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從 1980 年代中期開始，策略聯盟漸漸成為公司重新創造自身價值，追求公司競

爭優勢的主要方式之一 (Kurtzman, 1999)。許多學者認為，策略聯盟是因應經濟活

動、科技及全球化的快速變動而興起 (Doz & Hamel,1998)。本章將分別就策略聯盟

定義、策略聯盟動機、策略聯盟型態以及策略聯績效做說明，並整理過去國內外相

關文獻，以做為本論文的研究參考。 

 

第一節 策略聯盟定義 

 

Lynch (1989) 認為策略聯盟是一種合作的商業活動，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獨立組

織因應策略性目的而形成，此商業活動包括彼此分配經營責任、財務風險以及報酬。

策略聯盟是企業取得未來競爭優勢的橋梁，而且也往往被運用為合資或購併前策略

行為。策略聯盟可以為短期如合作發展新產品，一旦目標達到合作關係也隨之終止;

策略聯盟也可以為長期到只要公司存續合作就繼續進行的關係。 

 

Lorange & Roos (1992) 認為策略聯盟的定義可由企業之間整合的程度來識

別。企業間整合程度最高的為直接內部化(total internalization);程度最低的為

自由市場交易(transactions on a free market)。而介於這兩者之間的合作型式皆

可稱為策略聯盟，包括合資等。 

 

Yoshino & Rangan (1995) 認為策略聯盟是兩個或兩個以上廠商在其事業特定

構面上的連結。此連結為透過科技、技術或產品等，加強策略聯盟中各造之競爭優

勢的交換關係。但因聯盟型式眾多，Yoshino &Rangan 對策略聯盟有更嚴謹的定義，

其認為策略聯盟尚需符合下列條件始可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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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策略聯盟除由兩個或兩個以上廠商所組成外共同追求互利的目標，合作夥伴企業

仍需維持其獨立個體。 

2、策略聯盟合作夥伴需彼此分享聯盟的利益並共同掌控聯盟的績效表現。 

3、策略聯盟合作夥伴需持續在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策略構面中如技術、產品等，有所

貢獻。 

也基於此定義，許多型式的聯盟，如購併、合資及技術授權等皆不能歸屬於策略聯

盟的範疇。 

 

而後策略聯盟隨著經濟活動、科技及全球化的快速變動而興起，其型態趨勢及

合作的構面都較以往更為多元，Hitt (2001) 將策略聯盟定義為獨立組織之間結合

彼此資源及能力以創造競爭優勢的合作策略，藉由此策略來共同發展或分配產品及

服務。 

 

邱柏松 (1996) 指策略聯盟是兩個或兩個以上企業，為了某種特殊的策略目

的，而在生產、銷售、研究等技術，及產品、人員或財務上相互提供，或交換資源，

以利共同目的之達成的企業行為。 

 

吳青松 (1996) 認為策略聯盟為產競爭者間非市場導向之公司交易，亦即聯絡

各公司活動的一種正式、長期但非合併之合作關係。具體而言，包括了

Co-Production Agreement)、產能互換(Capacity Swap)、聯合行銷(Joint Marketing 

Agreement)、技術互換(Exchange of Technology)、合資及間接(證券)投資等。 

 

雖然各家學者在策略聯盟上的定義不儘相同，但之間仍有其共同的特性。而基

於本文之研究，我們認為策略聯盟不論其型態為短期或長期，其合作夥伴之利益關

係為何，其所重應在於企業藉此方式所得之資源及能力，以達成該企業獨自無法完

成的特定目標，或藉由此資源及能力加強本身在競爭環境之下的優勢，尤以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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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飯店產業，其合作型態更為多元，策略聯盟型態包含了整個旅遊產業的價值鍊，

其策略聯盟更不能侷限於型式差異。因此綜合上述各家學者說法，本研究將策略聯

盟視為兩家或兩家以上公司，為達成個別公司的策略目標所形成的合作關係，透過

此合作關係，公司得以結合資源、能力，藉此以強化本身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第二節 策略聯盟動機 

 

Hill (2001) 認為若聯盟之中廠商的資源經由合作的結果所創造出的效益比不

合作時的效益高時，則廠商具有結盟的動機。綜合過去學者對於策略聯盟動機的看

法，本研究將之整理並說明如下:  

