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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與理論探討 

 

    商業模式是企業經營的商業邏輯與營收概念的具體表現，商業模式是「解釋

企業如何運作的故事」（Stories that explain how enterprises work.）（Magretta,2002），

商業模式是「解釋企業如何在競爭的環境中創造價值並賺取利潤的一種方法或一

組假設」（A business model is a method and a set of assumptions that explains how a 

business creates and earns profit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Lumpkin & Dess,2004）。 

 

企業的建立、成長、轉型或衰敗都可在其商業模式的演變之中找到確切的對

應證據。在一個產業環境裡，多個企業、多個商業模式彼此的位階、次序、流動、

銜接、合作、互補、層級覆蓋形成產業的營運模式，同樣的產業的建立、成長、

轉型或衰敗也都可在其營運模式的演變之中找到確切的對應證據。本研究試圖尋

求一個符合唱片工業現況且能順應未來線上音樂發展的營運模式，以維繫音樂產

業價值鏈上的主要參與者之間的夥伴關係、協同商務關係與彼此核心能力如何互

補、銜接以及最後的利潤分享，讓這個符合現況且能順應未來發展的營運模式啟

動，「改變」以及「如何改變」、找出「權變」的可能方式與途徑是本研究的核心

議題。然而營運模式的改變除了審視自己以外，同時也要想像別人，是一種近乎

「賽局式」的互動關係，產業鏈上的參與者；特別是擁有攸關能力、技術、創新

科技的參與者，往往會驅動（drive）整個網絡。「改變」是決定也是期望的結果，

「如何改變」需要可模擬運用的靈活方法，「權變」則需要綜觀全局且放眼未來。 

 

    本章之目的為回顧針對產業營運模式如何改變以及改變的階段、步驟之相關

研究文獻作為本研究展開的理論基礎，第一節探討對於商業模式改善可供遵循

的、嚴謹的、循序漸進的步驟，第二節深入探討涉及科技創新帶來商業模式的改

變、新市場環境、背景多變複雜，且面對「不可控」的未來時，以「情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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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based）為基礎，「設計」出可指向未來的營運模式。 

Mitchell et al.（2003）的研究發現，績效頂尖的企業是那些不斷檢討以及更

新商業模式以適應環境變化的公司。所以，商業模式不僅描述了企業的商業邏輯

也同時隱含了企業可能的未來，本研究相信商業模式概念、以情境模擬為基礎的

營運模式改變方法，可幫助培養企業的創造力、競爭優勢，並透過商業模型之組

合與模擬以增進企業對未來產業發展的理解與掌握。 

 

第一節 背景理論 

 

    Adamantia and Giaglis (2005)討論商業模式改變的必要性與複雜性，並彙總「具

體的」商業模式改變。以 Senge and Sterman(1994)的學習三部曲（three learning 

stages）與系統動力學（system dynamics）等系統理論為基礎，Petrovic et al. (2001)

及 Auer and Follack(2002)提出了商業模式改變的方法，為從現階段到未來之商業

模式改變的三階段七步驟，如表 2-1。 

 

表 2-1： 改善商業模式的各個階段 （Stages of improving business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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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stage） 步驟（steps） 

a. 從不同的角度去辨識商業模式（identity the BM 

from different angles） 

b. 辨認出商業模式的主要要素（identify the key 

factors of the BM） 

c. 塑造核心強化與平衡回饋圈（Model the core 

reinforcing and balancing feedback loops） 

d. 將商業模式擴展至整個組織網絡（Expand the 

BM to the full network） 

e. 辨識網際網路對商業模型變數的影響（Identify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the BM＇s 

variables） 

f. 辨識與闡明改變問題情況的可能性（Recognize 

and interpret possibilities for changing the problem 

situation） 

了解（understand） 

 

 

 

 

 

 

 

鑑定科技的影響力（ identify 

technology＇s influence） 

 

 

 

 

改變（change） g. 發展執行計畫（Develop an action plan） 

資料來源：Petrovic et al. (2001)；Auer and Follack (2002). 

