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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建立於興業精神以及策略管理方面之文獻，提出機會辨識、資源取

用以及資產累積等三要素，以構成企業策略興業之演變軌跡。在理論發展上，

本研究首先確認興業機會形式之多元化，而興業機會之辨識能力則是一種環境

搜尋與產業覺知的主觀開發與瞭解過程。確認機會存在後，企業必須取用資源

以掌握機會；在認知小規模與新企業制約情況下，本研究強調外部資源開發之

重要性。而在企業演化與路徑相依情境思維下，企業資產累積會影響下一階段

之機會辨識與資源取用之興業程序。準此，企業興業便形成一個同時強調創造

性破壞與路徑依賴之動態成長軌跡。在此一軌跡模型引導下，本研究採用比較

個案研究方法，探討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等四家企業個案之策略興業軌

跡，並且解讀其軌跡發展的差異性與共通性。本文最後討論理論、實務意涵，

以及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字：興業精神、策略興業、比較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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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y literature,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Three 
dimensions are emphasized: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asset 
accumulation. The paper argu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as a cumulative, 
evolutionary process begins with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which involves 
environment scanning and industry awareness. Resource-exploitation behavior follows 
and, under conditions of liabilities of smallness and newness, entrepreneurs usually 
mobilize external context of resources to capitalize on potentially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Thi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s path dependent, implying 
that entrepreneurship is shaped by organizational asset and capability that are evolved 
and accumulative over time. With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n mind, the paper adopt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process 
in four Taiwanese firms – Acer, Mitac, UMC and TSMC.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comparative case study 

壹、緒論 

九十年代後，企業面臨環境已大不相同，產業競爭環境產生劇烈改變，包

括：貿易障礙降低、技術發展迅速、資訊科技進步、資金市場自由化等。企業

如何從中生存的議題發酵，因此整合「興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策

略管理」之思維趁勢而起（Hitt, Ireland, Camp, and Sexton, 2002）；其中興業精

神強調機會之搜尋，而策略管理則是搜尋並維繫優勢。準此，本文整理興業精

神及策略興業方面之重要文獻，延伸整合性思考範疇（Venkataraman, 1997；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Shane, 2003），尋找構成企業策略興業軌跡演

變之重要因素，包括「機會辨識」、「資源取用」、以及「資產累積」等三者。

本文之研究目的即以此三因素之互動與相依過程，描述並解釋企業興業及成長

過程的策略興業軌跡。 

在理論發展上，本研究首先確認興業機會形式之多元化，並舉出企業進行

環境搜尋的能力與其創業行為息息相關（Miller, 1983；Zahra, 1993），因此興

業機會之辨識能力則為一種環境搜尋與產業覺知的過程（Barringer and 
Bluedorn, 1999）。確認機會存在後，企業必須取用資源以具體呈現機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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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或服務（Venkataraman, 1997）；在認知新創企業的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本研究強調外部資源開發之重要性（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取得資

源開發興業機會後，企業內部開始累積相關策略資產（Amit and Schoemaker, 
1993；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Thomke and Kuemmerle, 2002）；而在路

徑相依（path dependence）情況下，企業的資產累積便會影響下一階段之機會

辨識與資源取用之興業程序（Brush, Greene, and Hart, 2001）。準此，企業興業

便形成一個強調創造性破壞（含機會辨識與資源取用活動）而且路徑依賴（資

產累積效果）之動態成長軌跡。 

在理論檢視與應用上，本文根據「機會辨識」、「資源取用」、及「資產累

積」三項變數，建構影響企業策略興業軌跡之觀念模式，並採用比較個案研究

方法（compar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Eisenhardt, 1989；Yin, 1984），探

討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四家台灣科技公司之策略興業軌跡。本研究將遵

循程序研究派典（Pettigrew, Woodman, and Cameron, 2001），收集企業歷史資

料，進行年表及敘事體整理，探討四家企業個案在其創始至今（2002 年底）

的過程中，策略興業軌跡之差異性與共通性。 

在比較個案差異分析上，本研究將指出四個案之企業興業與成長過程。

如：宏碁由電子產品代理商朝向自有品牌 PC 製造商精進、神通則由電子產品

代理商轉而在資訊專業通路經營上表現出色、聯電則由原先整合元件製造廠邁

向專業代工廠之路、而台積電則堅持專業代工之定位。準此，企業之策略興業

演化路徑並無單一性，各企業依據能夠取用的外部資源並內化累積成為企業資

產，而產生演化路徑上的獨特性。在共通性分析方面，此四家企業個案初期技

術之來源，均由國內政府研究機構移轉，可知國家研究機構在產業發展（至少

就電腦與半導體而言）初期扮演重要關鍵資源角色；另外國際化乃為台灣企業

興業共同必經之管道；而為接觸國際市場，與國際大廠策略聯盟、合資建廠，

皆為其發展之共同模式。 

就學術貢獻方面，首先，本研究倡議結合「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與「資

產累積」三要素，形成興業軌跡演化架構，以探討分析企業策略興業活動為一

隨著時間變化之程序，應有助於補充現有興業研究文獻在結合內容與程序分析

研究不足之遺憾（Lounsbury and Glynn, 2001；Ahuja and Lampert, 2001）。其

次，本研究依據時間先後擷錄重大事件，將個案之策略興業發展程序區隔為數

個重要階段進行分析，並採取 Low and MacMillan（1988）所提出的策略適應

（strategic adaptation）及生態學觀點（ecological view），強調此程序為一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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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化程序。 

在內容上，本文共分成五大部份。第一部份為緒論，簡述本研究之動機與

目的。第二部分為相關文獻與理論，並提出包括「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資

產累積」三要素之演化程序的觀念性架構。第三部份為研究方法，說明本文採

用的比較個案研究法，並解釋本文選取宏碁、神通、台積電、聯電等四個案之

原因，以及說明資料來源和分析方法。第四部分則是個案比較之分析與討論，

說明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等四個案之策略興業軌跡演變之異同點。第五

部分則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與理論 

一、興業精神文獻回顧 

興業精神之研究雖在最近受到組織與管理學者之普遍且熱烈的重視，但相

關發展卻已有約 70、80 年之歷程。表 1 整理一些主要學者對興業精神內容之

主要闡述，並在以下詳述。 

表1 興業精神的文獻回顧 

學者 定義 

Knight（1921） 強調風險和不確定性，著重富有創業精神的個體具有忍受風險、容忍

不確定性、以及傾向追求成就感等的人格特質。 

Schumpeter（1934） 

認為興業家應是創新者；強調興業家於環境中搜尋機會的過程，於環

境中所啟動的創造性破壞之創新效果，乃為促動資本主義運作之重要

動力。並認為環境中的機會來源包括技術改變、政治與法規改變、以

及社會及人口的改變。 
Schumpeter （1936；
1950） 

認為機會出現的形式包含新商品的導入、新的生產方式、開創一個新

的市場、新的供應原料來源、新的組織。 

Drucker（1985） 興業家所富有之興業精神乃為一項創新行動，在現有資源下以新財富

創造能力來進行。 
Low and MacMillan
（1988） 

提出策略適應（strategic adaptation）及生態學觀點（ecological view），

強調策略興業發展過程乃為一動態的演化程序。 
Bygrave and Hofer
（1991） 

延伸混沌之概念探討興業精神，認為興業程序受到許多前期變數之影

響，而這些變數又受制於初始環境之狀態。 
Gulati and Gargiulo 
（1999） 

視網絡為一個社會變數，關係網路的成形與變化，乃隨企業經驗累積

所產生之結果，主要透過依賴程序路徑進行蛻化與演變。 

Penrose（1959） 強調興業機會存在對於興業精神之重要性；並說明興業機會包含商品

以及服務的機會。 
Kirzner（1973） 提出興業機會之存在，始於市場不均衡之狀態，故興業家可以發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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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定義 
業機會，使市場重回均衡。 

Khilstrom and Laffont
（1979） 

個體因認知差異、直覺判定、資訊錯誤等對資源的價值認定不同，因

此市場資源存在利用不效率之狀況，表示經濟個體可能從中找到興業

機會。 
Kogut and Zander 
（1996） 

興業家若能擁有察覺機會的知識力，應當加以善用，以及培養該能力

使之成為一種優勢來源。 
Barringer and Bluedorn
（1999） 

興業精神首著重於機會的追求，而機會確認乃為興業行為的前兆，為

一個艱辛努力的環境搜尋與產業覺知的過程。 
Alvarez and Barney
（2000） 

興業家積極察覺存在環境中的機會，進而將錯置的資源予以重新利

用，藉以追求創業租。 

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 

興業精神之研究焦點集中在機會辨識、評估、及開發，以區別興業精

神與其他研究領域。當新機會出現時，興業機會的確認是個著重主觀

的過程，因此興業策略上最困難即為辨識該機會的潛在發展價值。 

McDougall and Oviatt
（2000） 

明確指出「國際化企業」以及「興業精神」的研究路徑逐漸交錯。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興業機會追求後，援用適當且關鍵資源以開發之。在內部資源有限下，

