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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策略 

1.1 策略意義 

對於策略的意義，Drucker (1954)給予一簡單的定義，即企業策略是決定「企

業經營的事業為何」以及「如何經營事業」。McNichols (1977)認為策略是運

用企業所具有的技術和資源，在最有利的情況隻下來完成基本目標的一種科

學和藝術。Miller 和 Dess (1999)認為，策略的定義是為了幫助組織實現其

期望的目的，所擬定的計畫或是已經採取的行動。而策略管理的三個觀點，

通常有理性規劃(Rational planning)、漸進模式 (Incrementalism)和組織

性學習 (Organizational learning)，其各自描述及優缺點整理如表 2-1 

表 2-1    策略管理的三個觀點 

 
 

 

描述 

企圖將組織推向一

個新的策略地位，

並且進可能採取有

效率、直接的途徑

維持該地位。 

一般將組織推向新

的策略地位，並且以

不斷地調適來維持

該地位。 

組織視事件的發生而

在策略之間漂移，不

受管理者的控制。 

 

假設 

組織的策略將本身

導向情報分析與擬

定，環境可以被預

期，組織是可控

制。 

儘管犯下的錯誤很

多，組織依舊可以藉

著發現實現標的的

新途徑而獲益。 

管理者無法預測、力

行關於事先擬定策略

的重要發展，因此必

須不斷地調整。 

 

優點 

已經發展出許多實

用的規劃工具與技

術。 

強調企業管理中的

廣泛性涉入，藉由錯

誤合法化鼓勵冒險。

鼓勵策略執行的彈性

以及焦注點。 

 

限制 

計畫可能會因意外

的進展而不合時

宜；正式的規劃往

往在執行階段中

斷。 

對於不習慣新學習

管理途徑的成員而

言，可能形成壓力。

並不鼓勵預先因應以

控制組織的未來或命

運。 

       理性規劃             組織性學習             漸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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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吳思華 (2000)認為任何一個企業或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均有限的，而在有限的

資源之下，從資源投入、經營活動、競爭優勢和生存利基，策略能夠從以下

四點顯示其意義：(1)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利基 (nic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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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泰生 (2002)提出企業策略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在變化不可預測的環境當

中，了解並且掌握外部環境所帶的機會，以及避免隱含於其中的威脅，了解

企業本身的長處，改善相對於市場其他競爭者，不利的競爭劣勢。有效擬定

策略並且加以執行，再與予事後績效的衡量以及檢討，不斷順應環境來對企

業策略做適當的調整，進而使得企業能夠生存、成長、茁壯並獲得競爭優勢。 

然而關於策略方面的探討，受到許多不同的情境因素以及策略具有多重構面

的本質，使得目前學者們對於策略的定義依舊充滿許多爭議。 

 

1.2 策略層級 

Hofer 和 Schendel (1978) 將策略分為三個層次來討論：公司策略 

(corporate strategy)、事業策略 (business strategy)以及功能策略 

(functional strategy)，以下分別討論之： 

（1）公司策略：所涉及的是，替企業的許多活動發展出一個有利的組合策略

(portfolio strategy)的方法，屬於企業團體之總體經營的策略。主要

說明「企業要進入何種產業」的決策。其公司的總決策可以包含： 

 
尋找最短路徑 

尋找實用路徑 徘徊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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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決定企業的未來發展及應跨進哪些行業； 

(2)決定財務及其他資源如何在事業單位之間流動； 

(3)決定公司與重要環境元素之關係； 

(4)決定如何增加公司的投資報酬率。 

    本層次是最高策略的最高層次，決定企業的各事業單位的範疇以及資源

分配。 

 

（2）事業策略：是由策略事業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 SBU)所擬定

之。其所注重的是在特定的產業或市場間隔，「提供何種的產品與服務」

以及「所欲服務的顧客為何」，並且增加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地位以及邊際

利潤，也涉及各種企業功能活動的整合。因此，此策略層級強調的是強

調滿足顧客的方式、生存空間的選擇、事業競爭優勢的建立等。Abell 

(1980)定義事業的過程當中應考慮三個相關決策：(1)目標顧客群 

(customer groups)，是誰需要被滿足；(2)顧客的需要 (customer 

needs)，什麼是要被滿足的；(3)特有能力(distinctive competencies)，

如何去滿足目標顧客的需求。 

     

（3）功能策略：一般而言，公司依照功能性來可區分為研發、生產、行銷、

財務和人事，而功能性策略的重點就是極大化資源的生產力。在公司策

略以及事業策略的規範之下，功能部門會匯集各種活動及能力來發展其

策略，以期達成所訂定的績效目標。 

 

以上三個策略形成了策略的層次。三種策略彼此間是互動關係，所以須有效

的整合，企業才能獲得良好的績效。下圖說明有關三種策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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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策略型態及其構面 

在討論有關策略的型態及其構面時，通常會因為研究對象的不同，產業的不

同會有不同的架構及其看法。通常討論策略構面，可從企業所面對的外部環

境和內部環境來加以討論。 

Barney (1991)將 SWOT 分析歸內為兩個思想主流，一是強調外在環境掌握外

部分析，一般以 Porter (1980)對於產業的五力分析架構作為代表。另一是強

調企業內部優劣勢的內部分析，Barney (1991)以資源基礎 (Resourced-Based)

模式稱之。 

 

在外在環境掌握方面，Miller 和 Dess (1999)認為除了一般關於有關地理面、

社會文化面、政治經濟面、科技面、總體經濟面和全球面等六個廣泛的總體

總公司 

策略事

業單位 A

功能性 

單位 a1 

功能性 

單位 a2 

功能性

單位 a3

公司層級 

事業層級 

功能層級 

A 市場 B 市場

策略事

業單位 B 

策略事

業單位 C

C 市場

資料來源：整理自 Hofer, C.W. and D.E. Schendel (1978), Strategy 
Formulation: Analytical Concepts,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圖 2-1    三種策略之間的關係 

資料來源：整理自 Hofer, C.W. and D.E. Schendel (1978), Strategy 
Formulation: Analytical Concepts,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8

環境構面之外，Porter (1980)對於產業所提出的五力分析，認為面對新進入

廠商的威脅、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對購買者的議價能力、替代性產品的威

脅和面對產業現存公司的競爭決定了一家企業在同一產業當中，所可能面臨

的競爭情況。爾後以「策略優勢」(strategic advantage)和「策略目標」

(strategic target)為構面，提出將策略分成全面成本領導 (overall cost 

leadership)、差異化 (differentiation)與集中化(focus)三大策略的一般

性策略 (generic strategies)。 

 

 

 

 
 
全面成本領導               差異化 

 
 
 

 
 

集中化 
 
 

策略優勢 

低成本地位 具有獨特性 

策
略
目
標 

整
個
產
業 

特
定
區
隔 

資料來源：Porter, Michael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ic：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圖 2-2    一般性競爭策略 

資料來源：Porter, Michael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ic：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9

在分析內部環境方面，Miller 和 Dess (1999)提出用以分析企業長處和弱點

的架構有三：關鍵成功因素 (critical success factor)、價值鏈 (value 

chain)以及核心事業過程 (core business process)。 

（1） 關鍵成功因素 

      指的是若表現良好則可以確保組織成功地競爭，若是表現不良就會導

致績效衰退的範疇。通常關鍵成功因素來自於 1.產業特性；2.競爭形

勢；3.總體環境；4.組織發展。 

 

（2） 價值鏈 

價值鏈是分析事業內個別活動對企業為顧客所創造出總體價值水準，

以及最終財務績效的貢獻。分為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和支

援活動(supporting activities)。主要活動直接涉及發展、製造，或

是特定產品或服務的行銷。而支援活動則類似幕僚功能的觀念，是指

支援企業整體的活動。 

價值鏈可明確指出顧客價值的重要性，並且對於評估公司提供一具體

方向。 

 

（3）核心事業過程 

      為顧客創造的總價值，並非來自個別活動，而是透過一組活動共同形

成。核心事業過程可分為主要、支援及控制過程。主要過程包含產品開

發(product development)、需求管理(demand management)和訂單履行

(order fulfillment)。支援系統包含資金資源管理(capital 

resourcing)、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ing)、資訊資源管理

(information resourcing)。而控制系統是監視著支援性資源在整個主

要過程當中的分配與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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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關於不同策略構面的探討，Arthur 和 Strickland (2001)針對 Porter 

(1980)所提出一般性策略的三大策略中之集中策略，再細分為集中低成本策

略 (focused strategy based on lower cost)以及集中差異化策略 (focused 

strategy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前者是在所針對的特定區隔市場，

以追求比競爭對手更低的成本為目的；而後者是在特定的市場，提供更多符

合目標客戶價值的特殊需求。若是均無法在以上四個策略發現最佳定位，則

不免陷入卡在中間(stuck-in-the-middle)的策略窘境，此時應該盡量降低成

本並且提供更多符合目標顧客的需求，以期朝向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 

(best-cost provider strategy)的定位邁進。 

 

另外，吳思華 (2000)在策略九說一書，認為策略類型只是各種策略構面變化

的組合。對於常見的策略類型，整理如表 2-2： 

 

表 2-2    常見的策略類型 

市場滲透策略 在原有的「產品市場」範疇中，擴大「業務規模」。 

產品發展策略 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的產品線。 

市場發展策略 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增加新的市場區隔。 

重直整合策略 在「活動組合」構面中，增加上游或下游的價值活動。 

投資水準策略 配合產業發展趨勢與生產技術習性，擴大、維持或縮小

(收穫)業務規模。 

多角化策略 在「產品市場」構面中，尋找新的「產品市場」範疇；

其中相關多角化策略則是有效運用既有的核心資源，發

展新的業務範疇。 

水平購併策略 透過與「同業關係」的改變，擴大「業務規模」。 

全球策略 在「地理構形」上，盡量依比較利益法則將價值活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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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到世界各地。 

