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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建立於國際進入以及商業模式之文獻，提出商業模式四大構面的

動態創新要素模型，檢視在新興市場中高科技廠商如何利用商業模式創新與

聯盟的交互運用而整合為商業模式的創新。在理論發展上，本研究強調進入

新興市場後外部資源開發之重要性，首先將企業外部學習成長策略如外部聯

盟與網絡列為商業模式的要素之一。企業在進軍新興市場時便須依外部資源

的累積來決定在新興市場的商業模式創新，而形成一個同時強調商業模式要

素變動與外部資源累積之動態調整軌跡。在此一商業模式動態創新軌跡模型

引導下，本研究採用比較個案研究方法，探討加捷科技與華苓科技這二家企

業個案在中國之商業模式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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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商業模式、創新、創業、聯盟、新興市場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foreign entry and business model literature,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based on dynamic resources feedback for 

analyz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rocess in emerging markets. This paper 

argu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begins with local alliance 

and resource from partners. Thi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dynamic and path 

dependent, implying the dynamic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shaped by 

organizational asset and capability that are evolved and accumulative in emerging 

markets over time. With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n mind, the paper adopt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two Taiwanese firms -- Chia Jei Business Technology company and Flowri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discuss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中山管理評論 

 ～93～  

 

Keyword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lliance, emerging 

markets 

 

 

 

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在新興市場的進入策略一直是許多策略管理學者有興趣的重要研究議

題。如何讓遠距離的海外子公司能夠持續支持母公司的全球發展策略，長期

以來一直都是國際企業管理的核心挑戰。近年來，新興市場大幅興起，在亞

洲區，中國與印度的經濟成長率優於其他世界上的已開發國家而引起注目。

但新興市場維持極端動態與高度的不確定性，在這些新興市場內，機會與風

險對於這些跨國企業是同時存在的。新興市場的營收逐步超過跨國企業的國

內市場營收是一個確定的趨勢，也是值得研究的管理學議題。新興市場的經

濟高成長區域常提供跨國企業很大的商業機會。不只是大型的跨國企業，在

台灣，由於與中國有同文同種的優勢，即便是中型或小型的企業也對前進中

國市場懷有積極的創業企圖。 

所有的企業遲早都會碰到成長空間不再的窘境，尤其近年來的美國次貸

風暴、歐洲的債務危機，造成已開發世界的經濟衰退，迫使企業修正商業模

式或是創造新模式來進入新興市場。能否順利完成進軍新興市場的佈局，從

成熟市場的飽和階段，跳到新興市場的成長階段，正是高績效企業和一般企

業高下立判的地方。因此新興市場在商業模式研究是熱門議題，在高科技產

業尤然。企業在本土市場經營有成後，就必須思考跨出國界，追求更大的成

長，尤其是新興市場。目前在新興國家營運的多國籍企業，已經超過兩萬

家。經濟學人(Economist)預估，未來西方多國籍企業將有 70%的成長來自新

興市場；其中光是中國與印度，就占了 40% (Eyring et al., 2011)。但是原來在

本土市場的成功商業策略，在新興市場並不全然適用。很多跨國大企業在進

新興市場時因策略未修正，常常導致失敗。而成熟企業進軍新興市場更因當

地脈絡的差異，需要更大程度的策略修正。與新興市場當地廠商的聯盟關

係，有利於當地市場的進入障礙的消除；與本土市場廠商的聯盟關係共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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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新興市場，有助於企業談判實力、商業實力的壯大。而原先在本土市場的

商業策略，如純製造為主的企業，在進軍新興市場之後，因掌握了更多的經

驗與競爭資源，可以轉型為其他型式的服務，不再只侷限於製造領域，而可

以進軍通路、服務，同時也可以強化原來母公司的品牌效益。適當的設立新

興市場子公司搭配恰當的企業全球策略，是強化進軍新興市場績效的要素。 

近年來台灣管理學界在策略、國際企業管理與科技管理領域的研究，正

相當程度地反映出近年來台灣實務界的情況與需要，特別是最近台灣有許多

公司進行併購與整合，並試圖走向國際化等 (洪世章等，2008)，因此學術界

對尋找在新興市場的新商業模式，並能共同創造價值給當地客戶與公司的創

新方法，有很深的研究興趣。本研究的主題也正切合目前台灣企業進軍新興

市場調整商業模式的需求。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使用資源基礎理論、商業模式理論來輔助解釋在進入

新興市場中高科技廠商如何利用商業模式創新與聯盟的交互運用，找到企業

的利基點生存，並能透過轉投資的活動的商業模式創新，維持母公司與新興

市場子公司重要資產連結，利用聯盟策略與新興市場當地聯盟的合作關係達

到組織上的策略運作。 

近來，商業模式的探討引發了實務界及學術界濃厚的興趣。有學者分析

從 1975 年到 2009 年期間，探討商業模式的文章在學術期刊內有 1202 篇，而

在非學術期內的文章則有 8062 篇 (Zott et al., 2011)。由此可知實務界對商業

模式的探討的急迫性，遠遠高於學術界的嚴謹理論研究速度。目前學術界的

商業模式探討，有很多糢糊的概念，商業界的實務管理者及創業家覺得越來

越重要，但管理學者多半以不同面向的策略角度去探討，無法得到一個全面

性的結構與模式。實在需要更多的商業模式學術研究，促進實務界與管理學

界的更深層對話，來彌補兩者之間的鴻溝。同時隨著全球化及網路化的商業

世界來臨，商業模式的變化更加快速，如何建立一個理想的商業模式架構來

動態調整商業模式的創新也是日趨重要的議題。 

在新興市場設立的新創子公司如何吸引當地客戶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在

當地沒有以往的實績信用。因此當地策略合作夥伴可以說是日後客戶的引路

人，其角色就非常重要。這層網絡關係對於販賣複雜軟硬體的高科技產業來

說尤其重要。因此當地合作夥伴的口碑背書可以幫助新創公司進軍競爭激烈

的新興市場。進軍中國的外商中，目前成功比率最高的是台商。但許多台商

在中國只是將生產線由台灣移到中國利用當地較低的土地、人力成本，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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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商業模式。因此本研究選定兩家目前正積極佈局中國且改變商業模式的

高科技企業，來說明台商進軍中國所採取的「商業模式調整策略與模式」，

這種在新興市場大幅調整商業模式的作法，也造成了與在台灣本土市場大不

相同的商業模式創新案例。 

本研究以華苓科技及台灣物聯網聯盟、加捷科技為個案研究，研究問題

是「國際企業進入新興市場時商業模式要如何創新？」此外，目前服務創

新、商業模式創新的研究侷限於跨國性大企業的運用，尤其是歐美國家的跨

國性大企業。亞洲企業、新興市場中的中小企業如何利用服務創新、商業模

式創新的研究一直欠缺，本研究也正好彌補了此一學術上的缺憾。 

在內容上，本文共分成六大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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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包括商業模式要素四要素之商

業模式創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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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解釋本文選取加捷科技、華苓科技二個案之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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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加捷

科技、華苓科技二個案之新興市場商業模式創新軌跡演變之異同點。第五部

分則是討論，說明理論貢獻、企業實務啟示及日後研究方向。第六部分則為

結論與建議。 

 

 

 

貳貳貳貳、、、、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現代商業模式變化迅速，隨需求、環境等時空因素調整。商業模式的動

態研究日形重要。以下說明商業模式在空間動態、時間動態的理論基礎與本

研究架構之間的關係。 

 

國際進入模式 

依照本研究設計的動態商業模式架構，可以將交易成本理論解釋商業模

式要素的優勢（利潤模式構面、創新流程構面）、OLI 理論解釋商業模式要

素的優勢（客戶價值構面及完整架構）與資源基礎理論解釋商業模式要素的

優勢（網絡與聯盟構面）納入而成為更完整的商業模式要素分析模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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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進軍新興市場時的國際進入選擇時的一次性的靜態決策，並可依據

後續的外在環境變化持續調整國際進入後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管理學界普

遍認為商業模式的研究較欠缺紮實的理論基礎，但是從本研究以國際進入的

角度觀之，國際進入的各種理論可成為商業模式要素的理論基礎，並更進一

步分析進入新興市場後要如何創新商業模式。說明如下： 

國際市場進入的模式選擇理論自有國際企業的跨國經營以來，就有很多

學者以不同的理論觀點不斷驗證及解釋。Anne Canabal 與 George O. White 

(Canabal & White III, 2008) 根據過去 1980-2006 年研究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之

理論整理發現：研究國際市場進入模式排名第一的理論是交易成本理論，其

次是 Dunning 所提出的折衷模型理論。Coase 的研究指出「市場」與「組

織」是協調交易的兩種方法，如果在組織內部進行活動的成本，低於在外部

市場上進行交易的成本，則組織即會存在。雖然外部市場可以透過價格機能

的運作來調節交易，但由於環境的不確定性與決策者的有限理性，增加了價

格運作的成本 (Coase, 1937)。 

組織和市場都是完成交易的方法，兩者之間的選擇在於交易成本的多寡 

(Williamson, 1975)。Teece 研究也指出「效率」是選擇交易機制的判斷標準，

因此，交易成本理論說明當市場交易的困難度增加時，市場機能的運作會產

生很大的交易成本，造成效率不佳，此時會改採交易成本較小的組織機制，

以取代市場交易 (Teece, 1986)。交易成本理論將組織內部流程優化達到低於

外部交易的成本，是商業模式要素中創新流程構面與利潤模式構面分析的理

論基礎。許多研究指出交易成本理論無法完全解釋所有進入模式的影響因

素，因此需要整合其他理論，方可對企業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選擇之議題有完

整的了解 (Brouthers, 2002)。而交易成本理論的主要觀點為個體觀點，欠缺

了其他理論所提及諸如效能觀點、外部環境因素及網絡觀點。因為與外部交

易比較後就以成本的角度取捨，因此對於外部資源的利用論述較少。 

反觀 Dunning 的折衷模型理論 (Dunning, 1980, 1988) 提出了進入國家的

文化特性、產業特性的整體模型，在國際進入架構下可以作為交易成本理論

的互補。折衷模型理論又稱為 OLI 理論，Dunning 整合產業組織理論、產品

週期循環理論，以一個完整的架構來解釋企業若擁有某些特殊優勢，將會引

發企業海外投資之動機。Dunning 認為，如果一個跨國企業具有所有權優

勢、區位優勢及內部化優勢，就會產生對外直接投資之行為。所有權優勢和

內部化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區位優勢則是充分條件。一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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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如果企業只具備所有權優勢而沒有能力使之內部化或成本過高，且缺乏

