其認為動態能耐是透過組織內經驗累積、知識連結與編碼過程的學習機制所

形成。 

以下，將各學者對動態能耐之定義歸納彙整如表 2-15 所示。 

由於 Teece et al.（1997）為較早提出完整動態能耐理論的學者，且其於三構

面的探討方面較為完整。因此，本研究將以 Teece et al.（1997）的理論架構為主，

對動態能耐的構面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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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動態能耐定義彙整表 

學者 定義 
Teece et al.

（1994,1997） 
公司整合、建立和重新配置內部及外部能力以因應快速

變動環境的能力。 

Petroni（1998） 
技術與組織的流程是創新的決定性因素。技術流程影響

創造、塑造以及更新企業的技術與能力。組織流程方

面，則是企業調整能力的推動力。 

Molin（2000） 
相較於其他競爭者，一個廠商在因應變動及不確定的外

在環境的能力上更為優越，且能藉由此種能力增加自身

於市場上的價值並維持競爭優勢。 

Eisenhardt & Martin
（2000） 

為了配合或創造市場變動，企業對資源進行整合或重組

的過程的能力。此種能力必須透過組織的學習機制來建

立。學習機制則包含實務、書面化、錯誤經驗及調整等，

並進而行程獨特的路徑。 
Zollo & Winter 

（2002） 
動態能耐是透過組織內經驗累積、知識連結與編碼過程

的學習機制所形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Teece et al.（1997）所提出的動態能耐架構主要有三構面，其分別為：「程序」

（Process）、「位置」（Position）及「路徑」（Path）。企業可從此三構面建立專屬

的能耐以及競爭力，分述如下： 

1. 程序（Process）：廠商執行各項活動的方法、或與其現在所從事的活動或學習

相關的過程、步驟或是例規。 

2. 位置（Position）：廠商所擁有的獨特技術資產、智慧資產、顧客基礎、互補

性資產及廠商與供應者及互補者的外部關係。 

3. 路徑（Path）：廠商可選擇的策略，以及增加報酬及路徑延續性的存在或不存

在。 

    以下，便將此三構面分述如下： 

一、組織與管理程序（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ri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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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ce et al.（1997）指出從組織流程和管理程序中，可從中瞭解企業做事的

方法、組織例規以及目前企業運作和學習的典範。此種程序包含三種重要的角色： 

1. 協調（Coordination）/整合（Integration）：靜態的觀點 

2. 學習（Learning）：動態的觀點 

3. 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轉變性的觀點 

1. 協調/整合： 

    Teece et al.（1997）指出組織內部以具效率及效果的方式進行協調或整合是

相當重要的。此外，策略性優勢的建立及維持越來越需要對外在活動以及科技進

行整合，對外部的整合包含進行策略聯盟、組成虛擬組織、買方及供應商間的關

係建立及維持以及技術合作等方面。高效能的績效將藉由某些組織特殊的例行事

項所驅動，這些例行事項包含蒐集與處理外部資訊、將消費者經驗與工程設計選

擇間進行連結、以及進行工廠與零組件供應商間的協調等。當組織程序呈現高度

的協調程度時，被競爭者模仿的機會將大為降低，因其中涉及全組織系統性的改

變以及跨組織間的連結，也使得模仿更難以實行。也因此，部分的模仿與抄襲成

功的模式將無法為競爭者帶來任何效益。瞭解組織程序間的一致性和互補性，以

及組織程序與員工動機間的關連性，對於瞭解一個組織的能力是極為重要的。其

特別能解釋為何為產業帶來結構式與急遽式創新的人往往是新進者，原因便是既

存組織的程序無法支援新技術所需。也就是說，造成廠商間能力的差異原因，在

於組織自行設計發展出的生產方式及流程，是否比競爭者更能有效地協調整合內

外部資源、資訊以及員工等各方面。 

2. 學習： 

學習本身為一種程序，藉由重複以及實現將能使任務在執行上更好以及更迅

速。學習亦使得新產品機會能夠被辨認出。其特徵包含以下兩點： 

（1）學習涉及到組織以及個人的技能：在特定組織下，當個別員工的技能有

高度相關的情況時，其價值將決定於他們的工作性質以及內容。本質

上，學習程序是具備交流以及聚集的性質。其發生除了透過模仿以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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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外，更能透過師徒制的方式產生。此外，其亦發生在透過共同參與以