端視企業能否經由社會網路脈絡，而從外部環境中接觸並取用到關鍵

資源。 
Stevenson, Roberts, 
and Grousbeck（1985） 

認為興業精神為在不考量現有資源或是能力限制下，仍勇於追求成長

機會的作為與活動。 

Van de Ven （1993） 國家是資源之重要來源，政府資源在基礎科學知識、財務機制、及人

力資源上的投資，乃為興業創新上之重要因素。 
Brush, Greene, and 
Hart（2001） 

興業家轉而尋求與借重適當的外部資源藉以開發機會，表現為外部網

路關係所牽引之資源依賴行為。 
Alvarez and Busenitz
（2001） 

興業面對的外部資源是非常多樣化。 

Nelson and Winter
（1982；1997） 

興業行為強調演化、漸進與路徑依賴之資產累積效果，乃為動態過程

並嵌入於企業獨特路徑之演化軌跡，此往往是企業競爭差異化的主因。 

Amit and Schoemaker
（1993） 

企業可透過策略資產的累積維持其競爭優勢，其中策略資產包括：技

術、企業文化、商譽資產和人力資產等；其主要特性是稀有、不易模

仿及無法交易，並且也非其他資產可供替代。 

Venkataraman（1997） 興業家將依據企業既有累積的資產及察覺週遭環境之變化，進而以經

驗為基礎進行興業投資。 

 

 

興業精神最早概念來自於早期經濟學家，可分為以富有創業精神的個體為

思想中心（individual－centric approach）與研判環境中的創業機會為主軸

（environment－centric approach）的兩個學派（Shane, 2003）。前者強調風險

和不確定性（Knight, 1921），著重該個體具有忍受風險（Khilstrom and Laffont, 
1979）、容忍不確定性（Schere, 1982）以及傾向追求成就感（McClelland, 1961）
等人格特質。後者強調興業家於環境中搜尋機會的過程，此創業活動的關鍵要

素為具破壞性能力的技術改變（competence-destroy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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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man and Anderson, 1986）、產業動態（Hannan and Freeman, 1989）與市

場結構（Acs and Audretsch, 1990）。 

然 Schumpeter（1934）認為於環境中所啟動的創造性破壞之創新效果，

是促動資本主義運作之重要動力；並被視為開啟興業學派之主要先驅（Shane, 
2003）。Schumpeter（1934）認為環境中的機會來源包括技術改變、政治與法

規改變、以及社會及人口的改變；並指出機會出現的形式包含新商品的導入、

新的生產方式、開創一個新的市場、新的供應原料來源、新的組織（Schumpeter, 
1936；1950）。 

Schumpeter（1934）認為興業家（entrepreneur）應是創新者（innovator）；
其擁有個人特屬之資源，以掌握發現的機會（Alvarez and Busenitz, 2001）；進

而動態地進行創造價值，並改良變革生產系統。其中興業家的角色，同時包括

新創事業以及既存企業（Venkataraman, 1997；Brown, Davidson and Wiklund, 
2001）；而其所富有之興業精神乃為一項創新行動，在現有資源下以新財富創

造能力來進行（Drucker, 1985）。進而 Venkataraman（1997）及 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試圖將興業精神之研究領域作一區隔，使之與策略管理

有所區別，故其強調興業精神之研究在於了解如何將機會予以商品化，使之成

為未來的商品及服務，而其專注焦點在於機會是透過誰（who）以及如何（how）

發掘、創造、及開發。 

興業之管理乃為一連串以機會為基礎的活動（Stevenson and Gumpert, 
1985）。自從 Penrose（1959）強調興業機會存在對於興業精神之重要性後，後

續學者對於興業精神之研究，探討興業機會便成為關鍵因素。Kirzner（1973）
提出興業機會之存在，始於市場不均衡之狀態，故興業家可以發掘興業機會，

使市場重回均衡。亦即因個體之認知差異、直覺判定、資訊錯誤等，市場中資

源存在利用不效率之狀況，表示經濟體中的個體對於資源的價值認定不同，即

有可能從中找到興業機會（Khilstrom and Laffont, 1979）；故興業家積極察覺存

在環境中的機會，進而將錯置的資源予以重新利用，藉以追求創業租

（entrepreneurial rents）（Alvarez and Barney, 2000；Alvarez and Busenitz, 
2001）。以輸入－輸出之系統觀點討論，Morris（1998）則認為興業程序之輸

入單元應包含機會、個體組織脈絡、獨特的商業觀念、以及資源，而其產出則

是持續經營的企業、價值創造、新商品或是服務、新技術、以及企業成長等。 

Bygrave and Hofer（1991）延伸混沌之概念探討興業精神，認為興業程序

受到許多前期變數之影響，而這些變數又受制於初始環境之狀態。並認為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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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為一動態且獨特的程序，包含興業前及興業後環境之改變，外在環境應會

隨之不同。換言之，一事業之創立，起於興業家發掘機會，基於其背景脈絡下，

聚集相關資源以開創之；繼而從其創立開始，即與環境不斷交互變動，環境改

變產生新的機會，企業得以在其中不斷創新變革以求成長及永續生存。 

二、觀念架構 

依據興業精神演變至今之文獻脈絡整理，本文採納整合個體與機會

（individual-opportunity nexus）的興業精神架構（Venkataraman, 1997；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Shane, 2003），歸納其重要特質：首先，著重於機會的追

求；而機會確認乃是興業行為的前兆，為一個艱辛努力的環境搜尋與產業覺知

的過程（Barringer and Bluedorn, 1999）。其次，援用適當且關鍵的資源以開發

之，表現為外部網絡關係所牽引之資源依賴（resource dependence）行為（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本研究視網絡為一個社會變數，關係網絡的成形與變化，

乃隨企業經驗累積所產生之結果，主要透過依賴程序路徑進行蛻化與演變

（Gulati and Gargiulo, 1999）。基此，本文定義策略興業程序乃為一連串辨識機

會及運用外部資源以追求成長之興業軌跡。 

準此，本研究建構以「機會辨識」、「資源取用」、以及「資產累積」為三

要素之策略興業演化架構，其間關係如圖 1 所示，並在以下詳述其個別之具體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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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

資產累積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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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資產累積之演化關係圖示 

（一） 機會辨識 

企業創始源起於機會辨識，而興業機會的來源與型態則具多元化特性。

Drucker（1985）指出興業機會的重要來源之一，乃是因應政治、制度、以及

社會變遷下的新組織方式之開發。而 Shane and Venkataraman（2000）的觀點，

則認為興業機會主要集中在商品市場以及技術發展。然由於國際化趨勢，國際

市場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機會來源（Zahra, Hayton, Marcel, and O'Neill, 2001），
故 McDougall and Oviatt（2000）明確指出「國際化企業」以及「興業精神」

的研究路徑逐漸交錯。因此本研究的探索焦點，不僅是商品市場與技術發展構

面的機會發現與開發，更強調國際化、政治、以及社會環境的構面。 

當新機會出現時，興業策略上最困難即為辨識該機會的潛在發展價值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而機會確認是興業行為的前兆，一般常與

「創意的靈光一閃」連上關係，但實際上卻是艱辛努力進行環境搜尋與產業覺

知的過程（Barringer and Bluedorn, 1999）。由於處於不確定與複雜的組織環境

中，管理者藉由搜尋企業所處環境，來察覺產業之相關活動與趨勢訊息

（Hambrick, 1981）；進而協助企業從事機會辨識（Bluedorn, Johnson, Cartwright, 
and Barringer, 1994）。雖然機會的展現是客觀現象，然並非每個人均可察覺，

如同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可發掘晶圓代工之機會所在，但當時並非產業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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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均認同。因此確認興業機會乃為一個主觀判斷的過程（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故興業家若能擁有察覺機會的知識力，應當加以善用，

並培養該能力使之成為一種優勢來源（Kogut and Zander, 1996）。 

（二） 資源取用 

Stevenson, Roberts, and Grousbeck（1985）認為，興業精神為在不考量現

有資源或是能力限制下，仍勇於追求成長機會的作為與活動。相對於規模較大

的企業可直接運用企業內部的、特有的、無法仿效的資源，興業行為常須面對

資源需求的挑戰與承擔各種風險，如：因新設帶來的不利條件（Baum, Calabrese, 
and Silverman, 2000）、因規模小產生的不利（Singh, Tucker, and House, 1986），
或是因企業進入外國產生的不利（Lu and Beamish, 2001）。因此在內部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此牽涉到興業過程中企業能否經由社會網路脈絡，而從外部環境

中接觸並取用關鍵資源（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並將之納入興業活動中，

藉以投資潛在技術，進而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追求技術商品化成功（Alvarez and 
Busenitz, 2001）。亦即，興業家轉而尋求與借重適當的外部資源以開發機會，