 

一、發展規模經濟  

許多產業的商業行為必須藉由龐大的規模才得以降低其成本，所以往往藉由策

略聯盟的方式來達成此目標。Stuckey (1983) 以製鋁業為例，由於採挖鋁氧石最適

效率規模比鍊鋁的最適效率規模來的小，又由於市場制度的問題，使得挖鋁氧石的

廠商無法直接將多的鋁氧石賣給鍊鋁廠，因此許多的鍊鋁廠即形了一策略聯盟共同

投資挖鋁氧石。現今，有超過一半的挖鋁氧石廠是由策略聯盟而形成的。 

 

二、向競爭對手學習   

Shan, Walker & Kogut (1994) 等多位學者認為公司可以藉由策略聯盟的方

式，從中向競爭對手學習重要的技術能力。例如 Badaracco & Hasegawa (1988) 的

研究中說明了GM從和Toyota之間的合資 (Joint Venture) 之中學習如何製造高品

質小型車的技術。 

 

三、幫助進入新市場  

以 Motorola 為例，在 80 年代時期，Motorola 一直苦於日本的貿易障礙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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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日本市場。但在 1987 年，Motorola 決定與 Toshiba 合作製造微處理器;另一方

面，Toshiba 也答應幫助 Motorola 在日本市場上的行銷發展。此舉也幫助 Motorola

在和日本政府協議時有較高的籌碼(The Economist, 1992)。Keller (1993) 認為通

訊產業的跨國聯盟的動機多屬此類，以一造提供產品、服務，而另一造提供當地相

關產業知識、通路網絡或政治影響力的方式合作，使得雙方在進入新市場時的成本

降低。 

 

四、固定成本與風險的分攤  

策略聯盟可幫助一家公司分攤在投資新事業時為龐大的資金成本與風險。以

Boeing 公司為例，Boeing 藉由與許多日本廠共同建造 767 飛機，來分攤高達 20 億

美金的投資成本及分險(Hill, 2003)。 

此外，若該在該產業之中，科技及通訊的統一標準對各該產業影響甚大時，廠

商也經常以策略聯盟的方式來做風險的管理或成本的分攤。Carnevale (1993) 認為

此種策略聯盟的方式即被使用在新興的高密度電視產業中，該產業中的大廠共同設

立一可接受的標準以避免多餘的競爭和資源的浪費。 

 

五、促進廠商間的勾結  

由於法律上的限制，廠商無法勾結、彼此交換之間的資訊。但是 Burgers, Hill 

& Kim (1993) 認為即使如此，廠商仍可透過策略聯盟的方式來創造雙方的互動，並

藉此交際的環境來達成勾結的目的。許多學者的研究也都支持策略聯盟的組成增加

了日後廠商勾結的可能性，例如 Pate (1969) 的研究指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合資母

公司是來自於同一產業; Mead (1967) 在檢示 885 件合資公司對於石油及天然氣的

競價案中，只有 16 件裡面有合資公司的雙方母公司做競價。 

 

六、降低進入新產業成本的成本  

策略聯盟可以幫助減低廠商進入新產業時獲取技術、能力及產品時所花費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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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例如法國 Thomson 即藉由與日本 JVC 的合作，獲取製造錄像機的技術並跨足歐

洲錄像機的市場; 另一方面，日本 JVC 當然也借重了 Thomson 對歐洲市場的知識使

觸角延伸至歐洲。此外，Turner & Hooper (1993) 說明 IBM 利用與電影「魔鬼終結

者」 (Terminator)的製作廠商合作來進入娛樂產業的方式也屬此類。 

 

七、降低退出產業時的成本  

有些廠商會利用策略聯盟當作退出市場的途徑來減低退出市場時的成本。廠商

在退出市場時，欲將過去在該市場所發展的資產包括廠房、通路、產品技術，甚至

無形資產如品牌、上下游的網絡等轉手，但由於資訊不對稱的問題，往往無法獲得

該有的經濟價值。因此廠商藉由策略聯盟的方式和有接手意願的廠商合作來，欲接

手的廠商可透過合作的過程當中來認識並評估其資產的價值，減少資訊不對稱的問

題。 

 

