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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的文獻探討第一節主要是回顧價值鏈的文獻；第二節探討資源基礎觀點；第

三節探討成長策略。這些文獻有助於本研究整理來分析次級資料。 

第一節 價值鏈 

Porter(1985)認為能夠有效診斷競爭優勢，並且藉此診斷改善企業體質的基本工具

就是價值鏈。在價值鏈中，可以把企業運作的各種物質與技術上的各種具體活

動，劃分為產品設計、生產、行銷和運送等主要活動與其他相關的支援活動，將

所有活動的集合以價值鏈來呈現出來。透過價值鏈分析，可以系統化的方法來檢

視企業內所有活動，以及活動之間的互動關係，進一步找出競爭優勢的來源。並

透過分析企業活動對價值鏈的影響，了解到可能對競爭優勢所產生的交互關係，

並加以整合運用，最終才能有效地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根據Porter的研究，價值鏈可將價值活動區分為為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圖2)。 

 

 

 

 

 

圖 2 價值鏈  

(資料來源: 波特(1999),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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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動為涉及產品實質上的原料、生產、運輸、銷售及售後服務等五個範疇的

活動，其中可分為進貨後勤、生產作業、出貨後勤、行銷與銷售、服務。 

 進貨後勤：包括原料採購項目的接收、儲存、分配等相關活動。 

 生產作業：包括由原料轉變為最終產品所有中間流程。 

 出貨後勤：包括產品製造完成後的收集、儲存與運送等相關活動。 

 行銷與銷售：包括使得顧客對於產品產生購買動機與購買行為所有相關活

動。 

 服務：包括提供顧客相關活動來提升或維持產品對於顧客所產生的價值有關

的所有活動。 

支援活動則是由採購、技術發展、人力資源與其他支援主要活動相關的功能所構

成。這些活動包括支援主要營運活動的其他企業運作相關環節。他們有的可以支

援特定的主要活動並同時支援整個價值鏈，如人力資源管理、技術發展與採購。

有的則是支援整個價值鏈，如企業基本設施。這些支援活動也與建構競爭優勢息

息相關。 

 採購：此活動指的是購買價值活動所需的原料、設備、系統等項目所產生功

能活動。 

 技術發展：此活動指的是價值活動進行所需的專業技術、生產程序、生產設

備運作所需技術等活動。 

 人力資源管理：此活動由人員招募、聘用、訓練、發展、維持相關活動所組

成。 

 企業基本設施：此活動包括一般管理、策略規劃、財務、會計、法務、公共

關係等活動。 



也就是說價值鏈將企業依照主要營運活動與支援活動分解開來，藉以了解企業的

成本、特性，以及現在與未來的差異化來源。使得企業能選擇以更低的成本或是

更高的效益來實現策略制定的所有活動，進而獲得競爭優勢。然而公司的價值

鏈，進一步也可以和上游供應商與下游買主的價值鏈相連，將構成一個產業的價

值鏈，這樣將可以把價值鏈作充分有效地串聯。若企業要發展其獨特競爭優勢，

或是為股東創造更高附加價值，即可將企業的經營模式或流程解構成一系列的價

值創造活動，並加以強化成該企業所擁有獨特的價值鏈。 

第二節資源基礎觀點 

Wernerfelt(1984)提出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RBV），提出資源觀

點來分析企業，試圖分析競爭優勢的來源。資源基礎觀點聚焦在企業所擁有的資

源，而非產品本身。Wernerfelt 認為透過資源定位將可建立進入障礙，也就是企

業可藉由妥善利用，或發展其所擁有企業成長所需的資源，使企業得以產生並累

積其他競爭者無法擁有的資源，進而形成企業成長與永續經營的競爭優勢。

Barney(1991)透過檢視企業競爭優勢，與其所擁有資源的關連性的分析中，歸納

出能夠產生競爭優勢的企業資因素指標：價值、稀少性、不可模仿性、不可替代

性。指出企業應尋求本質不同與不易轉移的資源，使得企業所產生的競爭優勢並

非為短期競爭優勢，而是持久性競爭優勢。因此，在競爭優勢的建立過程中，資

源基礎觀點強調公司擁有異質性資源的重要性 (圖 3)。  



 