瞭解並解決複雜問題的過程中。學習必須透過共同的編碼進行溝通以及

經協調的搜尋資訊或知識程序才能達成。 

（2）組織知識的產生是藉由新的活動程序或新的例行性活動：例行活動是

對特定問題成功解決的互動過程中所產生。這些互動的過程存在於團

隊行為中，也可能存在於子例規下所產生的個人行為中。也就是說，

合作將能成為新組織學習的方式，幫助組織辨認不正常的例行活動，

以及預防策略偏見的發生。 

3. 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與轉化（Transformation）： 

   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下，具備察覺重新配置組織資產結構的需求，以及完成必

要的內部及外部轉化的能力是相當重要的。在動態的環境中，重新配置及轉換是

一種學習而得的組織能力。當此種能力越常運用時，重新配置與轉換也越容易被

完成。公司應發展一套流程使改變的成本降到最低，此種改變及必要調整的實行

將有賴於組織偵測環境、評估市場以及競爭者，並且能趕在競爭者前快速完成的

能力。也就是說，組織能夠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動而迅速進行重新配置及轉化的能

力將是獲利的關鍵所在。Teece 等人稱具備此種能力的組織是具有高度彈性的公

司。 

二、定位（Positions） 

    一家公司所制訂的策略不僅有賴於學習過程、內外在流程的協調性以及動

機，還必須依賴一個組織所擁有的特定資產，此種資產決定了一個組織在任何時

間點所擁有的競爭優勢。分述如下： 

1. 技術資產（Technological Assets） 

    包括智慧財產權（如專利、營業秘密等），一個廠商的技術資產有時可能無

法透過標準程序的智慧財產法所保護。因此，此種技術資產所有權的保護與運用

便成為廠商間重要差異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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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 

    科技的創新往往需要使用某些相關資產以進行生產或傳遞新的產品與服

務。前端的商品化活動需要此種互補性資產，也幫助廠商建立此種互補性資產。 

3. 財務性資產（Financial Assets） 

     短期而言，廠商的現金部位以及財務槓桿的運用程度有著策略性的意涵存

在。企業於短期所能做的部分常常成為資產負債表上的函數。長期來說，現金流

量對企業而言將具較大的影響力。 

4. 商譽資產（Reputational Assets） 

    如企業所擁有的商譽、品牌形象等，可說是幫助企業在市場上達成多項目標

的無形資產。其主要價值在於與外部的連結上。是外部關係者對企業目前專屬資

產的一種評估，以及對企業未來可能行為的看法。 

5. 結構資產（Structural Assets） 

    組織內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結構其與外部關係的連結對組織創新的速度及方

向、以及其競爭力和能力如何共同演化存在著重要的關連。組織內階級的程度，

以及水平及垂直整合的程度均為一個特定公司結構的要素。 

6. 制度資產（Institutional Assets） 

    企業所處的環境並不單純僅為市場而已，公共政策、法律制度、教育文化以

及地理特徵等均為環境的一部份。環境往往對企業所能進行的活動造成限制。此

項資產往往不為公司所特有，處於不同國家及地區的公司往往有著不同的制度資

產。 

7. 市場（結構）資產（Market （Structure）Assets） 

    公司於市場上所處的位置。產品市場的位置雖然重要，但常常被過度的強

調。這是由於在科技快速變動的情況下，市場地位往往變成極端地脆弱。策略應

根據更基本的廠商績效而進行規劃，其本質應存在於廠商的能耐及能力中，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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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於位置與路徑上。 

8. 組織疆界（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企業整合的程度，包含垂直、水平及橫向。組織將疆界不僅僅侷限於技術以

及互補性資產，更包含企業內部相較於市場所能達到的協調範圍。 

三、路徑（Paths） 

1. 路徑相依（Path Dependencies） 

    企業未來所發展的方向，將決定於其目前所處的位置以及發展的路徑。企業

目前所處的位置，往往是過去經歷的路徑所塑造而成。一家企業過去的投資及運

作將限制其未來的發展，主要是因為學習具有侷限性。也就是說，學習的機會將

會侷限於企業先前的運作活動，也因此形成特定的生產及交易活動，這是因為學

習往往是嘗試、獲得回饋以及評估的過程。 

2. 技術機會（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技術機會通常發生於基礎科學或新科學出現重大突破時。此種機會不完全是

