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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業必須跳脫劣勢情境，才能有效取用優勢資源，進而改變社會地位。過

去社會網絡理論提出強弱連結差異，強連結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弱連結常是創

新與異質資源來源；不過卻少討論社會網絡中的地位優劣差異，劣勢地位者如

何取得優勢連結，進而取用資源，成為本研究重點。本文調查台灣知名夜市如

何謀取優勢資源以改變社會地位。貢獻一，由社會場域辨識優勢者的隱憂，以

建構連結契機。貢獻二，由劣勢資源的社會價值，交換優勢資源的經濟價值，

並由多次交換建構社群網絡。貢獻三，由外部地位進化推動內部結構演化，以

改變劣勢者的核心價值。實務貢獻言，本研究提醒組織應學會換位思考以辨識

機會；換價得利以取用優勢資源；換取新機以創新資源價值。

關鍵詞：社會地位、社會網絡、資源交換、社會價值、機會辨識

Abstract 
Organizations have to leverag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to break through the 

inferior situations and reshape social positions. Social network theory suggests 

organizations to have strong tie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 or to have weak ties to get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However, the inferior social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becomes a missing link for social network theories. How the weak actor builds the 

social ties and leverages advantageous resources needs more discuss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 well-known night market in Taiwan and learns how it transforms its 

social position strategically. There are three mai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to build link 

with the strong actors by detecting the weakness of the strong. Secondly, this paper 

suggests players who posited at inferior situations have to redefine its resources’ 

social value to exchange for advantageous resources. Also, by multiple resource 

exchange process, organization could turn the weak ties into strong ties with 

particular social club. Thirdl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position to explore more opportunities. By upgrading the social positions, 

organizations also experience internal transformation for mor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Practical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organizations to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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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epositioning itself at the advantageous situations and redefining resource values 

for exchange. By upgrading its social positions, organizations may explor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mor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Keywords: Social Position, Social Network, Resource Exchange, Social Value,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壹、緒論 

社會地位對個人與對組織而言，就像是一張隱形身分證般，影響組織對有

形資源的取得與無形社會影響力之發揮。因此，過去企業推動股票上市公開發

行，目的在取得投資人肯定，以爭取更多資源；也有企業經常參與重要競賽，

以獎項獲得更高認同；還有企業努力爭取進入重要社群，如工總、商總、工商

建言會等，以發揮政策影響力。近年來，企業更重視社會責任等公益形象之建

立，目的在取得一般大眾與潛在消費者認同。 

    同樣強調資源取得以求創新成長，但由社會網絡中的社會地位高低檢視組

織謀取資源議題，較開放創新之內外部資源流動具有以下三項價值。首先是資

源內涵不同。相較於開放創新論述強調資源的功能性價值與有形價值 

(Chesbrough, 2003)，社會網絡更重視社會連結強弱等社會關係的隱形價值 (Burt, 

2001)。其次是社會資本價值。相較於開放創新重視與合作夥伴間的資源交換價

值，社會網絡更重視的是與特定社會群體間的社會資本價值，換句話說，能獲

得特定社群肯定，就有機會「一網打盡」與其他社群成員合作以取用更多資源。

三是資源取用關係。開放創新重視組織與合作夥伴間的關係，多為雙向關係，

但社會網絡重視與社群間的合作關係，常有牽一髮動全身的社群連動關係。 

    對於在持續追求創新成長的中小企業來說，社會網絡論述較開放創新更具

意義者，實為身處劣勢，人微言輕，但由資源的社會性價值觀點，卻可以幫劣

勢者重新定義資源的交換價值；且社會資本的累積與社群網絡的建構，更能幫

助劣勢者取得認同並建立連結關係，進而跳脫單一合作關係侷限，而有社群合

作網絡的豐沛機遇。 

    每個組織在社群網絡中都有特定的網絡位置。對原本就擁有豐沛資源的上

市公司而言，社會地位之取得往往水到渠成，不需刻意為之；但對許多位處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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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地位的中小企業來說，如何鯉躍龍門以改變劣勢地位，進而爭取優勢資源，

