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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B2C 電子商務的核心資源、互
補性資源與持久競爭優勢的關係，希望能建立起一
虛實整合的成功經營模式。在利用策略矩陣針對四
大類網站、八個個案公司進行經營策略分析後，本
研究發現：
1.在同一類型的網站經營中，不同的廠商因為擁有
相異的核心資源，故採取不同的經營模式；

2.不同的核心資源，需要不同的互補性資源，才能
建構完整的經營模式，使其有效運作；

3.廠商因為擁有的資源特性與定位不同，影響了其
垂直/水平整合的利弊與能力；

4.廠商必須充分掌握顧客的需求特性，並整合該網
站經營流程（產業價值鍊）中的核心資源與互補
資源，才能建立具附加價值的產品特色，形成持
久的競爭優勢。

關鍵詞：電子商務、策略矩陣、互補性資源、競爭
優勢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re competence、complementary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B2C E-commer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 of integrated virtual and reality. By 
using Strategic-Matrix analysis business strategies of 
four categories and eight cases of web sites, fou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1.In the same type of web site, firms adopt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because of different core 
competences.

2.Firms have different core competences should 
acquire appropriate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 B2C business model.

3.Firm’s positioning and characters of resources will 
influence the benefits and abilitie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of firms.

4.Firm should integrate core competences and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for build up a high 
value-added business model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Keywords: E-commerce, complementary resource,
Strategic-Matrix, competitive advantage

二、緣由與目的

隨著網際網路（Internet）的蓬勃發展，造就了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的快速興起，並
形成龐大的潛在商機。根據資策會的調查顯示，至
1999 年 7 月為止，台灣已有超過 400 萬的上網人
口，且有超過 12,000 個的商業網站成立。供需雙方
的快速成長顯示出電子商務這個新興的”產業”正處
於激烈競爭的成長階段。

根據 Porter（1980）的觀點，一個產業的競爭
壓力來自五個來源，對於電子商務產業來說，除了
既有網路廠商的競爭之外，非網路業者（供應商或
潛在進入者）的加入可能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舉
例來說，全球最大的網路書店 Amazon.com 正面臨
美國最大實體書店 Barnes & Noble 的挑戰；而國內
的中時報系、宏碁集團、年代集團與聯合報系則已
陸續進入網路市場，至於國內零售業的領導者統一
超商，也正式進入電子商務領域；另外如證券業者
也都一窩蜂地投入網路下單的市場。這些實體廠商
的加入顯然已造成網路廠商的巨大衝擊。

面對強大的競爭壓力，大多數的網路廠商無不
積極思索如何擴大資源以維持競爭優勢，其中最主
要的策略包括與更多的網站連結、策略聯盟或購併
其他網路公司，但較為特殊的則是有一些網路業者
開始自行建立實體設施，例如 Amazon 建立物流系
統。相對的，對於新進入者而言，如何將既有資源
結合網路特性，以發揮互補綜效（synergy），則是
最重要的策略議題，於是紛紛開始建置網站，企圖
從實際的營運中尋求最佳的經營模式。

分析電子商務的先佔廠商，其大多是基於擁有
「網路特定」（Internet-specific）資源，如網路技
術、設備、人才與網站營運經驗等，而可以在虛擬
世界中擁有「網路優勢」；至於新進入的非網路廠
商，則是在真實世界中擁有實體品牌、產品、配送
系統、顧客服務經驗等資源，因而具備「實體優
勢」。然而，就目前電子商務的競爭態勢而言，無
論是網路業者或是非網路業者，似乎都認知到要在
電子商務產業中取得領先，單靠網路優勢並無法達
成，因此網路業者開始「實體化」以強化競爭優勢，
而實體業者則開始「網路化」以爭食電子商務市場
大餅。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實體化還是網路化，似乎
都透露出現有網路業者的先佔優勢並無法持久擁
有，換句話說，網路廠商的核心資源可能因為競爭
者的抄襲、模仿而喪失其優勢，因此需要其他「互
補性」的資源來強化核心資源的不可模仿性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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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如此才能建立持久競爭優勢（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另外，不同的核心資源可
能具有不同的特性，故需要不同的互補性資源。因
而引發本研究探討核心資源類型與互補性資源的
關連，以及資源互補與持久競爭優勢的關係。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問題的陳述，本研究擬
以資源基礎理論的觀點來探討 B2C 電子商務的核
心資源、互補性資源與持久競爭優勢的關係，並發
展描述性與規範性的模式，希望能達到以下研究目
的：
1.分析國內 B2C 電子商務網站的經營策略；
2.分析不同經營型態網站所具備的資源，歸納出核
心資源類型與特性；