策略聯盟 在「事業網路」構面上，尋找適當的合作夥伴，建立新

的網路關係。 

異業合作策略 在「事業網路」構面上，透過和適當的異業形成良好的

合作關係，以增加對顧客之服務內容或是降低成本、提

高競爭優勢。 

低成本、差異化

策略 

在「核心資源」構面中，建立獨特的資產或能力，使其

能和同業間形成低成本或差異化等不敗的競爭優勢。 

資源統治策略 在「事業網路」構面上，企業和資源(技術、原材料、

資金、人才、通路等)供應者間建立適當的網路關係，

以最有效率的方式取得必要的資源。 

 

 

第二節     國際化策略 

2.1 國際企業 

國際企業 (International Business)所包含的，是關於跨國交易的各種方法

以及形式。于卓民 (2000)認為，只要是交易 (Transactions)涉及兩個國家

以上，而無論其交易動機是否與利潤或營利有關，均可歸屬於國際企業的討

論範疇，而在國際企業當中主要的角色，不只是企業本身，其他機構或主體，

如政府、國際性組織、非營利組織等均包含之。此外，國際企業所包含的產

業，不只是製造業，也包含服務業。雖然過去各國對於服務業都傾向保護的

態度，但是近年來各國大都倡導「自由化政策」(Liberalization)，使得國

際企業的範疇亦日益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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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多國公司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的定義，由於多國企業經

營型態尚在發展，故並無共同一至的定義。林彩梅(1990)認為，多國企業是

企業從利用國內經營資源，擴大為利用國際經營資源，並在提高國際合作下，

獲得更高的經營效果。因此在他國直接設立分公司或是子公司均為多國公

司。于卓民 (2002)認為是「在一國以上有對外直接投資」的公司均可稱之，

在擁有和控制外國資產之外，多國公司通常在不同的公司購買資源、產品或

服務的生產以及銷售。而多國公司通常是透過母公司來整合各國子公司的活

動，但也有因地主國的情況來調整。 

 

2.2 國際化動機 

為何企業在面對國際市場上許多的風險和不確定性、不同的競爭者和消費

者，仍願意前往營運成本較高的國際市場來發展呢？增加銷售額、獲取資源

或是降低及分散營運風險是企業考量的可能因素。而企業國際化的動機可分

為主動和被動兩種。 

企業主動地邁向國際化，在考量了本身所具有的優勢以及機會的浮現，可分

為以下幾種情況 

（1） 獲取資源 

（2） 低成本 

（3） 政府提供誘因 

（4） 掌握新市場 

（5） 本身優勢的運用 

（6） 取得規模經濟或是綜效 

（7） 風險分散 

（8） 企業家的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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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而不得不邁向國際化，有下列幾項因素 

（1） 貿易障礙 

（2） 客戶的國際化－因為原本的客戶至國外發展，需要企業服務 

（3） 國際競爭－ 當競爭者到國外發展，為了避免其在國外累積的資源後影

響企業本身，故亦會追隨競爭對手至國外發展。 

（4） 母國營運環境的變化 

 

Yip (1989)提出，促使企業將自己公司策略，從以各國因地制宜策略的角度

(multidomestic strategy)，到邁向全球化策略 (global strategy)有下列

四個因素 

（1）市場動機 

市場動機主要是受消費者行為以及通路結構的影響。 

1. 一致性的顧客需求，一些產品或服務對於全球的消費者而言是有共同

的需求。 

2. 全球性的顧客，希望在不同的地方都能夠使用到相同標準的產品或是

服務。 

3. 全球性的通路商，亦希望能夠買到全球性或至少區域性的標準產品。 

4. 可移轉的行銷策略，能夠以相當低的成本將在一國的行銷策略運用到

另一國來使用。 

 

（2）成本動機 

     成本動機對於整個企業的商業規模，尤其是活動集中度有相當影響 

1. 獲得規模經濟以及範疇經濟的效益。 

2. 學習和經驗效果，使得累積的產量能夠使單位成本進一步往下降。 

3. 集中的購買原物料能使單位成本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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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中大量生產可獲得更佳的銷售值和運輸成本比例。 

5. 由於各國資源稟賦有所差異，故可善用相對成本較低的資源稟賦來生

產。 

6. 藉由研發全球性或是區域性的產品可將研發成本進一步的降低。 

 

（3）政府動機 

各國政府所訂定的法令，對於企業的衝擊具有很大的影響力。 

1. 貿易障礙的降低，使得國與國之間的貿易和投資能夠更加熱絡。 

2. 各國政府漸漸修改其產品技術的標準，降低利用技術規格的限制。 

3. 各國政府對於行銷活動發展所訂定的法令日趨一致。 

 

（4）競爭動機 

競爭者對於全球化策略的態度可激起同產業其他廠商競相效仿的效果 

1. 競爭者廠商透過將生產以及銷售活動配置在不同的國家來獲取規模

經濟，降低生產成本，以累積的資源來來攻擊其他廠商，促使其他廠

商亦朝全球化策略來應對。 

2. 有時候跟隨或是領先個別的競爭對手的活動也是必要的。這些活動可

能包含擴展到主要的市場、第一個推出具指標性的產品或是推出一系

列標準的行銷活動。 

 

Dunning (1988)所提出的折衷理論，指出企業會往海外投資生產是因為具有

下列以下的優勢： 

（1） 所有權優勢 (Ownership advantages) 

Dunning 認為的所有權優勢可分為資產優勢(asset advantage)和交易

優勢(transaction advantage)，前者是指多國公司所具有的可用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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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業競爭的特定資產，而後者是指多國企業透過管理這些特定資

產的網絡所建立起的交易優勢的能力。 

 

（2） 區位優勢 (Location advantages) 

企業在海外投資，會選擇在外國地點比母國地點有更大的利益的地方

來選擇生產。企業會選擇能透過將在母國製造的可移轉中間產品，與

在外國不可移轉的要素稟賦或是中間產品來結合，在此過程中能獲得

最大利益的海外國家來從事生產。 

 

（3） 內部化優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 

是指將所有權優勢以內部化方式取得的利益，要能夠大於藉由市場議

價機能所獲得的；即企業控制在他國活動所得到的利益，必須要高於

當地的企業所提供的服務。 

 

2.3 國際化策略 

若想要在國際市場上生存，一家公司必須有明確的使命 (mission)以及目標

(objectives)，來快速掌握在世界各個市場所可能浮現的機會，以及所會面

臨到的競爭態勢。所以企業必須要能夠了解，相對於其他的競爭者而言，本

身所具有的優勢和劣勢，以及在整個大環境所可能浮現的機會以及威脅。而

所謂的國際化策略是指一完整而持續性的管理規劃程序，而其主要的目的，

就是提供企業能夠制定並且執行在國際市場上有效競爭的策略。 

 

Ghoshal 和 Nohria (1993)利用對於當地回應的強度(Forces for Local 

Responsiveness)以及全球整合性的強度(Forces for Global Integration)

將國際策略分為以下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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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策略(International Strategy) 

             企業利用在母國發展的核心能力或是競爭優勢將其作為應用在其他的

海外市場，亦即企業將其擅長的資源或是能力運用在其他國外市場。當

地回應需求及全球整合性強度均偏低時適用。 

 

（2）多國策略(Multinational Strategy) 

    採取此一策略的企業，是將自己視為數個獨立營運的子公司的集合，各

個子公司注重各自所在的市場，可視當地顧客的需要，將公司的產品、

行銷廣告活動或是營運活動來做適當的調整。在當地回應需求強度高而

全球整合性的強度偏低情形適用。 

 

（3）全球策略(Global Strategy) 

    企業在此策略原則下，將整個全球市場視為一個單一市場，並且以生產

符合全球各地顧客需求的標準化產品或是服務。而企業會將生產活動，

集中在少數效率較高的國家，並且以全球性的廣告以及行銷活動來銷售

其產品，享有規模經濟所帶來的全球效益。在當地回應需求偏低而全球

整合性的強度偏高時適用。 

 

（4）跨國策略(Transnational Strategy) 

    採用此一策略的企業，結合了全球策略所帶來的全球規模經濟效益以及

多國策略所提供注重各地消費者不同的需求的好處。企業會採模組化的

生產方式，將生產平台(platform)集中在生產效率較高的地區，而各國

的子公司再視各地不同需求對於產品做適當的調整，由於子公司間互相

依存度高，故採此策略的企業重視子公司間的整合以及協調。在當地回

應及全球整合性的強度均高時適用。 



 17

將以上四點整理如圖 2-3 所示： 

 

全球策略 

（GlobalStrategy） 

企業將整個世界視為

一單位市場，滿足世界

各地消費者需要的標

準化產品以及服務。 

跨國策略 

(Transnational 

Strategy） 

企業企圖獲得全球規

模效率和符合當地需

求等兩種效益。 

 

國際策略 

(International 

Strategy) 

企業使用在母國發展

的核心能力或是競爭

優勢將其應用在其他

海外市場 

多國策略 

(Multinational 

Strategy) 

企業本身的各個子公

司各自負責專注於當

地市場 

 

 

圖 2-3    四種國際策略 

資料來源：于卓民譯(2002)，原出處 Sumantra Ghoshal & Nitin Nohria (1993) 

Horses for Courses：Organizational Forms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Winter 1993. Vol.34,Iss. 2  
 

Dawar 和 Frost (1999)針對新興國家的企業要邁向國際市場時，提出兩點來

分析前往國際市場考量的方向為何。一是產業本身需要邁向全球化的強度 

(How strong to globalize in your industry?) 另一個企業本身最具有競

爭力的資產可否移轉至國際市場 (How internationally transferable are 

your company＇s competitive assets?) 