就顯得困難重重。首先，要進入所謂的「贏者圈」，需要特殊管道連結。這可有

兩種作法，一是正式管道，可由原社群夥伴引薦，例如知名百貨公司舉辦「貴

賓之夜」，必須有一定身分地位者推薦，才能取得入場券；一是「走後門」，對

於還沒有顯赫身分者，要進入貴賓區就必須另謀蹊徑，例如成為活動工作人員

等。過去創業文獻特別提出機會辨識的重要性，因為對沒有資源者而言，機會

本身就蘊藏特殊的連結機制，他是創業家取得商機的入場券  (Shane, 2000; 

Siegel & Renko, 2012)。由此可知，對劣勢者來說，若欲取得進入特定社群的入

場券，必須先學會辨識機會，找到突破點才能與強者建立連結。

其次，在與優勢地位者建立連結後，如何爭取優勢資源，則是另一項重要

議題。優勢者未必需要劣勢者的資源，因此，如何重新定義資源價值以投其所

好稼取所需資源，則是另一項挑戰。過去社會地位論者提出，只要改變資源價

值就會改變社會地位。因此，創新者可以模仿強者以重新改造資源特質

(Delmestri & Greenwood, 2016)，也可以攻擊強者以凸顯自己的資源價值 

(Waldron et al., 2015)，亦可以與機構合作以爭取有形的策略資源或無形的合法

性價值 (Wright & Zammuto, 2013)。另有學者提出，資源價值其實是相對的，與

其花費力氣改變資源價值，不如由相對觀點重新定義資源價值。因此，時機的

辨識、角色的轉化、與脈絡情境的改變，成為重新定義資源價值的策略布局

(Brannen, 2004; Bechky & Okhuysen, 2011; Ei & Arie, 2016)。 

不論是改變資源本身的價值定位或是改變資源的相對價值，核心議題乃在

於劣勢者如何重新定義交換價值，以取得優勢者資源。因高位者不會平白無故

給予資源，劣勢者必須設法投其所好，才能謀取資源。換句話說，資源的交換

價值才是重新定義相對價值的起點。此外，劣勢者的社會地位改變往往無法一

次到位，而必須由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尋求創新突破，脫胎換骨。但過去社會地

位相關論述，顯然較少討論劣勢者如何逐漸改變網絡連結以取用優勢資源，最

終改變社會地位之歷程。

以下將先進行文獻探討，定義社會地位，並由不同學派觀點整理，詳述本

文立論基礎與研究缺口。接著說明研究設計與分析架構，解釋劣勢者如何辨識

機會以重塑資源交換價值，進而改變劣勢地位的分析過程。然後提出研究發現，

說明一個傳統夜市如何在持續爭取優勢資源的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劣勢地位。

最後討論本研究對社會地位等重要論述觀念上的貢獻與實務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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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為理解本文之整體布局，在文獻探討部分，將先定義何謂「社會地位」(social 

position)。之後再整理改變社會地位之核心論述，並由社會地位優劣與資源取得

關連，說明組織或創新者如何取用資源以維繫優勢或改變劣勢地位。最後則提

出研究缺口，點出為何需要由社會網絡結構中的機會辨識與資源交換來重新理

解社會地位之議題。 

一、定義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social position)的定義，需由社會結構論之學理基礎出發。學者提