3.分析不同經營型態的網站需要何種互補性資源；
4.建立核心資源、互補性資源與持久競爭優勢的關
係模式。

三、研究結論

以下，本研究將針對四類不同經營型態的電子
商務廠商，歸納分析其所擁有的核心資源、互補性
資源，以及此兩項資源與持久競爭優勢之關係。
（一）核心資源分析

本研究在分析國內 B2C 電子商務四大類、八家
個案公司的經營策略後發現，在同一類型的網站經
營中，廠商因擁有不同的資源基礎，故採取不同的
經營模式，以滿足顧客相同或相異的需求。

以網路書店為例，博客來因擁有強大的網路技
術能力，因此其經營重心便放在建置書籍資料庫與
網站介面，希望藉由網站上完善的資訊服務為消費
者降低購書時資訊搜尋的成本，然後透過與連鎖便
利商店的合作，完成書籍的配送，以完成交易程
序。反觀金石堂的策略作法，由於其擁有知名的品
牌、100 家實體書店與既有的書籍資料庫，故在結
合外界的技術資源後，可快速建立起網路書店；為
了滿足將來實體書店與網路書店大量的物流需
求，金石堂將重心擺在物流體系的建置，希望未來
能在書籍的配送效率上，提供消費者更多的價值。

在理財網站方面，擁有大量財經新聞與擁有專
業資訊製作能力的廠商，主要的經營模式是結合資
訊科技、理財新聞與專業分析資料庫，以親和性高
的網站介面，提供消費者最即時、豐富與正確的財
經訊息。擁有技術能力的廠商，則可以結合證券公
司的投資分析，利用資訊科技建置網路下單平台，
並整合從證期會取得的股票即時交易資訊，提供投
資人網路下單的服務。另外許多投信業者，則是結
合資訊科技與基金理財資訊，在網路上販售本身的
基金產品。而實體的商業銀行，則是利用資訊科
技，將個人活儲帳戶管理、存款、貸款與信用卡等
基本業務網路化，提供消費者網路銀行的服務。

在旅遊網站方面，與旅遊業相關的實體業者，
因擁有自行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故可以利用網路技
術，將本身的業務網路化，提供消費者大量的資訊
服務與有效率的交易方式。例如航空公司與飯店業
者可提供線上訂票與線上訂房服務，媒體業者則可
以提供消費者豐富的旅遊資訊。此外，對於擁有旅

遊產品企畫能力與整合協調能力的實體旅行業者
來說，其可以將眾多的產品放置在網路上銷售，把
網站視為新興的通路與行銷管道。而擁有旅遊專業
知識的個人或資訊科技公司，則可以定位在通路角
色，以一個功能完善的網路平台，將各式各項的旅
遊產品（包括機位、房間、旅遊資訊、個人行、團
體行、旅遊周邊產品等）整合在一起，以提供消費
者一次購足的服務。

最後，以學習網站來說，擁有大量講師與課程
內容的學校機構通常是將網路教學視為輔助的教
學方法。而企管顧問公司則是擁有線上學習課程的
研發能力，因此其主要是將線上課程提供給企業客
戶，做為基層主管與一般員工的教育訓練之用。至
於擁有技術專長的資訊公司，則是以開發線上學習
平台與提供教育訓練課程資訊為主，以扮演技術服
務與資訊仲介的角色。

表 1  不同經營類型廠商之核心資源分析
網站
類型

廠商背景 核心資源
網站特色

（經營模式）

資訊科技公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資訊服務
網路
書店

實體書店
品牌、資料庫、
通路

交易效率

商業銀行 品牌、個人帳戶 網路銀行

資訊科技公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網路下單

投信業者 基金產品 基金線上申購
理財
網站

財經媒體公司 資料庫
財經專業內容提
供

實體業者（航空
公司、飯店業者
與旅遊媒體）

實體產品（機
票、房間、旅遊
資訊）

線上訂票、線上
訂房與旅遊專業
內容提供

實體旅行社
品牌、產品企畫
與整合協調能
力（導遊）

自有商品線上銷
售

旅遊
網站

資訊科技公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一次購足服務

學校教育機構
教師與課程內
容

網路輔助教學

企管顧問公司
線上課程研發
能力

線上互動式學習
學習
網站

資訊科技公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教育訓練專業內
容提供

（二）互補性資源分析
上述不同背景的廠商因擁有不同的資源基礎

（核心資源），故採取的經營經模式也有所差異。
然而，要使得其所訴求的產品特色能夠實現，也就
是要能真正提供價值，必須還要許多互補性資源的
配合，才能使經營模式有效運作，產生預期的效益。