產業所外生的，也可能發生於公司本身內部研發所產生的創新。此種技術機會的

出現往往與企業和外部從事基礎研究之機構的連結有關，也因此技術機會的存在

往往是相當的「企業專屬」。 

    若企業的原有路徑極具吸引力，則企業往往不具備誘因將資源移至他處。企

業先前研究活動中所發現技術機會的深度及廣度將影響企業投入研發活動的經

費及程度。因此，對企業而言，其不僅僅面臨「不同成本」的科技選擇，更有可

能是造成「完全不同」發展狀況的選擇。 

第三項 小結 

在動態能耐的定義方面，大部份的學者均認為在建立競爭優勢方面，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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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本身所擁有的資源外，還必須具備調整組織狀況以回應外在環境變化的能

力。由於 Teece et al.（1997）為較早提出完整看法的學者，因此本研究將以其理

論為主，作為動態能耐的定義。在動態能耐構面部分，亦以 Teece et al.（1997）

提出的三構面較為完整。雖然 Teece 等人於其構面中有少部分並未有完整說明，

但總體而言已包含大多數學者對於動態能耐的見解。因此，本研究將採取其所提

出的動態能耐觀點，引用 Teece et al.（1997）所提出動態能耐中路徑之部分，以

此瞭解集團多角化與新創事業於發展過程中路徑相依與技術機會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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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智慧資本 

第一項 智慧資本的定義 

Teece et al.（1997）所提出的動態能耐理中，其程序和定位兩方面，分別說

明廠商執行各項活動的方法、或與其現在所從事的活動或學習相關的過程、步驟

或是例規，以及廠商所擁有的獨特技術資產、智慧資產、顧客基礎、互補性資產

及廠商與供應者及互補者的外部關係。此兩部分，亦可從智慧資本的角度進行探

討。因此，接下來的部分將對智慧資本的定義、分類及內涵的相關理論作一回顧。 

有關智慧資本的概念，可追溯至1969年經濟學家 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提

出。其認為智慧資本為需要運用腦力思考的行為，而不單單只是知識和純粹的智

力。（Edvinsson et al., 1996）。智慧資本包括了所有資產創造價值的方式以及傳統

上能產生利潤之資產（Kaplan & Norton, 1996），以此解釋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帳面

價值之間所存在的差距。 

Kaplan & Norton（1996）認為當企業投資在顧客、供應商、工作流程、科

技技術以及創新等方面，針對未來價值進行創造時，此種價值的累積便是智慧資

本。 

Stewart（1997）認為智慧資本是每個人能為公司帶來競爭優勢的一切知識、

能力的總合，包括用來創造財富的知識、資訊、智慧財產、經驗等。相較於土地、

工廠、設備、現金等有形資產資產，智慧資本可說是企業的無形資產。智慧資本

的功能則包括以下兩項：（1）整合組織可轉化的知識，使既有知識得以保存；（2）

可將人員、資料與專家等進行連結，形成的一個知識體系。 

Petrash & Bukowitz（1997）認為智慧資本是一種具有價值而無實體的資產，

或是透過過程、系統以及組織文化所衍生出來，此衍生物包含品牌、個人知識、

組織知識以及智慧財產權等方面，能夠為企業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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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vinsson & Malone（1997）認為智慧資本可讓企業表現自身具有的實際價

值。企業透過知識、經驗、組織能力、顧客關係、創新能力、專業技能等方面的

培養與掌握，使企業建立並維持競爭優勢。 

Nahapiet & Ghoshal（1998）認為智慧資本包含組織、知識社群與專業人員

等所形成社會團體的知識與知能（Knowing Capability），能使人們獲得做事的知

識、技能、與能力。 

Sullivan ( 2000 )認為智慧資本是把想法、技術、創新力和員工的能力包裝起

來，隱藏於企業的價值中;企業的智力資產為公司帶來前景，比傳統辨別土地、

勞力和有形資產更顯重要。 

Lim & Dallimore (2002) 提出智慧資本包含了管理上以及行銷上的

Know-How，兩者相輔相成，為公司創造利潤。 

Zhou & Fink (2003) 指出智慧資本是一種組織的知識，以及組織運用此種知

識的能力，包含人力資本、組織資本及顧客資本。 

對於上述學者對智慧資本的觀點，本研究彙整於表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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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智慧資本的定義 