出，個人或組織在網絡中所處的位子，取決於他和其他連結之關係與型態 

(Burt, 1992)。社會網絡中的「地位」不但代表個人或企業所可接觸取得的有形

資源，也包含該地位所代表的角色與所能發揮的無形影響力 (Borgatti & Foster, 

2003)。 

    過去社會結構論者分別由個人與網路間的層次(ego-network level)以及網絡

整體層次(network level)來探討所謂網絡位置之議題。個人與網絡間的關係，聚

焦在個人與網絡中其他連結的關係；所謂的結構洞(structure hole)就是出現在個

人與第三方共享連結，但卻未有直接連結關係，也就是間接連結關係中所出現

的結構漏洞 (Burt, 1992)。在社會網絡連結關係中，除有直接與間接連結之分，

還有強弱連結差別，也就是關係強弱差異。強連結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增益

合作互動關係，但有趨於同質之挑戰；弱連結則有助於取得異質資源，但交易

成本較高 (Burt, 1992)。 

    連結關係與結構洞的相關論述，後來被延伸應用到組織與創新管理領域，

並有多元連結、直接與間接連結、異質連結位置等創新論述。例如學者由多元

連結觀點 (Hargadon & Sutton, 1997)，提出美國知名設計公司 IDEO 如何有效連

結 40 個以上不同產業領域，而能由跨領域結構洞中的特殊網絡位置，建構創新

知識存取機制；另有學者由專利引用關係，研究化學產業中，所謂直接連結、

間接連結與結構位置對創新的影響，結果顯示直接與間接連結都有益於創新；

其中，間接連結雖有助於組織取得異質資源，但相對評估與取得風險亦較高，

因此宜有直接連結關係之中介較佳 (Ahuja, 2000)。學者進一步提出，許多大型

企業面對熟悉的產業與技術，容易掉入熟悉性(familiarity trap)、成熟性(maturity 

trap)與接近性(propinquity trap)的創新陷阱，而應該設法借助新穎科技(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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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 初 始研發 (emerging technologies) 、 與 先鋒 技術 (pioneering 

technologies) 等特殊連結，有效跳脫陷阱(Ahuja & Lampert, 2001)。 

    至於網絡結構層次的討論，則以連結密度 (density)以及網絡中心性

(centralization)為主。連結密度探討連結的程度，也就是連結總數，將會影響資

訊傳播擴散的速度 (Hanneman & Riddle, 2005)。而中心性則探討網絡中取得多

元連結的程度，顯然，越位居網絡中心位置者，越有機會取得異質資源的地位

優勢 (Hanneman & Riddle, 2005)。學者進一步指出，網絡中的連結，其實是有

不同類型差異的。有的因角色扮演不同而形成連結(role-based connection)，例如

家庭成員關係或母子公司關係；有的屬於情感性連結關係(affective connection)，

如支持團體或粉絲等(Borgatti et al., 2009)。 

    總結來說，不論是個體與網絡間的關係，或是網絡結構層次的關係討論，

顯然越能位居網絡中心位置者，或者越能取得多元連結者，越有助於資源之取

得，而有利於創新或益於擴散。然而，對於位處不同網絡位置者，其強弱連結

或直接與間接連結關係顯有差異，進而影響其取用資源之方式。以下將進一步

整理當前文獻對處優劣網絡位置者之資源取用論點，進而提出研究缺口。 

二、優位者的資源調取 

    整理現有文獻中有關社會地位與資源取用關係，主要可由社會地位優劣來

進行分析。學者提出，有較強社會地位者(strong social position)，相對容易取得

社會優勢(social advantage)，他可以幫助企業組織或個人建立人際連結關係、取

得較高聲望地位，進而吸引優質的合作夥伴 (Podolny, 1994;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例如過去學者研究劍橋大學的晚餐儀式，便是個人建立身

分識別進而改變社會地位的重要場域；學生在晚餐的特殊儀式中學習用餐禮

儀、學會品評美酒美食、認識新舊夥伴等，進而在社會網絡中，建立起獨特的

「菁英」識別(Dacin et al., 2010)。 

    除個人身分識別與社會地位的改變外，若進一步從策略夥伴形成分析，較

好的社會地位也有助於提高計畫可執行性、降低機會成本，並可有效運用資源；

學者認為，不論是半導體產業的協作體系，或是新興創業組織，都亟需要取得

優勢地位，以創造協作優勢  (Nohria, 1992; Podolny, 1994;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 