表現為外部網路關係所牽引之資源依賴行為（Brush, Greene, and Hart, 2001）。 

興業面對的外部資源是非常多樣化（Alvarez and Busenitz, 2001），其中最

重要至少包含制度資本（Lounsbury and Glynn, 2001）、分配資源（含生產原料、

生產方式－土地、勞力、資本、know-how，以及生產商品等支配生產的資源）

（Brush, Greene, and Hart, 2001）、社會資本（Burt, 1992）、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Begley and Tan, 2001）、各種關係形式（Gulati, Nohria, and Zaheer, 
2000）等社會因素。另外，國家亦是資源之重要來源，政府資源在基礎科學知

識、財務機制、及人力資源上的投資，乃為興業創新上非常重要的因素（Van 
de Ven, 1993）。國家創新系統學派（Carlsson, Jacobsson, Holmen, and Rickne, 
2002；Lundvall, Johnson, Anderson, and Balum, 2002；Nelson and Nelson, 2002；
洪世章，2002）亦強調：國家各項機制要素，如：研究機構、財務融資、合作

夥伴的取得程度，以及接受良好教育人力等，對鼓勵創新活動具有決定性影響。 

由於不確定造成社會變遷，相對地環境容納度也隨之擴大（Tushman and 
Anderson, 1986: 445），因此新創公司可在變革（Hamel, 2000）、混沌（Pascale, 
1999）、及混亂/瓦解（Christensen, 1997）的年代中競爭及成長。因此本研究對

於興業家接觸資源之管道或路徑之解讀，不限於市場發展下給定的結果，包含

興業家個人專屬之社會嵌入網絡，興業家可開發特有之潛在市場與技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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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認為資源之取用應無太大之侷限性。 

（三） 資產累積 

知識的運用與再生有助於企業辨識機會以進行創新與冒險行為（Hoopes 
and Steven, 1999；Yli-Renko, Autio, and Sapienza, 2001）。亦即興業家將依據企

業既有累積的資產及察覺週遭環境之變化，進而以經驗為基礎進行興業投資

（Venkataraman, 1997；Ucbasaran, Westhead, and Wright, 2001），以及企業內部

持續進行研發活動（Cohen and Levinthal, 1990），藉此追求創造價值的創新活

動。基此，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興業家經由努力進行環境搜尋與產業覺知去發

掘興業機會（Barringer and Bluedorn, 1999），搭配其所能獲致之外部資源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內化並累積成為企業資產進而形成持續性優

勢，使得企業得以生存並有效運作（Penrose, 1959），進而影響下一階段之興

業行為。故此強調演化、漸進與路徑依賴之資產累積效果（Alvarez and Busenitz, 
2001），亦可解讀為企業興業軌跡之重要因素（Nelson and Winter, 1982；Barney, 
1991）。 

依據資源/能耐基礎理論（resource- or capability-based theory）的觀點

（Barney, 1986, 1991；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企業可透過策略資產的累

積維持其競爭優勢，其中策略資產包括：技術、企業文化、商譽資產和人力資

產等；而這些策略資產的主要特性是稀有、不易模仿及無法交易，並且也非其

他資產可供替代（Amit and Schoemaker, 1993；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 
Thomke and Kuemmerle, 2002）。此資產或能力的累積乃為動態過程，並且是嵌

入於企業獨特路徑之演化軌跡，而此組織路徑（organizational routine）（Nelson 
and Winter, 1977；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所造成的差異，往往是企業

競爭差異化的主因。譬如：趨勢科技之競爭優勢與創新行為，即根基於長久累

積之電腦病毒偵測與解除能力；Honda 的策略資產與資源，則來自於長久投入

發展之引擎研發能力（Hamel and Prahalad, 1994）。雖然先期投資者並非一定

能在新技術開發上領先後進者，但卻往往較能運用其所累積的資源來引發漸增

報酬，如：Mitchell（1989）對醫學診斷影像產業的研究中，發現那些已擁有

相關製造設備的企業較具優勢。同樣地，Klepper and Simons（2000）認為，

因為累積有較多類似之製造技術經驗，美國收音機廠商因此能在後來出現之早

期電視機工業扮演創新主導角色。相反的例子則見於洪世章（2002）對於台灣

硬碟機工業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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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1 所融合之策略興業演化程序三要素，本文將應用於分屬資訊電腦

產業的宏碁、神通，以及半導體產業的聯電、台積電等四家企業，探討從興業

至今之個別發展過程中之策略興業軌跡，並解讀其軌跡發展的差異性與共通

性。在下一節中，接續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 

參、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企業之策略興業程序，就台灣的個人電腦及半導

體公司—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為研究對象，故本文採用比較個案研究

方法（Eisenhardt, 1989；Ragin, 1987: 34-52；Yin, 1984），探討個別企業之興業

發展過程。個案導向之研究方法，其主要研究目的通常在於歷史性的解釋以及

因果關係分析，因此本研究透過收集資料與證據，拼接各企業之重要歷史事

件，進而編成年表與敘事體；從中描繪個案成長至今之脈絡，俾利探討與分析

個案營運重大歷史事件，並瞭解其因果關係。 

本研究選取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為個案研究對象，其理由有三：第

一，集團創立至今的經營者變動小。宏碁創立於 1976 年、神通創立於 1974
年、聯電創立於 1980 年、台積電成立於 1987 年，此四家公司創立至今，其關

鍵經營者仍是同一人，如：宏碁集團的施振榮先生、神通集團的苗豐強先生、

聯電的曹興誠先生、以及台積電的張忠謀先生。依據 Eisenhardt（1989）提出

個案選取須摒除不相關因素之影響；而在此四個案中，這四位核心經營者與該

集團的經營走向息息相關，並分別帶出各自的經營脈絡，有效降低因關鍵經營

者改變所造成的影響。 

第二，興業機會累積豐富，具展示價值。本文所選取之四家公司中包括個

人電腦以及半導體公司，其企業所處之產業特色具備長時間（至少二十年）持

續的發明與創意，故可從中蒐集大量證據，藉以探討與研究。根據 Eisenhardt
（1989）提出的理論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概念，考量欲建立或印證之

理論的可能性，個案選取方面，應納入表現較為獨特的個案。由於此四家公司

均歷經初創、成長、以及轉型等階段，並在過程中進行長期的策略轉變、重整、

以及投資活動，故其案例內容充滿複雜性與豐富性，有助於了解興業家和社會

脈絡之間的關係（Sexton and Landström, 2000）。 

第三，合適的個案數量。本文在設計個案選取數目方面，考量 Eisenhardt
（1989）與 Pettigrew（1990）所提出個案比較之需要，應以「配對」行之；



企業興業與成長：比較個案研究 
 

 ～90～

亦即環境相同、抑或發展背景相同之個案宜選取至少兩個，並且需將其間之異

同明確列出。因此本文於單一產業內至少選擇兩個個案，包含個人電腦背景之

宏碁、神通，以及半導體公司聯電及台積電。 

本文的資料來源分為次級（secondary）與初級（primary）。在次級資料蒐

集方面，首先透過「卓越商情資料庫」（EBDS）、「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公司剪報、年報及財務報表）、「聯合知

識庫」、各公司新聞稿（網站資料）、天下雜誌網站資料庫、以及各公司股務室

（索取年報），並且參考企業相關著作（王百祿，1988，1994；周正賢，1996；
施振榮，1996；譚仲民，1995；苗豐強，1997；天下編輯，1999；楊艾俐，1998；
張忠謀，1998），從中整理出四個案公司自成立迄今所有重大且攸關成長的策

略事件，分別依年代先後加以排序。另外，在初級資料收集方面，共進行二十

八次企業訪談，包含十八次的企業內部成員訪談，及十一次的企業外部成員訪

談，藉由訪談企業內外部之相關成員，以確認本文對於個案公司之策略興業軌

跡之認定無誤。進而撰寫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之四篇策略興業個案，初

步整理零散資料，並於 EMBA 課堂上進行討論，藉以收集回饋意見（Hung, 
2002）。在資料收集過程中，本文強調個案資料蒐集的多重證據來源，並藉以

建立證據鏈，以確保對研究觀察，備有一組充分的操作性衡量指標；並對個案

進行型態比對、建立解釋、時間序列分析等研究方法（Yin, 1994），以增強本

研究的內部效度；同時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確保後繼研究者可遵循相同研究

脈絡進行研究，並獲致同樣結果。 

在資料分析部分，為建立本研究結果可被概念化的範圍，整合 Yin（1994: 
106）及 Ragin（1987）在個案導向比較法中提出的分析方式，首先以理論建

構「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資產累積」之模型後，依序定義其個別內涵：

興業活動之起始為機會辨識，確認機會存在後，進而取用相關資源以開發之，

而後組織能夠累積相當的策略資產，而這些資產有助於組織辨識下一個市場機

會。建立基本型態後，以多重個案公司（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為實證

分析，詳細記錄並整理個案隨時間所發生的事件及其對應關係，進而編纂年表

與敘事體；從中歸納發展脈絡及型態，並與理論建構基礎進行比對（類似之分

析過程與方法，請見：Tripas and Gavetti, 2000；Carney and Eric, 2002）。並在

多重個案之下，應可確保其概念化之推演範圍，可擴展至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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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析與討論 