可以此分成四個定位 (positioning)來討論 

 

 

強              

弱 

全
球
整
合
性
強
度 

弱                   強 
              當地回應的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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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守者 (Defender) 

當兩個面向的強度都是偏低的時候可採取防守者策略。身為防守者，

最重要的是維持企業本身在母國市場的優勢。在面對具有積極性以及

豐富資源的外國廠商，持防守者策略的企業要能夠適當地調整產品或

是服務的屬性來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2） 延伸者 (Extender) 

若是本身的競爭性資源可以移轉至其他市場，而所處產業面對全球化

的壓力相對較低時，可採取延伸者策略。藉由具競爭性的資源可移轉

至國外，企業可將母國市場作為一個向海外發展的跳板。尤其若是朝

向與本國市場性質相近的國外市場，將會使其競爭性資產的運用更具

效率。 

 

（3） 閃躲者 (Dodger) 

當企業所處的產業面臨全球化的壓力強度較大的時候，不會輕易的投

資母國的資源，而是重新思考本身的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若

是其競爭性資源只在母國市場才具有競爭優勢，則企業或許會選擇以

合資(Joint Venture)的方式與國外廠商合作；或是直接將企業本身售

予國外公司，並且調整自己的資源和能力，使其成為整個價值鏈中具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4） 競爭者 (Contender) 

當企業身處的產業邁向全球化的強度大時，亦提供成為一個跨國企業

機會。雖因所處的母國市場環境關係使得相較其他全球競爭廠商享有

低成本的優勢，但在品質或是產品生產上仍需向其他領先廠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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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初期應尋找多國公司所忽略的利基市場來學習發展。 

關於以上四種策略，茲以圖 2-4 表示： 

 

 

 

 

圖 2-4    國際市場的考量因素 

資料來源：Niraj Dawar and Tony Frost (1999),Competing with giants: 
Survival strategies for local companies in emerging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ston: Mar/Apr 1999. Vol. 77, Iss. 2 

 

 

2.4 國際市場進入模式 

當企業決定往國際市場發展時，必須選擇要以適當的進入模式來進入地主

國，因為不同的進入策略選擇對於企業未來將資源投入到目標市場的程度以

及未來的營運績效，都有顯著的影響。而不同的進入模式，提供給企業不同

的國際經驗和學習曲線，且由於各個公司邁向國際市場的動機以及採取的策

略方式不同，故在選擇進入模式亦會有不同的考量。 

 

閃躲者(Dodger) 

注重和當地相關的價

值鏈活動，以合資

(Joint venture)的方

式往國外市場發展，或

直接售予多國公司。 

競爭者(Contender) 

注重將自己的能力和

資源的水準，透過與多

國公司比較和學習來

發展成長，通常注重於

利基市場。 

 

防守者(Defender) 

注重將資產投資於多

國公司所忽略的市場

區隔 

延伸者(Extender) 

藉由在母國所累積的

能力和經驗，延伸擴展

至與母國市場性質類

似的國外市場。 

 

強              

弱 

產
業
本
身
需
要
邁
向
全
球
化
強
度 

只適用於母國市場           可移轉至海外 
具有競爭力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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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以各種常見的國際市場的進入模式和優缺點以及選擇何種進入模式

的考量因素加以探討。 

2.4.1 國際市場的進入模式及優缺點 

于卓民(2002)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分成歸類為 

（1）生產地在母國 

1. 間接外銷 

優點 

 所需的成本、國際行銷知識最低，適合出口量少的的企業 

缺點 

 對於出口活動的了解非常有限，不知顧客是誰以及顧客需求 

 

2. 直接外銷 

優點 

 國際行銷經驗的累積 

 公司國際化活動的掌握較高 

缺點 

 在外銷活動上的投資以及從事決策較多 

 

3. 他人背負法(Piggybacking) 

背負者(Carrier)在自利立場下，在下列條件下提供下列服務給搭乘者

(Rider) 

 善用尚有餘力的國際行銷網絡 

 提供互補性的商品給顧客 

 將新產品快速導入市場以競爭者對抗 

 以最少成本取得新產品，有助公司研發資源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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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者基於以下理由與背負者合作 

 快速進入不同的國外市場 

 對國外市場的了解有限且國外業務量小 

 缺乏自行外銷的能力 

 學習國際行銷技巧 

 

4. 以物易物 

優點 

 交易一方利用另一方的長才來彌補在國際行銷能力或缺乏外銷管

道的不足 

 交易一方利用另一方的交受來建立其在消費者心目中產品品質形

象 

 產品的國內市場飽和或供過於求時，以此方式來處理產品 

    缺點 

 所取得之產品本身不容易處理，需花費額外的交易成本 

 被控傾銷的顧慮 

 會打擊到第三國的出口品，而遭第三國貿易報復 

 

（2）生產地點在地主國 

1. 合約生產 

優點  

 可降低產品成本 

 增加供應彈性 

 較低產能投資 

 規避資本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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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代工廠商是未來的潛在競爭者 

 

2. 技術授權 

優點 

 快速進入競爭者所在的市場 

 受限於本身資源以及國際營運經驗，無法在國外市場設立據點 

 所研發出來的技術雖然具有價值，卻非公司的核心價值，可藉技

術授權獲取利潤 

 技術已趨成熟，賸餘價值有限而急於脫手 

 受地主國法律或是貿易障礙的限制，使以此方式所得利潤較出口

為高時 

 若能提升地主國技術水準，會受地主國政府的歡迎 

 缺點 

 授權人對於地主國的了解有限 

 權利金所得的利潤有限 

 被授權人可能會成為未來競爭者 

 

3. 合資 

優點 

 受限於當地政府法令，以此方式進入市場 

 可降低所承受的政經風險 

 規模經濟 

 功能或是技術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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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合資需付出代價，如和夥伴分享利潤 

 侵蝕企業本身的競爭地位 

 文化上的差異，使得管理上不免發生摩擦 

4.獨資 

      優點 

 可貼近顧客，儘速提供顧客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累積國際的生產管理和行銷管理，並運用在其他海外市場 

 完全控制子公司，使得決策更有效率 

 企業優勢產生的效益為企業本身獨有，不需分享，也可避免被他

人模仿的風險 

      缺點 

 所投入的財務和管理資源最多 

 較不受地主國政府歡迎 

 較難克服初期進入地主國的障礙，如在文化差異以及通路關係建

立 

 

此外，于卓民 (2002)提出，各種主要進入模式的優缺點如下表 2-3 所示 

 

表 2-3    各種主要進入模式的優缺點 

模式 主要的優點 主要的缺點 

出口 財務風險程度相當低 

逐漸進入市場 

取得當地市場知識 

規避對外資的限制 

易受關稅和非關稅障礙所影

響 

後勤作業複雜 

容易與配銷商起衝突 

授權 財務風險低 

以低成本的方式評估市場潛

力 

市場機會/利潤有限 

依賴被授權者 

可能會與被授權者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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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關稅、非關稅障礙、外

資的限制 

被授權者提供當地市場的知

識 

可能創造未來的競爭對手 

 

連鎖加盟 財務風險低 

以低成本方式評估市場潛力 

避免關稅、非關稅障礙、外

資的限制 

控制權比授權高 

加盟商(Franchisee)提供當

地市場的知識 

市場機會/利潤有限 

依賴加盟商 

可能會與加盟商起衝突 

可能創造未來的競爭對手 

 

合約製造 財務風險低 

投入在製造的資源最少 

將公司的資源集中在價值鏈

上的其他要素 

控制權較少(可能影響品

質、交期等) 

學習潛力較少 

可能會出現公關問題，也許

需要監督工作環境等 

管理合約 將公司資源集中在專門領域 

財務風險程度很低 

受限於契約，潛在利潤較少 

可能會在無意間將專屬知是

和技術移轉給對方 

整廠輸出 將公司資源集中在專門領域 

避免所有長期的營運風險 

財務風險(超出成本預算等) 

工程風險(延誤、與供應商之

間的問題) 

國外直接 

投資 

潛在獲利高 

對營運保有控制權 

取得當地市場的知識 

避免關稅和非關稅障礙 

財務和管理的投資較高 

政治風險較高 

易受外資限制的影響 

管理複雜度較高 

 

 

2.4.2 選擇進入模式的考量因素 

影響進入模式的考量因素，許多學者均有不同的看法。 

Anderson 和 Gatignon (1986)從交易成本的角度，來提出了進入模式的分析

架構。以控制程度為構面，來探討影響進入策略四種因素以及以何種控制程

度下之進入模式較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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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易仰賴專屬性資產 

指交易資產只適合少數或特定對象，由於屬於少數交易，市場競爭不

激烈，交易過程對方易有投機行為出現(Opportunism)，故當產品或是

產品製程有高度獨特性及專屬性，適合用高度控制的進入方式。 

 

（2） 外部不確定性 

指當外部環境變動性較大的時候，企業應採取較高的控制程度的方

式，來降低風險。 

 

（3） 內部不確定性 

指企業無法對於交易的另一方進行有效的評估或是有效的績效衡量指

標。當內部不確定性高，企業必須要花費監督交易過程的成本。若國際

化經驗比較豐富，則可採較高控制程度的進入方式。若是文化差異很大，

採取較低控制程度方式的進入方式，以較彈性的方式來配合地主國。 

 

（4） 有撘便車(Free-riding)的可能性 

有撘便車的風險，宜採取高控制程度的進入方式來消除此風險。 

 

將以上四點以圖 2-5 來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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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Anderson, E. and H. Gatignon, Models of Foreign Entry：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Fall 1986 