    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背後實有連結多寡與優劣強弱差別；而位處多元社

會連結關係者，較能取得資源優勢。例如前述 IDEO 設計公司便與個人電腦、

電子摩托車、新電子材料應用、醫藥分析儀器等 40 多個產業建立連結關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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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善用跨域研發資源，產生源源不絕的創新。例如知名的血液分析儀，就是

IDEO 結合現有的解析科技，加上影印功能、鍵盤、顯示器、電路板與電腦零件

等設計組合的結果 (Hargadon & Sutton, 1997)。 

    另外如學者研究化學產業裡的創新研發，便強調企業除建立直接連結外，

更應積極建構多元、間接連結關係，以跳脫產業技術過於成熟、過於熟悉、或

是過於接近現有解決方案的陷阱 (Ahuja & Lampert, 2001)。由此可見，企業的

技術研發或創新資源未必都能操之在己，而必須有系統地建立連結，不論是直

接連結、間接連結、或跨域連結，才能突破現有研發資源侷限。而位處優勢地

位者，往往較有機會取用其他優勢資源，以產生源源不絕的創新產品與服務。 

三、劣位者的資源謀取 

    相較於位處較高或較中心者的社會優勢，有些企業則經常處於不利

(vulnerable strategic position)或邊陲的網絡位置(marginal position)，而在資源取

用上，處於劣勢。學者指出，所謂不利的策略位置，有可能是市場高度競爭下

的低獲利或低差異性劣勢，或者是企業組織本身投入高風險與高不確定性的策

略活動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至於位處邊陲者，則多指位處在特

定產業結構下的邊緣地位；相對於位處核心者而言，邊陲者對於有形的技術與

財務資源，或是無形的社會影響力與社群權力等，都相對顯得人微言輕。因此，

如何改變劣勢地位，進而改變資源取用劣勢，就是這類研究關注焦點。 

    例如學者研究英國新興的限時板球賽(Knock-out Cup)，如何在創業家克隆

尼(Colonel Rait-Kerr)借助機構力量的推動下，一步步取得正式比賽資格 (Wright 

& Zammuto, 2013)。這些策略行動包括將新的限時板球賽包裝為傳統競賽的改

良商品、融入舊有競賽規則等，都是克隆尼一邊取得特定機構地位，一邊善用

機構資源以逐步改變遊戲規則的重要實務。另外學者研究創業家勞威爾(Lowell 

Wakefield)自 1940 年代起投入北海帝王蟹(king crab)的捕撈實務，特別說明勞威

爾如何與機構合作，一步步建立帝王蟹的品質控制標準、阿拉斯加捕魚規範、

國際捕魚協定等重要制度標準，以改變劣勢地位(Alvarez et al., 2015)。 

還有一種情況是，有些企業本身其實擁有特色資源，但卻長期位處產業裡

的低階位置，而難以創新資源價值。例如日本與台灣正在推動的地方創生，便

有許多在地特色資源，如淡水農會的栗子南瓜、平溪綠竹筍等因缺乏能見度而

被嚴重低估。換句話說，如何為既有資源定義全新社會價值，以創新產品與服

務設計，是這類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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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學者以義大利渣釀葡萄酒(Grappa)如何變身頂級紅酒，並期與白蘭地、