有利的海外直接投資地，則只能選擇非股權轉讓的方式。而只具備所有權優

勢和內部化優勢時，則出口貿易是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恰當型式。當三種優

勢均具備時，企業就應採取海外直接投資的途徑來增加企業利益。 

以上兩個理論基本都是比較論述一次性的國際進入決策判斷，對於進入

地主國後的後續經營少有提及。資源基礎理論 (Resource-Based View)被

Penrose (Penrose, 1995) 及 Wernerfelt (Wernerfelt, 1984) 所提出，主要觀點是

企業在進行策略規劃時，透過「內省」的方式，不斷尋找組織的核心資源，

來形成競爭優勢。然而不僅只是強調內部資源的重要性，企業也可經由策略

聯盟及合資等相關合作模式，取得關鍵性知識與相關資源，可強化其本身的

市場策略性定位與競爭力。 

這與本研究架構強調進軍新興市場時的動態商業模式架構必須同時考慮

組織面、科技面與市場面的變動持續調整的模型有相同的見解。Peng 比較交

易成本理論與資源基礎觀點後，提出了兩個理論的相異點。首先，在投機主

義下，交易成本理論對於進入模式之預測全歸咎於市場失靈，然而，資源基

礎理論則是強調公司資源的異質性。其次，交易成本理論著重進入策略發生

在靜態的條件下，就就是將焦點放在一次進入上；資源基礎理論則是關注動

態且長期的過程，每次的進入都是建立在先前的經驗傳承下。最後，交易成

本理論探討的是企業專屬性優勢的利用；資源基礎理論則是企業專屬性優勢

的開發 (Peng, 2001)。 

以上所有理論在分析國際進入時各有優勢，但以國際進入後的時間點觀

之，當地商業模式的摸索與創新，是要找出國際企業在當地的專屬性優勢來

開發，因此在進入市場後的商業模式動態變化，以資源基礎理論來說明更恰

當。本研究將國際進入作為母國商業模式與新興市場商業模式之間的橋樑，

將國際進入納入研究架構中成為商業模式空間動態變化中的分析因子，因此

國際進入本身即為商業模式的一部份。有學者提出受到全球化影響，商業模

式及商業模式的創新也適必走向全球化，而提出了全球化商業模式(Global 

Business Model)的概念。 

全球化商業模式比起一般商業模式的不同，就是更具備彈性與動態，才

能將原有的商業模式創新推廣到全球各市場 (Pedersen et al., 2013)。不過

Pedersen 雖然主張商業模式的演進由封閉式走向開放式後，再走向網絡式、

多重商業模式並存及商業模式生態系統，最終走向全球化商業模式，但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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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球化商業模式的概念而已，並沒有分析架構與系統。本研究針對此一理

論缺口，將國際進入前後的資源，與原來商業模式及進入新興市場後的商業

模式之間的資源流動之動態，提出模型分析與理論探討。 

 

商業模式 

依據國際進入理論演變至今之文獻脈絡整理，本文採納整合國際進入前

的資源累積及商業模式，與進入後的資源累積及商業模式，歸納其重要特

質：首先，有新市場進入機會同時也必須經營或取用新興市場的資源，依取

得資源的多寡來達到商業模式的創新程度，進一步累積在地主國的獨特資

源。其次，母國市場的資源累積，可以挹注於新興場商業模式的創新，而新

市場資源累積後也可回饋至母國市場的商業模式創新或演變，這種持續累

積、回饋的過程就是商業模式動態創新的精神。 

學者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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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son et al., 1985)。在新興市場的國際進入

之後，這種興業精神更必須發揮，因為原有市場的資源無法全部輸往地主

國，企業必須在進入國中獨立尋找資源。而母國的商業模式在進入地主國

後，並非所有資源都如同在母國一樣齊備，因此商業模式有修正的必要。基

於興業精神在地主國尋得的資源與母國大不相同，因此沿襲自母國的商業模

式也有修正的必要。至於該如何修正，必須先解構商業模式的概念。 

商業模式的概念一直存在於企業實務運作之中，1990 年代末期電子商務

的出現及電子商務所帶來的去中間化及零售商虛擬化的影響，使得學界開始

將企業創造價值的過程以專有名詞 business model 來陳述企業為達成願景所

進行的流程、技術、產品等資源的配置及一連串的活動 (Lewis, 2000)。有的

學者認為商業模式的實務概念並沒有很強的理論基礎 (Porter, 2001)。但也有

學者認為商業模式是結合不同理論的前瞻概念，其結合了資源依賴理論與工

業組織理論 (Hedman & Kalling, 2003)。 

商業模式也並非只是一種策略，但是卻是由許多的策略元素所組合而

成；商業模式也不僅僅是商業活動的組合，雖然商業活動支持了每一個商業

模式的元素。雖然學術理論對商業模式尚無一個完整的論述，但是許多學者

也試著從「策略」的傳統理論來說明商業模式的架構。最直接關連是價值鏈 

(Porter & Millar, 1985) 及其衍生的價值系統及策略定位 (Porter, 1996)。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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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關「選擇」（例如垂直整合、競爭策略等）會與企業的邊界 (Barney, 

1999) 與交易成本經濟 (Williamson, 1981) 等理論相關。 

另外，由於商業模式牽涉到競爭優勢，所以也能用資源基礎理論 

(Barney et al., 2001) 來解釋。更進一步來說，關於公司與更大價值網絡的合

適性(fit)來觀之，商業模式也與策略網絡理論  (Jarillo, 1993) 及合作策略 

(Dyer & Singh, 1998) 有關。企業高階經理人透過社會網絡的人際接觸，可以

累積社會資本，進而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實證研究中也發現，高階經理人

的社會網絡與聯盟數量、夥伴間的信任及企業創業精神間有正向關係 (方世

榮等，2008)。總之，學術界對商業模式的定義與研究方向分歧，並無統一的

定義與完整的架構，但逐漸著重商業模式與外在環境的互動與網絡關係。因

此本研究提出了透過社會網絡造成資源流動，並結合商業模式靜態與動態的

研究架構。 

本研究建構以進入新市場後的商業模式創新與資源累積反饋的動態商業

模式來延續國際進入理論在進入地主國後的發展演化，商業模式、資源累積

其間的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新市場進入的動態商業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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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務面觀之，商業模式對一家企業的成功是有決定性影響的，良好的

商業模式，會創造良性循環，經過一段時間，就能形成競爭優勢 (Casadesus-

Masanell & Ricart, 2011)。不過對於商業模式的操作型定義，仍少有共識。管

理學者 Joan Magretta 就商業模式定義為「說明企業如何運作的故事」，並

回歸到 Peter F. Drucker 的說法，他認為商業模式就是對下列問題的解答：你

的顧客是誰？顧客重視的是什麼？ 你如何以適當成本實現價值？(Magretta, 

2002)。Magretta 的說法很貼近實務界，但操作型定義仍太模糊。 

Morris 則著重於商業模式元素的操作型定義分析，其研究歸納了 1996 年

到 2002 年所有討論商業模式基本要素的文獻，整理出商業模式定義為「商業

模式是在目標市場中，如何將新創事業的策略架構、與經濟環境中變數間相

互關係的仔細定位。其中有六個基本的要素：客戶價值、市場、內部流程

（能力）、外部定位、獲利模式及成長因素」(Morris et al., 2005)。這種清楚

定義商業模式要素的分析架構有助於管理實務界時時檢視其企業內部與動態

環境下的比較，利於創新、創業的動態策略思考。影響所及，目前實務界許

多人採用更細化的分析如學者 Osterwalder & Pigneur 等人在綜合了各種商業

模式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包含九個要素(Building Block)的商業模式參

考模型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當商業模式構成要素眾多時，利於實務面的操作與觀察，但不夠簡化，

並不利於學術理論的推導。哈佛商學院的 Clay Christensen 認為，商業模式應

包含四個較上位元素：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關鍵流程 

(Johnson et al., 2008)。當然這四個元素之下又包含了不同情境下必須思考的

不同構成元素，但是管理研究上若直接將商業模式所有的元素展開來做質性

研究的探討，則因太細化而不易看出個案的差異性。因此本研究開創了一個

兼顧管理實務界注重操作型定義的實際需求與學術界簡化變數的要求的模

型。商業模式基本元素的上位概念分析值得取法，但是歸納而成的四個上位

概念是否符合所有公司現有的管理情境則是另一個問題。 

本研究發現，在研究新興市場進入的商業模式時，有更重要的概念必須

凸顯，就是新興市場當地的網絡與聯盟，這種資源的累積，時間上先於

Osterwalder 提出的「關鍵夥伴」要素建立之前，範圍又比 Clay Christensen

定義的「關鍵資源」要素來得大。因此本研究對商業模式的定義依 Clay 

Christensen 的定義，將關鍵資源要素提升為網絡與聯盟要素。從網絡理論觀

之，社會資本是一種源自於網絡內成員的連結所產生的一種利得 (Bur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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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er & Kwon, 2002)。而人際之間的連結，又可從是源自於成員之間特殊的

連結特徵而來，或是源自於成員與對於團體或是成員之間的對外連結而來 

(Porter, 1998)。此種連結對於企業的好處在於：能獲取更多的資訊來源、取

得品質較佳且更有參考價值的知識，同時降低獲取資訊的交易成本 (Peng & 

Luo, 2000; Adler & Kwon, 2002)。 

結合以上兩位學者的商業模式學說，以 Osterwalder 的要素為基礎，以

Clay Christensen 的要素為提綱，加上強調網絡與聯盟在關鍵資源形成前的先

導地位，本研究所定義的商業模式四大構面。第一，客戶價值構面：包含了

目標客層、價值主張。第二，利潤模式構面：包含了收益流、成本結構。第

三，網絡與聯盟構面：包含了通路、關鍵資源、關鍵夥伴。第四，創新流程

構面：包含了關鍵活動、顧客關係。 

Osterwalder 提出今日的商業模式在明天很有可能就會被淘汰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這表示對商業模式的研究必須從靜態的理解轉