 

 

 

 

 

 

 

 

 

 

 

交易專屬資產 

外部不確定性 

內部不確定性 
 

撘便車的風險 
 

進入模式的 
控制程度 長期效率 

圖 2-5    進入策略之選擇－交易成本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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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warl 和 Ramaswami (1992)提出企業在思考進入模式的時候，會以控制

(Control)、風險(Risk)、報酬(Return)以及資源(Resources) 等四個面向來

思考，並且搭配 Dunning(1988)所提出的 OLI 理論，而提出以下考慮的結構： 

 

 

圖 2-6    OLI 理論架構 

資料來源：Sanjeev Agarwal and Sridhar N. Ramaswami, Choic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Impact of Ownership, Lo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First Quart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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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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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係導向的進入策略 

當國外廠商進入當地市場，面對在地的廠商的競爭時，國外公司在各個策略

層級方面應該可從哪些角度來思考其進入的策略，來試著從既有的廠商當中

佔有一席市場地位。亦即，公司本身要了解自己競爭對手為何？而公司相對

於其競爭者的競爭優勢在何處？ 

 

3.1 如何區分競爭者 

在決定哪些廠商為競爭廠商，可以用策略群體 (Strategic Groups)的觀念來

加以分析。所謂的策略群體，Aaker (1984)認為是在同一產業中，一群追求

相類似的競爭策略，並且具有相似特性的廠商。而 Miller 和 Dess (1999)認

為是在觀念上界定、採取相似策略的競爭廠商之群集。故同一群組內的廠商

彼此間的競爭程度比產業內其他廠商更來的激烈和直接。策略群組的目的是

為了方便了解與分析而形成的觀念性群集，故決定區分策略群體的因素可以

任何有利分析的方式來分類，Miller 和 Dess (1999)提出可用如企業規模、

市場廣度、產品或服務的品質、配送的地理區域、垂直整合的程度、營利或

是非營利事業等。對於策略群體的分析方式，可用描述一種策略的方式來形

容，或是利用兩種或兩種以上的策略構面來形成策略構面圖，將各個廠商在

特定產業內的策略群組位置圖標示出來，來觀察哪些可能為現存的競爭者，

哪些可能會是潛在競爭者。 

 

Kolter(1990)認為可由四個競爭層次來辨別競爭者，分別為（1）慾望競爭者 

(desire competitor)，因為每人的慾望無限但是所得有限，即雖然慾望無窮

但在每人的購買力為有限的情況下，爭奪有限慾望的競爭者即屬於此類的競

爭者，亦稱為預算競爭者；（2）本質競爭者 (generic competitors)，指的

是以不同的方式來爭奪顧客相同需求的競爭者；（3）形式競爭者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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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or)指的是以不同的商品形式爭奪顧客相同需求的競爭者；（4）品牌

競爭者 (brand competitor)是指可以滿足顧客慾望之所有品牌的競爭者。此

外，Kolter (1990)依照企業在目標市場所處市場地位分為領導者(Leaders)、

追隨者 (Followers)、挑戰者 (Challengers)和利基者（nichers）等四類來

討論。領導者是指企業在相關產品市場上擁有最大的市場佔有率，通常在價

格調整、新產品的導入、配銷以及促銷等方面在市場上都具有指標性，領先

其他的企業；追隨者為在產業地位居次的企業。某些追隨者能擁有足以威脅

市場領導者的實力，本身擁有相當大的資源和能力，並且有遠大的志向，則

稱為挑戰者；而若企業在很小的市場區隔或是其他市場領先者所不感興趣的

市場區隔中努力耕耘，則稱為利基者。 

 

Peteraf 和 Bergen (2003)提出市場導向 (market-based)和資源導向 

(resource-based)的方式來做為區分競爭者的方式，包含潛在進入者、替代

者、潛在的替代者 (latent substitutors)等。在產品特性相似方面，可區

分出實際的競爭者為何。在資源和能力的相似方面，可區分出潛在的競爭者。

在此兩個面向，都是以能夠滿足顧客需求為前提。在市場導向方面，在於提

供的產品或是服務有沒有符合顧客的需求 (needs)及從產品或服務中所獲得

的效用 (utility)，以市場需求一致 (market needs correspondence)作為

衡量的指標，其定義為一個廠商是否有提供和焦點公司 (focal firm)相同的

顧客需求，為二分法。而在資源導向方面，重要的是能夠滿足顧客需求資源

的機能性 (functionality)以及使用性 (use)，而並非是資源的類型

(type)。以能力相符 (capability equivalence)為衡量指標，其定義為在資

源和能力綜合能力能和焦點公司提供相同的顧客需求。 

 

以市場需求一致和能力相符可建構出一個定義競爭者的模型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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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競爭者定義模型 

資料來源：Margaret A Peteraf and Mark E Bergen (2003) Scanning 
dynamic competitive landscapes: A market-based and resource-based 
framework,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Oct.2003. 

 

（1）在第一象限內的公司，由於在資源面向的能力相符和市場面向的市場需

求一致都和焦點公司非常相似，所以在此象限內的公司可為直接競爭

者，若是在資源上雖然不同類型 (type)但是機能性 (functionality)

相同，則競爭廠商的產品具有替代性，亦可歸在此象限內。第一象限的

廠商是最直接的競爭者，企業經理應該多加觀察和注意。 

 

（2）在第二象限的公司，是指在市場需求上不一致，但是在公司的資源能力

上卻與焦點公司相當類似。在此象限的公司代表著有能力去符合某一特

定顧客群但是在現階段卻沒有這麼做，此為潛在直接競爭者，如不同的

航空公司有不同的主要航空路線。而潛在的替代者是指雖然在資源的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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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焦點公司並不相同，但是在機能性上是相同的。 

 

（3）第三象限的公司在兩個面向都不相同，此類公司在近期內都不太可能是

直接的競爭對手。 

 

（4）第四象限的公司，雖然在市場面向和焦點公司一樣滿足了消費者的需

求，但是在資源面向上卻與焦點公司有很大的不同，會有這樣的差異，

通常是因為這些競爭者提供不同品質程度的商品。垂直差異者即為能夠

提供同樣的顧客需求 (customer need)，但是由於在資源面上的差異，

使得顧客的滿意程度(satisfaction)有所不同，即提供同樣類型 (type)

的產品但為不一樣的品質(quality)。通常為提供次級品 (inferior 

goods)的廠商。而垂直替代者，指的是提供不同的產品類型 (Different 

type)卻滿足相同的顧客需求，但是在資源面向上仍舊有很大的差異。垂

直差異者和垂直替代者和消費者的預算曲線有很大的關係，當消費者預

算較高時，此一象限廠商所生產的產品通常不會被考量。 

 

3.2 競爭優勢的衡量 

企業經營要維持不斷的成長與獲利，要追求永續經營，就必須要不斷發展出

企業本身的核心專長，形成公司的核心競爭力，塑造出自己的競爭優勢。楊

錦洲 (2004)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力來源，可從三個構面來探討， 

（1）核心競爭力來自於掌握重要市場或多重市場的優勢 

    1、 核心市場： 

公司的產品在某些地區有很高的市場佔有率，具備卓越的行銷優勢。 

    2、 全球化的行銷網 

    3、 全球化的知名品牌與公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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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強有力的行銷能力： 

行銷能力除了是具優勢的競爭能力外，仍須有良好的商品以及優良的

服務作為輔助。 

 

（2）核心競爭力來自於能突破性地提升最終產品所能帶給顧客的價值 

    1、 核心產品 

        即具有創新性、獨特性的產品，能夠滿足顧客的需求和期望，將顧

客的價值極大化。 

    2、 核心的服務 

        即能夠滿足顧客需求並創造出顧客價值的服務。 

3、 完整的產品線 

    讓消費者同時能夠有很多選擇，不需花費太多搜尋成本。 

4、 絕對優勢的品質 

    擁有自己特色，功能多，品質好價格又低廉，受消費者喜愛具有絕

對優勢的品質。 

 

（3）核心競爭力來自於擁有競爭對手不易超越的競爭武器 

    1、 核心技術 

    2、 核心管理能力 

    3、 核心的材料 

        即掌握產品的關鍵材料，可製造出獨特的產品。 

    4、 絕對優勢的成本 

    5、 核心的研發 

    6、 絕對優勢的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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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和 Dess (2000)認為競爭優勢可分別從（1）差異化；（2）成本領導

和（3）快速回應，三個方面來表現。差異化是指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在某方面

具有吸引顧客的獨特性，使顧客願意付出額外的價額。而成本領導，即企業

可能居於一個可以讓它訂定近似甚至於更低價格的成本領導地位，使其獲得

高於平均水準的利潤。此外，比競爭對手更快速地辨認、調適、反應顧客需

要的變動能力，稱之為快速回應。企業若能掌握上述一種以上的優勢，可處

在非常有利的競爭地位。倘若在此三者的表現上都乏善可陳，便無法提供顧

客在任何價值構面上較佳的地位。 

 

吳思華(2000)認為策略思考邏輯可分為兩種形式，一種是由內而外型，以持

續建構本身的資源與能力，改變本身的經營條件，針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因

應；另一種是由外而內型，配合外在環境的變化和未來趨勢，對於本身的經

營範疇來做適當的調整。以下即以產業結構觀點(由外而內)和資源基礎理論

(由內而外)來探討競爭優勢。 

 