學者 智慧資本的定義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69） 

智慧資本為需要運用腦力思考的行為，而不單單只是

知識和純粹的智力，包括了所有資產創造價值的方式

以及傳統上能產生利潤之資產。 

Kaplan & Norton 
（1996） 

當企業投資在顧客、供應商、工作流程、科技技術以

及創新等方面，針對未來價值進行創造時，此種價值

的累積便是智慧資本。 

Stewart 
（1997） 

智慧資本是每個人能為公司帶來競爭優勢的一切知

識、能力的總合，包括用來創造財富的知識、資訊、

智慧財產、經驗等。相較於土地、工廠、設備、現金

等有形資產資產，智慧資本可說是企業的無形資產。

Petrash & Bukowitz
（1997） 

智慧資本是一種具有價值而無實體的資產，或是透過

過程、系統以及組織文化所衍生出來，此衍生物包含

品牌、個人知識、組織知識以及智慧財產權等方面，

能夠為企業創造價值。 

Edvinsson & Malone
（1997） 

智慧資本可讓企業表現自身具有的實際價值。企業透

過知識、經驗、組織能力、顧客關係、創新能力、專

業技能等方面的培養與掌握，使企業建立並維持競爭

優勢。 

Nahapiet & Ghoshal
（1998） 

智慧資本包含組織、知識社群與專業人員等所形成社

會團體的知識與知能（Knowing Capability），能使人

們獲得做事的知識、技能、與能力。 
Sullivan 
 ( 2000 ) 

想法、技術、創新力和員工的能力包裝起來，隱藏於

企業的價值中 
Lim & Dallimore  

(2002) 
智慧資本包含了管理上以及行銷上的 Know-How，兩

者相輔相成，為公司創造利潤 

Zhou & Fink  
(2003) 

智慧資本是一種組織的知識，以及組織運用此種知識

的能力，包含人力資本、組織資本及顧客資本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學者對智慧資本所提出的定義可知，各學者對於智慧資本的見解，因

個人背景及研究方向而產生差異。以下，針對各學者對智慧資本的分類及其內涵

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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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智慧資本的分類與內涵 

    Brooking（1996）認為，智慧資本可區分為以下四種： 

1. 基本結構資產（Infrastructure Assets） 

使企業功能有效運作的所有內部基本結構，包括企業文化、財務結構、管理

哲學、資料庫等。 

2. 智慧財產資產（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ets） 

企業以法律形式所擁有的智慧財產，包括著作權、專利權、商標等。 

3. 市場資產（Market Assets） 

附屬於企業之下，使企業建立市場力量的資產，包括品牌、通路、特許加盟

契約等。 

4. 人力資產（Human-Centered Assets） 

存在於組織內員工以及受僱者的資產，可透過薪資給付而獲得的部分。 

Roos et al.（1997）依企業擁有的智慧資本是否具自有我思考（Self-Thinking）

的能力，將智慧資本區分為兩類： 

1. 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 

指企業藉由人力資本在創新、企業運作過程以及上下游關係的表現部分。 

2. 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 

指組織內員工所擁有的知識、能力與經驗。  

Stewart（1997）將智慧資本區分為人力資本、結構資本及顧客資本三大類： 

1. 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 

指組織內部成員的知識、經驗、能力、技術、虛擬所有權、實務社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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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 

企業專有的知識資料庫以及知識文件化的比例 

3. 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 

指組織與顧客間的關係，包括與顧客結盟的價值、顧客滿意度以及顧客參與

的程度等。  

Edvinsson & Malone（1997）將智慧資本區分為四部分： 

1. 人力資本 

組織所有員工與管理者的個人能力、知識、技術、革新及經驗等，同時也包

括了組織價值、文化及哲學。 

2. 顧客資本 

顧客資料庫、顧客關係及潛在顧客的價值。 

3. 流程資本 

工作過程、特殊方法與擴大加強產品的製造或服務效率的員工計劃，是一種

運用在持續價值創造的實用知識。 

4. 創新資本 

包括顧客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設備創新、員工創新與策略夥伴的創

新等的能力或無形資產。 

Edvinsson & Malone（1997）對智慧資本所提出的架構，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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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Skandia 價值規劃圖 

資料來源：Roos, Roos, Dragmetti & Edvinsson (1997). 