為動態的演變。而本研究對商業模式要素的定義特別強調網絡與聯盟的外部

連結，即是特別強調商業模式變動及動態的樣貌，與 Lindgren 提出商業模式

是創造、攫取、傳遞與消費價值的過程不謀而合 (Lindgren, 2011)。而先前研

究也建議商業模式的要素要能保持變動才能反應環境的變動  (Casadesus-

Masanell & Ricart, 2010)。新創公司尋求創投資金挹注時，最常被創投業者問

到的問題就是商業模式為何？與現有的廠商區別為何？第一個問題反應出，

不管商業模式在管理學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商業實務環境中，已顯然成為一

個專用名詞，也可以說是顯學。而第二個問題則反應出本研究的重點，光有

商業模式並不足以在競爭中立足，並需有商業模式的創新才得以生存，並獲

得投資人的關愛。 

國際企業以子公司的型式進軍新興市場來提升公司的整體成長已是明確

的趨勢 (Gupta et al., 1999)。以本研究所有個案原本是台灣本土企業而進軍新

興市場的定位，是跨國性的直接投資(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在此情

況下，善用母公司資源常是最有利的資產，尤其是無形資產如專利、商標等

對於進軍國際新市場時可與當地的競爭者拉大差距 (Dunning, 1993)。有管理

學者探討過同一市場運用不同兩種商業模式要如何融合於公司經營的策略問

題，可以依情境採取整合於公司內部單位或分治的獨立子公司兩種不同的策

略 (Markides & Charitou, 2004)。 

但是，由於新興市場的當地政經、法令、人力資源與社會文化等投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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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商業運作環境都與原來的市場大不相同，不能視為同一市場，因此所有

的跨國企業都傾向以獨立子公司來運作，這也符合 Porter 提出來的「企業為

尋求產業內的成長時，最能控制決策風險的方式，是成立獨立的單位，各獨

立單位有自己品牌及特別設計活動來獨立承擔風險」(Porter, 1996)。西方大

型企業進軍新興市場的拓展不順利，並不是無法提供適合的產品，而是商業

模式出了問題。但本研究認為一旦進軍到新興市場，與原市場是完全不同的

市場，原有的模式要加入當地的資源及思考以了解當地商業運作的脈絡，才

能創造商業模式在新興市場的創新，而這個過程，常常需要新興市場當地資

源的參與「共同創造」(co-creation)的活動。 

在進入新興市場時，當地的資源也可變成公司的資源，但是會有一段轉

化的過程，這段轉化過程的長短，與當地的策略合作夥伴有關；而當地策略

合作夥伴與跨國企業的合作動機則與企業在原有市場已累積的資源（原有的

公司品牌、技術與原來市場的口碑）有關。在新興市場，商業模式的創新顯

然比純技術創新來得重要，也有學者特別針對新興市場中金字塔底層的商機

研究商業模式的形成 (Sinkovics et al., 2014)。因為新興市場通常存在一個人

口龐大的初級消費市場，而市場正在起步階段，距離飽和還很遙遠，無數的

商品還沒有被一般消費者享受到。這個時候，發現新的需求，並且創造出新

的需求的商業模式，比技術創新更能達到商業成就。 

早期的商業模式比較注重靜態的商業模式構成要素分析，較少提到動態

的觀念。最早提到商業模式創新的動態觀念也是來自對實務商業運作的觀

察，認為「商業模式的創新是企業長期績效的基石」(Slywotzky, 1999)，但缺

乏對理論的探討。自 2002 年後，管理學者逐漸發表對商業模式的動態觀察，

認為成功的商業模式通常對其創業時的商業模式已做了大幅的修正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而至 2010 年時開始有學者將商業模式的

動態觀及靜態觀一起探討，強調商業模式的研究應注重由靜態到動態的演化

過程 (Demil & Lecocq, 2010)，但是還是欠缺完整的理論架構及系統。本研究

的商業模式的動態演變結合了靜態商業模式的構面分析，提出一個結合靜態

與動態商業模式的完整研究架構。 

完整的商業模式創新，應包括組織本身與市場變動、技術變動所合成的

動態生態系統之間的隨時互動。市場的變動會影響組織的策略並改變商業模

式。因此廠商必須衡量新技術與市場的變動，在組織上予以調整是以母公司

或是子公司方式參與外部組織如聯盟的互動，以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來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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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此才能在恆常變動的商業境中持續成長。這種介於大組織、小組織；

新科技、舊技術所累積的資產；原來市場與新市場之間的資源流動，既要維

持原來有組織已累積資源在原市場維持營運，又要與大組織如當地網絡或聯

盟聯繫、發展新科技或新市場商業模式以創造新的營收。在動態的商業環境

中，這種新舊商業模式並存且兼顧的動態平衡，本研究稱為二元平衡。 

 

 

圖 2 動態環境下二元平衡調整商業模式構面的創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改變以商業模式要素四大構面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創新分析，找出適

合企業本身的商業模式創新設計，則企業將能累積更大的資源前進更大的市

場，以達到企業營收成長、技術成長及組織學習成長的三合一目標，這種由

靜態商業模式透過動態分析轉進更成熟、更具競爭力的商業模式的過程，本

研究稱為商業模式動態創新演變，其架構圖如以下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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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商業模式動態創新演變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進入到一個新市場設立新的公司，新公司的商業模式有學者提出應根據

所有的企業活動重新設計商業模式 (Zott & Amit, 2010; De Reuver et al., 

2013)。而實務界的作法常常是先將原本商業模式複製再來檢討改進之道，這

種比較偏商業模式調適的作法，近來也引起學者的研究探討  (Demil & 

Lecocq, 2010; Sosna et al., 2010; Teece, 2010)。也有學者針對二者合一，同時

討論商業模式創造及轉移的模式 (Ahokangas, 2014)，與本研究方向一致。本

研究的二個個案為企業在新興市場開拓的前提下，為商業模式創新提供了參

考的策略方向與管理實務作法，並提出商業模式設計及演化的理論分析。 

 

 

 

參參參參、、、、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節中，說明為何選擇加捷科技與華苓科技為研究對象，又為何以個

案探討作為研究方法，以及透過何種途徑取得資料來源與資料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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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質性研究學者表示，在質性研究上，樣本是依研究需要而挑選，非隨機

抽樣 (Maykut & Morehouse, 1994)。Markus 針對如何選擇資訊豐富的個案對

象之方法，建議至少符合兩項原則 (Markus, 1989)：重要(Critical)、具決定性

(Crucial)個案，使驗證或推翻理論的機會最大；典型(Typical)、具代表性個

案，使分析結果可以擴充到其他的個案情境。 

根據以上原則，本研究選擇個案對象主要考慮的因素如下：該企業在台

灣雖屬中小企業，但已建立在該領域的品牌，有足夠的客戶。該企業在其產

業具有代表性。該企業進軍新興市場時仍以品牌產品經營為主，而非代工。

該企業須願意配合本研究，提供研究所需相關資料。 

針對進軍新興市場如何動態地利用商業模式創新，本研究選擇分屬於生

物科技產業（加捷科技）與軟體服務業（華苓科技）二家代表性公司作為研

究對象。此二家企業具重要性的原因，是因為其各自在領域內為台灣企業的

代表：加捷科技是台灣農牧企業轉型生物科技企業並上櫃掛牌的少數案例；

華苓科技是少數台灣本土軟體自行研發、自有品牌企業。此二家具有代表性

之主要原因有二：（1）一般台商進軍大陸多數是將工廠改設到大陸以獲取更

低成本的人力、土地等生產資源，少作商業模式的創新與改變。（2）加捷科

技與華苓科技以中小企業的規模進軍中國，成功運用中國外部資源以改變在

中國的商業模式。透過加捷科技與華苓科技成功地進軍新興市場創造競爭優

勢之具體發展模式，應可作為企業標竿學習 (Rolstadås, 1995)。 

本研究選擇個案的目標是在新興市場設有子公司的成功企業，個案選擇

策略上，我們根據 Eisenhard 提出的「尋找跨個案模式」策略，透過選擇成對

個案，尋找成對個案的相似與相同之處，亦即在看似類似的個案中尋找其相

異處；在看似不同的個案中尋找其相同處 (Eisenhardt, 1989)。藉此交叉比

對，以導引出更具成熟的意涵。本研究中，成對個案同屬於高科技領域廠

商，但嚴格來說，就產業性質而言，加捷科技屬於生物科技產業製造業，而

華苓科技屬於軟體服務業。產品面上，加捷科技主要產品為實體產品，輔助

產品為軟體的服務；而華苓科技主要產品為軟體的服務，輔助產品為實體產

品。因此，就對照此二者在相異的基礎下，本研究在個案的選取上，符合

Eisenhardt 所提出的個案選取時應具有的極端特質 (Eisenhardt,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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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選擇具有豐富內涵的個案來發展新的理論架構，

為了瞭解在新興市場中高科技創業投資的商業模式創新之優先順序，我們的

實證研究期許能記錄在競爭激烈環境下如何利用商業模式創新來獲取的資源

的過程。在新興市場以子公司型態設立，是公司型創業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的具體實踐，也是創業類型的其中一種。基於創業是複雜且