分析與討論之前，先就個案基本資料做一瞭解，請見表 2。 

表 2  四個案資本資料 
個案公司 宏碁 神通 台積電 聯電 

成立時間 1976 年 1974 年 1987 年 1980 年 

產業別 個人電腦 個人電腦 半導體 半導體 

主要決策者 施振榮 苗豐強 張忠謀 曹興誠 

決策者個人

主要教育背

景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

士、碩士 

 美國加州柏克

萊 
電機工程學士

 美國加州大學

聖塔克萊拉分

校企管碩士 

 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機械工程

學士、碩士 
 美國史丹福電

機工程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碩士 

決策者重要

工作經歷 
 環宇電子公司

研發工程師、

副理 
 榮泰電子公司

協理 

 英代爾公司工

程師與產品行

銷經理 

 美國德州儀器

IC 部門總經

理、全球半導

體集團總經

理、總公司資

深副總裁 
 美國通用器材

總裁 
 工業技術研究

院院長 

 工業技術研究

院 
電子所副所長 

興業初期 
業務 

零件代理經銷 迷你電腦代理

Intel 銷售代表

晶圓代工 整合元件製造廠 

一、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四個案之策略興業軌跡 

個案 1：宏碁集團策略興業軌跡分析 

依據圖 2 宏碁之策略興業軌跡，本文將其發展過程分為四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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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宏碁策略興業發展之「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與「資產累積」演變

圖示 

施振榮背景
交大電子工程學士及碩士學位
環宇電子研發工程師
榮泰電子研發工程師
瞭解微處理器技術

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1976年創立
代理微處理器產品

∣
1980年

資產累積1980年

微電腦市場萌發

1981年
小教授系列

∣
1986年

微處理器市場萌發

國際化市場機會

1986年

1987年
龍騰十年計畫
企業集團改造

∣
1998年

速食店模式、主從架構、結合地緣—全球組裝製造能
力、行銷運籌及反應市場能力
國際市場擴張—市場版圖
與德儀合資成立德碁半導體—半導體製造能力
與國內其他大廠合資成立封測廠—半導體垂直整合製
造能力

朋友的資金
合資人之前的工作關係
邰中和（曾任職神通電腦）

系統軟體取得
工研院
大陸工程殷之浩

股票市場
保德信集團、花旗銀行、日本住友、大通銀行等外資集團
高圖斯電腦、Service Intelligent、康點電腦等美商公司的技
術及行銷能力
劉英武的國際企業經營能力
政府單位及國內銀行之資金
全球各地財團與大型企業之當地資源

1998年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通訊、軟體、
網路）萌發

1999年
集團多角化及轉型

∣
與和通集團之關係
IBM、HP的技術能力
與奇異、組合國際等異業公司之關係
美商旭電的全球運籌能力
海博通公司的金流服務能力

.

.

進駐科學園區，設置生產線—PC生產製造能力
自有品牌暢銷—企業知名度與社會期望
成功開發個人電腦系統—技術能力
成功銷售小教授系列—行銷能力
宏碁資訊廣場連鎖店設立—通路資源
獲ITT個人電腦OEM訂單—技術與製造能力提升
成立揚智半導體—半導體設計能力

Zilog、Intel微處理器代理銷售—微處理器推廣經驗
為國內其他企業從事產品開發，如：橋牌機—技術
實力
全亞微處理機學習機代理—微處理器應用知識獲取
發行「園丁的話」及開辦訓練課程—企業知名度與
產業認同

機會辨識

機會辨識

機會辨識

資產累積

資產累積

資源取用

資源取用

資源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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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1980： 

(1) 機會辨識：國內微處理器市場萌發，其具備成本及功能上的優勢，惟

市場仍處於萌芽階段，對於微處理器之技術認識有限。由於微處理器

之運用已呈現可取代大型電腦之潛力，故宏碁創立時以微處理器相關

產品為代理標的。 

(2) 資源取用：創立初期，創立資金來自興業團隊內成員共同籌措；由於

尚未建立知名度與企業規模，且外部網絡關係仍薄弱，因此未對國內

其他企業或財團進行募資。除資金外，技術支援乃為代理銷售微處理

器重要一環，除施振榮外，興業團隊另一成員邰中和曾服務於神通電

腦，負責英代爾的微處理器業務；爾後任職於榮泰公司，因工作關係

與其相識，秉持對微處理器的技術認知與堅持，於是被延攬成為宏碁

興業團隊一員。另外兩位成員，涂金泉負責工業設計與國外貿易，沈

立均則專職代理業務。於是宏碁便在有限的資金與人力分配下創立。 

(3) 資產累積：宏碁由代理 Zilog 微處理器產品累積經驗，並進一步取得

英代爾之產品代理權，曾幫助國內其他企業從事四十幾項產品開發，

培養出厚實的技術實力（施振榮，1996：68）。繼而宏碁代理國內全

亞電子之微處理器學習機，累積相關知識，如：技術文件編寫。宏碁

並與全亞合作開辦微處理器研習中心，四年內共訓練了 3,000 位工程

師；並發行《園丁的話》，與舊客戶建立長期關係，並開發潛在客戶，

同時建立企業知名度以及影響力，藉以推廣微處理器之技術。從創立

至 1980 年間，微處理器之代理業務從無到有，宏碁累積企業知名度、

企業代理銷售經驗、技術開發實力、以及微處理器應用面的知識，使

其對微處理器之應用領域有更深的認識。 

2. 1981～1986： 

(1) 機會辨識：基於宏碁對微處理器所累積的應用知識及技術能力，當蘋

果二號引進台灣，開啟國內微電腦市場機會時，宏碁便在資產累積支

援下，跨入微電腦製造生產。 

(2) 資源取用：宏碁在確認小教授一號之產品概念後，施振榮向陳義誠先

生（曾任倫飛電腦總經理）購買已開發完成的軟體。小教授系列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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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熱潮，已成功為宏碁帶入可觀資金、企業知名度與社會認同。爾後，

施振榮參與國際電腦展時，導入 IBM 電腦系統相容之概念，並在政

府大力支持下，與工研院合作開發系統與獲取技術，正式開啟國內個

人電腦的高成長時代。資金方面，除了宏碁自身高度成長的營業額

外，此時施振榮交通大學的學長殷之浩先生（大陸工程董事長），透

過校友關係，在宏碁初具規模時，共同創立宏大興業投資公司。 

(3) 資產累積：宏碁小教授系列以及 IBM 相容電腦之成功，使得宏碁完

整建立生產、行銷體系、行銷能力與技術能力。第一、由於電腦產品

實屬操作複雜度較高的產品，故完整的技術文件乃為推廣以及提供後

續服務的一大重點，故隨即投注心力於技術文件之編寫。第二、由於

小教授系列推廣至海外市場，其所提供之技術文件須含英文及其他主

要外國語文，如：西班牙文、德文等，使得宏碁逐漸培養拓展海外市

場的基本能力。第三、1983年在宏碁與工研院合作開發並推出 IBM 相
容電腦後，到 1986 年，宏碁已具備開發三十二位元電腦之能力，並

領先 IBM 推出產品，證明宏碁在技術開發上的能力。 
    由於小教授系列在國際間引起注意，如：被德國《晶片》（CHIP）
電腦雜誌選為該年度「十大個人電腦代表作」，以及在英國《你的電

腦》（Your Computer）登上封面（施振榮，1996：79），宏碁因此順

利打開國際知名度。宏碁經營自有產品，並設立國內首批資訊連鎖店

「宏碁資訊廣場」，佈建自有通路。在建立生產與行銷體系後，基於

追求整體平衡發展策略，宏碁開始回溯上游跨入半導體產業發展，於

1986 年，成立「揚智科技」，從事「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之

設計。至此一時期，宏碁個人電腦產品的成功，累積其企業知名度以

及營運資金（從 1981 年的新台幣 2.8 億營收至 1986 年逼近 80 億元

大關），引起國內外各界注目。 

3. 1987～1998： 

(1) 機會辨識：宏碁創立至 1980 年代後期，所獲致的各項成功表現，包

括產品銷售、企業知名度、以及國際市場表現，致使宏碁相信拓展國

際市場為其市場機會所在。 

(2) 資源取用：宏碁為進軍國際市場，需大筆資金投入，在政府大力支持

下，協助其成為國內資訊產業第一個公開上市的企業，取得公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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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其次引進外資，如：保德信集團、花旗銀行、日本住友、及大