此外，IFAC（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1998）將智慧資本區分

為三部分，如表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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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IFAC 智慧資本分類 

智慧資本類型 項目 

人力資本 
 

技能知識 
教育 
職業證照 
工作相關的知識 
職業評估 
心理評估 
工作相關的能力 
企業主動積極的創新能力、回應環境改變能力 

顧客資本 
(關係資本) 

 

品牌 
顧客 
顧客的忠誠度 
公司名稱 
存貨訂單 
配銷管道 
商業合作 
證照協議 
有利的契約 
經銷權 

組織 (結構) 資本 
 

1.智慧財產權： 
專利權 
版權 
設計權 
商業機密 
商標 
行業標誌 

 
2.基礎設施資產： 

管理哲學 
公司文化 
管理流程 
資訊系統 
網路系統 
財務關係 

資料來源：IFAC（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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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livan ( 2000 )認為智慧資本包含人力資本和智慧資產，人力資本包括經

驗、Know-How、技能和創造力；智慧資產包括計劃、方法、發明、文件、流程、

製圖、資料庫及設計。將個人知識具文化轉換為公司的智慧資產，智慧資產包括

受法律保護的智慧財產，專利、版權、商標、商業機密皆屬之。 

Pablos (2002)在分析亞洲、中東及歐洲等地區的智慧資本相關報告後，將智

慧資本領域分為以下三類： 

1. 人力資本領域 

包含（1）員工輪廓；（2）職員替換率；（3）教育；（4）承諾與動機；（5）

訓練；（6）成果。 

2. 結構資本領域 

包含（1）基礎結構；（2）顧客支持；（3）行政流程；（4）革新；（5）品

質改進；（6）知識相關的基礎結構。 

3. 關係資本領域 

包含（1）客戶的輪廓；（2）顧客、形象和利害關係人；（3）傳播和網絡；

（4）強度、合作和連結度。 

Nicholson & Kiel (2004)認為智慧資本可分為：（1）人力資本：為企業所有

生產與經濟活動的相關資源，包含知識、技術與經驗；（2）社會資本：有助於

組織的任何行為均包含其中，包括內部組織、組織管理與外部組織；（3）結構

資本：所有企業內例行事務的價值，包含流程、例行公事、程序與常規。 

    此外，蔡佩君（2003）以某醫學工程公司參與 BOO（Build-Own-Operate）

過程為例，針對新創公司的智慧資本累積及建構過程，以及活動的情形，做一深

入的探討，其研究分別針對四個角度進行個案分析：（1）同一時期不同智慧資

本構面的分析；（2）同一智慧本構面不同時期的分析；（3）重要事件對個別智

慧資本構面影響的分析；（4）各時期間的智慧資本動態情形的分析。並得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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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六點結論：（1）新創事業籌設之初，智慧資本在構面間的分佈不均衡。隨著

公司的發展及成長，智慧資本構面間的相對存量比重，將漸趨於平衡協調；（2）

新創事業的智慧資本建構過程，是先「廣度」的延伸，再「深度」的蓄積，再由

「深度」衍生出「廣度」，進而編織出專屬於企業的綿密「智慧資本網」；（3）

新創事業的智慧資本構面中，人力資本及關係資本的發展過程分別深受「重要事

件」及「客戶」影響。而結構資本的發展是人力及關係資本綜合後的呈現；（4）

企業內部有效的系統及機制設計，以及外在重要事件對公司的刺激，均將加速新

創事業內智慧資本的流動速率；（5）同仁間「向心力」及「共同目標」的建立，

是公司智慧資本創造的重要啟動裝置。而透過組織專屬知識的創造過程，可以使

智慧資本三構面間的流動情形更平衡；（6）針對客戶需求而創造智慧資本的過

程，加速了知識在組織內流動的速率，更提升新知識及新智慧資本被創造的速率

（正向回饋）。 

    由上可知，各學者雖對智慧資本的分類提出不同的見解，但大致上可區分為

人力資本，顧客資本以及結構資本三大類。因此，本研究採用此種分類方式，對

透過原母公司集團支援而成立的新公司，於創立初期擁有的內部各項資源結構以

及外部網絡進行探討。 

第三項 小結 

本節中針對歷年來各學者對於智慧資本的定義及分類進行探討，以瞭解智慧

資本的內涵。本研究將從智慧資本的角度，對利用原企業集團的資源創立新公司

時所擁有的內外部各項資源結構及關係進行分析，以瞭解集團內部創業所獲得的

集團資源及實際運用的情形，以及智慧資本於新事業成立時對創業方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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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經營模式 