以網路書店為例，博客來雖然擁有強大的技術
能力，得以建置功能完善及親和性高的網路使用介
面，但是還需要書籍資料庫與書評資料庫的互補，
才能提供良好的資訊服務。此外，物流配送的成本
與效率將影響整個網路書店的顧客價值是否可以
完整實現。因此，有效率的物流系統或綿密的通
路，將是博客來最重要的互補性資源。反之，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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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雖擁有品牌、書籍資料庫與實體通路，但若缺乏
顧客化的網路技術，將無法順利在虛擬世界中營
運。此外，金石堂 100 家實體書店的廣度與密度並
不高，因此無法提供顧客方便的到店取貨服務，因
此還需要其他通路的支援或物流業者的支援，故有
效率的物流系統或綿密的通路，仍是金石堂重要的
互補性資源。

在理財網站方面，實體銀行雖然擁有品牌與個
人帳戶，但由於銀行的業務繁多，系統複雜且整合
不易，因此亟需強大的資訊技術能力來整合各項金
融商品與服務，以提供客戶完整的線上資產管理服
務。無論是虛擬的網路券商或是實體的證券公司，
其要能提供完善的網路下單服務，除了要有強大的
資訊技術以建置功能強大與架構穩定的交易平台
之外，最重要的便是要有專業的證券投資分析資
訊，以協助客戶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而投信公司
的基金網站，則需要配合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此有賴資訊科技能力），使得該網站可以依據顧
客的投資金額、風險偏好、投資標的偏好、既有投
資組合狀況、獲利期望值與其他條件等，提供個人
化的基金投資建議方案，以量身訂做的服務，提高
客戶的投資效益。最後，以提供專業財經資訊為主
的網站，則需要顧客化的技術能力，以設計出功能
強大、親和性高的網站使用環境，將各項專業內容
最有效的呈現。

在旅遊網站方面，由航空公司、飯店業者、媒
體業者與旅行社所成立的旅遊網站，最重要的互補
性資源便是資訊科技。因為無論是要將既有的作業
程序網路化，或是要將產品/服務資訊化，都必須藉
助強大的資訊技術能力。而定位在通路的虛擬旅遊
網站，最重要的互補性資源就是上游各家廠商生產
的旅遊產品；因此資訊科技公司需要藉由本身清楚
的定位，採用策略聯盟的方式，有效整合各家廠商
的產品與服務，以提供消費者一次購足的服務。

最後，在學習網站方面，學校教育機構最重要
的互補性資源是資訊科技與管理激勵制度。前者是
將大量課程內容網路化的關鍵，後者則是將學習網
站導入企業化經營的基礎。企管顧問公司的線上學
習課程則需要實體的教育訓練課程來互補。因為線
上課程與實體課程所形成的產品組合，可以提供企
業客戶更多元的選擇，滿足其不同的需求。以資訊
科技公司為背景的學習網站，最重要的互補資源是
教育訓練課程供應商的課程資料與講師資料，因為
這兩大資料庫的正確性、豐富性與即時性，是影響
其網站效益的重要因素。

（三）核心資源與互補性資源之整合分析
由於核心資源必須和互補性資源相互整合，才

能產生綜效，形成持久競爭優勢。因此對於不同經
營型態的電子商務廠商而言，要如何取得（整合）
互補性資源，便成為重要的策略課題。

對於擁有核心資源的廠商來說，根據交易成本
理論的觀點，其想要取得互補性資源，可以採用自
行建置（內部化）、合作（網絡），或是由市場上
購買三種方式。其中自行建置要考慮垂直/水平整合
的難易程度與利弊；合作則要考慮雙方的談判力與

相對價值；由市場上購買則要考慮該資源的市場可
取得性與整合的效益。

表 2  不同核心資源廠商之互補性資源分析
網站類

型
廠商背景 核心資源 互補性資源

資訊科技公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資料庫、物流系統
或通路網路書

店
實體書店

品牌、資料
庫、通路

資訊科技、物流系
統或通路

商業銀行
品牌、個人帳
戶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更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資料庫