通銀行等；再者借重具有豐富國際企業的經營經驗與知識的劉英武先

生（曾任職 IBM 副總裁），協助宏碁進行國際化。 
    除此之外，宏碁採取併購的方式進行市場擴張、技術能力獲取、

以及品牌取得，如：併購美國 SI（Service Intelligent），取得維修點及

通路；併購美國康點電腦（Counterpoint），獲得迷你電腦之技術；併

購生產迷你電腦並擁有全球行銷網絡的高圖斯（Altos）電腦，以取

得技術以及行銷能力。其中由於併購高圖斯之金額過高，政府以無息

借款宏碁美金 2,000 萬元，資助其國際化之行動。爾後，開始轉為借

重當地資源，以「結合地緣」策略進行後續國際市場擴張，亦即與各

地的財團或大型企業合作，共同成立公司，經營當地市場。而在半導

體產業的擴張上，宏碁正式跨入記憶體之生產製造，與德州儀器合資

成立德碁。 

(3) 資產累積：宏碁在積極推動國際化的腳步下，其併購結果不如預期造

成巨大虧損，主因在於其併購對象的技術領域並非個人電腦領域，加

上個人電腦技術變遷快速，嚴重考驗宏碁反應市場變化之速度。再

者，規模擴張急速，組織內部管理無法立即反應，因此宏碁進行組織

改造因應危機，因而發展出分散式管理架構，包括：經營模式改變、

組織結構改變、以及經營理念改變，以反應當地市場特質。其中經營

模式上採取速食店模式，在全球各地市場均設組裝點；組織結構採取

主從架構，宏碁總公司授與分公司自主管理之權限；全球設立分公

司，納入當地資金與人力，以品牌結合地緣方式進行。故宏碁在全球

國際市場經營累積出屬於自己的擴張方式，以及更適於全球化管理之

模式。 

4. 1999 之後： 

(1) 機會辨識：1998 年全球經歷低價電腦風波，電腦硬體製造之利潤有

限，而半導體產業持續低迷，因此宏碁在電腦硬體製造所獲利潤嚴重

侵蝕，德碁在 DRAM 生產上則是嚴重虧損。在經歷這些產業變化下，

加上網際網路發展迅速，通訊、資訊、家電等均與網路相連，因此宏

碁決定在網路家電、網際網路應用以及網際網路相關技術與軟體上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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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取用：在新興領域方面為求快速獲取營業知識，故在資源取得

上，宏碁著重與相關業者以聯盟及合資方式進行合作。如：與和通集

團成立宏通創投，投資軟體和通訊產業；與美國奇異合資成立奇碁亞

洲電子商務服務公司，以亞洲為營運地區，提供 B2B 電子商務服務；

與組合國際共同投資華捷公司，進軍網際網路應用服務市場；與美國

半導體合作開發 XC 產品；與惠普簽下研發合約，共同開發資訊家電。

在既有製造領域上，則與全球最大專業合約代工廠美商旭電策略聯

盟，宏碁提供技術，旭電提供製造組裝暨運籌管理據點；並與 IBM
策略聯盟，進行相互採購、產品開發，與技術支援等合作。 

個案 2：神通集團策略興業軌跡分析 

依據圖 3 神通之策略興業軌跡，本文將其發展過程分為四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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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資產累積

Q1電腦系統、英代爾微處理器代理銷售—微處理器
產品推廣經驗
產品線之全面性及系統整合能力
迷你電腦銷售與技術支援能力
官方與軍方市場（中科院、主計處、刑事警察局）
之拓展與取得

 苗豐強背景
聯強實業創辦人苗育秀之長子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機工程學士
美商英代爾工程師及產品行銷經理
瞭解微處理器技術

.

.

1974年創立
代理微處理器產品

∣
1978年

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

微處理器市場萌發

台安飼料的資金
合資人的前任工作關係
與聯華集團的關係
朱厚天（熟悉政府部門資訊採購流程）
苗豐強政治人脈與國際人脈關係

1979年
多品牌產品代理

∣
1987年

多品牌電腦系統產品進入台灣市場
微電腦市場萌發

余宏陽的資金
與聯華實業、中華開發、中國信託集團、嘉新水泥等
公司之關係

1987年

多品牌電腦系統以及零組件代理經銷能力
資訊系統整合能力
經營國際市場之能力
進駐竹科，建立量產PC生產線—PC製造生產能力
軍方及官方市場持續拓展
為ITT代工生產個人電腦—技術與製造能力提升
通路資源累積

1988年
聯強國際成立

∣
1998年

1998年
國際市場版圖擴張
專業物流與通路經營能力
外銷能力及海外據點服務能力
全球電腦系統組裝能力
聯強SYNNEX之全球品牌知名度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通訊、軟體、
網路）萌發

美商大型電話電腦整合系統奧地堅（AltiGen）公司網路設備
產品
美商電子管理公司的大型網路軟硬體服務能力
正文科技、正誠科技、美國矽谷ESANT公司的無線通訊技術

1999年
集團轉型及改造

∣

專業通路市場萌發
國際化市場機會

與歐洲最大電子零組件經銷商英商LEX的關係
蘇亮的國際化企業經營經驗
與技術領先廠商美國奇異之關係
中信集團、政府單位的資金
股票市場
美商康帕克、美國電腦天地、英國大型資訊行銷通路等國際市
場通路資源

機會辨識

機會辨識

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

資源取用

資源取用

資產累積

資產累積

 
圖 3 神通策略興業發展之「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與「資產累積」演變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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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4～1978： 

(1) 機會辨識：與宏碁類似。1970 年代初期，相較當時大型電腦系統而

言，微處理器設計系統成本低且功能強，神通即意識到微處理器的市

場機會。 

(2) 資源取用：苗豐強與聯華實業的關係，使神通在初期可獲取資金及信

譽上的支援。更在親友協助下，獲取台安飼料廠老闆的資金支援，加

上侯清雄任職於惠普期間與 Q1 電腦已有聯繫，故順利取得微處理器

相關的第一項產品代理權，繼而更代理了英代爾的微處理器產品。而

苗豐強透過在美國工作時於矽谷建立的人脈關係，神通得以在初期陸

續代理其他世界大廠的相關產品，以利配套系統銷售。1970 年代後

期，神通為了銷售產品給政府部門，透過朋友關係找到曾任職於政府

財稅中心電腦部門的朱厚天加盟神通，由於對政府部門資訊採購流程

相當熟悉，故促使神通順利推動政府部門之業務。 

(3) 資產累積：興業初期順利取得 Q1 和英代爾微處理器的代理權後，為

銷售此項產品，必須協助客戶解決各項系統整合之問題，因此神通在

處理本土業務上，累積各項問題解決能力，包含：設計、銷售以及維

修技術等，有效強化後續業務拓展能力。繼而神通發展商用迷你電腦

之業務，自行開發介面設施，連結迷你電腦之主機與不同品牌的印表

機、磁帶機相關週邊產品連線，以有效降低成本。1970 年代後期，

神通在資源之整合下（朱厚天加盟以及苗豐強人脈關係），進入官方

及軍方市場。 

2. 1979～1987： 

(1) 機會辨識：此時台灣的微電腦市場萌發，加上各電腦設備大廠的產品

陸續進入台灣，台灣電腦市場成長迅速。神通電腦意識到這方面的廣

大商機，因此積極投入成長活動。 

(2) 資源取用：此一階段，因應業務持續擴張至多品牌迷你電腦代理、微

電腦生產製造，因此苗豐強開始對外正式增資，以利營運上擴張。首

先，神通和余宏揚共同投資資通電腦發展軟體；其次，苗豐強透過家

族人脈關係，邀集聯華實業、中華開發、中國信託集團投資神通電腦，

並與嘉新水泥及中國信託成立中國嘉通公司，發展系統整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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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產累積：此一時期，神通為代理多品牌產品，已顯露神通在代理銷

售方面所累積的大量資源。早期神通致力於代理各項電腦週邊設施，

便於提供完整系統，因此到了此一時期，已擴張成立各自負責的分公

司，並形成相互競爭之品牌產品。在代理銷售領域，神通除自己代理

產品外，擁有聯通專門代理零組件、有別於原來的波金艾瑪產品線成

立華光代理迪吉多電腦，故神通在資訊產品代理領域累積相當的產品

項目、營運經驗，以及與國際大廠的關係，而這些資源成為神通的特

殊資產，使其能在代理銷售中深耕，持續獲取其他廠商之產品代理

權。由於個人電腦系統之作業系統為 MS-DOS 系統（與 IBM 系統相

容），並非當初神通看好且持續經營的 CP/M 系統（由迪吉多設計），

造成其跨入製造個人電腦之時機延遲，致使其失去市場先驅者之優

勢。這一點主要由於原先神通已經長期經營迪吉多的電腦系統，造成

轉移上的成本，因此可說是由於資產上的累積導致的錯失良機。 

3. 1988～1998： 

(1) 機會辨識：神通集團內的聯通電子經營多產品、多品牌、多管道的營

運狀態儼然成形，並在代理經銷零組件方面累積深厚經驗。恰逢歐洲

最大的電子零件及資訊產品銷售集團 LEX，為拓展全球版圖，尋找

亞洲合作對象。由於苗豐強個人的國際人脈關係，結識 LEX 的勘查

代表，故促成此一合作，讓神通正式跨入專業通路經營領域。 

(2) 資源取用：為經營專業通路市場，神通決定與英商 LEX 合資成立聯

強國際，此一合資行動，使得神通從中獲取更多樣化的產品項目、資

金、以及經營全球通路市場之營業知識。神通與 LEX 合資結盟後，

借由 LEX 廣設全球之經銷商，進行代理項目與產品的庫存流通，減

輕聯強國際在各地的庫存壓力與成本，並透過合作，獲取經營國際市

場之知識。另外，在國際通路取得上，併購美商康帕克（Compac）
公司、美國知名「電腦天地」連鎖店以及英國大型資訊行銷通路。此

一階段為因應經營專業通路以及國際市場之需，神通股票上市，公開

募集資金，以利規模與經營範疇的擴張；同時並與國內各大集團合

資，併購美國最大終端機製造廠 WYSE，以取得品牌、技術、行銷能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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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產累積：由於神通在此一階段，主要掌握專業通路經營以及國際市