威士忌等代表性品牌齊名為例，說明要改變劣勢地位，必須由類型化模仿開始 

(Delmestri & Greenwood, 2016)。首先，劣勢者必須先跳脫既有的低階連結分類

(category detachment)，包括葡萄酒的商標、瓶身與顏色設計，產品定價與原有

產銷網絡等，透過「去連結」過程，可以讓葡萄酒有新的可能性。其次是模仿

學習頂級分類(category emulation)，以仿真法國頂級白蘭地與威士忌的包裝設

計、產地標示、與自釀酒廠的品質要求，改變消費者認知。最後則是建立主流

論述(category sublimation)，例如以舉辦頒獎典禮、倡議文化復興運動等作法，

爭取高端主流社群認同。由此可見，要改變社會地位並非不可能，尤其當手邊

擁有特殊資源者，他需要的是真正「讓仙度瑞拉變身皇后」的一系列策略行動，

以模仿連結高端社群的作法，讓邊陲資源脫胎換骨。 

    相較於有形的研發技術資源、企業原有特殊異質資源，或無形的機構資

源，另外還有一些組織需要取得的是社會影響力這類無形資源，以改變其他組

織對資源運用的方式。例如知名的社運團體「雨林行動網絡」(RAN, 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就透過合理化論述、標籤化行動、與公眾化標準等一系列策略

行動，讓美國多家知名家居企業，如家得寶(Home Depot)，加入雨林保護行動 

(Waldron et al., 2015)。 

    在論述合理性上，雨林行動網絡以客觀數據向媒體說明全球老樹逐年消失

的事實，進而以戲劇化演繹，在美國五大家居店門口表演行動劇，以吸引大眾

及輿論媒體注意。接著，雨林行動網絡以「貼標籤」方式，就五大家居賣場的

產品逐一檢視，並貼上戕害老樹與危及生態保育的負面標籤。一直到家得寶等

知名品牌啟動保護老樹運動並調整產品設計，雨林行動網絡才重新貼上「良心

企業」的正向標籤。最後，雨林行動網絡建立公眾化標準，並列出生態保育「黑

名單」，邀請媒體輿論及一般大眾共同監督。在這過程中，雨林行動網絡「以下

駟對上駟」的策略行動，透過無形的言說資源，改變自己的劣勢地位，一躍而

為具有代表性發言權的社運品牌，並發揮社會影響力，改變其他企業運用資源

的機制。 

    綜上所述，就劣勢者而言，他可能是位處邊緣弱勢，而需要善用機構或夥

伴力量，以逐步取用資源，改變弱勢地位；或者可能是有資源但卻處於價值劣

勢，而需要與高階價值連結，改變價值劣勢；又或者是缺乏無形資源價值，而

需要透過策略謀劃與言說論述，以取得無形的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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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缺口：劣勢者如何換取優勢資源以改變地位？ 

總結來說，社會地位與資源取用密切相關。缺乏連結者，要設法建立直接

或間接連結，以取用有利資源 (Wright & Zammuto, 2013; Alvarez et al., 2015)；

原有多元網絡連結者，要學會橋接整合跨領域資源，以持續推陳出新(Hargadon 

& Sutton, 1997; Ahuja, 2000; Ahuja & Lampert, 2001)；位處網絡劣勢地位者，必

須設法與機構或高階地位者建立連結，以逐步改變劣勢地位，謀取有力資源

(Waldron & Fisher, 2015; Delmestri & Greenwood, 2016)。 

    然而，這些討論卻忽略一個重要議題，當位處邊陲又僅有劣勢資源者，如

何與位處中央者建立連結並取用優質資源？這牽涉到幾個問題。首先，位處中

央又有資源優勢者為何要與劣勢者合作？除少數社會運動者發動輿論攻擊外，

在一般正常情況下，優勢資源者未必願意與劣勢者建立連結。其次，劣勢者又

如何取用優勢者資源？兩者間在建立連結後，如何換取優質資源，又是另一道

難題。最後，劣勢者的社會地位到底如何改變，又有何價值？也是過去文獻尚

缺乏系統性論述者。以下將說明本研究提出的理論缺口。 

    缺口一，建立關係連結的機會辨識。學者提出，社會機會(social opportunity)

確實鑲嵌在特殊的社會網絡裡，社會關係可以加深彼此的認識、建立信任，進

而有助於相互承諾 (Nohria, 1992; Podolny, 1994;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然而對位處劣勢者而言，要建立連結已不容易，社會機會的主動創造或