八、建立有利於已的市場標準 

Reilly (1993) 以 1992年 Philips NV和 Matsushita的策略聯盟為例，Philips 

NV 和 Matsushita 共同生產、行銷先前由 Philips 研究的 DCC 系統，此目標即在於

幫助 DCC 系統成為市場上的新標準規格，意圖取代當時 SONY 所發展的＂mini 

compact disk＂。由於 Philips 當時的技術和 SONY 相當，但市場特性僅容一市場規

格的存在，而使得 Philips 欲藉由此策略聯盟來贏得此場勝利。 

 

九、降低投資的不確定性  

在高度不確定的環境之下，廠商往往無法判斷一個決策的正確與否。因此，廠

商往往有動機使自已處於高度彈性的狀況，可以快速在不同市場或不同產業間做移

轉以免錯失了機會。而多位學者 Knight (1965)、Kogut (1991)、Burger, Hill, and 

Kim (1993)、Noleke, G.,& Schmidt (1998) 及 Folta (1998) 認為對於這樣的廠

商而言，策略聯盟相當於一個實質選擇權，可以讓廠商隨時進入市場或產業。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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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Kogut (1991)及 Balakrishnan & Koza (1993) 認為策略聯盟更可以使廠商

獲得更多相關的資訊來決定進入市場或產業的與否。 

 

第三節 策略聯盟型態 

 

過去文獻對於策略聯盟型態分類多有不同，以下將說明幾種過去學者主要分類

型態: 

Hill (2001) 將策略聯盟分為三類，分別為無股權合作聯盟(Non-equity 

alliance), 股權合作聯盟 (Equity alliance)和合資 (Joint ventures): 

 

一、無股權合作聯盟 (Non-equity Alliance) 

無股權合作聯盟乃指在沒有股權持有的情況下，廠商透過契約的協議允諾提

供、製造或配送其產品或服務。Das, Sen & Sengupta (1998) 認為此種形式的聯盟

由於沒有新企業的產生，亦沒有股權的持有，故屬於較非正式的合作，也因此較無

法從合夥廠商取得承諾。同樣地，Bierly & Kessier (1999) 也認為由於此種聯盟

的特性，不適合使用於複雜的合作案，例如移轉技術屬於內隱知識 (Tacit 

Knowledge)的合作案。 

 

二、股權合作聯盟 (Equity Alliance) 

股權合作聯盟乃指聯盟當中的各造互相持有不定比例股權的合作方式。Pan 

(1997) 指出許多日本及美國大陸的的海外直接投資皆是採此種形式。Mowery, 

Oxley & Silverman (1996) 則認為此種方式的聯盟在於技術移轉時比起無股權合作

聮盟的合作方式更有效率。 

 

三、合資 (Joint Ventures) 

    合資乃指兩家或兩家以上廠商結合各自本身的部分資產以形成另一新公司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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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Bierly & Kessier (1999) 認為此種方式的聯盟在於建立彼此間長期關係

和移轉內隱知識時最為有效率。 

 

Collis (1997)則將策略聯盟分為事業層級 (Business Level) 及公司層級 

(Corporate Level) 兩種。之中，事業層級又可分為互補性聯盟 (Complementary 

Alliances)，降低競爭為目的的聯盟 (Competition Reduction Alliances)，回應

競爭為目的的聯盟 (Competition Response alliances)，降低不確定性為目的的聯

盟 (Uncertainty Reduction Alliances) ; 而公司層級又可分為多角化聯盟 

(Diversifying Alliances) ， 綜 效 聯 盟  (Synergistic Alliances) 及 授 權 

(Franchising)。 

 

一、事業層級策略聯盟 

 

(一) 互補性聯盟 (Complementary Alliances)  

    Park & Ungson (1997) 及 Johnston & Lawrence (1988) 認為互補性聯盟的

策略在於將不同廠商的資產做一個互補性的結合以取得市場機會，並創造新的價

值。互補性聯盟又可分為垂直互補性聯盟 (Vertical Complementary Strategic 

Alliances) 及平行互補性聯盟 (Horizontal Complementary Strategic Alliances) 