動態的過程，加上商業模式通常是隱晦不明的，因此質性資料較能符合研究

需求。而本研究對象的新創公司，在進軍新市場時皆有與眾不同市場定位，

平常不容易知曉與接觸，因此符合 Yin (Yin, 2008) 所謂的揭露式個案

(revelatory case)，使得研究者有機會觀察和分析到一個過去科學研究難以深

入探究的情境。 

同時由於學術界中對於新興市場商業模式創新的理論及例證很少，因此

本研究採用的是富有探討理論內涵多個案分析法 (Eisenhardt, 1989)。多個案

分析法比單一個案分析法更能建立充足的、一般化的、精簡的理論。多個案

分析法比單一個案分析法更能建立充足的、一般化的、精簡的理論 

(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質性研究的目的是在詮釋問題，並不斷設法找

出更新的詮釋方法，以了解現象的含意，產生新的知識與洞悉力 (蕭瑞麟，

2007)。 

質性研究的個案分析方法常常被用於探索實務與理論之間存在很多不同

意見的衝突本質之研究 (Yin, 2008)。同樣地，個案研究方法也很適合於欠缺

理論基礎的新興現象  (Eisenhardt, 1989)。質性研究一般是以立意抽樣

(purposeful sampling)的方式來選擇樣本，立意抽樣的邏輯與效力在於選擇資

訊豐富的個案做深入的研究，這些個案含有大量針對研究主題的重要資訊 

(Patton, 2001)，因此選擇可從中獲取最多「學習可能性」的個案，比「樣本

代表性」更為重要 (Stake, 2005)。 

 

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括初級資料與次級資料。初級資料透過訪談的對象

是其母公司或子公司的主要經營團隊，包含總經理等的高階主管。訪談原則

主要為各企業在中國與在台灣商業模式的異同，及其適應中國商業環境過程

中，採取的商業模式創新的來源及策略等相關議題。透過與母子公司的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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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橫跨海峽兩岸三地的深入訪談、公司運作的觀察與觀摩而整理出本研

究。因為加捷科技的經銷是以直銷模式進行，因此直銷商與公司高階主管、

公司教育訓練平台的互動，也是訪談與觀察的重點。同時為探究在中國大陸

的網絡與聯盟影響，也參與了華苓科技與台灣物聯網聯盟的兩岸活動，並得

以訪問與觀察建立海峽兩岸的網絡與聯盟的合作廠商或政府官員。田野工作

摘要整理如以下表 1。 

 

表 1 田野資料收集（2010/6－2014/1） 

調查方法 訪談/分析人數 次數 
主要 

地點 

1. 次級資料探勘 
分析加捷科技、華苓科技、台灣物聯網

聯盟相關資料及歷史發展、事件分析。 
台灣 

2. 個人深度訪談 

（1） 加捷科技高階主管 7 35 台灣 

（2） 加捷科技直銷商 25 66 台灣 

（3） 華苓科技高階主管 8 42 

台灣、

北京、

杭州 

（4） 台灣物聯網會員廠商 37 60 

台灣、

南京、

杭州、

無錫 

3. 非參與式觀察 

參與兩家公司的聚會活動數十次，包括

加捷科技 EMBA 聚會、訓練活動，兩家

公司年終尾牙等。 

台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移地邏輯：進入新興市場的商業模式演進 

 ～108～ 

採訪時，對同一問題，我們會詢問不同單位，以及業務關連性的受訪

者，以交互驗證資料的正確性。研究人員於取得錄音同意後，透過電話或面

對面訪談過程中，隨時撰寫私人筆記、整理公司大事紀要、轉謄逐字稿等多

元的資料形式，並配合文獻的蒐集與對話，以進行補充性的訪談，從資料的

證據當中萃取相關概念。次級資料方面，以相關的時事報導與評論為資訊蒐

集之依據，包括企業網站的相關資訊、公司年報、宣傳資料，將所有可供利

用之報導資料納入次級資料，以檢選出與該企業有關的企業剪報資料作為參

考依據，並彙整出該企業進軍新興市場之重要資訊。 

 

資料分析 

基於 Eisenhardt (1989) 提出的尋找跨個案模式之個案選擇策略，即選擇

成對個案，以及兼顧理論現有成就與合理性雙重原則下 (Langley, 1999)，我

們結合個案研究的初級與次級資料的彙整結果進行比較，並以圖表方式呈現

具有相異與共通性的結果，解釋企業進軍新興市場創造競爭優勢，其商業模

式動態調整的過程，並且歸納出企業如何利用商業模式之動態創新做為在進

軍新興市場時的策略選擇。 

質性研究可以帶給管理學門各領域在理論上的突破，並且產生更多實務

上的見解 (彭玉樹等，2010)。在本研究中，透過成功企業的母公司在新興市

場轉投資子公司來累積資源的過程及其商業模式的創新之實務資料會被深入

討論，而本研究的主體企業----加捷科技、華苓科技等台灣高科技企業進軍新

興市場的策略變革歷程，隨著科技產業日益受到重視，本研究值得作為日後

高科技產業在新興市場研究的參考。 

綜合而言，雖然本研究的個案資料是個別的、深入的、描繪性的，但是

有能力藉由豐富的資料呈現個案內容的整體性(holistic)，配合廣泛的來回分

析與綜合文獻所提供的理論基礎，具有建構商業模式創新架構理論的潛質。

以下分別以加捷科技及華苓科技為中心，就其所各自形成的新興市場中的商

業模式創新的策略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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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個案背景與分析個案背景與分析個案背景與分析個案背景與分析 

加捷科技進軍新興市場歷程與商業模式動態變化 

(一)、母公司在台灣的商業模式：由下游到上游逐步整合的商業模式 

源自台灣的甲魚人工企業化養殖：現任加捷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鍾祥鳳的父親鍾兆龍先生因緣際會，由 5 隻甲魚開始研究甲魚人工繁殖和

養殖的工作。二年後成功的可以一天供應 3000 隻幼苗提供給下游養殖戶並教

導他們水質控制和餵料方法，也因此開啟了台灣人工企業化養殖甲魚的事

業。在此一階段，加捷科技在商業模式四大要素中，最主要是針對客戶價值

構面的發展，以養殖知識累積創造客戶需求的甲魚產量供應無虞。 

與日本品牌產品客戶的供應鏈合作：世界各國都視鱉為珍貴的食補，在

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都有記載鱉的效用，鱉今通稱為「甲魚」。這些記載

均為日本民族所重視及研究，日本科學界更是經由西方營養學的科學分析，

將甲魚的營養成份仔細列出，而於西元 1968 年即有專門由甲魚精製品之機能

性食品「LIFE」產生，其意即生命之泉源問世。到 1972 年，由野生甲魚所

做成之「LIFE」已供不應求，原料來源只好花費巨額空運費用，由當時已可

量產之台灣人工甲魚養殖業來提供。1983 年後，由於法規的變更，活體甲魚

要運往日本變得困難，因此由 MIYAKU 公司與加捷科技術合作，由加捷科

技在台灣製作成甲魚粉和甲魚油，運回日本製造高級甲魚機能性營養保健食

品。在此一階段，加捷科技在商業模式四大要素中，最主要是針對利潤模式

構面來發展，以供應鏈的良好關係，專注於養殖代工的角色，確保穩定的利

潤。 

成為甲魚「養、製、銷」一條龍的生物科技公司：1995 年 5 月 30 日，

由鍾兆龍先生養殖甲魚的子孫們，結合日本朋友的經驗，共同成立加捷科技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將輸往 MIYAKU 公司的部份原料在台灣專業製作成

「甲魚精-P」產品，以減少國人需遠到日本買 LIFE 或其他甲魚製品之辛苦。

1996 年 8 月，加捷科技設計了一套公平、公正的多層式傳銷系統，開始在台

灣販售其自主養殖、研發、生產的「甲魚精-P」產品。 

加捷科技的產品在台灣是經由多層式傳銷通路來販售，主要是由其加入

為會員的經銷商透過人脈關係來銷售。這和傳統的店舖銷售大不同，無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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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的商品陳列。在訪談中發現，這種選擇其實一開始是出於無奈，緣自於

將甲魚產品在藥房寄售後被捲貨倒帳的慘痛經驗，但是卻導致了商業模式的

創新，這也符合了學者所提，商業模式的創新來自於商業上的「嘗試-錯誤」

學習 (Sosna et al., 2010)。在此一階段，加捷科技在商業模式四大要素中，最

主要是針對創新流程構面發展，在台灣建立了「養、製、銷」一貫化整合的

商業模式，以與其他甲魚養殖業者區別，並可轉換角色為甲魚收購者，以確

保其原物料的穩定。 

轉投資新創立生物科技公司持續累積新資源：加捷科技於 2001 年轉投資

了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大展幹細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設定目標為：建立

以臍帶血幹細胞為核心技術平台，專注於幹細胞增生培養及分化。大展幹細

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細胞免疫及 DNA 重組蛋白表現系統兩大技術骨

幹，建立生物技術產業之關鍵平台技術並開發具高市場潛力之新產品，成功

的為加捷科技在台灣的生技產業開創了新的商業模式。 

總結加捷公司在台灣的發展經驗，其摸索過程累積了許多資源，其所採

取的主要策略是往產品的加值化及引進多樣化產品的策略，而形成公司獨特

的商業模式。 

(二)以在台灣市場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思索新興市場的開創 

加捷科技雖然建立了獨特的甲魚生技產品的商業模式，但是這種與文化

密切融合的食補概念，形成只適合東方民族文化的產品限制，目前僅被日

本、華人市場所接受。而台灣的市場胃納不大，終究會有逐漸趨飽和之時。

即便為了成為有完整產品線的直銷公司而積極將台灣產品線多樣化，但仍以

本身一條龍生產的甲魚精利潤較高。為了企業日後的長期市場規劃，終究的

解決之道是積極往具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開拓市場。 

(三)前進新興市場開始商業模式創新的動態演化 

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 

基於中國的廣大市場潛力及對加捷公司甲魚製品有同樣珍視的相同客戶

價值，加捷公司積極尋找前進中國大陸的機會。同時，台灣的市場漸趨飽

和，也是不得不往中國開拓市場的一大原因。一開始，由於加捷公司在台灣

的產業升級有成，由甲魚養殖到用生物科技方式製造甲魚保健品，再獨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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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直銷的銷售通路，這種「一條龍」的「養-製-銷」三位一體的供應鏈模式