投信業者 基金產品 資訊科技

理財網
站

財經媒體公司 資料庫 資訊科技
實體業者（航
空公司、飯店
業者與旅遊媒
體）

實體產品（機
票、房間、旅
遊資訊）

資訊科技

實體旅行社
品牌、產品企
畫與整合協調
能力（導遊）

資訊科技

旅遊網
站

資訊科技公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實體產品與服務

學校教育機構
教師與課程內
容

資訊科技、管理激
勵制度

企管顧問公司
線上課程研發
能力

實體教育訓練課
程

學習網
站

資訊科技公司
網路與資訊技
術

資料庫

以網路書店為例，當虛擬的廠商想要取得實體
的物流或通路來完成整個顧客價值系統時，大多數
的業者都是採取策略聯盟的方式與之合作，理由是
自行垂直整合相當困難，因為物流系統需要大量的
規模經濟與相當廣的地理分散，所需的資金與技術
也相當密集，因此形成極高的進入障礙。若是採取
市場交易的方式整合物流系統，則會產生介面管理
不易的情況，導致整合效率不彰。但是，當虛擬的
網路書店想要與實體的物流公司（或通路）進行合
作時，往往缺乏相對的談判能力，因為虛擬資源相
較於實體資源，屬於進入障礙低、市場容易取得，
以及短期可以建構的；而實體的物流系統或通路則
是資金與技術密集，且對於顧客需求的瞭解與品牌
資產，更是虛擬公司難以望其項背的。所以，在可
預見的未來，以販售實體產品為主的電子商務，由
實體公司購併（或自行設立）虛擬公司，應該是重
要的發展趨勢之一。

在理財網站方面，一般商業銀行採垂直整合資
訊科技這項互補性資源的情況並不多，理由是因為
不具規模經濟（人事成本繁重）。然而採技術外包
的結果，卻往往讓銀行業者的資訊系統缺乏整體規
畫，在與內部系統的整合上缺乏效率，日後的維護
與管理效率也不彰。故對於銀行而言，若想建立金
融電子化服務的競爭優勢，自行培養一支專業的技
術團隊，將是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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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投信業者部份，資訊科技雖然也是重要的
互補性資源，但自行垂直整合的效益並不如銀行業
者。理由是投信的業務單純，內部系統整合的需求
不高，或相對於銀行而言，所需要的系統或交易平
台比較單純，因此只要委託外面的專業資訊服務公
司，為其開發客制化的系統與日後的管理維護，即
可結合績效良好的基金產品，創造顧客價值。

以提供財經報導與專業投資報告為主的理財
網站，同樣也需要資訊科技的互補，以更有效的資
訊呈現方式，強化該內容的價值。此時這類的理財
網站最好也是採取技術外包的方式來開發網站平
台，理由與投信業者相同。

至於以網路下單為主的理財網站，則需要大量
的證券投資專業分析資訊，來協助投資人做出正確
的投資決策。然而這些專業內容的自製難度高（需
大量專業分析師），因此採取與專門提供理財資訊
的網站或實體的證券公司合作，將是取得該互補性
資源的捷徑。

由於上述四種網站間同時存在著高度互補的
需求，因此未來理財網站的相互整合，將是重要的
趨勢。從四種理財網站的經營背景來分析，銀行是
進入障礙最高的行業，其所擁有的核心資源也是最
難建構與取得的。相對的，證券公司、投信公司與
財經媒體便顯得較易進入，其中又以純粹提供網路
下單的網路券商最容易被取代，因為目前的資訊人
員流動率高、交易平台也日趨成熟，故有意跨入網
路下單市場的公司，都能藉由收購的方式取得該項
核心資源。其次則是投信公司，由於優秀的基金經
理人往往成為各大公司挖角的對象，因此如果擁有
足夠的資金，取得此項核心資源也並非難事。此
外，即使不垂直整合，基金產品的市場可取得性也
相當高，只要是擁有龐大的顧客基礎，投信公司隨
時都歡迎通路代銷其基金產品。在自行建置上較為
困難的則是財經資料庫，尤其是專業性的投資分析
資訊，其需要大量專業人員的製作與長期累積，故
在短時間內不容易被模仿。不過，只要擁有龐大的
資金做後盾，以購併的方式取得財經內容網站，也
是一條垂直整合的捷徑。故在未來的理財網站水平
整合過程中，銀行將最有條件與能力扮演主導的角
色。