辨識就更具挑戰。 

    過去創業文獻曾以被動發掘與主動創造來說明時機對劣勢者的重要性 

(Shane, 2000; Siegel & Renko, 2012)，更有學者提出「強者必弱」的時機辨識角

度，提醒創新者要敏銳警覺高位者身邊的夥伴，其往往正是強者必弱的切入點

(蕭瑞麟等人，2017)。過去開放創新文獻也強調策略性資源取得的重要性，但

卻較少討論資源取得時機對劣勢者之重大挑戰  (Chesbrough, 2003; van de 

Vrande et al., 2009)。在有效取得外部資源之前，劣勢者必須先與外部合作對象

建立連結，而掌握關鍵時機，成為劣勢者謀取策略夥伴，尤其是高位者資源的

重要起點。 

    此外，相較於過去機會辨識文獻較常討論產業結構、人口統計、程序結構

缺陷等「經濟性」要素之辨識，社會地位文獻則提出「社會性」場景之重要性。

因此，如何由社會情境辨識特殊時機，以理解社會地位的演化起點，也是過去

文獻較少討論者。 

    缺口二，優劣資源之交換過程。當劣勢者面對優勢者時，要如何交換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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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資源，則是另一道挑戰。過去研究指出，資源價值高低其實是相對的，甚