是鍾總經理認為加捷公司在台灣同類產品能獨占市場的策略。因此在前進大

陸的初期也想複製此模式，大多數的跨國企業在進軍新興市場時也都是單純

地想複製在母國的商業模式。因此一開始必須先尋找在中國當地的合作夥伴

來養殖甲魚，2009 年找到了位於杭州的龔老漢養殖廠，並且技轉養殖技術。 

在製造方面，也在申請中國的專利後才放心局部移轉製造甲魚粉的技術

給龔老漢養殖廠。但是在銷售端就面臨了困境，因為中國政府對於人民集會

結社較敏感，禁止直銷商的發展，除非改為店面銷售模式運作，但是此方法

將耗費大量資金。由此可知在母國成功的商業模式來到新興市場必須有一番

調整，常常無法全盤照抄。而這種調整與修改的過程，促使母公司與當地子

公司相互動態支援，有機會產生創新的方法或商業模式。 

此一階段母公司對新興市場商業模式的創新還在摸索階段，主要的活動

都在動態挹注於中國發展需要的資源，如申請在中國的專利、品牌、技術移

轉中國廠商。而在中國當地的新資源累積後，也有動態回饋到母公司，就是

將杭州龔老漢養殖廠製造的甲魚粉回銷到台灣來成為一種破壞式創新的產品

(相較甲魚精而言少了甲魚油的成分，也較低價)，造成一個商業模式創新的

動態資源循環。 

創新階段創新階段創新階段創新階段：：：：以以以以交通大學校友會為舞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交通大學校友會為舞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交通大學校友會為舞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交通大學校友會為舞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 

進軍中國醫療通路的新創立公司：2011 年加捷科技透過海峽兩岸的交通

大學校友會的網絡關係，與中國國藥集團合作在中國以加捷產品布建醫療通

路服務。根據中國醫藥商業協會的 2010 年的統計，中國國藥集團在 2010 年

是中國最大的醫療及健康照護產品通路商，除了是整個醫療及健康照護產

品、服務的領導性廠商外，擁有全國性覆蓋率的完整醫療連鎖通路。 

該集團能在高度分工細化的產業擁有持續成長的市佔率及獲利率，主要

的原因來自於本身的經濟規模及全國性的連鎖通路，使得該集團可以提供高

附加價值的供應鏈服務給其客戶及供應商。加捷科技透過中國國藥集團的現

有通路設立加捷產品專櫃，實施「店中店」展店計劃，除了節省自設通路的

成本外，透過中國國藥集團通路的統一收款方式，也解決了台灣廠商在中國

大陸做生意最易出問題的收款環節。此種方式的展店也是附屬於合作夥伴公

司下的另一種有創意的公司型創業模式。透過此一模式在中國大陸展店，大

幅降低了企業由本身自設通路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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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轉投資新創立生物科技公司：同時，以加捷科技在台灣設立大展

幹細胞的技術及產業資源累積為基礎，加捷科技於 2011 年轉投資了另一家位

於中國的生物科技公司 --- 宣捷生物科技公司，其主要的核心技術為毛囊幹

細胞技術，這個技術已成功人以人體的毛囊幹細胞做成血管，日後有很廣大

的運用。而此技術的來源是中國的吉林大學，是開放式創新的典型運用。而

宣捷生物科技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則是宣明智，與加捷科技總經理同為交通大

學的校友，同時也是半導體大廠聯華電子公司的共同創辦人。而在中國發展

的毛囊幹細胞服務資源，也可動態回饋到台灣母公司既有的商業模式來創

新。 

 

二、華苓科技進軍新興市場歷程與商業模式動態變化 

(一)、母公司在台灣的商業模式 

華苓科技致力於提供企業流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BPM)

解決方案，以產品與顧問服務協助企業快速建構以流程為導向 (Process-

Oriented)的資訊系統，讓企業主能隨時掌握企業運作，增加營運修改的彈性

及評估的效率，逐步推動企業邁向流程電子化，以因應瞬息萬變的潮流變遷

與挑戰。從創立階段開始，華苓科技在商業模式四大要素中，最主要是針對

創新流程構面的發展，以流程軟體滿足台灣客戶企業營運流程自動化的需

求。 

自 1999 年 2 月成立以來，華苓結合多年學術研究的 Workflow 理論技術

及產業經驗，成功地開發出一套完整的企業流程管理平台 Agentflow 工作流

程自動化系統，優異的產品特性及傑出的 Workflow 開發技術，獲得著名國

內外創投公司的青睞，於 2000 年現金增資至新台幣 1 億 9950 萬元。為拓展

經營視野，華苓科技陸續加入國際性工作流程組織「工作流程管理聯盟」

(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 WfMC)與「企業流程管理促進會」(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Initiative, BPMI.org 現為 BMIDTF, Business Modeling & 

Integration Domain Task Force)成為正式會員，積極參與國際工作流程產業標

準的制定，同步掌握國際工作流程產業脈動。同時，並獲邀擔任 WfMC 台灣

地區的分會主席，負責處理 WfMC 在台灣地區的相關事宜及聯絡窗口。由此

段公司歷史得知，華苓科技在台灣發展的商業模式一開始就積極參與各種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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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活動，由此累積了商業模式要素中網絡與聯盟構面中獨特的資源與操作

能力。 

(二)、以在台灣市場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思索新興市場的開創 

華苓科技創立之初就是以流程軟體的自動簽核功能見長，當時在台灣的

高科技廠商因與矽谷連結密切，所以接受度高，但也都沿用美商 IBM 的解決

方案，可以說科技業都是外商的天下。因此華苓科技在台灣的市場區隔就還

擇了不同的客源，其客戶偏重於傳統產業。此後，隨著台灣市場漸趨飽和，

且台灣的傳統產業客戶有許多都至中國大陸設點，要求華苓科技公司能在中

國當地就近提供服務。 

華苓科技公司在台灣累積使用過軟體產品的公司超過 500 家，但是隨著

台商的西進中國，舊有客戶在中國設立的子公司的流程軟體使用需求上升，

因此佈局中國的策略勢在必行，唯中國幅員廣大，該在何省市佈局？如何尋

找合適的當地夥伴？能否結合新興科技發展？商業模式是否要隨著改變？都

是重要的策略選擇議題。 

(三)、前進新興市場開始商業模式創新的動態演化 

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靜態商業模式的複製 

2009 年華苓公司利用在母國既有的流程管理軟體產品為基礎，探索中國

市場而成立了在中國第一個據點，任用北京當地人設立了直營的北京分公

司，據此得以理解在中國商業模式的運作，累積北京政府網絡資源。當代企

業常常有複製「最佳實務」的迷思，學者認為最佳實務只是成功運作的表

徵，企業若不理解「最佳實務」內嵌的組織作為，依照狀況權宜導入，想要

達成創新的成效是遙遙無期的 (蕭瑞麟等，2011)。商業模式也是一樣，到了

新興市場就必須融入在地脈絡，才能發展出適合當地的商業模式，達到創新

的發展。照抄的效果通常有限，不過卻也成為一般企業在尚未了解新興市場

在地脈絡時的初期作法，藉由照抄商業模式設立相同功能的子公司實務運作

來了解在地脈絡。 

創新階段創新階段創新階段創新階段：：：：以台灣物聯網聯盟為平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以台灣物聯網聯盟為平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以台灣物聯網聯盟為平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以台灣物聯網聯盟為平台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 

由華苓科技梁董事長號召成立的台灣物聯網聯盟(Taiwan Interne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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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 Alliance, TIOTA)於 2011 年 4 月正式成軍。看好物聯網技術潛在的創造

力與廣大的應用範圍，勢必帶動不同產業領域技術及科技的創新，台灣物聯

網聯盟推廣物聯網相關技術之發展，更與不同領域之產業共同研發，在國內

推展物聯網技術，更要將台灣研發技術能力推向國際化。尤其物聯網是中國

十二五政策中重點發展的產業，對台灣物聯網軟硬體廠商而言，透過台灣物

聯網聯盟的集體力量共同進軍中國市場，是一個能借力使力的共同平台，也

是擴大市場的有利跳板。同時透過台灣物聯網聯盟在中國與各大城市政府交

流的過程中，也可發掘深耕當地市場的硬體台商，可以透過與華苓科技結盟

或加盟的型式，進行軟硬體的整合，一方面收取綜效，一方面可協助廠商轉

型。對華苓科技而言，更可達到依重點城市、重點夥伴而設立華苓科技在大

陸的據點的綜效。學者研究指出即便是個人藉由持續尋找市場中的外在機

會、累積外在資源的活動，可以形成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創造新的獲利來源 

(Svejenova et al., 2010)，而以企業、聯盟為主體的組織，藉由本研究的發

現，也可在新興市場以商業模式的創新創造新的獲利來源。 

 

三、個案比較分析 

在本研究的二個個案中，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在本土市場都有經營成功的

母公司，但是在進軍新興市場時，都不約而同地設立了獨立的子公司來運

作，並由子公司與當地的廠商、組織溝通。並藉由與新興市場當地聯盟夥伴

的交流，有的發展出不同程度的服務創新應用來做為子公司在新興市場的新

營運模式，有的維持原有的產品屬性而於新興市場尋找網絡與聯盟構面改變

的商業模式創新。 

本文採用的是利用商業模式要素四個構面的分類法，來重點探索已有成

功商業模式的公司，在進軍新興市場時，商業模式創新之調整策略的優先順

勢為何？綱舉而目張，這四大要素決定出優先順序後，其餘子要素的創新就

大部份是執行的問題了。我們將二個個案其在面對新興市場時改變商業模式

的前二順序，用第一改變要素及第二改變要素來表示。綜合整理後的簡要標

示如表 2，再依個案逐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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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個案在新市場中商業模式創新的前二優先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要素 要素內容 華苓科技 加捷科技 