場機會，並建立全球市場服務能力，故其資產累積包含：國際市場實

際擴張，如：成立德國與英國分公司、建立神達電腦全球售後服務系

統、以及於英國設立歐洲技術服務中心、荷蘭為發貨倉儲中心。聯強

國際成立後，陸續擁有聯通、聯泰、加利、和嘉榮等子公司，架構完

整的資訊商品物流體系。1992 年美商 Compaq 宣佈降價 30%-40%，

引發個人電腦殺價競爭，而經營個人電腦製造以及專業通路的神通，

此時決定強化其全球組裝能力，推出 MMS 個人電腦模組化生產線系

統，藉以降低組裝配銷成本。而原以電子零組件代理為主要業務的聯

強國際，在電腦殺價競爭下，零組件代理利潤薄弱，遂轉向資訊產品

（電腦周邊）市場、通訊、消費性電子產品領域，並由單純代理商，

擴張為通路經營者；並在進軍國際方面，收購美國及英國資訊通路

後，以 SYNNEX 行銷全球，順利建立聯強國際的全球品牌知名度。 

4. 1999 之後： 

(1) 機會辨識：1998 年全球經歷低價電腦風波，電腦硬體製造之利潤有

限，加上網際網路發展迅速，通訊、資訊、家電等均與網路相連，對

於全球個人電腦製造商而言均為危機。神通在此時亦亟思轉型之道，

故與網際網路相關之通訊、資訊、軟體等事業成為其投資標的。 

(2) 資源取用：為成就其轉型之志業，神通開始投注其他產業，因此獲取

相關資源以利發展網路、通訊等事業。神通投資美商大型電話電腦整

合系統奧地堅（AltiGen）公司及大型網路軟硬體服務業者電子管理

公司，發展網路服務事業；以及取得正文科技 40%股權，藉以因應電

腦與無線通訊相結合的趨勢，協助集團內各事業體生產無線通訊產

品。 

個案 3：聯電策略興業軌跡分析 

依據圖 4 聯電之策略興業軌跡，本文將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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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興誠背景
台大電機學士及交大管理科學碩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所副所長
赴RCA實地見習工廠參與積體電路技術移轉
計畫

1980年創立
IC製造

∣
1984年

1984年

1985年
確立工業型產品
導向

∣
1995年

1995年

1996年
轉型為晶圓代工廠

∣

.

.

.

六吋及八吋晶圓製造能力
消費性IC能力、通訊IC、電腦周邊IC、記憶體產品
能力之生產與銷售能力
自主開發新產品之能力
獨立自主的行銷通路
設立晶圓代工（Foundry）業務部

十二吋晶圓製造能力
晶圓製造服務能力
先進製程技術能力
多媒體應用產品設計能力
虛擬晶圓廠服務能力

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

積體電路產品市場萌發
交通銀行、中華開發、光華投資、東元、聲寶、華泰的
資金
工研院電子所
美國微器材公司（AMI）的製程技術

資產累積

四吋晶圓製造能力
消費性IC、通訊IC之生產與銷售能力
單晶片微電腦IC、超大型積體電路開發能力
建立歐洲行銷通路，以及自我品牌
成立開發部，強化設計、開發能力

工業型產品市場機會
股票市場
美國SYNERTEK公司、美商TRW、美商SMC、
SMD公司、ESI公司、美商MERIDIAN之技術

晶圓代工市場機會
股票市場
與日本日立(Hitachi)公司之關係
 IBM、Infineon 的技術
與美商超微半導體（AMD）之關係

機會辨識

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

資源取用

資產累積

資產累積

 

圖 4 聯電策略興業發展之「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與「資產累積」演變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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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0-1984： 

(1) 機會辨識：1970 年代末期，政府正積極尋找國內產業未來方向，而

發展積體電路成為必然趨勢，故由工研院電子所移轉 RCA 技術，以

求技術生根。技術順利移轉後，政府便以衍生公司型態成立聯電。 

(2) 資源取用：聯電創立主要仰賴政府支持及工研院電子所技術與人才移

轉。其中資金部分由經濟部工業局邀集交通銀行、中華開發、光華投

資、東元、聲寶、華泰等公司共同出資新台幣 5 億元成立。而技術部

分，初期仰賴工研院電子所進行人力與技術移轉，使聯電在初創時擁

有基本 IC 製造能力。最早產品為電子錶 IC，基於應用市場確定，加

上技術由電子所轉移，因此該產品的推出相當成功。在此項產品之

後，仍無法自行研發新產品之前，聯電持續採用向技術先進企業進行

技術移轉，如：電話機 IC 之技術乃由美國微器材公司移轉而來。 

(3) 資產累積：聯電在移轉工研院電子所及其他先進廠商之技術，成功生

產電子錶 IC 以及電話機 IC 後，使其具備生產消費性 IC 以及通訊 IC
之技術能力，此時聯電擁有一座四吋晶圓廠。為建立其自行研發技術

之能力，故在移轉技術使其具備基本製程能力後，遂成立開發部，開

始投入資源於技術內生上。在增強設計研發能力後，於 1983 年順利

開發完成單晶片微電腦 IC，適用於終端機、個人電腦週邊設施控制。

由於初期產能約 6%進行代工，在代工過程中，亦累積技術能力，並

在合作開發之下，成功邁進超大型積體電路之技術領域。 

2. 1985-1994： 

(1) 機會辨識：由於微電腦市場的萌發，電腦用 IC 以及記憶體 IC 等工業

用產品市場規模與需求逐漸成長，故聯電由生產消費性 IC 產品中累

積技術能力後，開始朝工業用產品所需技術能力發展。 

(2) 資源取用：聯電為進入記憶體、電腦及週邊 IC 之產品市場，則必須

在技術上有所精進，並募集因應擴增產能所需資金。故聯電在 1985
年股票上市，藉由公開市場募集所需資金。關於技術取得方面，聯電

一貫透過與技術先進之國際大廠合作開發，累積相關技術，包括：移

轉美國 SYNERTEK 公司之微電腦與記憶體產品技術、與美商 TRW
公司合作開發 1.25 微米超大型積體電路、與美商 SMC 共同開發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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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週邊元件、與美商 SMD 合作開發數據機 IC、與美國精華半導體開

發大容量可程式記憶體、以及與美商 MERIDIAN 半導體合作 CPU 研

發專案等。 

(3) 資產累積：跨入工業導向產品之領域後，聯電透過技術合作及移轉，

順利累積生產通訊 IC、電腦及周邊 IC、記憶體 IC 等之能力，也由於

這些技術累積之結果，讓聯電在此一階段發展出自行開發產品之能

力。為因應台積電成立之衝擊，乃以「五年六十億擴建計畫」，擴增

產能及提升製程技術能力；並設晶圓代工業務部門，以利經營日漸成

長的代工業務。 

3. 1995 之後： 

(1) 機會辨識：晶圓代工業務在台積電成立後呈現逐步成長趨勢，在聯電

原先已涉足代工領域下，對此一市場亦是勢在必得。1991 年，聯電

因應市場變化，成立晶圓代工業務部門；繼而於 1995 年，在代工業

務一片看好下，毅然決然宣布轉型為專業晶圓代工業者。 

(2) 資源取用：以專業晶圓代工業者之必要因素來看，產能與先進製程技

術均為不可或缺之要素，故聯電在確立轉型晶圓代工後，開始尋求合

資機會建立晶圓廠，以逐步擴充產能。如：分別與日本日立、德國

Infineon、超微半導體合資建立十二吋晶圓廠；並且透過併購取得日

本新日鐵半導體一座八吋晶圓廠。在技術提升方面，則與 IBM 及

Infineon 合作開發。 

個案 4：台積電策略興業軌跡分析 

依據圖 5 台積電之策略興業軌跡，本文將其發展過程分為兩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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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設計業蓬勃發展，晶圓代工市
場規模持續成長

機會辨識
日本富士通的製程技術
美國股票市場
美商艾堤生元件公司的IC設計資料庫及技術支援
與飛利浦、新加坡投資私人有限公司的關係
Numerical Technology的技術能力
德碁、世大晶圓廠之產能
飛利浦、意法半導體及工研院的技術
與國際知名人士（如：Michael Porter）之關係

1987年創立
晶圓代工製造

∣
1995年

1996年
提出「虛擬晶圓廠」

∣

.