圖 3 資源特性與持久競爭優勢間之關係                    

資料來源: Barney (1991), p112 

Collis and Montgomery(1995)認為資源基礎觀點不僅進行內部分析，還要結合外

部分析。前者分析的是公司內部的現象，後者分析的是產業與競爭環境。也就是

說資源基礎觀點嘗試用更完整的方式來解釋：為何有些競爭者的獲利較高、該企

業或組織如何運用他們的核心能力、以及如何發展出適合的策略。因此，Collis and 

Montgomery 認為資源基礎觀點是在企業策略領域中重要的競爭優勢分析架構。

資源基礎觀點認為，每家企業的資產和能力之間的差異極大，包括有形的、無形

的資產和能力。因為每家公司都擁有不同的經驗、資產、技術、組織文化。公司

所擁有的資產和能力，來決定執行任務的效率與結果。公司若能擁有具價值的資

源，就能夠確保公司能夠達成目標。具有價值的資源可歸類為: 

• 有形資源：代表容易被具體評價，通常是可以呈現在公司資產負債表上的

資源。其中包括資金、土地、生產廠房、、生產設備、原物料、產品、等

等。有時有形資產對公司的策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由於他們容易被競爭

者模仿的本質，也常常使得他們無法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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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源：包括公司名聲、品牌、組織文化、技術知識、專利、商標以及

可以累積的學習與經驗。這些資源通常對於競爭優勢有著重要的影響。他

們較不易為競爭者所模仿。無形資源也有著不會隨著使用而消耗，甚至隨

著使用而有持續加值的特性。 

• 組織能力：與有形、無形資產不同的是，後二者是屬於要素投入，而組織

能力所指的是組織所用來將投入轉換為產出所使用複雜的資源、人員以及

流程的組合。這些組織的程序以不甚明顯的方式，影響著公司活動的結

果。好的組織能力將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好的組織能力能夠使得公

司運用與競爭者相同的投入要素，卻能夠透過比較好的效率或是比較高的

品質，來提供產品或服務。組織的能力包括所有在企業內與加快效率、提

高效果相關的能力：更快的生產速度、更適切的顧客回應、更高的產品與

服務品質等等，許多成功企業常常會被分析出重要的競爭優勢是來自於，

該企業具備獨特的組織能力。 

除了評估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外，更必須要在資源與各種市場力量的互動中，評估

資源的價值。往往在特定產業或是特定時間具有價值的資源，一旦遇到不同產業

或時代背景，這些價值就會跟著減低。資源基礎觀點把企業的內部能力與外在產

業環境連結在一起，期望能更有效的界定出企業的競爭優勢。過去在實務上會發

現，很難客觀地辨識與評估公司的資源。評估資源價值的過程往往並不明確，而

且相當主觀。而資源基礎觀點嘗試能讓分析評估過程更有條理和更有方法。故資

源是否能夠作為有效策略的基礎，必須先經過外部市場的測試，看它能夠提供哪

些價值(圖 4)。 



 

圖 4 市場力量與價值創造的關係 

一、不可模仿性 

提高產品的不可模仿性，是創造價值的最重要的工作。資源若是難以模仿，產生

的利益就可能持久。如果公司擁有的資源容易被競爭對手模仿，這項資源就只能

產生短暫的價值。但是，許多企業未必會嚴格地進行測試所擁有的資源，而未能

仔細地檢視該資源是否容易被競爭者模仿，常把可被模仿的資源當成長期策略的

基礎，造成企業的競爭優勢無法有效被建立起來。除了正確地辨識出不可模仿的

資源，還要注意到這些資源往往無法具有持久性，競爭者終究會找到方法模仿取

得相似資源。因此，企業也應該進行提早建立或提高進入障礙，並將策略聚焦在

至少具有下列其中一種特點的資源上，以便獲得與維持更長久的利潤： 

1.實質的獨特性 

所謂實質的獨特性，就是指幾乎無法被複製的資源。例如某個交通便利的地

點、獨有的權利或專利，往往都是無法被模仿的資源。 

2.途徑相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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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類資源之所以獨特稀有，乃因為它們是在隨著資源發展過程逐步形成的。