客戶價值構面 目標客層、價值主張   

利潤模式構面 收益流、成本結構 第二改變要素 第二改變要素 

網絡與聯盟構面 通路、關鍵資源、關鍵夥伴 第一改變要素 第一改變要素 

創新流程構面 關鍵活動、顧客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加捷科技 

就加捷科技而言，因為台灣市場漸趨飽和，而甲魚產品的愛用者是有民

族性區隔的，中國與日本人特別喜愛。因此西進同文同種的中國佈局便成了

國際化佈局的第一選項。中國人受古時帝王食補的影響，也和古時候的皇帝

一樣喜食甲魚來進補。但是甲魚的料理製造煩瑣，或因野生甲魚衛生不佳、

或因料理專業不足，食用甲魚而中毒的事件在大陸時有所聞。因此加捷科技

經由高科技生產的甲魚健康食品製品在中國便是能滿足時時進補保健又省去

料理麻煩的選擇。這是滿足客戶價值定位的第一要素，也符合該公司的產品

特性與中國人的進補保健要求。 

但因為台灣保健食品進口中國關稅過高問題短期無法解決，因此要先找

到在中國當地能生產產品的合作夥伴。加捷科技首先在中國申請了科技化養

殖甲魚的專利，並尋找技術轉移的合作夥伴 --- 杭州龔老漢養鱉廠，除了活

體甲魚的養殖技術外，更將甲魚產品的初級生技加工技術移轉，以生產甲魚

粉，並以此產品做為在中國試點的先驅產品。可知加捷科技在新興市場的轉

進策略，是一開始要先找到在當場市場的資源，才能接著佈局其他商業模式

要素的改變。在進軍新興市場的初始階段，母公司挹注本土市場的資源外，

也要積極尋找當地的資源，一開始可能是成本、後勤方便等交易成本考量因

素，此時商業模式的創新可能不見得成熟，但是資源在母國企業及新興國家

企業間的動態流動是常見的。 

而在創新階段，在加捷科技的案例又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人際網絡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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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企業的社會資本。加捷科技鍾總經理利用海峽兩岸五所交通大學龐大

的校友資源網絡，建立起進軍中國所需的人脈，並尋找當地的事業合作夥

伴。這種由高階管理者所建立的個人連結關係，往往對於公司本身的經營方

向，乃至於績效表現，產生重大的影響。 

加捷科技在台灣的銷售通路是以直銷商來經營，因為保健食服用需要詳

細的講解，因此特別適合用直銷商將本身的產品使用經驗，透過直接銷售的

方式來告訴新的消費者。但是在中國，由於直銷的方式不被國情及法律所允

許，因此商業模式中的利潤模式構面必須有很大幅度的修正。歐美國家其他

直銷企業因產品線廣、資本額大，因此在中國的作法就是改為直營店來經

營。但是在中國的各城市設立門市來銷售較單一的甲魚生技產品，這種做法

獲利不易，因為需求難以預測，而且初期投資與房租押金等負擔偏高。加捷

科技透過中國國藥集團的現有通路設立加捷產品專櫃，實施「店中店」展店

計劃，除了節省自設通路的成本外，透過中國國藥集團通路的統一收款方

式，也解決了台灣廠商在中國大陸做生意最易出問題的收款環節。同時「店

中店」的設置成本較直營店低，來客的購買意願也因來到藥品通路與保健食

品的關連性較高，而達到了行銷的綜效。此種方式的展店也是附屬於合作夥

伴公司下的另一種有創意的公司型創業模式，同時也改變了商業模式創新中

的利潤模式構面創新。透過此一模式在中國大陸展店，大幅降低了企業由本

身自設通路的風險。 

透過下表 3 的整理，可以看得出來加捷科技在新興市場中國的商業模式

創新是先創新網絡與聯盟構面，其次再創新利潤模式構面。 

 

表 3 加捷科技案在新市場中商業模式創新的要素改變順序及內容 

商業模式創新要素 改變順序 加捷科技商業模式創新要素改變內容 

網絡與聯盟構面 1 在中國的產品生產、在中國的事業夥伴 

利潤模式構面 2 從直銷經營改為「店中店」經營 

創新流程構面 3 當地化的資源（未來持續調整） 

客戶價值構面 4（未變） 原產品核心價值及品牌經營累積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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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本研究的新市場進入的動態商業模式架構，將加捷科技在各階段

的行為標註在架構圖 4 中，可以清楚了解其資源的動態互動狀況。 

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圖 4加捷科技新市場進入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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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加捷公司利用在母國既有的專注於甲魚產品上下游整合生產、銷

售的商業模式，在母國市場以此為基礎往生技產業的上游發展，而成立了大

展幹細胞公司。此時，企業已有兩項核心產品。於 2009 年初探中國市場時，

將既有的甲魚養殖技術技轉至中國的合作夥伴 --- 杭州龔老漢養殖廠，打算

複製加捷公司在台灣的成功案例，後來因為甲魚產品銷售在中國成長迅速，

因此也將中國製的甲魚粉產品引進台灣銷售，這是第一次商業模式動態創新

而回饋母公司原市場的動態平衡。同時又以幹細胞的技術為基礎尋找在大陸

的潛力技術合作對象。 

而在第二次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中，利用海峽兩岸交通大學校友會的力

量，找到了在中國的國藥集團的藥品通路為合作對象，設立店中店為銷售管

道，並與校友合資成立的宣捷幹細胞公司，技術來自於吉林大學，並將其幹

細胞產品帶回母公司市場來進行銷售，實現了第二次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的

回饋。 

(二)、華苓科技 

從資源基礎理論觀點來看，政商關係的建立可以視為一種企業體對外所

建立的連結資本，透過由企業高階經營者所建立的政商關係，會連結到企業

的績效表現或是策略決定。在變遷中的經濟環境裡，許多競爭優勢係立基於

廠商的網絡關係及政商關係 (Hoskisson et al., 2000)，特別是過去許多研究已

經指出關係(guanxi)的運用是華人社會的重要特質，對廠商策略與績效都會產

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Hitt et al., 2000)。基本上有一些商業模式比其他模式更有

威力，就是要尋找到能創造顧客黏著性或忠誠度，或是讓競爭者有進入障礙

的商業模式。尤其如果廠商提供的服務是客戶作業流程中的重要步驟，而且

必須靠廠商的產品來提供，這就具有黏著性。華苓科技在台灣累積了不少有

黏著性的廠商，且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興起，這些台灣廠商漸漸也在中國設

廠或是設立子公司。台商在大陸的公司經營績效卓著，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

靠在台灣經營所累積的知識管理，而知識管理又與公司內部運作的商業軟體

系統有一定的關係。 

因此，當這些已使用華苓科技的流程管理軟體的公司在中國設立子公司

時也會想導入相同的系統，但是與公司經營、每日運作相關的系統，實在容

不得有系統停止運作而無人支援的情況發生，廠商的立即服務或是到場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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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重要的評估要素。也就是因為這種情況，華苓科技的經營階層一直收

到在中國各地的台商客戶提出來的在當地設立據點的要求。這對母公司來說

是兩難的，因為對軟體公司而言，單一客戶在當地的需求，恐怕無法支持整

個子公司在當地運作的成本，必須在同一城市有足夠的客戶數目，設立子公

司才能長期營運。因此華苓科技一開始只先設立了直營的北京分公司，一直

到數年後北京分公司損益兩平後，才開始規劃後續的分公司設立事宜，並從

直營店分公司的模式改為加盟店分公司的模式。 

華苓科技所提供的流程引擎，是一種平台模式，讓企業用戶得以在平台

上快速開發符合內部需求的流程應用。平台模式最明顯的成功案例就是微軟

公司，它不僅賣應用軟體，還靠授權其他組織使用軟體平台來賺錢。經營得

宜的平台模式可以讓企業要求更高的價格，並長期占有優勢。但是軟體公司

與平台模式的商業模式特色就是現金流入是細水長流的，並不是一開始就有

很大的購買量。軟體與專案服務的特色就是要與購買者進行大量的討論，並

妥善規劃。因此一個據點的設立後，最佳策略就是有很多現有或潛在的客戶

可以服務，因此設立據點前的市場調查與當地佈局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夠在

設立據點前就有機會與當地的潛在客戶接觸呢？或許建立一個能與中國各大

城市定期、長期聯絡的網絡平台會是一個有效的方式。 

適逢中國大陸倡議物聯網的概念，認為是 IT 革命的第三波，且以中國的

廣大市場，及早發展物聯網產業能領先世界，且城市化的進程也能更智慧化

的躍進。而且如若領先世界，優先制定了物聯網的規格，則產業發展的話語

權就不會事事受制於歐美了。因此華苓科技梁董事長聯合了台灣的 ICT 產業

組成了「台灣物聯網聯盟」，透過台灣物聯網聯盟的集體力量共同進軍中國

市場，是一個能借力使力的共同平台，也是擴大市場的有利跳板。 

同時，透過台灣物聯網聯盟在中國與各大城市政府交流的過程中，華苓

科技也可發掘深耕當地市場的硬體台商，可以透過與華苓科技結盟或加盟的

型式，進行軟硬體的整合，一方面收取綜效，一方面可協助廠商轉型。對華

苓科技而言，更可達到依重點城市、重點夥伴而設立華苓科技在大陸的據點

並節省成本的綜效。由於中國正處於傳統的計劃經濟向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

濟轉型，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有著特殊的國情，長期從事中

國業務並對中國市場發展有深刻認識的高階管理人才難得。對於華苓科技要

成功在新興市場中國商用軟體取得業務快速成長的契機，有賴於建立一支熟

悉中國市場的人才團隊。而透過台灣物聯網聯盟的夥伴關係在中國尋找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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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業務的切入點，並在過程中挑選合適的人才團隊對該公司的中國業務發展

至關重要。 

透過下表 4 的整理，可以看得出來華苓科技在新興市場中國的商業模式

創新是先創新網絡與聯盟構面，其次再創新利潤模式構面。 

表 4 華苓科技案在新市場中商業模式創新的要素改變順序及內容 

商業模式創新要素 改變順序 華苓科技商業模式創新要素改變內容 

網絡與聯盟構面 1 
透過組織台灣物聯網聯盟，來經營與中國各地

方政府的政商關係與開發台商在大陸的資源 

利潤模式構面 2 
開放以往經營中國市場的直營店模式改為加盟

店模式 

創新流程構面 3 
既有的訓練、安裝、客服等流程可以與中國客

戶共享，僅需支援大陸設點行政事宜 

客戶價值構面 4（未變） 原有的企業流程管理軟體及品牌經營累積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回歸到本研究的新市場進入的動態商業模式架構，將華苓科技在各階段

的行為標註在架構圖 5 中，可以清楚了解其資源的動態互動狀況。 

 

 

 

 

 

 

 

 



中山管理評論 

 ～121～  

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初始階段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圖 5 華苓科技新市場進入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行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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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華苓公司利用在母國既有的流程管理軟體產品為基礎，探索中國