第一項  經營模式的源起 

    經營模式 (Business Model) 這個詞語，最早是在1970年代出現於電腦科學雜

誌上，當時此詞語是用來說明資料處理與資訊流通程序之間的結構和關係

（Konczal, 1975; Dottore, 1977）。在1995年，當電子商務的興起後，許多新公司

開始以異於以往的方式進行經營。因此，為了和「傳統事業」能夠有所區隔，經

營模式一詞開始被廣泛的使用。目前，「經營模式」的詞語亦出現於商業雜誌或

電子商務研究的期刊上，例如：Business Week、Wired 等雜誌上。此外，許多

著名的管理期刊，如：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亦常引用經營模式一詞。 

    然而，目前學界並未對經營模式有一個明確而完整的定義。雖然在談論新創

事業時，人們時常將此詞用來形容一個經營成功的事業，但對其真正的定義及內

涵卻往往不清楚。此外，亦因為經營模式沒有明確定義，因此常與策略一詞被混

淆使用，人們常使用這兩個詞語來指任何他們相信會帶來競爭優勢的事情

（Staehler, 2002）。 

    以下便針對經營模式及策略的差異進行說明。 

第二項 經營模式和策略的差異 

    為了比較經營模式與策略的差異，在此有必要對策略進行定義。以企業經營

面而言，策略要件包括對象、服務價值、地點、時間及通路等要件；結合上述要

件，適當地加以配置運作而形成策略(許士軍，2002)。整體而言，策略是企業主

持人或經營團隊面對企業未來發展所勾勒出來的整體藍圖，可顯示以下四方面的

意義：（1）評估並界定企業生存利基；（2）建立並維持企業不敗的競爭優勢；（3）

達成企業目標的系列重大活動；（4）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吳思華，

2000)。經營模式與策略兩者最主要的差異在於：策略強調競爭導向、在資訊上

假設人們不受限制、且需要大量計算資料（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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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模式是描述一個企業所提供服務的本質，以及為了提供這些服務所從事

的活動(Activity)。更明確的說，經營模式是一組假設(Hypothsis)，以長期的觀點

針對公司銷售的產品與對象、收入的來源、科技運用、夥伴關係以及成長的方式

進行描述 (Eisenmann, 2002)。此觀點可用來說明企業主要的價值活動。若從事

業模式的「功能性」進行定義，則經營模式必須用來：(1)創造價值邏輯；(2)區

隔市場；(3)定義價值鍊結構；(4)估計成本結構與價值潛力；(5)為公司在價值網

路中尋求定位；(6)形成競爭策略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0)。兩者間的差

異主要在於如何有效的傳遞價值給顧客、認為人們會有認知偏誤、較少計算大量

資料（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因此，本研究將經營模式與策略兩者

間的差異歸納如表2-18所示： 

表 2-18：經營模式與策略之差異 

經營模式 策略 
強調價值創造 競爭優勢取得 
有效傳遞價值 資源分配指導 
具認知偏誤 具充分所需資訊 
無法精確算計 精確算計利害關係 

常創造新產業或開發新市場 著重既有產業或市場中的競爭 

資料來源：整理自陳浩民（2005） 

    由上可知，經營模式強調價值的創造，亦即不與市場上既存的競爭者為對

手，而選擇開創新市場，對產業價值鏈重新進行定義。策略則是如何在既存市場

中贏過競爭者，獲取競爭優勢。 

第三項 經營模式之定義 

由於至今有許多學者均對經營模式提出定義及看法，以下將歷年來各學者對

經營模式的定義分述如下： 

    Viscio & Paternack（1996）認為，一個好的經營模式必須包含以下五個元件： 

 66



 

1. 核心觀點（Global Core） 

2. 事業單元（Business Unit） 

3. 服務項目（Services） 

4. 治理模式（Governance） 

5. 系統聯繫（Linkages） 

Viscio & Paternack（1996）強調整個系統必須產生額外的系統價值，而不僅

僅只是這五個元件的個別價值，系統價值主要取決於決定組織內部與外部需要產

生什麼樣的價值。 

    Timmers（1998）提出，經營模式應為一個整合服務、產品、資訊流通的架

構，並含有三個構面： 

1. 一個整合服務、產品、資訊流通的架構，並包含描寫了各種企業利害關係人

的角色。 

2. 各種企業利害關係人的潛在獲利基礎。 

3. 企業的收益來源。 

    Magretta（1998）認為，經營模式是一個具有邏輯性的故事，且將有關顧客

的假設連結到健全的經濟。好的經營模式必須能承通過以下兩個檢驗： 

1. 故事檢定（Narrative Test）：這故事主要是為了解釋「誰是你的顧客？」、

「他們重視甚麼？」與「你要如何去賺錢？」 

2. 數字檢定（Number Test）：故事要得以維持下去，你必須將有關顧客的假設

連結到健全的財務指標上，也就是說損益表必須要能維持平衡。 

    Selz（1999）提出，經營模式可以被理解成產品、服務和資訊流通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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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包括各種經濟上的參與者與其角色的描述。此外，經營模式也為各經濟上的參