競爭者無法從其他地方取得這類型的資源，競爭者必須必須自行花費許多時

間或是資源才能建立，並無法在短期追上擁有該資源的企業。 

3. 模糊性 

通常是資源產生來源不明。競爭者會因為他們不能了解該資源到底是什麼、

而無法知道模仿的方式。因為企業對於競爭者持續成功的因素可以列出一大

堆結論，也試著找出創新的方式。但是，競爭者最終仍無法成功地複製該資

源。這些模糊性資源的產生往往源自於企業的組織能力，也多是複雜的企業

內流程所造成的結果。 

4.經濟性阻礙 

經濟性阻礙通常發生於企業藉著大規模投資在某一資源上，而產生競爭優勢

時。競爭者雖能複製資源，卻因考量於市場規模的限制，而選擇放棄模仿。

這種情形最可能發生於，競爭優勢所需資源的建立需要大筆的投資資本，且

在既有的市場規模下，無法提供競爭者進入的足夠誘因的時候。 

二、耐久性測試 

資源若能持久，將會為企業帶來更多的價值。與不可模仿性一樣，資源必須要經

過確認與測試，來了解資源帶來的競爭優勢是否能持久。雖然有企業所擁有的資

源在某些特定產業中能歷久不衰，但大多數的資源將會因產業的快速變化，而使

得資源的價值很快降低與消失。 

三、專有性測試 



重要的資源必須專屬於該企業，才能有效地建立企業競爭優勢。但是有時資源所

創造出的價值不一定都將會由該資源擁有者得到。此價值也可能會由替代產品的

競爭而無法保留在該資源擁有者身上，而會轉移至競爭者的掌握中。通常資源專

屬性會由價值創造過程的所有參與者，包括供應商、員工、經銷商、甚至是顧客

的相互關係來決定。 

四、可替代性測試 

企業在評估資源時，常會忽略將公司資源與競爭者的資源作相對比較。每家企業

所看到自己成功經驗的相關資源，便馬上判定那即是該企業的核心資源。但往往

關鍵性資源不應該是由企業內部來評鑑所有資源中哪一項最有價值，而應該是由

透過進行外部評鑑，來判斷企業所擁有的哪一項資源確實比競爭者好。為避免對

於企業的競爭優勢，作出不夠精確的描述，便需將公司的資源清楚地分類。藉由

檢視經過仔細分類的資源特性，才能了解公司的獨特性資源，並加以分析，來確

保產生競爭優勢的基礎。 

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企業必須在與市場不斷維持敏銳度，為未來的競爭而建構

所需要的資源基礎。因此，不論現在所擁有的資源能產生多大的價值，企業必須

持續不斷地在投資與提升關鍵資源上，並規劃有效的策略，將它們運用在具吸引

力的產業中，使它們持續地為公司創造競爭優勢。 

所以，歸納以上探討，資源基礎觀點希望能夠整合組織的有形資源、無形資源以

及組織能力，來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若擁有更多具有價值的、獨特且專有

的、無法模仿的、不易替代的資源，也就越容易獲取利潤與持續成長。 

 

 