至會隨著時空情境與角色變化而異。因此，如何善用資源的相對價值以改變劣

勢地位，就值得探討。 

    例如，資源價值需要等待特定時機才能有效彰顯。換句話說，雖然資源看

似有價，但卻可能「懷才不遇」。例如學者研究日本本田汽車(Honda)減排技

術，在日本傳統大廠與政府機構認為減排技術不利汽車競爭力的現實下，未獲

肯定。一直要到美國國會於 1970 年 12 月通過「空氣淨化法」(Clean Air Act) 規

定在 1975 年，所有汽車的碳化氫(HC)與一氧化碳(CO)必須減量 90%，才獲得

認同。本田的汽車內燃機設計提前在 1973 年獲得美國環境保護局核准，進而逐

步借助日本國內環保團體及輿論力量，改變日本政府對汽車產業執行減排規定

的決策 (Ei & Arie, 2016)。顯然，環保運動與空氣淨化的法令推動時機，改變本

田內燃機技術這項關鍵資源的相對價值。另外在石油危機時，日本汽車小巧省

油且維修成本低的品質定位，也逐步取代美國三大汽車廠，成為危機時刻的重

要選擇 (Drucker, 1985)。 

    除了關鍵時機會改變資源的相對價值，進而改變企業的社會地位外，角色

轉換也會改變資源的相對價值。例如學者研究在危急時刻如何重新拼湊角色，

以改變劣勢情境(Bechky & Okhuysen, 2011)。另外，情境的相對性也會改變資源

的相對價值。例如過去研究曾經發現，過去被視為美國樂園的迪士尼與周邊產

品，到法國卻變為低俗廉價的商品，在法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若美國 

(Brannen, 2004)。 

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源的有價無價，低價或高價其實是相對的，會隨著適

當的時機、角色、情境變化而定，從而影響創新者的資源定位，乃至社會地位。

然而，資源相對價值不但可為有形的經濟性價值，更有無形的社會性價值。位

處劣勢者如何善用資源的社會性價值，以換取有形的經濟性價值，則是另一個

需要探討的議題。 

    第三是社會地位的變化軌跡。劣勢者的社會地位不會一夕改變，而是一個

循序漸進以脫胎換骨的過程；甚至前一階段的地位變化會影響下一階段的價值

定位。在社會地位進化的過程中，劣勢者如何由單一連結建構多元社群連結，

以確認社會地位的有效改變？而外部連結的網絡建構外，劣勢者內部連結的調

整變化也是另一道重要議題。換句話說，社會地位的外部進化與內部演化，乃

是當前社會地位文獻討論的另一個缺口。 

    總結來說，現有社會地位文獻仍有不足之處。首先是對優勢資源取得的時



中山管理評論 
 

~255~ 

機辨識未有討論。劣勢者欲取得優勢資源，首要之務是建立連結；而時機辨識，

尤其是社會性場域的機會辨識，正是弱勢者建立連結的重要關鍵。其次則是資

源交換，劣勢者如何以小搏大，以弱搏優，尤其是善用資源的社會性價值以取

得優勢資源的經濟性價值，也是當前文獻較少探討者。最後，劣勢者的社會地

位如何經由一連串的資源取得與轉換，逐步改變劣勢地位，包括社會地位的外

部進化與內部組織演化，需要更細緻的觀察。本研究將追蹤一連串的劣勢轉換

過程，以探索組織地位由劣到優的過程。接下來說明研究設計，解釋社會地位

轉化的分析架構。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查一家台北知名夜市的管理單位如何建立連結以取得優勢資源，

逐步改變劣勢地位之過程。分析重點在由連結機會辨識與資源交換歷程，理解

社會地位的進化路徑，因此，以質性研究方法來發展理論是較為合適的作法。

本研究著重在資源取得與社會地位演化過程，目的在釐清優勢資源之取得與交

換，乃至社會地位提昇之連結關係。以下分別說明個案選擇、案例背景、分析

架構、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的作法。 

一、個案選擇與理論抽樣 

本研究以社會地位之形塑為論述基礎，分析組織如何由資源取得與轉化過

程，逐步跳脫劣勢地位。為符合理論抽樣，選取案例必需契合社會地位改變之

論述基礎 (Yin, 1994)。據此，本研究需調查組織如何取得優勢資源，又如何改

變資源價值以改變社會地位。本研究選擇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為個案調查對

象，主要有以下理論抽樣原則。 

    第一，特殊的連結機會辨識歷程。寧夏夜市是台北的傳統夜市，成立迄今

超過 70 年，曾為台灣最知名的北部夜市之一，但在 2000 年卻出現夜市退潮、

環保意識抬頭等衝擊。2004年間，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啟動一連串創新變革，

但卻遭遇重重制約，包括在地居民的不友善，例如對改善噪音與空氣污染的要

求；機構制度的不合理，例如台北市政府對環保油脂截留設備地下化工程之規

範；金融服務的不方便，例如悠遊卡公司對刷卡裝置的營業額門檻規定等。但

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卻能透過特殊的機會辨識過程，化制約危機為創新轉機，

由此建立與優勢夥伴的合作連結，進而啟動一連串創新變革，符合本研究的理

論抽樣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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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與優勢資源者有特殊的資源交換過程。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在與