 

在類似的架構脈絡之下，Kulatilaka and Venkatraman(2001)以企業能力和市場

形成條件為基礎，提出規劃 IT 策略與定義商業模式之選擇性方法，讓企業有採

用新技術的靈活性且可改變既有的商業模式。以這個方法為基礎，Kulatilaka and 

Venkatraman(2001)提出以下三個投資新技術的步驟： 

 

(1) 評估改變的機會，並思考開發這些機會的方式（Assess opportunities for change 

and consider ways to exploit these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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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得選擇機會，包含納入企業與市場未來可能性最高（或最適合）情境的機

會 （ Acquire options ， which includes mixing options reflecting the likeliest 

opportunities and the future scenarios for the company and the marketplace）。 

(3) 執行選擇，包含部署額外的能力、重塑企業、再次評估合夥關係，以及為能

獲得該項選擇所帶來的機會與利基，而需對既有商業模式進行之必要的調整

（Act on options，which involves deploying additional capabilities，restructuring the 

company，reassessing its partnerships，and generally making the necessary adjustment 

to its BM in order to gain the advantage of the option＇s promised opportunities）。 

 

Pramataris et al. (2001)循著不同的方向，利用一套分析工具來幫助受「數位

互動電視」影響之廣告業商業模式進行改變，他們提出一項具有十個系列步驟的

方式，每個步驟皆參照資料收集方法以及理論、分析概念，如表 2-2。 

 

表 2-2：擴展新商業模式的 10 個步驟（Ten steps for derivation of a new BM，iMEDIA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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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視現有市場中主要參與者之間的關係（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developed 

by key players currently in the market） 

2. 設立每一個參與者現有的商業目標（Defining current business objectives for 

each key player） 

3. 鑑定市場現有的產業價值鏈（Identification of current value flows in the 

marketplace） 

4. 辨識市場主要競爭動因（Identification of key competitive drivers in the market）

5. 綜合成現有商業模式（Synthesis of the current BM） 

6. 將創新科技的架構嵌入現有的商業模式之中（Embedding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framework into the current BM） 

7. 為既有主要參與者科技能力發展要件下定義（Defin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for the existing key players） 

8. 為服務供應商所擔任的中介功能下定義（Defining the mediating functions 

performed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9. 在市場中發展新的合作組合：開發新服務供應商的生存空間（Developing a 

new cooperation scheme in the marketplace：exploi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new 

service provider） 

10. 綜合成商業模式（Synthesis of the proposed BM） 

資料來源：Pramataris et al. (2001). 

 

儘管上述這些方法都對商業模式改變提供一個很好的出發點，但當企業面臨

技術創新而需進行商業模式改變時，這些方法所提出來的都是嚴謹的、循序漸進

的步驟供企業遵循，也因此產生一個共通的缺點：工程非常浩大。這些方法可能

比較適合相對穩定且對營運模式改變風險較低的產業環境，相對於 ICT 一日千里

的躍進以及數位內容產業的瞬息萬變，營運模式的改變需要情境模擬以探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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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 

 

第二節  營運模式與商業模式之有關研究 

 

    本研究所論述之「營運模式」與「商業模式」，在本章所引用的相關文獻中

均以「business model」稱之，為在定義上有所區隔，本研究將「營運模式」定義

在產業層級的概念上，產業的營運模式一旦展開，會有不同的以公司型態出現的

個別參與者在其中，所以將「商業模式」定義在個別參與者或公司的商業概念上，

而 其 中 的 每 一 家 公 司 或 許 又 擁 有 數 個 不 通 焦 點 的 商 業 模 式 。 Prahalad & 

Ramaswamy（2000）認為，從顧客端角度來看，價值的來源往往是由一群公司所

組成的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所提供，組織與組織之間，甚至行業與行業之

間的界線已漸趨模糊，以「business model」作為分析的單位，可以跨越組織與產

業的界線。 

 

    一、以「情境模擬為基礎」的營運模式改變方法（A scenario-based methodology 

for BM change） 

 

若涉及因為科技的創新所造就的新市場環境，其背景複雜且多變，前述文獻

所提出之方法，可能在實務上無法提供一個令人滿意的結果。本研究傾向「情境

模擬為基礎」（scenario-based）會比較適合用於處理科技創新帶來營運模式的改

變，這個方法不但讓決策更具彈性，且面對「不可控」的未來時，策略定位的風

險較低。透過描述其主要步驟與對最終目標的貢獻，所製成的一套替代性未來商

業模式情境模擬設計，因為結合上述既有文獻的系統成果，該方法兼具以下特

點：（1）以 Petrovic et al. (2001)與 Auer and Follack (2002)所主張之三階段模式為基

礎；（2）遵循 Kulatilaka and Venkatraman (2001)的方法將「情境模擬」定義為介於

現有與未來商業模式之間的居中步驟；（3）修正使用 iMEDIA 方法，Pramatari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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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1）中的幾個步驟來「設計」出探向未來的商業模式。 