.

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

晶圓代工市場機會

行政院開發基金、飛利浦以及國內其他廠商之資金
飛利浦的半導體技術
工研院電子所人力及技術
曾任職國際級企業之專業經理人
股票市場
與北美客戶Altera公司、ADI公司、ISSI公司之關係

資產累積

取得英代爾製程認證—製程能力認可
兩座六吋晶圓廠、三座八吋晶圓廠—產能與製程技
術
全球第一大晶圓代工廠—產能及技術能力領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士、碩士
美國史丹福電機工程博士
美國德州儀器IC部門總經理、全球半導體集團總經
理、總公司資深副總裁
美國通用器材總裁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張忠謀背景

十二吋晶圓製造能力
顧客服務能力
資訊系統運作效率
90奈米製程能力
全球半導體關鍵產業地位之確定

資源取用

資產累積

1995年

 

圖 5 台積電策略興業發展之「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與「資產累積」演

變圖示 

1. 1987-1995： 

(1) 機會辨識：張忠謀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在其回到台灣擔任工研院院

長期間，首先觀察台灣就業市場具備高素質的人力資源，而察覺到台

灣在製造方面的優勢，其次研究世界前二十大半導體公司財務報表

後，發現大部分半導體公司並未具備足夠現金興建晶圓廠。在這兩點

觀察下，張忠謀認為台灣具備晶圓代工上的優勢，故創立台積電時，

即以晶圓代工事業為唯一專注之業務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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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取用：創立初期在政府支持下，結合行政院開發基金，尋求民間

企業投資，包括國內台塑、台聚、聯成石化、裕隆、誠洲電腦等，並

邀集國際大廠菲利浦投資成立。經營有成後，1994 年在國內股票市

場公開上市，使台積電透過公開市場取得營運資金。技術方面，初期

主要移轉菲利浦及工研院電子所之技術，而其人力資源亦來自工研院

電子所。張忠謀定位台積電為國際公司，因此希望尋找外籍專業人士

擔任總經理，透過其工作多年人脈關係，陸續洽詢其前任部屬、英代

爾前任總裁、及奇異電器半導體部門的總裁等人；並成功網羅曾任職

德儀副總裁以及快捷半導體總裁的布魯克擔任總經理。在國際化經營

理念下，除人力配置力求國際化外，為擴張北美市場，與其客戶 Altera
公司、ADI 公司、ISSI 公司等合資成立 WaferTech，藉以經營北美市

場。 

(3) 資產累積：台積電在確立其晶圓代工方向後，初期透過技術移轉取得

基本能力，繼而仰賴內部學習能力將技術內化。創立初期為積極爭取

Intel 訂單，故在製程上不斷改善以符合 Intel 認證標準，過程中更加

奠定台積電的生產實力，使其能夠爭取其他世界級大廠之代工訂單。

故於 1995 年，台積電在晶圓代工之策略方向下，透過技術及產能的

不斷提升，持續累積領先的製程技術能力，以及全球晶圓代工廠之領

先地位。 

2. 1996 之後： 

(1) 機會辨識：台積電在確立晶圓代工之定位後，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產生

巨大影響，除原有的整合元件大廠可生產 IC 產品外，使得半導體的

垂直分工鏈產生變化，促使更多 IC 業者成立，更由於 IC 設計業者興

起，加速全球代工業務量之成長。在產能以及技術均能滿足客戶前提

下，台積電開始推動「虛擬晶圓廠」之運作，主要目的在於提高服務

顧客之水準，因此「服務」乃為現階段之核心目標。 

(2) 資源取用：為因應其服務客戶之宗旨，台積電在技術上分別與富士

通、菲利浦、意法半導體、Numerical Technology 等進行技術移轉或

合作，以確保其製程技術領先。並與美商艾堤生元件公司合作，為提

供 IC 設計業者所需的 IC 設計資料庫以及技術支援。在產能擴充方面

則是透過與菲利浦、新加坡私人投資公司之合資，設立十二吋晶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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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爾後併購德碁及世界先進，取得兩座八吋晶圓廠，以因應未來需

求成長之需要。 

二、比較分析 

依據本文研究之四個案，發現一企業對於新興市場機會之掌握與否，端視

其所累積之策略資產（Amit and Schoemaker, 1993；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Thomke and Kuemmerle, 2002）取向為何。此四個案之差異圖示如圖 6
所示，並將其比較以五點說明描述如下： 

Acer
電子產品代理商

自有品牌PC製造商

人際關係、
政府支持、
併購與聯盟

個人電腦

專業通路

市
場
機
會

資
源
取
用

資 累
產 積

1.宏碁
Mitac

電子產品代理商

專業通路經營

國際人脈、
與英商LEX

關係

個人電腦

專業通路

市
場
機
會

資
源
取
用

資 累
產 積

2.神通

UMC
整合元件製造廠

專業代工廠

政府支持、
技術移轉

整合元件廠

專業代工

市
場
機
會

資
源
取
用

資 累
產 積

3.聯電
TSMC

專業代工廠

專業代工廠

人際關係、
政府支持、
技術移轉

專業代工
市
場
機
會

資
源
取
用

資 累
產 積

4.台積電

 
 
註 1：箭號表時間演化過程，其中（•）表興業初期、（→）表迄今該企業的策略定位。 
註 2：在箭頭左側的市場機會構面下，實線橢圓表該企業所掌握之市場機會，而虛線橢圓則表

該企業無法順利因應之市場機會。 
註 3：在箭頭右側的資源取用構面下，表該企業於策略興業發展過程中所取用之外部資源。 

圖 6 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之個案比較 

第一、宏碁的興業與成長：以電子產品代理商起家的宏碁在成立後，因應

當時風行台灣的蘋果二號，順勢推出小教授系列，而小教授系列熱賣使得宏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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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累積品牌知名度及技術能力。爾後，在 IBM 相容之個人電腦市場機會興

起時，宏碁在當時累積的資產下，借用與倚重包括人際關係、政府支持、併購

與聯盟等外部資源，以因應開發個人電腦之市場機會，因此協同工研院投入資

源並進行研發，更使宏碁的技術能力與技術累積領先國內其他業者。在此軌跡

下，宏碁儼然成為國內個人電腦之技術領先者，為保持領先地位，更對智慧財

產權保護方面不遺餘力，並具備與國際大廠（如：IBM 與 Intel）技術交換之

能力。簡言之，宏碁即是在個人電腦市場上，不斷追求技術累積與品牌經營，

使其持續掌握個人電腦之市場機會，朝向自有品牌 PC 製造商精進。 

第二、神通的興業與成長：神通初期亦以電子產品代理商起家，然不同於

宏碁的是具備國際工作經驗的苗豐強，運用其國際人脈關係左右神通集團的優

勢與走向。在代理業務方面，由於經驗累積以及與國際企業關係良好，故代理

銷售產品成為神通的優勢。然在個人電腦市場萌發時，神通原來所經營的系統

CP/M 與 IBM 相容系統成為競爭對手，使得神通在進軍個人電腦市場時，無

法立即做下判斷，致使其喪失市場先機。後續神通與英商 LEX 結盟，促使神

通在代理銷售以及通路經營上具備相對性優勢（此一國際關係，為其他個人電

腦集團所缺乏），故專業通路市場崛起時，神通具備足夠能力（聯強國際的代

理銷售能力、物流經營能力）開發此一機會，朝向專業通路經營方向精進。 

第三、聯電的興業與成長：聯電於創立初期，乃為政府策略性產業政策下

之衍生公司，定位為擁有自有品牌以及製造能力的整合元件製造廠，其技術與

產品從低階消費性產品入門，並逐漸累積自有技術能力。然由於其技術能力之

限制，無法開發與先進半導體大廠足以抗衡之產品與技術，故產能多餘部分轉

為經營代工業務。在獲利能力表現佳之考量下，代工業務持續增長，使其逐漸

在接單過程中，一方面借重如工研院電子所等的政府支持，以及向先進國際大

廠進行技術移轉等研發活動，另一方面逐漸累積自身製程技術和產能的能力，

因此於 1995 年確立轉型為經營晶圓代工廠之企業。簡言之，聯電乃在技術累

積有限，而代工業務持續成長，為使多餘產能消耗下，轉入晶圓專業代工廠之

領域。 

第四、台積電的興業與成長：台積電興業即確立晶圓代工之業務方向，全

心經營專業代工廠，至此未曾改變。在確立代工定位後，興業過程中一方面援

用政府支持獲得工研院技術合作與財團金援，以及張忠謀本身的國際人脈，另

一方面台積電積極投入研發技術及擴增產能，促使其於相關資產累積與業務上

快速成長。業務量的增長致使台積電必須持續擴增產能，以及提升製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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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能的擴增和技術提昇可帶進新客戶以及新產品，在此一良性循環下，台積