兩種。垂直互補性聯盟乃指聯盟之間各造具有在價值鍊上不同階段的技術及能力，

而彼此同意以該技術及能力共同合作來創造新的價值; 平行互補性聯盟則是指聯盟

之間各造具有在價值鍊上相同階段的技術及能力，彼此同意以該技術及能力共同合

作來創造新的價值。Hapaaniemi (1997) 指出，一般來說，平行互補性聯盟較注重

於長期的產品及服務技術發展。 

 

(二) 降低競爭為目的的聯盟 (Competition Reduction Alliances) 

在競爭激烈的產業中，許多廠商可能尋求減少過度競爭的方法。有些廠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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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企業聯合 (Cartel)的方式，如 OPEC，來控制聯盟內廠商的價格及產量。藉此

可減低彼此競爭的損失。 

 

(三) 回應競爭為目的的聯盟 (Competition Response Alliances) 

公司可能使用策略聯盟的方式來因應競爭對手的策略。例如，Hall (1999) 研

究指出 Swissair 由於其本身缺乏廣大的國內市場為支撐，在與其它航空業者如 Air 

France, Lufthansa 或 British Airways 競爭時處於相對劣勢，同時間，Delta 又

決定與 Air France 結盟的情況下，Swissair 即考慮與 South African Airways 結

盟或加入 One-World alliance 來因應其競爭對手策略所帶來的競爭壓力。 

 

(四) 降低不確定性為目的的聯盟 (Uncertainty Reduction Alliances) 

McGrath (1999); McGrath (1997); Kogut (1991)認為策略聯盟也可利用來規

避風險和不確定性，特別在產品生命週期短的產業當中。A. Carrns (1999) 指出 

drkoop.com Inc.當初在推出網路健康諮詢服務時，因恐無法獲得適量的曝光度和消

費者，因為選擇和 AOL 達成策略聯盟，協議 drkoop.com 付 AOL $8900 萬以取得 AOL

廣大的用戶，也因此 drkoop.com 降低了當初懼怕無法獲得足夠曝光度的不確定性。 

 

二、公司層級策略聯盟 

 

(一) 多角化聯盟 (Diversifying Alliances) 

因應成長的需求，公司需要發展新產品或擴展新的市場。除了購併之外，多角

化聯盟是公司在追求此目標時的另一個選擇。 Chaudhuri & Tabrizi (1999) 及 

Hennart & Ready (1997) 認為此種方式的策略聯盟對於不購併的公司來說，是追求

成長重要的策略之一。由於此種形式的聯盟可以使得公司擁有同購併可帶來的綜效

外，也減低購併成效不佳時無法改變策略方向的風險，因此而此種方式也使得公司

擁有較高的彈性來調整本身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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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效聯盟 (Synergistic Alliances)  

    綜效聯盟相似於公司層級的互補性聯盟 (Complementary Alliances)，兩家公

司在多種功能或多種事業方面做合作來達到範疇經濟。例如 Harris & Cramb (1999) 

所提及荷蘭的 Rabobank 和德國的 DG Bank 以合資的方式成立 DG-Rabo 

International 整合了兩家銀行在企業金融及投資金融事業方面的優勢。 

 

(三) 授權 (Franchising)  

    Lafontaine (1999) 認為授權是特許人(franchisor)同意在特定區域、特定期

間內給予被特許人(franchisee)使用特許人所擁有之產品或者使用其商標權利的協

議。 因此，Shane (1996) 認為授權和多角化聯盟一樣，是具有分攤風險、更有效

率使用公司資源、能力及競爭優勢的合作策略。 

 

第四節 策略聯盟績效 

 

由上述章節的討論可知，策略聯盟的目的在於為企業藉由外部的資源、能力來

達成本身的策略性目標。也因此，策略聯盟績效的衡量會因其目標的不同，所針對

的衡量指標亦不相同。根據過去的文獻整理，大致上可將策略聯盟績效的衡量分為

三大方面:財務績效、經營績效以及組織效率績效(Arino, 2003): 

 

一、財務績效: 