3.2.1 產業結構觀點 

一個企業若要有經濟發展力，重要的就是增加此產業的價值，當這項產業具

有發展潛力，下個問題就是誰能夠從中獲得利潤，而這就必須視產業中的競

爭動力來決定，而競爭動力又取決於產業結構 (Industry Organization)，

故決定企業獲利性的基本因素就是產業結構。Michael Porter (1980)所提出

的五力分析架構 (five forces model)，分別以公司所處產業之潛在競爭者

之威脅、對供應商的議價力、對購買者的議價力、替代性產品的威脅和直接

與公司本身競爭的廠商之對抗強度來探討，而企業應針對以下所述各點做好

相對的因應措施，培養自我的競爭優勢，有關五力分析各點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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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潛在競爭者：產業的新進者對於既存的公司，會造成直接的限制。而現

今企業為了降低新進者所可能造成的威脅，必須依賴所謂的進入障礙

(barriers to entry)，重要的進入障礙包含 

 規模經濟：指產量高的廠商每單位生產成本，顯著地低於產量低的廠商

情形。可阻止產量較低、生產成本較高的廠商進入。 

 和規模無關的成本優勢：即使在規模經濟上相差無幾，現有廠商仍舊具

有成本優勢，包含對產品的熟悉度(如專利權)；取得原料的途徑；較佳

的地點與政府輔助。 

 資金要求：爲建立事業，許多產業需要龐大的投資，如廠房設備、營運

資金等，能負擔這筆資金的進入廠商並不多。 

 產品差異化：若現有廠商的產品在實質或知覺上特徵上的差異，在消費

者的品牌意識和顧客忠誠度方面，新進廠商必須去克服。 

 銷售通路的進入：由於行銷管道的空間有限，風險規避以及採購新品的

固定成本，或是開發新產品服務配銷手段的相關成本等，會提高新進廠

商將產品導入市場的難度。 

 報復：有時現有廠商亦會以報復阻止新廠商的進入。對新進者所採取的

報復手段，可能是激進的削價競爭、增刊廣告或是各種法律行動，甚至

有警告其他潛在進入廠商，未來若是嘗試進入市場會遭到嚴厲挑戰。 

 

（2）對供應商的議價力 

在許多產業，採購成本通常佔了企業整體生產成本的六到八成，而供應商的

通常會在下列的情況下具有較大的影響力： 

 少數供應商主宰市場且缺乏替代性產品 

 供應商集中程度高於買方集中程度 

 買方對供應商整體而言相對缺乏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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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的產品差異性大，買方的轉換成本高 

 供應商向前整合的可能威脅 

 

（3）對購買者的議價力 

所謂的購買者，不只是最終消費者，亦包含工業的採購者。而買者通常在以

下的情況之下具有較大的議價力： 

 買方的價格敏感度 

 無差異化或是標準化的供應品 

 買方能進行向後整合 

 買方精確掌握供應商的資訊 

 買方集中度較賣方集中度高 

 

（4）替代性產品的威脅 

替代品的存在與否，影響了顧客是否會為了某項產品付出較高的價格去購

買。通常替代品威脅產業定價的程度，可以下列幾項因素決定： 

 替代品的可用程度 

 替代品相對價格/品質的特性 

 顧客面對替代品更換期間所產生的成本 

由於現今許多管制解除和科技的進步，促成許多替代性產品的出現，故企業

必須密切注意替代性產品，以了解是否有功能促進或價格降低的情況。 

 

（5）直接與公司本身競爭的廠商 

對大部分的產業而言，競爭的整體情況以及整體獲利水準的決定因素，在於

產業內公司之間的競爭，這些競爭型態，通常具有價格競爭激烈、產品的差

異化以及創新表現等特性，這些型態並非互斥而是可能同時發生。而決定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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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本質和強度，有下列幾個因素： 

 產業中競爭者的數量和相對規模 

 競爭廠商間勢均力敵 

 產業成長的速度 

 產品差異化程度 

 生產產能 

 退出障礙高低 

 

 

 

替代品或服務的

威脅 

客戶

端的

議價

能力

供應

商的

議價

能力 

新加入者威脅

潛在競爭者 

產業競爭者 
 

現有公司競爭供應商 顧客 

替代品 

資料來源：整理自 Porter, Michael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ic：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Free Press. Pp.22-23 

圖 2-8    產業結構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 Porter, Michael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ic：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Free Press. P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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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資源基礎理論 

資源基礎理論強調的是企業內部本身的審視，如何在整個動態變化的競爭環

境當中，發展出本身的競爭優勢，來獲取利潤。公司所握有的資源，是該公

司最基本的特質，而能將所以資源綜合起來所顯現的，便是此公司的能力。 

 

資源基礎理論認為每家企業所具有的資源，可分為實質資產 (tangible 

assets)、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和能耐 (capabilities)。Barney 

(1991)將資源分成三大類：實體資源 (physical capital resources)，包含

地理位置、廠房和機器設備；人力資源 (human capital resources)，包含

訓練、人際關係等；以及組織資本資源(organization capital resources)，

包含正式的報告架構、計畫控制和協調機制。吳思華 (2000)認為，資源可分

為資產和能力，前者是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量，並可區分為有形

資產和無形資產；後者是指企業建構與配置資源的能力，又可區分為組織能

力和個人能力。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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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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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 

人際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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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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策略九說：策略思考的本質。台北:臉譜。 

 

在無形資產方面，文化意涵亦可以作為資源的一部分。文化資產(cultural 

capital) 是一種對於偏好 (tastes)和消費上，文化面的評估，包含在藝術、

教育和創造力等方面，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資源，包含消費或是談論有關富含

文化意涵的物品。 

 

文化資產可包含在下列三個形式當中，第一種為具象化形態 (embodied 

state)，可由文化資產的傳遞而具有稀少性價值的一種文化能力 (cultural 

competence)，並且能因為本身的特點而獲取利潤。第二種物件化形態 

(objectified state)，有時一些物品，如手稿、繪畫、歷史遺址或樂器，因

為經歷歷史洗禮而成為文化資產。第三種是制度化形態 (institutionalized 

state)，文化資源可藉由官方的認證而成為文化資產。當文化資源或是物品

成為有名望的時候，藉由創新的方式和適當呈現，這些富含文化涵義的資產 

(cultural capital)便可使其成為具有經濟效益的資產 (economic 

capital)。 

 

吳思華 (2000)認為能夠強化企業組織能耐的資源，通常具有下列特性： 

（1） 獨特性：包含了有價值、很稀少且不可替代三項特性。該資源必須具

有使企業在執行策略時能增進效能或效率的價值，同時市場供應量非

常少，替代性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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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屬性：指該項資源或是企業的設備、人員、組織、文化或管理制度

緊密結合，不容易轉移或是分割，使得其他企業即使能夠取得同樣資

源，卻不一定能夠發揮該企業所能發揮的功能。 

 

（3） 模糊性：是指資源的建構過程以及與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係，不容

易去分辨，具有因果模糊性，使得競爭對手不但無法取得，同時根本

無法學習。而模糊性又可分為兩方面討論，一為內隱性，一為複雜性。

內隱性是指企業許多能力例如人際關係能力、組織學習能力，都是從

「做中學」而來，沒有辦法經過編碼(coding)的方式來表達。複雜性

是指企業所擁有的能力，是透過許多技能、資產、個人經驗、組織常

規等相互間的作用而產生的一種組合能力，其複雜性可能使得任何人

都沒有足夠的知識去完全掌控。 

 

Collis 和 Montgomery (1995)認為一項資源要能夠成為一個有效策略的基

礎，必須要能夠通過下列幾項外部市場測試來確認其價值： 

（1） 不可仿效測試 (the test of inimitability)：獨特性因為具有限制

競爭的特性，故為創造價值的核心，任何從此資源獲得的利潤也會持

續的更久。然而，競爭者最終仍是會找到複製核心資源的方法，故企

業經理人可將其策略建立在以下四種特色當中，至少具有一項特色的

資源來先發制人。一為實質獨立性 (physical uniqueness)，如持有

不動產權、採礦權或是藥物專利權等；二為路徑依存性 (path 

dependency)，這些資源獨特又稀少是因為要形成這些資源是需要長時

間的累積，競爭對手沒有辦法立刻得到，例如品牌忠誠度、研發過程；

三為因果的不確定性(causal ambiguity)，資源具有此特性，常使得

競爭對手不知道何種資源是真正有價值且如何去複製它，因為這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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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常和組織能力有關，可能藏於複雜的人際關係網裡或是少數幾個關

鍵人物的身上；四為經濟性的阻礙 (economic deterrence)，即比競

爭對手先投資在一筆為數不小的資產投資，由於市場的潛力 (market 

potential)有限，即使競爭對手有能力去複製此資產投資，也會因為

有限的市場潛力，而放棄去花費此一投資。 

 

（2） 耐久性的測試 (the test of durability)：即這項資產的折舊速度有

多快。此資產能夠持續越久，其價值越高。然而大部分的產業，隨著

不斷的創新，資源的價值折舊速度很快，大部分的資源其價值持續的

期間有限，且通常只能獲得短期間的利潤。 

 

（3） 專屬性測試(the test of appropriability)：即誰能夠獲得資源所創

造出的價值。有時候並非擁有此項資源的企業就能夠自動地獲得此資

源所帶來的利潤，有時候是視在其中的各個參與者(players)，包含顧

客、通路商、供應商和員工等之間的議價能力而定。有時候將策略依

附在並非和公司緊緊相連的資源上，不容易獲取曲資源所帶來的利潤。 

 

（4） 替代性測試(the test of substitutability)：即某獨特的資源是否

會輸給另一種資源。探討某項資源是否容易被其他資源所取代。 

 

（5） 競爭優越性(the test of competitive superiority)：即誰的資源真

的比較好。有時企業經理人經常犯的迷思就是自己認為本身的核心能

力很好，而疏於和其他競爭者比較。要避免這些的方式，就是將核心

能力分為幾個次種類(subcategories)來和他人比較，如此才能清楚地

分辨核心能力是否有比他人好、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來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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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了資源的內涵和特性，吳思華(2000)認為可根據以下步驟來決定策略性