第三節 成長向量分析 

Daniels(1983) 認為成長向量分析能夠同時從策略以及與國際化角度來進行分

析。這個工具以產品選擇與市場選擇來進行策略方案的分類，在結合產品以及市

場策略的同時也能夠在矩陣上考慮地理位置的差異。基本上，成長向量矩陣包括

了三種市場選擇以及三種產品選擇(表 2)。因此產生九種不同的向量組合。例如

向量 1，於向量 2、3 都是鎖定相同的顧客群，但是選擇不同的產品組合來進行

銷售。而向量 1 與向量 4、7 都是使用相同的產品組合，但是鎖定不同的目標客

戶來進行銷售。 

表 2  Daniels成長向量矩陣 

    產品選擇 
 
 
市場選擇 

現有產品 改良產品 新產品 

現有市場 1.藉由降低價格或是

品牌辨別來獲取市場

佔有率。 

2.藉由差異化與競

爭者的產品特色

來獲取銷售量。 

3.透過現有的配銷

通路來增加產品

的替換。 

擴展市場 4.透過推銷、降低價

格、新的配銷通路、

新的產品使用用途來

增加產品的使用量。

5.增加產品的差異

性來吸引不同區

隔的顧客。 

6.透過垂直或水平

整合，加入相關性

產品在經由新的

銷售通路進行銷

售。 

新市場 7.擴展至新的地理區

域。 
8.製造產品的差異

化來吸引的新的

地理區域顧客。 

9.同時進行地理位

置及產品的多角

化。 

資料來源：Daniels (1983), p.22. 