在旅遊網站方面，由航空公司、飯店業者、媒
體業者與旅行社所成立的旅遊網站，最重要的互補
性資源是資訊科技。然而，這一類的實體企業通常
不會自行培養資訊人員，而是委由外部的資訊公司
為其開發特定系統與建置網站，並進行後續的維護
管理，理由是個別的廠商並不具有規模經濟，整合
介面的管理也相對容易。

至於定位在通路的虛擬旅遊網站，則需要大量
整合上述廠商的產品。由於旅遊的需求具有多元化
的特性，因此產品線的廣度將是重要的競爭優勢。
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在整合的過程中，以定位在
通路的虛擬旅遊網站將最有條件與能力扮演主導
的角色。理由是該類型網站相當中立，不像航空公
司、飯店或是旅行社等，因為擁有自有商品，容易
產生水平整合的困難。此外，該類型網站具有優勢
的資訊技術能力，能夠將大量且複雜的機票、飯

店、旅遊商品、旅遊資訊等系統，整合在一個親和
性高、且功能完整的網路介面上，此對於消費者而
言，將可滿足其一次購足的需求。

最後，在學習網站部份，學校教育機構最重要
的互補性資源是資訊科技與管理激勵制度。資訊科
技的取得可以採產學合作的模式，管理激勵制度則
是要從內部的組織變革做起，也就是將學習網站視
為學校重要的競爭優勢，並配置相當的資源加速發
展。企管顧問公司的線上學習課程則需要實體的教
育訓練課程來互補，以提供企業客戶更多元的選
擇，滿足其不同的需求。以資訊科技公司為背景的
學習網站，則多採合作的方式取得教育訓練課程供
應商的課程資料與講師資料；由於其定位在通路性
質，因此中立的角色使其能順利進行整合。

整體來說，學習網站最重要的核心資源是課程
內容，互補資源則是資訊科技，未來在垂直整合的
利弊方面，擁有課程內容的一方應該還是較佔有優
勢，不過更重要的是要能夠整合內容專家、教育科
技專家與網路技術專家，共同研發出內容佳、互動
性高與學習性強的線上課程，才能建立持久的競爭
優勢。

綜合上述的分析，本研究認為擁有核心資源的
廠商與擁有互補性資源的廠商，其相互之間的整合
方式與能力，將受到資源特性、整合介面管理的複
雜性與廠商的定位所影響：
1.當廠商所擁有的資源在整個經營流程中具有關鍵
價值、且在市場上相當稀少、又在短期內難以建
構，模仿又不易時，則該廠商將在整合過程中，
握有較高之談判力，也就是擁有整合之主導權。
例如網路書店中的物流或通路業者、理財網站中
的銀行，以及學習網站中的企管顧問公司。

2.當核心資源與互補性資源的整合牽涉多個作業
（複雜），且需要頻繁、即時的互動時，則廠商
會多採內部化或長期合作的方式取得互補性資
源。例如網路書店與物流業者、銀行與資訊公司。

3.當顧客需求多元化時，則定位在通路性質的廠
商，將有利於各項產品與服務的水平整合。例如
純虛擬的旅遊網站與提供教育訓練資訊的學習網
站。

（四）核心資源、互補性資源與持久競爭優勢之關
係

根據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廠商因為擁有不同
的核心資源，因此切入電子商務的經營方式也就有
所差異；此外，還需要整合不同的互補性資源才能
使特定的經營模式得以有效運作。但是，任何策略
要能夠成功，必須建立許多前提之上，這些前提包
括環境、條件與目標前提。

對於大部份的廠商來說，其已經擁有形成不同
經營模式所需的核心資源，且營運目標也相當確
定，因此檢驗其策略是否可行的關鍵，便在於環境
前提是否存在。本研究認為，對於電子商務廠商而
言，最重要的環境前提莫過於「有哪些顧客覺得網
路所創造的產品特色，具有附加價值？」換句話
說，必須要有足夠的顧客認為，網路所帶來的價值
可以滿足其需求，電子商務才有發展的空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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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擬定經營策略或發展經營模式之前，廠商必
須先瞭解顧客哪些需求，可以透過網路來加以滿
足。

根據第六章的需求分析與產品分析，本研究發
現當消費行為具備「需求多樣性且可區隔」、「交
易頻率高且交易風險低」，或是「有高度互動需求」
等特性時，網路所創造出來的三大產品特色－「提
供大量的資訊」、「提昇作業的效率」與「增加互
動交流」，將可產生極高的附加價值。

當消費者的需求具有多元、多樣化的特性時，
顯示其需求是非標準化的、異質的，因此需要大量
的資訊來比較各類產品的價格、品質與功能等，以
決定是否適用。例如購書、買賣股票、基金申購、
旅遊消費與上課學習等。