的目標：確認並評估現有資源、檢測價值並設定核心資源、制定企業未來的

發展策略以及強化核心資源。 

 

 

 

 

3.3 關係租的競爭優勢 

讓國外廠商進入當地市場時候，將原本缺乏進入市場的一些重要因素，如通

路等，藉由發展和維持與利益關係人之間良好的互動關係，增加彼此的轉換

成本，逐漸累積自我的 Know how，亦為外國企業可思考的方式。Dyer 和 Singh 

(1998)提出了利用關係導向來討論，企業本身如何和其他聯盟個體，累積關

係租(relational rents)來培養出競爭優勢。其來源關係租的來源可來自於

下列四個方面：  

發展策略 

累積核心資源 

評估現有資源 

差距分析 

強化核心資源 

圖 2-9    以資源為基礎的策略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吳思華(2000)，策略九說，p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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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資在專屬關係資產 (relation-specific assets) 

所謂的專屬關係資產，Williamson (1985)提出可由三個方向來思考，

分別為一、地點專屬 (site specificity)，指的是不可移動的自然資

源；二是資產專屬 (physical specificity)，指的是生產客制化的資

本設備；三是人力資源專屬 (human specificity)，指的是一些專業

的知識分享和學習，是專屬在一些特定人員身上。 

許多學者認為投資在專屬關係的資產越多，所可能獲取到的潛在關係

租的機會就會越大。要促使和本身有合作關係的企業體願意一同合作

投資，要能夠 1.要有較長遠的合作防衛(safeguard)期間，來避免投機

主義產生(opportunism)；2.彼此間的交易量越大，越可以獲取潛在的

關係租。 

 

（2） 大量的知識交換 (knowledge exchange)，包含彼此學習合作所累積的

知識 

許多學者指出通常組織所學習的方式，不但有內部學習，更重要的是

從其他組織學習到不同的方法。如 Von Hippel (1988)發現，在不同的

產業，其創新想法可能源自於顧客面的意見，亦有可能來自於企業間

的合作。因此若投資在發展跨公司間的知識分享程序 (interfirm 

knowledge sharing routines)越多，則越有可能獲得潛在的關係租。

Grant (1996)定義知識分享程序是一種允許公司間對於特定知識的轉

移、重組和創造等活動保持互動關係。在此過程當中，1.組織的吸收

能力 (absorptive capacity)越強；2.彼此透明度、相互分享且避免

撘便車的動機越強，越能夠獲得潛在的關係租。 

 

 



 43

（3） 將彼此間具有互補性和稀少性的資源或是能力結合 

所謂的互補性資源或能力，指的是企業本身和其他企業體資源稟賦結

合所獲得的租 (rent)可大於個別廠商資源稟賦租的加總。當合作的組

織擁有越多對綜效敏感性資產 (synergy-sensitive)，將企業本身競

爭性資源與之結合後，能夠獲得越大的關係租。然而，有的時候企業

並不容易去判斷哪些資源對本身是屬於互補性資源，或哪些企業可為

合作的對象。故當企業本身先前若具有和其他企業的合作經驗，或有

投資在內部搜尋以及評估能力，或是能夠在一個網絡 (network)當中

佔有重要地位，就越能夠找到具有互補性資源的合作對象。此外，若

是與合作對象在組織系統、製成和企業文化上有很大的相容性，亦越

有機會能夠獲得更大的關係租。 

 

（4） 藉由更具效率的管理機制，創造出比競爭對手低的交易成本 

為了藉由以上的方式來獲取關係租，必須有良好的管理監督制度。好

的管理制度不但可以降低交易成本，更能夠增強合作企業一同創造價

值的動機。通常有兩種方式的管理，一種是藉由第三者來管理 

(third-party enforcement agreements)，如彼此簽訂契約，另一種

是藉由自我要求來管理 (self-enforcing agreements)。由於透過第

三者來管理要考慮許多情境，簽訂的內容無法非常周全，故時常會有

投機行為的發生。許多學者認為採取自我要求管理的方式，是最具有

效率性的管理方式，那是因為利用此種方式，能比第三者管理更能降

低契約成本、監督成本以及提高彼此創造價值的動機。一旦企業有投

機行為的發生，其日後在與他人合作的時候，須付出更大的交易成本，

使得企業不會輕易發生投機性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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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我管理的方式，又可分為正式防衛 (formal safeguard)和非正

式防衛(informal safeguard)，前者是指偏向財務面的合作，如透過

如交叉持股或是合資的方式合作；而後者是指偏向關係面的合作，如

商譽 (goodwill)或名聲 (reputation)。而非正式防衛相較於正式防

衛，具有較低邊際成本和難以模仿的特性，故能獲取較大的關係租。

故一家企業藉由有效的管理架構 (governance structures)，使交易

成本極小化並且價值極大化的能力越強，則越有可能獲取關係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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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租決定

因素 

專屬關係的

資產 

合作期間 

跨公司交易量 

知識分享 
程序 

專屬夥伴的吸

收能力 

促進透明性及

避免撘便車的

動機 

互補性資源

和能力 

分辨並且評估

互補性的能力 

公司特性間的

互補性 

有效管理 

藉由自我管理

方式而非第三

者管理之機制 

採用非正式防

衛而非正式的

自我管理方式

防衛的

增進關係租

的其他方式 

圖 2-10    關係租圖 

資料來源：Jeffrey H. Dyer & Harbir Singh (1998) The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Vol.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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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際行銷 

當企業決定向國外發展的同時，不可避免的必須面對國際行銷的問題，來向

母國以外的市場來銷售。于卓民等 (2000)認為，國際行銷可定義為「當行銷

者國籍和消費者(或使用者)所在國不同時，將商品(或服務)由行銷者傳遞至

消費者(或使用者)的企業活動」；吳景勝(2001)認為國際行銷是指跨越國境的

行銷活動，涉及兩國或是兩國以上的行銷業務，通常具有以下特質：1.行銷

活動範圍在兩國或是兩國以上；2.國際行銷活動較國內行銷活動更加複雜；

3.從事國際行銷者應針對各個國家、區域的環境差異與特性，擬定不同的行

銷策略，來進行不同的行銷活動。Keegan 和 Green(2005)認為國際行銷和單

一國家行銷同樣地重視兩方面，選定目標市場 (choosing a target market)

和發展行銷活動 (developing a marketing mix)；國際行銷是透過增廣企業

本身的範疇來對於全球市場尋找機會以及威脅，進入其中一個或是數個市場

須仰賴企業本身的資源、管理階層的思維以及自然顯現的資源或是威脅。另

外，從事國際行銷時，是否應以標準化的產品向海外市場發展，或是因地制

宜的方式來符合當地消費者的需求，亦是一個考量的重點。 

 

當管理階層在思考國際行銷的方向時，可從四個面向去考量，分別為母國中

心導向 (Ethnocentric orientation)、多元中心導向 (Polycentric 

orientation)、區域導向 (Regiocentric Orientation)和全球中心導向 

(Geocentric orientation)，分述如下； 

（1） 母國中心導向：母國中心導向有時候跟國家的優越感有關，認為自己

的國家比世上其他國家都要優秀。而在國際行銷方面，認為標準化的

產品已足夠推銷到其他國外市場，對當地市場從事行銷研究的程度

低，不做產品相關當地化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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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中心導向：與母國中心導向相反，認為每個國家都具有本身的獨

特性，每個在海外的分公司都發展專屬於當地市場的一套行銷策略和

行銷活動，且針對不同的市場會以在地化的方式來進行銷售。 

 

（3） 區域導向和全球中心導向：區域導向如同全球導向的其中一個單位。

對於區域導向的公司而言，是對某一特定區域進行整合性的行銷活

動。而全球中心導向即是將全球市場視為單一市場來進行整合性之行

銷活動，並且另用來自全球性的資源來滿足某一或是某幾個特定的市

場。管理階層結合母國中心導向和多元中心導向的優點，將產品從標

準化當中因應各個不同的市場來做因地制宜的調整。 

 

由於啤酒本身是一種深受著不同文化影響的產品(詹定宇、畢威寧 2004)，故

以下對於國際行銷當中有關文化方面，來做進一步的探討。 

 

4.1 文化對國際行銷之意涵 

Keegan 和 Green (2005)提到人類學者和社會學者認為文化指的是人類的生活

方式，此方式是由某一人類族群所設定，並且世世代代相傳之遺產。文化是

以社會組織表現其生活方式，包含家庭、教育、宗教、政府以及商業機構。

文化也同時涵蓋意識與非意識兩種行為，包含了價值、想法、態度或是符號

等描述人類行為。一些學者亦將文化以物質和非物質兩大面向加以切割。前

者指的是實體的物體或是手工藝品，如衣服等；後者指的是抽象的、非具體

性的，如宗教、價值和態度等。兩者之間有高關聯性。于卓民等 (2000)認為

文化是個人慾望以及行為最基本的決定因素。文化並非與生俱來，而是經由

學習以及和環境之間互動而產生的。文化既然是透過學習而來，一個人不但

可接受其成長環境的文化亦可吸收非其成長環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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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國際行銷當中，必須去注意各國之間在文化差異之不同，在態度、想