市場而成立了在中國第一個據點，任用北京當地人設立了直營的北京分公

司，據此得以理解在中國商業模式的運作，累積北京政府網絡資源，並得以

預見中國日後制定的物聯網政策先機。同時依北京當地分公司的回饋開發適

合中國市場的產品，這是第一次商業模式動態創新而回饋母公司原市場的動

態平衡。 

而在第二次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中，利用 2011 年成立的台灣物聯網聯盟

經營與中國物聯網交流平台，並藉此平台結合台灣的資訊產業同業，並以交

流活動建立與中國各城市地方政府與物聯網企業的網絡。同時基於北京直營

分公司經過數年的努力才得以損益平衡的經驗，若是全中國各大城市的據點

都以直營店開立對客戶服務的覆蓋率將會大大不足，因此修正了商業模式改

為加盟店的方式設立。 

尋找加盟企業主的方式，是透過台灣物聯網聯盟在中國各大城市的活動

機會，尋找當地的合作夥伴或是計劃轉型的落戶台商，因此得以在 2012 年一

年時間就可以開立長沙、杭州及深圳三家分公司。而因為多了三地的據點，

讓已有的台商客戶在此三地有設立子公司的企業更願意使用華苓的產品，同

時也影響當地上下游台商的母公司總部使用華苓產品的意願，拓大了原來市

場的經營規模，實現了第二次的商業模式動態創新的回饋。而中國地方政府

的網絡、地方智慧城市等系統建設的商機與新據點、新幹部的培養都是動態

回饋給華苓總公司或是台灣物聯網聯盟的新市場累積資源。 

從以上個案分析得知，個案的產業特性不同、原有的資源優勢不同，但

是在進軍新興市場時，都不約而同採取相同的商業模式創新策略。在進入新

興市場時，初始階段是摸索階段，都採用複製原來在台灣的靜態商業模式到

中國，但後來都發現許多新興市場的在地因素而無法如願。於是利用當地網

絡與聯盟，積極了解在地脈絡，並取得在地資源的協助，而達到商業模式的

改造與創新。由此可驗證商業模式是隨時間而演化的 (Morris et al., 2005; 

Sosna et al., 2010; Teece, 2010)，而且是經由積極調整以創造組織內部一致與

適應外部環境 (Demil & Lecocq, 2010)。從本研究兩個個案所採取的商業模式

四大要素的創新順序來看，先尋找當地網絡與聯盟的資源，接著改變利潤模

式是前兩項最應變更的商業模式創新要素。 

以往商業模式在學術上的探討，多偏重於靜態的層面，是一個成功企業

故事的目前實現策略的陳述。但本研究著重於建立完整、動態的商業模式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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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析模型，以供所有企業面對逐漸多變的外在環境，能夠與時俱進，尋找

到企業本身的商業模式創新之道：面臨外在的科技、市場與組織的變動，透

過以改變商業模式要素四大構面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創新分析，找出適合企業

本身的商業模式創新設計。本研究以「商業模式動態創新演變」的分析，探

討二個個案在進入新興市場，不同時期的商業模式演變以呈現商業模式的時

間動態。 

 

 

 

伍伍伍伍、、、、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縱觀目前商業模式的理論缺口在於偏重商業模式組成元素的靜態分析，

欠缺跨國經營的空間動態分析與隨時間軸而改變經營模式的時間動態分析。

本研究針對此理論缺口設計架構，以國際進入說明商業模式的空間動態，以

進入新興市場後的商業模式變化說明商業模式的時間動態。 

跨國企業在不同國家的市場需有不同的商業模式，但彼此有關聯，其關

聯為何？在新興市場中的商業模式是如何由原有市場的商業模式演化而來？

世界各國都有當地不同政治、文化、法律等不同的機制，限制國際企業完全

複製母國商業模式的企圖。在地脈絡及資源，需在地化經營後理解脈絡才能

持續累積資源，也因此會發展出不同於母國的商業模式。本研究的重點強調

隨著國際企業進入新興市場時，商業模式與時俱進的時間的動態與創新。從

這個角度來探討，國際進入本身就是一種商業模式創新的機會。 

有太多的多國籍公司把現行的商業模式，套用在新興市場時成效不彰，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修正商業模式。開放的心態是所有打算進軍新興市

場的企業的最重要策略，但是商業模式的修正並非千篇一律，其重要的優先

順序為何，需透過企業的實際經驗來歸納。在本研究的個案當中，加捷科技

及華苓科技所提供的產品，新市場與原市場的客戶需求並無太大差異，當這

類廠商前進新興市場時，可以明顯得知在商業模式的四大要素中，第一個需

要改變的就是新興市場地資源的取得。其次就是利潤模式的修正。由本研究

的發現中可以得知，靜態商業模式是一連串策略的選擇或是實現的策略之組

合結果，而動態的商業模式必須隨著進入新市場而有所調整，就是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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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但是在什麼時間點做什麼策略選擇？則是依個案的商業模式構面分

類而有所不同。基本上就是當組織、市場或科技任何一項有變動或創新時，

就必須啟動動態商業模式的調整，調整後的靜態商業模式則是企業與經營環

境間的短暫平衡。以實際案例來看，決定商業模式創新的時間點通常取決於

進入市場與新的科技創新出現時。同時商業模式的創新是漸進式的居多，突

破性的商業模式創新是少數的案例，例如 Google、Facebook 的成功，是市場

與技術都有很大的突破性創新而產生的突破性商業模式創新的特例，一般企

業依原有的商業模式創新，不易達到此破壞式創新的境界。何種商業模式創

新是可行的？有太多的外在環境因素需要探討，本論文著重的是進軍新市

場，尤其是新興市場的面向時的商業模創新可能性的討論。本研究發現以下

幾點結論： 

 

一、理論貢獻 

第一，資源流動之後產生商業模式創新的改變，在新興市場中，原先商

業模式累積的資源可能無法產生效果，為了因應當地特殊的商業環境，必須

修正與調整原先的經營模式，而原本只是為了生存的困境，配合大陸當地的

脈絡調整，在商業模式要素模組化的適當要素修正後，能產生創新的商業模

式。從本研究的結果看出，商業模式在新興市場的創新也許不是來自於設

計，而是來自於適應當地環境後調整而來的在地化調適。 

第二，本研究補強了全球化商業模式的理論基礎，為理論基礎薄弱的全

球化商業模式提出了結合國際進入與商業模式的思維，同時提出結合靜態商

業模式元素與動態資源流動的分析模型。本研究著重於國際企業進入新興市

場時的商業模式變化，在此情境下，凸顯出來的商業模式要素為客戶價值、

利潤模式、創新流程及網絡與聯盟。新興市場大多是人治色彩較重，必須透

過當地人的身份才能突破許多經營上的劣勢。在中國經營事業時，「有關係

就沒關係」的潛規則 (Yang, 1994) 是其中一項在地脈絡，因此在當地網絡與

聯盟的經營就特別重要，這一方面可以用資源基礎理論來解釋如何累積當地

的資源。準此，資源基礎理論可以做為全球化商業模式的重要理論基礎。但

是「關係」是一種無形的資源，在商業模式進行在地化調適的時候，要呈現

為可實現的資源才能改變商業模式。從本研究的個案中看出，成為當地脈絡

的互利性資源，較容易實現「關係」成為商業模式中的具體資源如通路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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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夥伴。例如加捷科技的甲魚產品成為國藥集團店內的產品之一，是藉由產

品獨特性而得到通路的互利性資源；而華苓科技藉由中國對物聯網產業的政

策鼓勵而得到了與各地物聯網廠商合作的機會，而獲得成立分公司的關鍵夥

伴互利性資源。 

第三，新的商業模式與舊的商業模式可以在同一個企業並存，也許可以

設立不同的組織來執行不同的商業模式，或進一步分割為子公司。子公司的

商業模式要如何與母公司原有的商業模式並存，首先就是要先注重二者間的

二元平衡問題。藉由母子公司分別設立以獨立發展商業模式累積資源，是組

織間二元平衡的作法。新舊科技、產品在不同市場分別銷售是科技與市場二

元平衡的作法。不同市場累積資源過程中，產品也許以市場為區隔，但對於

客戶需求、新市場理解得到的概念卻是可以在新舊商業模式之間流動以啟發

創新。而從本研究的個案以及架構來看，將新興市場當地子公司累積的資源

如加捷在中國製造的甲魚粉、華苓在中國得到的物聯網需求，藉由即時動態

回饋到母公司原有商業模式中，可形成為商業模式創新的元素。如此循環的

過程可以將子公司發展出來的企業優勢內化為整體集團母子公司的共同優

勢，同時有利於母、子公司發展出新的商業模式。 

 

三、動態商業模式的二元平衡 

透過母國市場與地主國市場的各自資源累積與持續交換的動態過程，可

提供商業模式不斷創新的動力。當資源累積成競爭力時，又是另一個商業模

式創新的時機。所以兩個靜態商業模式之間的動態資源累積過程，就是商業

模式動態創新的主要精神。可依不同產業各異的市場變動、技術變動來適時

調整商業模式的創新順序。整體的運作綜效，就由商業模式要素構成的商業

模式動態創新模型的與時俱進來達成。本文指出，透過組織、科技與市場各

方面的持續動態二元平衡來體現當下的靜態商業模式。 

(一)、組織的二元平衡 

新興市場中的子公司與在本土市場中的母公司，可以透過母公司原有的

無形資產如品牌、專利等，做為進軍新興市場的後盾。而子公司在新興市場

所得到的第一線產品需求及修改要求，可以回饋給母公司做為研發、產品改

良的創意。而公司與聯盟的二元平衡也可以達到資源移轉、資訊獲得的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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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此大組織與小組織在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中是有動態二元平衡的效果。 