與者描寫出其可能獲得的參與利益及賺取收益的方式。 

    Hamel（2000）將經營模式分為四大要素與其要素間的連接，如圖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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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Hamel 經營模式圖 

資料來源：Hamel（2000） 

1. 核心策略： 

（1）事業使命（Business Mission）：提出策略的整體目標，包含企業的事業

模式所欲達成的目標、以及提供市場的產品。 

（2）產品及市場範圍（Product/Market Scope）：描述企業在何處從事競爭，

包含顧客、地理區域以及產品區隔。 

（3）差異化基礎（Basis for Differentiation）：企業與競爭者在競爭方式上的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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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略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 

（1）核心能耐（Core Competencies）：指企業擁有的知識，包含技能與獨特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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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顧客資料，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 

（3）核心流程（Core Processes）：為企業的實際作法，即企業將投入轉變成

產出過程中，所採用的方法以及例行流程。 

3. 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 

（1）履行與支援（Fulfillment and Support）：指企業接觸顧客的方式、接觸

管道、提供的顧客支援、以及所提供服務的水準。 

（2）資訊與洞察力（Information and Insight）：企業由顧客身上所獲得的資

訊，以及由這些資訊所引伸出來的洞察力，藉由這種能力企業所能提供

顧客獨特的價值。 

（3）關係動態（Relationship Dynamics）：企業與顧客進行互動的方式，藉

由這種過程，企業能夠培養出的顧客忠誠度。 

（4）價格結構（Pricing Structure）：企業向消費者收費方式、收費依據的標

準、向消費者收費的部分、產品的組合。 

4. 價值網路（Value Network）： 

（1）供應商（Suppliers）：企業與供應商間的密切關係、或有與以往不同的

獨特配合方式。 

（2）合夥人（Partners）：合夥人可以提供某個彌補最終產品不足的互補品。 

（3）聯盟（Coalitions）：在產業革命的過程中，結盟者直接承擔風險，也

分享成功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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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大要素間，藉由彼此的配合，可以產生出以下三種不同的連接，分述

如下： 

1. 配置（Configuration）：連接核心策略與策略性資源，指企業結合能力、資

產與流程來支援特定策略的獨特方法。 

2. 顧客利益（Customer Benefits）：為核心策略與顧客介面之間的橋樑，指企業

實際提供給顧客的特定利益組合。 

3. 公司疆界（Company Boundaries）：存在於策略性資源與價值網路之間，為企

業的疆界。 

    經營模式除了描述公司的策略、顧客介面、資源、價值網路及其互相連接之

外，還有一個重點，便是公司如何賺得應有的利潤。 

    Amit & Zott（2000）基於交易成本理論，於觀察企業與客戶、上下游、產業

網路等發生的交易後，指出經營模式是用來從事開發事業機會、創造價值的交易

內容 (Content)、結構 (Structure)以及統合架構 (Governance)。 

    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指出經營模式主要是將科技上潛在價值

轉為顧客價值的一連串過程，如圖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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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Chesbrough ＆ Rosenbloom 經營模式圖 

資料來源：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 

    Chesbrough & Rosenbloom（2002）認為，經營模式應包含六個部分，分述

如下： 

1. 價值定位：瞭解新科技對於顧客可能創造出的潛在價值。 

2. 市場區隔：經營模式必須能夠清楚地定義出顧客群體或市場區隔。 

3. 價值鏈：透過價值鏈將企業的活動進行整合，以傳遞特定的價值給特定的顧 

客。 

4. 成本與收益：企業可以運用多種收款模式，但要和其價值鏈及其成本結構相

互配合。 

5. 價值網路：企業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外部協助，外部參與者與企業

共同組成了傳遞給顧客價值的價值鏈，形成了價值網路。 

6. 競爭策略：企業如何在選定的市場形成其競爭策略，競爭策略主要為Porter所

提出的成本、差異化以及利基市場三個方式。 

    Staehler（2002）認為，經營模式主要包含四個部分，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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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企業提供何種價值給其顧客與價值伙伴。 