法、價值觀、語言和溝通、教育、宗教、美感的認定以及飲食偏好等方面都

有可能對於發展海外市場之國際行銷產生莫大之影響。Hall (1976)認為利用

高背景與低背景文化的觀念 (High and low context)也是了解不同文化導向

的方法。在低背景的文化當中，所有訊息都明白的表示，語言文字就是彼此

溝通的主要工具。在高背景文化當中，重視個人在社會上的價值及職位，口

頭的承諾就是最佳的保證。法律文件的作用不如責任和信賴感來得重要，故

在此文化當中，人們在協商時，感覺似乎都談論不到重點。但並非所以國家

都可以明顯劃分所屬的文化背景，有時候在主文化之下是由許多副文化

(subcultures)所組成，有時候可能主文化本身是屬於低背景文化，但是副文

化卻是高背景文化的情形出現。表 2-5 整理一些高低背景文化之間在不同因

素下之比較： 

表 2-5    高低背景文化之比較 

因素/構面 高背景 低背景 

律師 重要性不高 非常重要 

個人之承諾 即最佳保證 不可信；用文件紀錄下

來最實際 

對組織錯誤之責任 由最高階層的人負責 往最低階層去尋求責

任 

空間 大家互相幫助 各自有各自的私人空

間；不喜歡被打擾 

時間 多重內涵－生活當中

的每件事情都各自有

各自的處理時間 

單一內涵－時間就是

金錢。一個時間內只做

一件事情 

協商 漫長－主要的目的是

讓彼此能進一步地認

識 

進度快速 

競標 不常發生 經常發生 

國家/區域例子 日本、中東地區 美國、北歐地區 

資料來源：Keegan & Green(2005), Global Marketing, fourth edition, 

p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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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stede (1988)將文化差異區分為五個兩元的層面來討論，第一個層面為權

力距離 (Power distance)的大小，權力距離就是權力差異，一個國家將彼此

之間不平等程度的認可度視為是輕鬆平常的事情，權力距離相差越大，代表

彼此間不平等之程度越大。第二個層面為個人融入群體之程度。個人主義文

化 (Individualist cultures)當中，每人最先考量的一定是自我以及和自我

相關的利益。在集體主義(Collectivist cultures)當中，所有的社會成員都

融入凝聚的團體內。第三個層面是男性社會和女性社會。在男性社會中 

(Masculinity)，男性被視為堅定、不害怕競爭且關心物質面的成功。而在女

性社會當中 (Femininity)，人們不會出現有特別的野心或是競爭行為，男性

與女性的角色重疊互補。第四個層面是避免不確定之程度，即社會成員對於

社會上不確定、模糊不清或是漫無章法的情況而感到不安。具有高度避免不

確定因素的文化，可能具有攻擊性、情緒化和缺乏耐心的行為產生。 

 

然而對於避免不確定之程度在一些亞洲地區國家並沒有特別的顯現，故爾後

有學者提出長期規劃和短期規劃的層面(L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s)，Hofstede 認為受此層面影響的文化國家，認為美德總比真理

的尋求更加重要。堅忍卓越是達成人生目標的必備美德；長幼次序關係透露

出社會階層的存在，而以此種次序可互補彼此的關係；勤儉可造就高儲蓄率；

羞恥心可讓社交行為更具敏感性。 

 

Lee (1966)認為自我參考標準 (Self-reference criterion,簡稱 SRC)就是藉

由自己本身的文化經驗去評斷他國的文化傾向，亦即當觀察外國文化的時

候，不可能不以自己的文化價值作為參考，這也是企業往海外發展在營運上

會遭遇困難之主因。為了降低或消除此種文化上的缺乏遠見的情形，Lee 認為

可從下面四個面向加以分析，來消除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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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母國之文化特質、習慣和規範來定義問題或是目標； 

2.  以地主國之文化特質、習慣和規範來定義問題和目標，但是不做價值評

斷； 

3.  比較兩種文化所定義之問題，仔細檢驗並明瞭自我參考標準對問題複雜

化可能造成的影響； 

4.  在不受自我參考標準的影響下，重新定義問題，來適應地主國的市場情

況。 

 

了解自我參考準則的影響可幫助管理者避免將個人之前的經驗或是成功的方

式直接移轉至不同的海外市場，而是以客觀的角度觀察外國文化。此項認知

能夠幫助管理者更傾向顧客導向，做好吸取關於不同地主國新的消費情形和

動機，使行銷策略能更加反應市場的需求。 

 

國際行銷人員應該針對各種不同的文化面向，了解不同國家的文化環境，這

將有助於深入了解當地消費者的行為模式和偏好，更會影響國際行銷活動之

成敗。唯有深入了解本國和其他海外市場文化環境之差異程度，才能真正設

計出符合當地市場文化之行銷策略。 

 

 

4.2 廠商之國際行銷努力 

由於國際市場具有相當高的異質性，故如同在單一市場一般，須進行市場區

隔(Segmentation)，來了解消費者實際上的需要。所謂的市場區隔化策略，

就是根據消費者的購買行為和差異性，將市場分為幾個類似的消費群，來選

擇目標市場，並透過行銷策略的調整和運用，用最經濟的方式來達到銷售成

果極大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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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國際市場上，進行國際行銷區隔又與單一國家有所差別。國際市場區

隔是一種認定特別的區隔，此者區隔可能是依據國家群體所分出來，或是說

有一群特定的消費族群，散佈在不同的國家卻擁有對於某企業的行銷活動會

具有相同的回應，即企業的產品，因為具有某種特徵 (feature)，使得此產

品在有形或是無形上具有某種功能 (function)，而使得此群消費者能夠享有

利得 (benefit)，即具有相似度極高的屬性 (attribute)。 

 

Keegan 和 Green (2005)認為在決定國際市場區隔時，又可分為總體面和微觀

面。總體面區隔是將國家群依據一些企業認為對行銷活動重要的共同特性來

作分群，其區隔的基礎可能包含地理位置、文化模式、人口多寡、可支配所

得、教育程度、語言或是政治聯合來區分。 

 

微觀面區隔來看，是在選定的國家群中，挑選出類似的目標區隔市場。挑選

市場區隔變數的時候，可以人口統計變數、地理環境變數、心理特性變數和

消費者行為等變數加以區分，其最重要的是須具備下列特性：可衡量性 

(Measurability)，即所選擇的變數能具體將消費者區分，並且不會花費太多

成本；可接近性 (Accessibility)，選定的各次級市場，是否能透過不同的

通路來提供適當的產品或訊息；足量性 (Substantiality)，各次級市場是否

存在足夠的需求量，才值得發展。 

而國際行銷有可分為傳統以及非傳統兩種學派，以表 2-6 整理如下： 

 

表 2-6    國際行銷傳統與非傳統學派比較 

傳統看法 非傳統看法 

1. 假設國家之間具有差異性。 

2. 偏重以總體面(macro level)來

1.  假設區隔的出現是超越國家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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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文化差異。 

3. 偏重以國家市場群集

(clustering of national 

markets)來作區隔。 

4. 單一國家內微觀區隔(micro 

segments)視為第二順位。 

2. 承認單一國家內存有差異。 

3. 強調在微觀面的價值和消費型態

之共通性和差異性。 

4. 區隔是根據在單一國家或是跨國

間微觀市場(micro markets)的集

合所決定。 

5. 由消費者行為所決定出來的微觀

區隔為首要考量因素。 

 

在挑選目標市場，估計市場潛力的時候，可以下列幾個面向來分析之，第一

是目前區隔出來的市場大小以及成長潛力；第二是潛在性的競爭強度；第三

要考量的是進入市場的可行性以及公司產品對於市場的相容性，相容性包含

了企業目標、品牌形象以及競爭性資源等層面。 

 

在考量此三個層面之後，若決定進入目標市場，必須選擇適當的策略來進入，

分別為 1.無差異化策略：即將全球視為一個市場的策略，以提供相同的行銷

活動至全世界，缺點是無法滿足消費者不同的需求；2.集中化策略：即在國

際市場當中區分出幾個目標市場之後，只集中在其中一兩個利基市場：3.差

異化策略：即在國際市場當中區分出幾個目標市場之後，對各個不同的目標

市場採取不同的行銷活動，採用此策略可幫助企業達到較大的市場涵蓋 

(market coverage)。 

 

定位 (Positioning)是指消費者對於某一品牌和其他競爭品牌相比，在屬性

和好處方面所具有(或是所沒有的)而做的差異化活動。于卓民等 (2000)認為

定位的意義是將本身產品定位在比競爭廠商更容易與消費者所偏好的部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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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區隔上，透過產品定位，可使消費者了解該品牌所代表的意義與意涵，引

導消費者客觀地評價該產品和其他競爭品牌的差異。決定產品定位的構面與

型態有許多不同的方法，通常有下列幾種方式：產品屬性類別、品質與價格、

產品的用途或是使用者以及競爭廠商的相對性來定位。 

 

Dana, Steenkamp 和 Rajeev(1999)將品牌的定位以消費者文化定位 

(Consumer Cultural Positioning, CCP)劃分成全球化 (Global, GCCP)、當

地化 (Local, LCCP)和外國化 (Foreign, FCCP)等三種，通常可利用語言、

美學角度以及故事主軸 (story theme)三個層面來判斷為何種定位。全球化

消費者文化定位 (GCCP)是將品牌定義為代表某一種全球性的文化或是區隔

的一種策略。某些產品類別很適合應用 GCCP 的策略，如一些高科技產品或是

高感性產品，或是兼具兩種特色的產品。利用全球各地的消費者對於產品能

夠分享相同的「語言」，使得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對於某一品牌有相同的認同

感。第二種是當地化消費者文化定位(LCCP)，即是將品牌與當地文化意義結

合，能夠反應當地文化的規範，或是融入當地文化做為消費的一種方式，甚

至是讓當地消費者認為是當地生產的產品，通常會運用在食物、個人或是家

庭的非耐久財商品上。第三種是外國化消費者文化定位 (FCCP)，即品牌的使

用者，使用場合或是製造都強調是來自外國或是外國文化，有時候是外國廠

商強調品牌本身所代表的母國文化，有時是當地廠商利用此種策略來「假裝」

企業本身是來自國外的方式來塑造本身品牌。 

 