財務績效在於策略聯盟中的合作夥伴有明確之財務目標時常為衡量的指標，可

使用的財務績效指標包括銷售成長率、淨所得成長率、每股盈餘成長率及盈收成長

率等。例如 Goerzen & Beamish (2005) 以日本多國藉公司為樣本研究策略聯盟多

樣性與績效之關聯性，其績效衡量指標主要以總資產報酬率(ROA)、總銷售報酬率

(ROS)及資本報酬率(return on capital)，Goerzen &Beamish 認為綜使策略聯盟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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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目標可能很多，但財務績效仍是最基本的衡量標準。 

 

二、經營績效: 

所謂經營績效的衡量著重在可能影響財務績效的關鍵經營因素之上，策略聯盟

的績效亦可由這些關鍵因素的指標來衡量。由於財務績效並非總是策略聯盟追求的

唯一目標，此時經營績效指標會是衡量策略聯盟績效比較好的方式之一。Anderson 

(1990) 認為如果企業能以長期目標和非財務性績效作為衡量會較為適當，否則單就

客觀性指標加以評量會產生以下困難: 

(1)因聯盟之目的與型態不盡相同，故不易以相同的客觀指標衡量。 

(2)聯盟成果之價值若屬於無形資產，並不易量化衡量。 

(3)各聯盟之存續期間不一致。 

(4)參與聯盟之各企業，所投入之資源並不相同，不易以客觀指標衡量。 

而 Anderson 建議使用之指標包括聯盟組織的狀態、聯盟學習能力、市場績效衡量及

財務績效衡量。 

 

三、組織效率績效: 

組織效率績效的衡量認為透過策略聯盟除了完成企業本身目標外，更將策略聯

盟夥伴之利益考慮進來。Arino (2003) 認為此種指標是涵蓋範圍最廣的衡量方式，

而且因為策略聯盟之中包括好幾個參與夥伴，在衡量整體效率時，考慮多方面的衡

量方式是必需的。Arino 在此種績效衡量的指標包括對於合作夥伴的滿意度、策略

性目標的完成程度及策略聯盟對於公司其他活動的外溢效果。 

 

事實上，過去學者對於策略聯盟績效仍無一致看法(Yan & Zeng, 1999)，然而

本研究認為利潤仍為企業追求之最終目標，一個公司其財務績效表現為最基本的考

量，而以財務績效做為比較的基礎也較為客觀，因此本論文研究之績效亦以財務績

效為主要衡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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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飯店業相關文獻 

 

   本節主要整理過去國內外學者對於飯店業中討論策略聯盟的相關議題以及策略

聯盟與績效之相關論文: 

 

 (一)Dev & Klein (1993) 認為在飯店成功因素在於透過市場佔有率，高曝光度及

跨區城行銷而達成的企業成長。由於全球化、競爭趨於激烈及獲利降低的情況

下，趨使國際飯店業者發展策略聯盟來達成既定的目標。Dev & Klein 認為飯

店業聯盟的型式可分為三種:一種為短期機會主義的合作關係(Opportunistic 

relationships)，一種為中期戰略性的合作關係(Tactical relationships)，

最後是長期策略性的合作關係(strategic relationships)。文中提及策略聯盟

可為飯店帶來的效益一方面在於改善作業效率、降低營運成本，一方面在於吸

引更多消費、增加收入，此外策略聯盟更可讓飯店業者專注於其優勢能力及迅

速反應市場的變動。 

 

(二)Morrison (1994) 特別針對於飯店業在行銷策略上面臨的挑戰，提出對此產業

策略聯盟的看法。Morrison 認為飯店產業進入了「電子化市場」的時代，在這

種環境下，競爭勢力、市場分界及營運模式的變動頻繁，在行銷策略上，飯店產

品通路系統的規劃及管理更為重要。因應如此的環境，策略聯盟成為了 90 年代

最主要的管理趨勢。 Morrison 文中解釋策略聯盟所帶來的效益及成本，並在最

後提出未來飯店業所應調整的營運模式並說明策略聯盟在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

所建議模式的策略聯盟可為飯店業帶來的效益包括:  

(1) 防禦性策略: 加入國際連鎖飯店的策略聯盟可使飯店複製他人的經營優

勢，並且分享同樣的品牌利益。 

(2) 創新性策略:飯店可藉由上下游整合的策略聯盟而開發不同的資訊整合系

統、開發國際化市場或發現新的消費者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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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響力的平衡: 策略聯盟中若決策過程由所有成員參與的情況下，對於整體