(二)、科技的二元平衡 

企業原有的產品是穩定營收的來源，而投入的研發則是為了利用新科技

而創造日後的新產品，再進一步貢獻更大的營收。因此新科技的研發有賴舊

科技（產品）的營收挹注，而持續的新科技將創造出更多的產品，使公司的

成長隨著逐步上升的 S 曲線而成長。所以新科技與舊科技在商業模式動態創

新中也是有動態二元平衡的效果。 

(三)、市場的二元平衡 

企業原有的本土市場是穩定營收的來源，而進軍新興市場則是期望能再

進一步貢獻更大的營收。但是新興市場初期的經營必須由原來市場提撥收入

而投入經費，待新興市場能自己自足後，才能對企業整體營收有所提升。因

此原市場與新興市場在商業模式動態創新中也是有動態二元平衡的效果。 

從本研究的結論歸納得出，一家企業並非只能有一個商業模式，商業模

式是要隨時間、情境變動而調整。而進入新興市場，企業仍可複製原商業模

式，但必須結合當地外在環境與資源進行創新，而創新的順序可以依照商業

模式要素的四大構面來調整。這種創新也可動態回饋到母國市場的母公司而

成為新的資源。 

 

二、實務啟示 

從實務管理的角度來看，新的商業模式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對未

來的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往往又來自於新技術的創新或是新的市場開

創。而新興市場由於低階初級產品的尚待普及和日後的需求高度成長及環境

變動大等因素交織下，商業模式的創新是更有可為的。因此本論文著重於新

興市場的商業模式創新的研究，期望能提供所有企業如何利用企業內部有限

的資源去掌握無限的市場需求，創新的商業模式往往就是解答。本研究對企

業實務的啟示有以下三點： 

第一、當進入新興市場時，原先商業模式可先複製到新興市場，但必須

同時思考當地的商業脈絡做為商業模式修正的來源。如何將原有商業模式融



中山管理評論 

 ～127～  

入在地脈絡？透過嘗試錯誤的學習當然是一種方式但成本較高，本研究中的

案例透過新興市場當地的網絡尋找合適的資源是易取得綜效的方式。尤其是

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透過網絡與當地企業適時交換資源，將有助於取得優

勢，而不必本身從頭培養一項資源，透過合作或是外包的方式，可以將營運

風險分散。 

第二、商業模式在新興市場的創新，與其說是重新設計，不如適應當地

環境調適而成來得有效。商業模式在地化時，需要遵循的原則，除了建立當

地網絡以累積資源外，與當地關鍵夥伴的合作方式會有利益分配的細節，因

此設立子公司以不同的利潤模式來施行與原有商業模式不同的運作是必要

的。本研究的個案中與不同關鍵夥伴形成不同的分工，有不同型式的利潤模

式而成立子公司，是母子公司以獨立個體運作，但又可分享累積資源的二元

平衡作法。 

第三、商業模式在地化時，有時會有「調適」（入境隨俗）的風險。常

常由於新興市場人治色彩與資訊不透明的陷阱，而造成錯誤關鍵夥伴的選

擇。如何迴避此一問題？從本研究的個案中看出，挑選規模較大、人治色彩

較淡的當地網絡如校友會、產業聯盟先建立連結，再從中篩選關鍵夥伴是較

佳的方式。新興市場當地網絡的經營，要能異中求同、找到相同的文化背景

與適當的關係連結，例如加捷科技運用的是海峽兩岸同一大學不同分校的校

友會連結。而當沒有適當的連結時，創造共同利益的聯盟組織作為交流平台

也是另一種作法，例如華苓科技所創造的台灣物聯網聯盟。但網絡與聯盟都

只是入境隨俗的方法，尋找異中求同的文化連結才是在新興市場發展商業模

式的重點。 

商業模式是創造客戶價值的企業經營活動的總和，創新的商業模式能使

企業獲得更多用戶的青睞，能使企業獲得更好的發展。而從本研究的案例中

來看，台商在進軍中國市場時也並非什麼事都親力親為，而是特別注重尋找

中國當地的策略性夥伴，並與之結盟期能使市場的開拓更能借力使力，而非

一切從頭做起。透過本研究對商業模式動態創新在市場變動方向的分析，以

及進入新興市場時商業模式分解為可操作的四大要素的實務模型，面對新興

市場時，企業可將商業模式變動要素進行分解，以優先、必要調整的要素進

行組織及管理上的變更，並將兩地商業模式的資源動態相互為用，以達到進

軍新興市場最有利的營運方式。 

有一些商業模式能比其他模式更具有威力，基本上，尋找能創造顧客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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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或忠誠度，或是讓競爭者有進入障礙的模式就是具有威力的商業模式。

例如加捷的甲魚精製造技術及專利在中國對其他甲魚產品業者就是一個進入

障礙。此外，如果顧客必須費些功夫才能更換供應商，就會帶來某種程度的

顧客黏著性。例如華苓科技的企業流程軟體在公司內的應用融入企業的日常

決策中，就能產生顧客使用的黏著性及忠誠度。本研究個案中所展現的商業

模式，能根據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結合新興市場當地的網絡與聯盟資源，是

值得管理實務界參考的商業模式創新的動態案例。 

商業模式創新要素四大元素商業模式創新要素四大元素商業模式創新要素四大元素商業模式創新要素四大元素 

商業模式要素四大元素：利潤模式、客戶價值、創新流程、網絡與聯盟

的各項要素，對一個在本土的新創公司而言，可能最重要的是先鞏固產品、

找到客戶價值，其他要素同時加強與調整。但當一個在本土市場已經營有成

的企業，其進軍新興市場時，因為對當地資源的不熟悉，外部資源的取得就

比其他要素更為重要。因此從本研究的兩個個案結果來看，其調整的步驟可

分為以下兩步驟分階段調整，初始階段與創新階段：(一) 初始階段從網絡與

聯盟構面及利潤模式構面開始；(二) 創新階段需整合其他二者：客戶價值構

面及創新流程構面。 

新興市場商業模式創新新興市場商業模式創新新興市場商業模式創新新興市場商業模式創新、、、、資源累積資源累積資源累積資源累積，，，，首重當地策略合作夥伴建立首重當地策略合作夥伴建立首重當地策略合作夥伴建立首重當地策略合作夥伴建立 

新興市場當地人對外來產品信用的背書效應 

以加捷科技的個案來看，結合中國最大的藥品通路連鎖集團，在其店面

銷售，是取得當地人對外來產品信任的最快途徑。而以華苓科技而言，台灣

物聯網聯盟與中國各城市政府的聯合交流活動，是提供了當地半官方的管道

介紹台灣產品給當地的廠商、潛在客戶。並提供交流與商機媒合的機會。 

(二)當地合作夥伴共同行銷易切中目標客戶 

在新興市場做行銷，外來廠商一定沒有本地廠商來得了解市場。以加捷

科技的個案來看，在國藥集團店面銷售，可以不必直接對當地人行銷，而只

針對來店消費的人行銷即可。而以華苓科技而言，台灣物聯網聯盟在中國各

城市政府的參展活動經費多半有物聯網政策支持，聯盟廠商都可以達到集體

行銷、集中行銷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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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當地合作夥伴的網絡為市場拓銷的資源 

在新興市場持續拓展市場也是一個較難的議題，外來廠商一定沒有本地

廠商來得容易拓展市場。以加捷科技的個案來看，與國藥集團進行策略聯

盟，可以國藥集團現有的通路進行店中店的持續設置，另一方面也可以隨著

國藥集團新據點的開拓而更加拓展市場。而以華苓科技而言，中國的物聯網

聯盟在中國各城市政府持續開拓智慧城市的概念而到各城市拓展市場，台灣

物聯網聯盟廠商都可以隨著中國的物聯網聯盟在中國各城市拓銷而一起成

長。 

 

三、未來研究方向 

中國與台灣的文化語言接近，因此台商進中國大陸時，中國人的偏好與

台灣人的偏好可能差不多，因此在客戶價值構面沒有變化的必要，這是本研

究的限制之一。本研究的兩個個案在進入中國市場時，商業模式四大要素只

修正了其中兩個要素，其他的要素可能因為文化相近而不必做大幅度的修

正。至於進軍文化差異大的新興市場，其商業模式的修正與創新是否更大，

有賴於日後的研究。此外，對於利用新科技或新服務進入新興市場的廠商，

其在動態商業模式架構下的組織行為，也是日後值得研究的議題。商業模式

要素的所有構面都是基於企業領導人的願景設立而成為組織的願景及目標，

而商業模式的創新則是基於此願景與整個商業生態系統的互動，願景的形成

是商業活動創新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本研究並未深入探討，而是著重在組織

與市場、科技等構面互動時的創新，組織願景議題值得日後深入研究。 

 

 

 

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商業模式在新興市場的創新是本研究的重點。我們了解到，母國成功的

商業模式移植到新興市場時，不見得能發揮原來預期的成功運作。必須了解

新興市場當地的脈絡，同時將此資源回饋到原來的商業模式，才能據以調整

原來的商業模式，而達到商業模式的創新，這種商業模式的動態循環觀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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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進軍新興市場尋求企業整體成長的適切模型。 

企業在複雜、多變的商業環境中，必須不斷適應、調整，才能永續經

營。西方學者達爾文曾經說過：「最適生存的物種，並非是體型強大的物

種，而是最能立即適應當地環境的物種」，不僅適用於生物界，對於企業界

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商業模式在一地成功的經驗，在進入新興市場後一定

是需要適應當地的環境，並能及時修正、反饋、創新，才能發展出適應當地

的商業模式。 

中國哲學之書易經有一卦為「雷風恆」，外卦為雷，內卦為風。具體形

象都是自然界變化異常快速的雷與風，二者合併卻解釋為恆常運作的哲理，

何也？雷，震動為向外之發展；風，巽入為向內之發展。雷與風各居本位，

各循其常軌發展，動靜有分，各得其宜，乃恆久之道。在本研究中的新興市

場商業模式有如在外的雷，隨時與新興市場當地的脈絡連結，並將累積的資

源即時回饋給母企業；而母企業以開門納風的態勢隨時修正商業模式以為創

新，如此動態循環的商業模式創新觀點正符合本研究的架構與精神。 

綜合以上中西學理、哲學對於環境變動的觀察與因應之道，可以體現在

商業、管理的世界中。現代商業模式變化迅速，需隨需求、環境等時空因素

立即調整，「變是唯一不變的真理」，商業模式的創新才能讓企業開拓新市

場成功；但同時「有所本的變」才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以原有的商業模式

在新興市場中結合當地脈絡而創新，才能達到商業模式動靜之間的平衡與權

衡，讓商業模式的創新隨時空變動而有動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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