4.3   國際產品策略 

Keegan 和 Green (2005)提到當產品在國際市場推銷的時候，依照企業本身組

織目標和市場需求，必須去思考其產品和市場溝通方式。產品和市場溝通可

依下列三種策略來做考量：1.延伸策略(extension strategy)，即維持與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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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相同方式到海外市場去發展；2.因地制宜策略(adaptation)，針對特定的

海外市場需求對於產品的設計、功能或是包裝上或是市場溝通方式來做改變

以及 3.產品發明 (product invention)，即發展新產品。 

 

國際產品調適策略 (Global Product Planning)便是依照此三種方式來提供

符合組織目標並且能夠順利進入市場的一個策略思考模型，如下圖所示： 

 

（一） 雙重延伸：以相同的商品供應國內外市場，提供相同效用。當此

市場適合用此策略時，對企業而言，是最容易的產品策略，同時

也最容易獲取利潤，適合運用在工業產品上，因為較不像消費品

時常與文化有所連結。具有全球性規模的公司偏好此策略，因為

可獲得生產上的規模經濟，節省大量成本。 

 
產品延伸               

市場溝通因地制宜         雙向因地制宜 
 

 
 
        
      雙向延伸           產品因地制宜 

           市場溝通延伸 
 

市
場
溝
通 

相
同 

相同 不同 

產品 

資料來源：Keegan, W. J. and M.C. Green, Global Marketing, four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c., 2005, p.348 

不
同 

圖 2-11    國際產品發展策略 

資料來源：Keegan, W. J. and M.C. Green, Global Marketing, four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Inc., 2005, 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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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延伸，市場溝通因地制宜：以相同的商品提供國內外市場，

但以不同的市場溝通來進行。有時在不同的市場，消費者對於品

質和價格的知覺與本國消費者有所不同，故產品維持不變，但可

能去滿足不同消費需求或是不同市場區隔的目標市場，具有產品

轉移(product transformation)的效果。採用此策略，成本相對

較低，因為產品面無須更改，節省了如研發、倉儲等成本，佔成

本較大部分的會是花費在修正市場溝通的費用。 

 

（三） 產品因地制宜，市場溝通延伸：變更產品設計供應國內外市場，

以相同的市場溝通方式來進入市場。此策略主要是配合國外市場

先天特殊條件或是消費者消費使用的習慣而對產品做適當調整。 

 

（四） 雙向因地制宜：變更產品和市場溝通方式，來滿足不同市場。當

國外市場的環境情況或是消費者的偏好都有所不同時，或是對於

產品的用途以及消費者對於市場溝通的接受度不一致時，對於產

品和市場溝通的方式都必須有所調整來滿足新的市場需求。 

 

這四種策略彼此之間並非互斥，一家企業在面臨各個不同海外市場的時候，

可能同時採取這四種策略，以求最符合當地市場情況的策略來執行。 

 

產品創新策略是以創新的產品進入國外市場。有時國外市場的特殊需求，或

是海外市場的消費者其購買力偏低，沒有能力去購買未調整或是已調整過的

產品時，企業便會對於新的海外市場開發 (invent)新的產品，雖然風險最

高，但是所獲得的利潤卻也有可能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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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行銷當中，消費者對於某一個國家的知覺或是態度通常會延伸到從這

一個國家所製造的產品以及品牌，成為此一品牌的一種品牌印象來源和品牌

權益的一部分，稱之為來源國效應 (country of origin effect)。于卓民等 

(2000)認為來源國效應是指某種產品，因來源國品質形象 (image)、聲譽 

(reputation)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等因素，造成消費者對於不同來源國

有不同之產品評價，進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行為。產品在何處設計、何處製

造或是零件的來源為何均屬於來源國效應的範疇，有時候品牌來源國和產品

組裝地不同，在國際分工的情況下產生了所謂的混血產品 (hybrid 

products)，使得消費者易對該產品形象產生混淆。當消費者對於產品本身功

能、設計等方面，沒有足夠的動機或是能力去了解的時候，通常會透過產品

的價格、品牌或是來源國形象等外在特質來衡量該產品品質，即以一種周邊

路徑 (peripheral route)的方式來評斷產品之好壞。Han (1989)提出當消費

者對於本身不甚了解的產品或是缺乏產品訊息時，在消費者記憶中之來源國

形象，會影響消費者產品屬性的信念，進而間接地影響對產品的態度，此現

象稱為暈輪效果 (Halo effect)；但若是對於產品屬性的熟悉度較高。對產

品的態度比較不會受到來源國印象的影響，則稱之為彙總建構效果 (summary 

construct effect)。 

 

于卓民等 (2000)認為要改變消費者對於來源國效應所造成品質不佳的刻板

印象時，可由下列四個途徑來設法改進 

1. 廠商除了要確實提高品質外，還須借助各種傳播管道來加深消費者認知； 

2. 朝自創品牌發展，藉由品牌形象降低消費者對於來源國負向的評估，提升

產品在國際市場之實質競爭力； 

3. 加強產品之售後服務來降低來源國負面形象； 

4. 知名品牌進行品牌授權時，要注意產品製造地形象以免損及原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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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了能適當分析外國啤酒廠商在進入本土市場，影響其決策因素以及

如何善用本身優勢，透過各方學者看法、文獻的整理以及其他相關資料的蒐

集，據以發展以下的研究架構，以下圖表示之： 

 

 

 

 

 

 

 

 

 

                       

 

 

 

圖 2-12    研究架構 

國外市場進入策略 

公司層級 

(Corporate Level)

---進入動機和進入

模式 

 

事業層級 

(Business Level)

---來源國效應運用 

---消費者文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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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GCCP、

FCCP、LCCP) 

---與利害關係人間

的關係建立 

 

功能層級 

(Function Level) 

--- 國際產品策略 

--- 行銷溝通策略 

公司內部環境 

 管理導向 

 資產 

 能力 

---國際化經驗 

當地環境 

 政府政策 

 市場狀況 

 文化環境 

 主要競爭者 

---產品類型 

---資源和能力 

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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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以下分別以當地環境以及公司內部環境來分析影響外國公司進入本

土市場時，對於企業策略訂定的影響： 

（一）當地環境 

通常企業在分析當地環境時，可將之分成總體環境 (general environment)

和競爭環境 (competitive environment)，總體環境包含了地理面、社會文

化面、政治經濟面、科技面、總體經濟面和全球面等六個面向，而競爭環境

包含對於企業對於供給者、購買者、潛在競爭者、同業競爭者和替代者彼此

議價能力強弱的關係，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外國啤酒產業進入本土市場所會

影響之主要因素，因此選定的構面為以下幾點： 

 

1.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變更的風險，對於企業而言，通常兼具機會和威脅，影響企業

的營運效率和獲利，同時對於企業海外投資的意願，具有正面或是負面

的影響，端看政府施行的政策，是否具有穩定性和一致性。管制的解除，

提供企業大展手腳的機會，但是對於一些相關法令的訂定，例如競爭政

策、反托拉斯法或是對於環境保護的要求，亦可能增加企業在當地投資

的成本。 

 

2. 市場狀況： 

對於企業而言，在進入當地市場時，估計市場潛力乃是決定企業到底應

該投入多少資源的重要依據，不但是要估計目前區隔出來的市場大小以

及成長潛力；更要考量的是進入市場的可行性以及公司產品對於市場的

相容性，相容性可包含了有關企業管理目標、品牌形象以及競爭性資源

等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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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環境： 

地主國的文化環境和母國文化環境，在態度、想法、價值觀、語言和溝通、

教育、宗教、美感的認定以及飲食偏好等面向的差距亦可能影響企業是否

進入他國的考量因素，在比較地主國和本國文化差異的分析架構上，包含

了高背景－低背景的文化觀念(High-low context)、Hofstede 的五個文化

面向等，和母國企業所在地的文化差距，可能影響企業策略的訂定和實

行，對於企業成本的考量亦有重要的影響。 

 

4. 主要競爭者： 

在啤酒市場當中的競爭者，可以以下幾種概念加以定義，策略群體，即

為是在同一產業中，一群追求相類似的競爭策略，並且具有相似特性的

廠商，在觀念上的界定及採取相似策略的競爭廠商之群集。或是以生產

相類似的產品，或是彼此之間在資源和能力上都具有相當性。 

 

（二）公司內部環境 

1.  管理階層導向 

    當企業在思考對於海外市場的國際行銷的策略時，管理階層會對於當地

的行銷活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管理階層導向包含母國中心導向、多元

中心導向、區域導向和全球中心導向，採取何種導向將可決定在當地的

子公司所能裁決之行銷活動決策權的多寡。 

 

2.  資源和能力 

吳思華(2000)認為，資產是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要素存量，並可區

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品牌/商譽、公司文化資產)；後者是指企業建

構與配置資源的能力，又可區分為組織能力(業務運作能力、技術創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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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能力、組織文化組織記憶與學習)和個人能力(專業技術能力、管

理能力和人際網路)。對於外國廠商而言，除了上述的資源和能力，其過

去累積的國際行銷經驗，在進入本土市場時，對於企業策略的制定同樣

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三）國外市場進入策略 

在考慮了外部環境以及公司內部環境之後，以企業策略來分析外國企業進入

本土市場時，所可能考量的因素如下， 

1. 公司層級：探討外國企業進入動機和進入模式； 

2. 事業層級：與當地利害關係人建立關係、決定如何利用來源國形象以及

消費者文化定位與其他外來競爭者和本土廠商抗衡； 

3. 功能層級：在國際產品活動發展策略上之實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