然而，此方法也可透過合併兩個嶄新的特點來延伸既有的研究領域：第一，

未來營運模式的設計乃以一套介於參與者之間的「替代性合作計畫」情境模擬辨

識為基礎。第二，此方法乃遵循 Pateli and Giaglis（2003）所提出之商業模式架構，

包含以組成要素觀點對該商業模式之成效所做的分析。先分為三個階段，再進一

步地延伸出 6 個步驟，而上述分析也正呼應了 Timmers（1998）的觀點：營運模

式是一種產品、服務以及資訊流的架構，這個架構包含了對不同商業參與者及其

角色的描述，對於不同商業參與者潛在利益的描述以及對於營收來源的描述（An 

architecture for the products, service and information flows, includ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business actors and their roles; a description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for the 

various business actor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sources of revenues.），Timmers（1998）。 

圖 2-1 為 Pateli and Giaglis（2005）對應營運模式進化過程中的三個主要階段

的 6 個步驟，各階段之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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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cument the current business model 

Phase 1： Understand 

Phase 2 ：Identify technology＇s influence 

（2）Asses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3）Identify missing roles 

Phase 3： Change 

（4）Define scenarios 

（5）Describe the new business models 

actors, roles, 
responsibilities 

market 
scope 

relationship 
model 

revenue 
model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business 
objectives 

core 
competence 

value 
exchange 
map 

（6）Evaluate the impact of change 

     

             圖 2-1：以情境模擬為基礎的營運模式改變方法 

A scenario-based methodology for BM change 

                  資料來源：Pateli and Giagli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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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一階段：了解，涉及對現有營運模式的詳細資料分析，該分析是為了取

得對現有情況的深入了解，並建立可評估之科技創新衝擊的基準，將商業改變成

果需求瞄準於現有局勢之詳盡資料的模型上。 

 

    第 1 步驟：蒐集現有營運模式的資料，初始步驟包含在商業模式分析架構之

下，描繪出現有商業環境，所得到的營運模式架構可以用來了解特定商業模式的

主要要素（key elements）以及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溝通分享商業與科技擁有者之

間對商業的了解、明確指出科技創新的有效要件、以及辨認改變、擴展現有營運

模式的各種選擇。 

 

    2.第二階段：鑑定科技的影響力，涉及評估科技創新對現有營運模式的衝

擊，其結果為的是要鑑定現有營運模式進化擴展的可能性，包含了以下幾個步驟。 

 

    第 2 步驟：評估科技創新的影響力，包含辨識科技解決方案對商業模式主要

要素所帶來的利益與衝擊，以及加諸於現有營運模式架構的改變之詳細載明。這

項分析促使更適當地規劃改變，徹底利用科技創新提出新方案的能力，因此具有

其重要性。 

 

    第 3 步驟：辨識所欠缺的角色，包含辨識一個或多個因達到新商業機能之全

新角色的需求，以及對每個角色的活動與功能的描述。如同先前所主張的，組織

不會期望擁有提供重頭到尾全套服務的必需競爭力，因此組織會考慮採用合作與

聯盟的方式，而對象一般是可以在管理開發科技要件上，為未來商業模式帶來必

要競爭力的高科技企業夥伴。這個步驟需要有辨識欠缺之競爭力的系統性方法，

如此才可以建立正確的合夥關係。 

 

    3.第三階段：改變，涉及未來營運模式的設計與描述，並完成於透過轉換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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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網絡設計來「具體化」新的營運模式。 

 

    第 4 步驟：定義情境模擬，包含定義出一套情境模擬，每一個情境模擬所提

出的合作計畫與方法皆不相同，並在新商業環境中之新加入與既有參與者之間分

配責任，且辨識證明一個或多個新角色的需求。這個步驟是本方法的關鍵所在，

因為它讓企業得以「試驗」（experiment）替代性商業模式提案、探索其中含義，

並謹慎地朝未來營運模式設計前進。例如，將合夥關係管理的相關風險降至最低

即可假設為前往較低風險、較高成功機會的營運模式改變。 

 