電確信晶圓代工為其優勢所在，故持續開發此一代工機會。 

第五、由以上四個案之比較，發現資產累積與其所面對機會之間的相互關

係。若其所累積之策略資產利於機會之辨識與掌握，則該企業便能趁勢而起，

而其由外部取得資源之成本則可有效降低；反之，除無法掌握機會外，更在失

去先機的情況下，帶來負面影響。如：當宏碁之生產策略朝向迎合 IBM 相容

電腦之趨勢時，神通電腦則觀望不前，原因在於當時神通所累積之策略資產，

長於經營 CP/M 電腦系統，故對神通電腦而言，轉換策略方向之成本大過宏

碁。然而當神通擁有相關資產（國際人脈、產品代理經銷經驗豐富）可掌握專

業通路市場趨勢時，相形之下，宏碁則缺乏相對資產以擴充其通路經營之範

疇，亦即宏碁在同一時點若進軍專業通路經營，則其由外部取得資源之成本將

遠大過神通集團，故宏碁僅限於自有品牌產品之通路經營。因此由本研究之四

個案分析，可知在相同環境下，類似的發展時間區段，同一產業之不同企業所

呈現之演化路徑仍有迥異之發展，亦即無最適且單一之演化路徑；任一企業之

演化路徑有其獨特性，故企業間若欲採行模仿策略，應就其資產累積及資源取

用範疇作一全面性考量。 

除以上差異比較外，以下依據四個案在策略興業軌跡之共同點，依序以初

期資金來源、技術來源、及外部關係變化等三概念做一比較： 

第一、初期資金來源：四個案中，個人電腦集團宏碁以及神通，創建初期

之資金來源主要為親友關係之故得以募集，至其規模漸增，開始擴張至銀行

團、其他企業及股票市場。而半導體公司聯電以及台積電之初期資金來源則是

政府資金支援，以及其他國內外大型企業投資。 

第二、技術來源：四個案中，其初期技術之來源，均由國內政府研究機構

移轉，包括：個人電腦系統由宏碁與工研院合作開發，半導體技術則由工研院

電子所移轉至聯電、台積電。此點印證 Van de Ven（1993: 339）所提出，政府

資源在基礎科學知識、財務機制、及人力資源上的投資，於興業創新過程中乃

為重要因素。 

第三、外部關係變化：此四個案成長發展過程中，發現其所面臨之機會，

除商品及技術發展外，當企業滿足國內需求後，積極從事國際化行動乃為共同

必經之途徑，包括：接觸國際市場、與國際大廠策略聯盟、合資建廠等，因此

國際化市場成為不可忽視之的機會來源（e.g., Zahra, Hayton, Marc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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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ill, 2001）。如：宏碁透過與全球各地區之企業集團聯盟以合資拓展國際市

場、神通與歐美各大通路業者聯盟、聯電與台積電均力促與技術先進大廠之合

作。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興業精神之核心為基礎，亦即一企業如何辨識興業機會及取用

外部資源，並透過此一程序，累積並內化為企業的策略資產。故以「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及「資產累積」三大因素分析企業的策略興業軌跡。本研究於

結論與建議中，依序按照研究發現、理論貢獻、管理實務意涵與未來研究建議

的四部分，進行歸納論述與說明。 

研究發現 

本研究選取四個案，分別為個人電腦產業中的宏碁以及神通，半導體產業

中的台積電與聯電，因此本文在四個比較個案的研究脈絡下，彙整以下四點研

究發現並說明之。 

第一、四個比較個案之策略興業軌跡發展差異。其中宏碁引領國內個人電

腦之技術能力，使其發展出自有品牌之個人電腦製造路線；神通則在國際人脈

之關係資源下，進入國際化的專業通路經營；聯電雖在技術能力上無法領先，

但在產能不斷擴增之下，進入專業代工領域；台積電由於技術能力領先與累

積，因此專注於專業代工廠之經營。 

第二、四個比較個案在資源取用方面，均在共同環境（為台灣本土企業，

並在 1980 年代引領台灣經濟起飛）中成長。宏碁、神通、聯電、台積電之初

期技術來源均為工研院，由此處可知政府的引導性角色。而四個個案成長過程

中，均歷經國際化階段，從台灣本土出發，為接觸國際市場，均以與國際大廠

策略聯盟、合資之方式進行。 

第三、從分析中印證企業辨識機會、資源取用、以及資產累積之相對關係。

產業不同的兩組個案，在其策略興業之軌跡中，機會辨識決定於先前企業內部

策略資產之累積，並協助企業取得相關外部資源，使其掌握新興市場機會，進

而持續累積策略資產，依此循環不斷前進，使得企業可在變化環境中不斷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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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機會，以求永續生存。 

第四、本研究選取四個案，其興業軌跡反應台灣在個人電腦以及半導體產

業之發展。就個人電腦產業而言，由宏碁與神通搜尋市場機會及資源取用之歷

程，符合台灣在個人電腦產業之發展軌跡；初期台灣以代理電子相關產品為

主，接著跨入個人電腦製造領域，近來則有 3C 資訊整合之趨勢。就半導體產

業而言，在政府策略性規劃支援下創立的聯電與台積電，其經營歷程亦可反應

台灣半導體業的發展軌跡；由初期生產自有產品，繼而進入專業代工，引領

IC 設計業的蓬勃發展，並導引台灣朝向研發中心發展。 

理論貢獻 

本文在理論貢獻上有兩點。第一，策略興業之整合性思考為近年來之新興

議題，相關文獻強調此一程序應以時間為基礎進行演化（Bygrave and Hofer, 
1991；Gulati and Gargiulo, 1999）；然實際探討此一演化過程之研究則有限

（Lounsbury and Glynn, 2001；Ahuja and Lampert, 2001）。基此，本研究試圖

找出連結演化程序之重要因素，提出「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與「資產累

積」三大要素，形成企業策略興業軌跡之演化要素，此應有助於後續研究之進

行。 

第二，本研究探討既存企業中的興業活動，並且強調創業初始的興業家個

人背景因素與環境中機會辨識間的關連性（Venkataraman, 1997；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Shane, 2003）。本研究以時間為軸，依據時間先後及擷錄

重大事件，將個案之策略興業發展程序區隔為重要階段進行分析，以及採取

Low and MacMillan（1988）所提出的策略適應及生態學觀點，強調此程序為

一動態的演化程序，而非僅止於某一時點之靜態分析。 

實務意涵 

本文之管理實務意涵可整理成以下兩點：第一、本研究提出「機會辨識」、

「資源取用」、「資產累積」之間的演化關係，說明一企業辨識興業機會後，取

用相關資源以開發機會，過程中累積相關策略資產，並延續影響辨識下一個機

會，這樣的影響可能帶有正面助益亦或負面影響。亦即，當一企業的資產累積

與其面對的機會間可收相乘效果，則企業能夠趁勢而起；反之互相抵觸，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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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能錯失先機，喪失市場地位。故企業必須瞭解其累積策略資產之屬性與其

面對機會之間的相關性。 

第二、從分屬兩產業的四個案比較中，歸納得出策略興業之演化路徑並非

單一性，而是具備多元化特性。本研究擷取之研究時間區段類似，加上其面臨

的機會與環境雷同，仍舊發展出不同的策略資產與營運策略。故企業在規劃策

略上，必須體會由於各自資產累積不同，其演化路徑之最適選擇自當有所不同。 

未來研究建議 

最後，本文提出三點研究限制，並延伸說明未來研究建議。第一、本研究

根據興業精神及策略管理方面之文獻，提出機會辨識、資源取用以及資產累積

等三要素，以構成企業策略興業之演變軌跡；因此在研究的思考邏輯方面，僅

就已實現（realized）之策略成果層面作分析，至於影響此成果之過程是理性

（rational/intended）或是突現的（emerging），則不在本文之探討範圍。第二、

本研究選取兩大產業（個人電腦以及半導體產業）之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雖已

採用多重個案比較之分析，但因侷限於個人電腦及半導體產業，為確定此一研

究架構之延伸概化，未來應可就此研究架構選取其他產業及公司作為研究對

象。第三、本研究以興業精神之核心為基礎進行研究，然興業程序的本質與影

響對於企業與經濟所帶來的衝擊，並不容易進行研究；原因在於這其間存在太

多變數牽涉其中，包括複雜的、演化的程序（Kodithuwakku and Rosa, 2002）；
而本研究為使分析可行，簡化其中變數，僅強調「機會辨識」、「資源取用」、「資

產累積」等因素，故未來應可納入其他可能變數進行更為完整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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