當交易頻率高的時候，因電腦作業產生的效率
提昇，可以有效降低消費者的交易成本。例如購
書、轉帳、買賣股票、訂票、訂房等。

當消費者需要高度互動或大量交流的時候，網
路特性之一的高互動性，將產生極高的價值。例如
教學與學習、讀書心得分享、旅遊經驗談與理財知
識交流等。

綜合上述的分析，本研究認為，B2C 電子商務
的經營廠商，必須先充分瞭解顧客的需求特性，然
後掌握該網站經營流程（產業價值鍊）中的核心資
源，並進一步整合重要的互補性資源，才能建立有
效可行的經營模式，以提供具價值的產品與服務，
形成持久之競爭優勢。依據此一策略思考邏輯，本
研究可建立一需求面、資源面與產出面之關係模式
如下：

圖 1  B2C 電子商務需求特性、經營模式與競爭優
勢關係模式

上述需求特性指的是消費者行為特徵，屬於環
境前提；經營模式則是由核心資源與互補性資源整
合之後所構成，而特定之經營模式所創造出來的產
品特色則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

四、本研究管理含意

目前國內 B2C 電子商務的經營，存在著不同成
立背景的網站與經營模式。本研究認為不同的經營
型態代表著不同顧客價值的提供，因此如何確認不
同價值活動組合所擁有的核心資源類型與特性，並
進一步發掘需要何種互補性資源的結合，才能創造

出持久的競爭優勢，相信是實務廠商與研究人員所
共同關心的議題。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結論具有下
列管理含意：

一、對實務的含意
1.協助電子商務廠商檢視本身資源特性與需求：本
研究的結論可以協助廠商瞭解不同類型網站的經
營需要何種核心資源與互補性資源，才能建立持
久競爭優勢。故對於具有網路優勢的業者而言，
本研究將有助於其取得正確的互補性實體資源；
而對於具有實體優勢的廠商而言，本研究則可以
幫助其自我檢視既有的資源是否能與網路特性相
互結合，或需發展何種互補性的網路資源，以建
立持久競爭優勢。

2.協助電子商務廠商思考資源整合方式與定位：由
於核心資源必須和互補性資源相互整合，才能產
生綜效，形成持久競爭優勢。因此廠商必須考慮
本身擁有的資源特性、整合介面管理的複雜性與
市場的定位，才能做出最佳的整合決策。

3.協助電子商務廠商確認顧客的需求特性與產品特
色：除了瞭解本身的核心資源與需要的互補性資
源外，經營電子商務的廠商還必須先瞭解顧客有
哪些需求，可以透過網路所形成的產品特色來加
以滿足。換句話說，必須要有足夠的顧客認為，
網路所帶來的價值可以滿足其需求，電子商務才
有發展的空間。

4.協助電子商務廠商制訂可行之經營模式：過去電
子 商 務 廠 商 所 強 調 之 經 營 模 式 （ Business 
Model），缺乏一嚴謹且具邏輯之建構程序，導致
許多網站有如曇花一現，或逐漸泡沫化。為了提
供網路業者一個策略思考與決策的程序，本研究
利用策略矩陣分析法，將核心資源、互補性資源
與持久競爭優勢之關係，以及顧客需求與產品特
性，做了細緻且完整的分析，此將有助於廠商建
構一可行之經營模式。

二、對理論的含意
1.提供一個分析電子商務經營策略的理論架構：雖
然電子商務興起不過數年光景，但其發展之速度
與幅度遠超過過去任何產業發展的軌跡。面對此
一新興業態，學術界亟需一套有效的理論基礎與
分析架構來描述、解釋與預測各種廠商行為，以
協助企業趨吉避凶，並檢驗傳統管理理論的適用
性。本研究嘗試整合資源基礎理論與資源依賴理
論，配合策略矩陣分析法，發展出一個結合需求
面、資源面與產出面的理論架構，希望能有助於
分析電子商務的經營策略。

2.強化核心資源、互補性資源與持久競爭優勢之關
係：傳統資源基礎理論多偏重核心資源與競爭優
勢的關連，但相對較少探討核心資源與互補性資
源，以及持久競爭優勢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補以
資源依賴的觀點，針對 B2C 電子商務廠商，探討
互補性資源對核心資源與持久競爭優勢關係的影
響，相信對於持久競爭優勢形成的原因，可以提
供更細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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