    第 5 步驟：描述新的營運模式，以第 4 步驟所辨識出的情境模擬為基礎，在

這個步驟裡，將會重新檢視現有商業模式中所描述的現有商業局勢（第 1 步驟）。

本步驟主要透過指出未來模式中每個參與者所提供的價值，來描述一個或多個商

業模式，同時在參與者之間的「金流」與「資訊流」進行定義。 

 

    第 6 步驟：評估改變所帶來的衝擊，透過估計轉變後之營運模式所帶來的架

構與市場動態衝擊，已被認定為進行營運模式提案描述結論時的必要內容。這個

步驟對需要進行評估的替代性營運模式下了標準定義，所以能有效地銜接本方法

與未來可能的改變執行計畫。 

 

    儘管上述的步驟中已對科技創新衝擊之下的營運模式改變之「明確穩固方

法」（well-grounded methodology）下了定義，但卻不足以引導營運模式之設計成

果。所欠缺的是分析當發展情境模擬時，組織應如何選擇未來的營運模式。為了

這個目的，本方法還需要加入具有企業特定因素與產業相關因素之情境模擬來進

行評價比較的權變途徑。 

 

    二、評價情境模擬的權變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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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可以預期到的是在不同的市場中，依照其獨有的特性，會有一個或

一個以上的商業模式適用於科技創新發展。情境模擬可引導未來營運模式的發

展，並經由多個影響組織內部（企業）與外部（產業）的要素來定奪取捨。經由

結合產業相關與企業內特定的要素，發展出一系列支援商業模式發展情境模擬的

要點，Pateli and Giaglis（2005），包含： 

 

    （一）、產業相關因素： 

（1）產業結構：重新設計之商業模式所要導入的市場，不是獨占、寡占市場，

就是高度競爭的市場。（2）交易成本與內部發展成本間的平衡：和提供技術創新

之第三方合作夥伴簽約的成本，與內部自行開發所需能力與資源的成本之間的比

較。（3）參與者類型：檢視是否為私人或政府組織所主導之市場，這項區別辨識

可能得以導出應用技術創新之參與者動機與策略動機，進而在這場競爭中找出不

同的定位。 

 

    （二）、企業內部特定因素：（1）策略目標：攸關企業的策略焦點，以及內

部策略目標與技術創新衝擊預期之間的組合。（2）企業能力與資產：企業的市場

定位評估以及目標市場區塊鑑定。現有能力與未來能力發展意圖可點出企業準備

自行或委外執行特定技術活動的程度。 

 

    三、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與使用潛能 

 

    本研究除了探討商業模式納入因應科技創新的改變方法以及將模式導入探

向未來的情境模擬，而其中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與使用潛能，亦是本研究在推

導、運用的過程中不可或缺的工具，Amit & Zott（2001）認為商業模式描述了交

易的內容、結構以及治理的方式，而這些交易是為了掌握商業機會以創造價值而

 - 21 -



目 錄  
 

內    容…………………………………………………………………………頁次

 

致謝詞………………………………………………………………………………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3 

目錄………………………………………………………………………………… 5 

表目錄……………………………………………………………………………… 7 

圖目錄……………………………………………………………………………… 8 

第一章 緒論……………………………………………………………………… 9 

第一節 研究背景…………………………………………………………… 9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流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 14 

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24 

第三節 五力分析模型………………………………………………………29 

第三章 台灣貿易商產業分析 ………………………………………………… 34 

第一節 台灣貿易商結構分析………………………………………………36 

第二節 台灣貿易商的困境與挑戰…………………………………………39 

第三節 台灣中小型貿易業的五力分析……………………………………45 

 5

設計的（A business model depicts the content,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of transactions 

designed so as to create value through the exploitation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sterwalder et al.（2005）彙整辨識商業模式中最常見的組合，對最常見之商業模