的活動及目標將受成員的共識影響，也因此彼此之間的影響力將較為平衡。 

(4) 組織性目標: 如政府機關的策略聯盟，政府機關本身的目的即在協助飯店業

的發展，和飯店本身目標一致，因此此種型態的策略聯盟更容易成功。 

(5) 資源和利益的取得: 互補性策略聯盟將使得飯店可取得策略性的資源及利

益。 

(6) 降低經濟成本: 政府機關的補助及連鎖飯店的營運效率提昇可降低旅館的

實際成本。 

 

(三)Strate & Rappole (1997) 則將焦點放於飯店業與餐飲業的結盟。認為此種結

盟最主要的綜效來自於公司形象的改善、提高顧客價值、增加收入並建立競爭優

勢，此種結盟成功的關鍵因素為定位目標市場並根據此選擇適合的合作對向。 

 

(四)Goerzen & Beamish (2005) 進一步研究策略聯盟的多樣性對於績效的影響。

Goerzen & Beamish 對於過去學者所提出的交易成本理論及網絡理論對於策略聯

盟可改善公司績效的說法做進一步的實證探討，研究結果指出相對多樣化策略聯

盟的企業績效比不多樣化策略聯盟的績效低。Goerzen & Beamish 認為此結果的

原因在於雖然企業透過策略聯盟可以取得本身所不足的資源而有比較強的競爭

優勢，但隨著聯盟的多樣性增加，將使得企業對於這些資源在運用及管理上產生

困難。 

 

(五)Rodríguez-Díaz & Espino-Rodríguez (2006) 的文獻中指出由於飯店業的績效

受當地整體環境的影響而非單單只是飯店業者提供服務的差別，因此策略聯盟或

者其它的合作方式是不可或缺的。Rodríguez-Díaz & Espino-Rodríguez 強調「關

係能力」(relational capabilities)在飯店業中的重要性並提供一套分析此種

能 力 的 系 統 ， 以 利 業 者 創 造 及 發 展 此 種 能 力 。 Rodríguez-Día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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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no-Rodríguez 認為此種關係能力建立在彼此之間的競爭程度及從此關係中

可獲得的利益而決定。而針對飯店業將此關係能力分為四個面象:非核心活動合

作性低的關係、核心活動合作性低的關係、非核心活動合作低高的關係及核心活

動合作性高的關係。 

 

(六)曾千豪 (1996) 研究顯示休閒產業與發卡銀行之間策略聯盟的動機主要可分為

「增加行銷通路與降低成本」、「強化定位與形象塑造」與「提升公司業績」三類，

而聯盟伙伴選擇因素可分為「夥伴資源優異」與「合作內容優惠」等兩類。最後

以多元迴歸分析，顯示聯盟夥伴選擇與聯盟動機對於聯盟績效具有較大的影響

力。 

 

(七)林芳如 (2002) 研究結果認為策略聯盟型態與績效的評估：1.與旅行社合作推

廣之行銷活動帶來最大的效益是「提高載客率」。2.與 Internet 網路行銷結合帶

來最大的效益是「提高載客率」。3.與地方旅遊局或地方政府推廣觀光活動帶來

最大的效益是「提高企業形象與知名度」。4.加入星空聯盟 STAR ALLIANCE、寰

宇一家 ONEWORLD 帶來最大的效益是「提高企業形象與知名度」。5.航班共享、航

線共營帶來最大的效益是「提高載客率」。6.與飯店業或百貨業搭配之促銷活動

帶來最大的效益是「提高企業形象與知名度」。7.與信用卡公司或電信公司之特

約活動帶來最大的效益是「提高企業形象與知名度」。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由於飯店產業的特性及目前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使得策略

聯盟在此產業蓬勃發展，而策略聯盟帶給飯店業者的效益也非常的全面、多元。但

在同時考慮策略聯盟所帶來的成本時，策略聯盟的效益是否能轉換為獲利方面，過

去的文獻則較少著墨，因此本論文將從過去文獻所提出的理論下進一步探討飯店業

中各種型態策略聯盟對於財務績效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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