2. 產品與服務（Product or Service）：企業透過其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連結顧客，

此產品與服務由價值定位所決定，並且必須滿足企業對於顧客的承諾利益。 

3. 價值結構（Value Architecture）：包含以下三個模組，使得企業能有效率地創

造其所承諾的價值給顧客： 

（1）市場設計（Market Design）：經營模式定位了企業所要服務的市場。 

（2）內部價值創造流程（Internal Architecture）：內部價值創造流程包含資

源基礎（Resources as Building Blocks）、價值步驟（Value Steps）、溝

通 管 道 與 協 調 機 制 （ Communication Channel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以及決定何者為外部價值（Demarcation to External Value 

Architecture）四項元素。 

（3）外部價值創造流程（External Value Architecture），包含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價值夥伴（Value Partners）以及溝通管道與協

調機制（Communication Channel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4. 收益模式（Revenue Model）：當價值定位與價值結構完成時，同時企業的成

本結構也被決定。收益模式描述企業如何得到收益，一個企業可以有多種獲利來

源，將這些來源組合後，即形成了廠商的收益模式。當決定了企業的成本結構與

收益模式時，也決定了企業能擁有的價值，此價值也是決定經營模式是否可以存

續的最關鍵因子。 

    Mitchell & Coles（2003）經營模式主要由七個要素組成，經由這些要素使企

業能夠提供產品或服務給顧客及最終使用者，分述如下： 

1. Who：必須滿足或影響到的利害關係人。 

2. What：提供的商品對於所有利害關係人所造成的好處與壞處。 

3. When：影響利害關係人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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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here：在那裡傳遞價值。 

5. Why：提供給利害關係人的利益以及其參加經營模式的原因。 

6. How：經營模式是如何提供價值。 

7. How Much：最後使用者與顧客所須支付的價格，以及企業於整個流程中所付

出的部份。 

    Afuah（2004）指出，經營模式指出那些活動是需要被執行的、如何去執行

這些活動、何時去執行、用了那些資源去執行這些活動、要在那些產業當中、創

造了何種顧客價值、將企業推向何種定位以賺取利潤。如圖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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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Afuah經營模式各因子圖 

資料來源：Afuah（2004） 

    其中，利潤主要是來自於以下兩部分： 

1. 產業因子（Industry Factors）：利潤的來源可能來自於整體產業的資產報酬率

較其他產業來的高，而產業的利潤是否較其他產業高，主要是由以下三個條件所

決定：（1）競爭力量（Competitive Forces）；（2）合作力量（Coopera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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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體經濟環境（Macro Environment）。 

2. 廠商特定因子（Firm-Specific Factors）：任何產業中，總是有一些個別廠商較

其他廠商能賺取更多的利潤，這主要是由以下活動所形成的結果：（1）活動

（Activities），包含為顧客提供利益賺取利潤的方式、選擇如何進行這些決定的

活動、以及時點的選擇；（2）資源基礎（Resources），指可以有效地執行廠商

經營模式活動的資產與能耐；（3）定位（Positions），包含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s）、收益來源（Sources of Revenues）、相關定位（Relative Positioning）

以及價格（Price）。 

    由上可知，產業因子及個別廠商因子決定了廠商的利潤。然而，在整個經營

模式中，還要考量另一項因素：成本（Cost）。原因在於利潤是在於收益與成本

之間的差額，若能降低成本，即意謂利潤將能進一步的提升。如圖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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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Afuah經營模式圖 

資料來源：Afuah（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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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小結 

綜合各學者對經營模式所提出的定義以及探討構面後，本研究認為 Hamel

（2000）對經營模式所提出的四項要素，包含企業內部策略以及能耐的構面，亦

包含外部價值網路以及顧客利益等方面，對經營模式探討較為完整之架構，且其

價值網路之構面可提供本研究所針對以通路為主體的有機相關企業之構面進行

探討。因此，本研究以 Hamel（2000）提出的經營模式四項要素為主，以及各項

要素下對細項的部分，作為理論基礎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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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透過對「有機產業」、「新事業發展」、「動態能耐」、「智慧資本」以及「經營

模式」的相關文獻回顧，使本研究能夠在眾多的理論基礎上，建立起觀念性架構。

同時，透過本研究瞭解創新事業如何運用期初資源建構經營模式，以補足以往有

機產業研究上於經營模式之相關研究的不足。 

下章中將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針對各項變數下的操作性定義以及研究

方法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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