式進行了比較並探討其中的要素列出各種組合（Osterwalder and Pigneur， 2003）

，深入提出對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即四大基柱（pillar）以及九大磐石（building 

block），如表2-3，並進一步闡明在上述構成要素涵蓋之下的商業模式定義：「商

業模式為一概念性工具，包含一組構成要素及其彼此之間的關係，並陳述一企業

之商業邏輯；也是企業為一個或多個顧客族群帶來價值以及其企業架構之描述，

及創造、行銷與傳遞該價值與夥伴關係網絡，以驅動利潤和一定水準的營收」（A 

business model is a conceptual tool that contains a set of ele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allows expressing the business logic of a specific firm. It is a description of the value a 

company offers to one or several segments of customers and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firm 

and its network of partners for creating.），Osterwalder et al.（2005）。 

 

表2-3：商業模式的四大「基柱」以及九大「磐石」 

四大基柱 九大磐石 使用潛能描述 

產品 

（product） 

價值點（value 

proposition） 

提出對企業之產品與服務的總體觀（Gives 

an overall view of a company＇s bundl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目標顧客（target 

customer） 

描述企業欲提供價值之顧客族群（Describes 

the segments of customers a company wants to 

offer value to.） 

顧客端

（customer 

interface） 

經銷管道

（distribution 

channel） 

描述企業各種與顧客接觸的方式（Describes 

the various means of the company to get in 

touch with its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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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relationship） 

解釋企業與不同顧客族群所建立之連結類

型（Explains the kind of links a company 

establishes between itself and its different 

customer segments.） 

價值型態（value 

configuration） 

描述活動與資源的安排（Describes the 

arrangement of activities and resources.） 

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y） 

列出執行企業商業模式的必要能力

（Outlines the competencies necessary to 

execute the company＇s business model.） 
基礎建設管理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夥伴網絡（partner 

network） 

描繪與其它企業之間能有效提出價值商品

化之必要合作協議之網絡（Portrays the 

network of cooperativ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mpanies necessary to efficiently offer and 

commercialize value.） 

成本架構（cost 

structure） 

總括商業模式採用之方法的財務成果

（Sums up the monetary consequences of the 

means employed in the business model.） 
財務面

（financial 

aspects） 
營收模式

（revenue model）

描述企業各種營收來源與獲利的方式

（Describes the way a company makes money 

through a variety of revenue flows.） 

資料來源：Ostenwalder, Pigneur and Tucci（2005）. 

 

    探討商業模式的構成要素，除了可以協助描述新的商業模式包括：參與者、

角色扮演、責任、市場規模、商業目標、核心競爭力、關係模型、營收模型、價

值交換地圖、攸關成功的要素等等（Pateli and Giaglis ，2005）。其主要的貢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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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可幫助經營者取得、理解、溝通、設計、分析與改變其企業「商業邏輯」

（business logic）之概念與工具。即便，企業之商業模式就是其商業概念的簡易

代表，仍然有必要為商業模式做出可共同理解之總體描述，成為共通的語言。特

別當進入情境模擬階段，ICT 迫使商業模式越趨錯綜複雜，無法立即察覺到商業

模式之中各種元素與攸關成功要素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模擬情境與選擇權變途徑

時，以想像方式呈現之商業模式可增進彼此的理解，這對來自不同領域、背景的

市場參與者之間的「對話」上相當重要。 

 

    其次，面臨外在與內部的壓力，企業的商業邏輯不斷地在改變，因此要解決

隨著時間改變而改變之特定問題時（如唱片工業的盜版問題：盜版規模、可容忍

度、盜版形式、盜版者皆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一套架構性商業模式方法是

重要的。架構性方法可讓企業與其競爭對手就商業模式進行比較，再則，與來自

完全不同領域之企業商業模式進行比較時，可帶來新的商業模式創新，並可改進

策略、商業組織與技術之組合（Chesbrough and Rosenbloom， 2000）。商業模

式方法更可讓企業加快對商業環境變化的反應，商業模式可改善企業商業邏輯的

管理，其概念可幫助改良商業模式的設計、規劃、變化與應用，無庸置疑地，這

是在充滿不確定性且快速變化之競爭環境中所必要的。 

 

    綜上所述，營運模式描述了整個產業可能的未來，本研究相信商業模式概

念、以情境模擬為基礎的營運模式改變方法，可幫助企業培養創造力、競爭優勢，

並透過商業模型之組合與模擬，增進對未來的理解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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