九項執行成長策略的國際化手段(表 3)，分別說明如下： 

1. 策略 I：現有市場/現有產品 



為了在這種策略下尋求成長，企業通常會尋求獲得更高的市佔率，其中一種

方式便是獲得產品品牌識別與喜好度，另外一種方式便是提供比競爭者更低

的價格的產品。 

2. 策略 II：現有市場/改良產品 

跟策略 I 相同的是，策略 II 也是試圖獲得更高的市占率。此策略乃透過增加

產品的特色或進行產品改良來達到它的目標。相較於現有的產品，此策略採

取聚焦的策略。改良產品可藉由提高研發或模仿其他公司創新產品來達成。

為執行此策略將會使得企業會透過尋求國外創新來改良產品，尤其在工業國

家多是利用技術擴散來尋求創新突破，另外，由於市場區隔已經逐漸跨越國

界障礙，在某一國家可被接受的產品特色，在另一個國家也同樣會被消費者

接受。在策略 I、IV、VII 也有類似企業向國外搜尋創新來源的情形發生。 

3. 策略 III：現有市場/新產品 

此策略利用既有通路將增加新產品或加入替代商品給現有的客戶。如果成功

的話，這項策略將增加資源利用率。企業有可能向國外進口產品以增加產品

線廣度或替換現有的產品，企業多會尋求國外授權或合作生產產品。策略 II

是產品集中，而策略 III 所採取的是產品多樣化策略。 

4. 策略 IV：擴展市場/現有產品 

此項策略強調經由增加產品使用量來提高銷售量，而非增加市占率。即使產

品已經在產品生命週期中的成熟階段。企業唯有透過吸引新的消費者或是行

銷產品新用途來增加產品使用量，  

5. 策略 V：擴展市場/改良產品 



這個策略與策略 II 的差異在於新產品的創新，對於現有產品而言，此策略

是使得產品加值而不是只是替換現有產品。這種加值使得企業能夠利用產品

的差異性健產品銷售至不同的市場區隔。 

6. 策略 VI：拓展市場/新產品 

此策略與與策略 III 的差異是將新產品銷售給新的消費者。策略 III 是以水平

整合的方式移至相關產品中。本項策略通常藉由垂直整合或提供不相關產品

的多樣化來給新的消費者。企業可藉由國外購併新產品或新的技術來進行產

品多樣化。如果企業採行垂直多樣化來擴充市場，則可藉由取得國外授權、

購買國外公司或是與國外公司合作的方式來取得這種技術。 

7. 策略 VII：新市場/現有產品 

在此項策略中，企業銷售產品至新的市場中來達成公司的成長。對於公司而

言，在國外的銷售對於當地、區域、全國的配銷通路來說都是一項革新流程。

如果企業能成功的採用這個策略，它應該能夠透過降低經驗曲線來降低單位

生產成本，該企業亦可能因此擁有獨特的產品特色，才能採取此策略。 

8. 策略 VIII：新市場/改良產品 

這個策略中，企業將提供不同特色的產品，並將之銷售至新的地理區域。此

策略對於持續在國外市場進行銷售的企業而言，是常見的。企業利用自身產

品的特色來符合新的客戶需求。 

9. 策略 IX：新市場/新產品 

企業有時會藉由異於一般商業原則的方式銷售產品來穩定業績收益。他們會

在似乎一點都不同相關的市場中銷售產品。策略 IX 藉由兩種手段同時進行



多角化。這是不常見的策略。企業通常會不敢同時對於現有產品以及地理位

置進行多角化。雙向多角化可能使得企業偏離原本所建立的能力，進而產生

控制問題。企業通常會是由於產品收購或合併，才會採取雙向多角化。 

表 3 執行成長策略的國際化手段 

策略 

行動方案 國際化執行策略 

I.現有市場 / 現有產品 

a.減少成本以獲取降價或是增加推廣

所需的資金。 

 

 

b.製造更好的產品或是產品識別。 

a.藉由自其他公司或是自己在國外的

生產工廠取得更便宜的產品或元件的

資源；藉由設備進口、生產方式模仿、

取得生產流程技術授權來獲取降低成

本的技術。 

b.藉由商標授權來獲取使用高知名度

或是高聲望的外國產品。 

II. 現有市場 / 改良產品 

a.介紹產品特點。 

 

b.透過品質一致性產生差異化。 

a.模仿或取得國外產品技術授權來將

現有的產品差異化。 

b. 藉由設備進口、生產方式模仿、取

得生產流程技術授權來獲取國外品質

或是流程控制技術。 

III.現有市場 / 新產品 

a.針對現有的顧客水平擴充產品線 

 

b.針對現有的顧客替換產品線 

a.藉由配送國外製造廠商生產的產品

增加補充品；藉由產品模仿或授權，在

國外進行產品發展。 

b.與a相同。但是使用替代產品而不是

使用補充品。 

IV. 擴展市場 / 現有產品 

以產品的新用途或是使用更多的通路 a.以更高的產品使用率以及模仿行銷



來積極推廣。 

 

手法來開發國外市場，有時也需要尋求

當地市場企業的協助。 

V. 擴展市場 / 改良產品 

a.藉由發展更多的產品差異來取得市

場。 

b.改良產品的新用途。 

a.與II a 、IIb相同。 

 

b. 與IVa相同。 

VI. 擴展市場 / 新產品 

a.水平擴展產品線。 

 

b.垂直擴張產品線。 

a.除了不需銷售給現有顧客之外，其餘

與III a相同。 

b.獲取國外供給或是國外生產技術來

使得企業進行向前整合。 

VII.新市場 / 現有產品 

a. 擴展進入新地理位置的市場。 a.透過出口、或是國外投資將產品銷售

至國外。 

VIII. 新市場 / 改良產品 

a.將產品差異來迎合新地理位置的市

場。 
a.除了產品是透過自行研發或取得國

外技術來進行差異化，其餘與VII a相
同。 

IX. 新市場 / 新產品 

a. 銷售多角化、非相關產品至新地理

位置的市場。 
a. 透過自行研發、取得本地或是國外

技術、是透過收購本地或外國企業來增

加新產品銷售至VII a。 

資料來源：Daniels (1983),pp.23~24. 

綜合以上探討，可知透過成長向量分析，可以描述企業在面對產品選擇與市場考

量時，所產生的複雜決策分析。此分析可以協助我們對於企業成長的軌跡與策略

做更詳細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