合作夥伴建立連結後，便展開一連串的資源交換過程，以取得優勢資源。特別

的是，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由合作夥伴需求中，重新定義資源以提高策略價

值，因而可以小搏大換取資源。例如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重新定義油脂截留

地下化工程為城市示範資源，以換取台北市政府的水龍頭資源，並有一連串的

環保資源取得過程；又如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重新定義夜市消費為庶民經濟

代表，以換取悠遊卡的刷卡資源等。這些特殊的資源交換過程，亦符合本研究

之理論抽樣考量。 

    第三，特殊的社會地位進化過程。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在一連串的資源

取得與轉換過程中，終能逐步轉換劣勢地位，不但成為環保夜市代表，並成為

支付寶、街口支付、台灣行動支付等代表性支付優先導入場域，甚至躍升為大

陸大眾點評網的台灣知名觀光景點第一名。在具體數據統計上，寧夏夜市每日

客流量達 1.2 萬人。在 2019 年間，當大陸限縮來台自由行與團客人數，以致整

體陸客人數下降 20%，寧夏夜市的日流量僅微幅下跌 5%。以本地客為主，日韓

美法等國際客為輔的客層結構，成為寧夏夜市淡季不淡的利基。 

    近年來，寧夏夜市更成為台灣其他夜市取經對象，也經常輸出夜市經營知

識到大陸其他城市，並創辦「夜市大學」。其代表性的社會地位轉換過程，不論

在有形資源取得與無形社會影響力發揮上，均符合社會地位相關論述。除外部

社會地位的明顯變化外，寧夏夜市的核心管理單位，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內

部也歷經重要轉型過程，由原本分崩離析的理事會到逐步建立管理權責、財務

透明、攤商培訓機制，終至獲得攤商與鄰近店家肯定。2013 年 3 月，協會理事

長許家和與總幹事林定國更結合 14 家攤商力量，成立「台北寧夏國際美食股份

有限公司」系統性輸出專業管理知識，確立公司法人定位。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調查方法，針對寧夏夜市的核心經營團隊，寧夏夜市

商圈發展協會理事長、總幹事與其他重要成員、和策略合作夥伴的資源交換過

程，進行調查；同時採訪附近商家、居民、與消費者，以掌握其改變社會地位

的經營脈絡。 

本研究在資料收集上，主要有以下作法。一是採訪寧夏夜市的經營團隊，

主要為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的總幹事、重要顧問成員如鬍鬚張董事長張永昌

等核心幹部，調查重點在釐清寧夏夜市之轉型歷程，包括階段性發展過程中，

所遭遇的制約挑戰、與關鍵合作夥伴間的資源交換過程、社會地位的進化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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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尤其著重交換資源特性的證據收集與解讀，包括資源的經濟性價值與社會

性價值等，以由第一手資料理解夜市發展脈絡的一般性議題與特殊性課題。 

二是調查關鍵合作夥伴，包括直接採訪時任台北市政府市場處處長、街口

支付負責人、台灣行動支付執行團隊、昇恆昌公司員工、悠遊卡公司總經理等。

另外間接採訪曾與支付寶有合作經驗的玉山金控、台北市政府相關行政執行團

隊等，目的在釐清合作過程中，雙方的資源特質與交換內容，以透過交叉採訪

過程中，確認資源交換內涵與具體合作機制。 

三是使用者調查，主要是曾經造訪寧夏夜市與其他夜市的消費族群，包括

學生客群、上班族、與其他外籍遊客等。調查重點在比較寧夏夜市的特色美

食，如「千歲宴」中的蚵仔煎、爆汁竽丸、豬肝榮仔等，以分析寧夏夜市的美

食特色，與其他傳統夜市之差異等。同時也詢問消費者對逛夜市之相關需求，

例如上廁所的方便性、對環保整潔的品質要求、對周邊文化旅遊路線的服務特

性等。 

四是次級資料取得，主要包括報章雜誌與網路媒體對寧夏夜市的相關報

導，大陸點評網資訊，其他和寧夏夜市有關的網路行銷資訊等；以由次級資料

佐證相關調查訪談內容之真實性與推論之合理性。 

採訪資料飽和度之確認，乃在於三方以上不同觀點之調查訪談資料整理與

相互檢核，例如除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之多位核心幹部外，本研究另外採訪

時任台北市市場調查處處長、與寧夏夜市合作之關鍵夥伴如支付業者、悠遊卡

公司等，在多方論述出現「大同小異」之見解說明時，即達資料飽和；且論述

資料和本研究探討社會地位與社會網絡論述建立一定對話關係，並由國內外專

家學者之多次辯證中，獲得觀點上的肯定，則達理論飽和。尤其研究者在 2019

年 8 月前往美國管理年會發表是篇論文，主持人是社會網絡理論之資深學者，

提別對本研究提出肯定，而有一定理論貢獻價值。本研究對寧夏夜市在社會地

位上之演變論證，主要由多位受訪者提出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如何與台北市

政府、支付業者與產學單位建立連結之過程；他們同時強調寧夏夜市在台北市

現有夜市中的特殊定位，包括環保夜市、觀光夜市與顧問教室等，且有報章雜

誌之報導佐證，即是資料飽和與理論飽和之佐證(資料調查詳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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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調查方法與受訪人員整理（2017 年 6 月～2019 年 9 月） 

調查類別 說明 

資料蒐集方式 類別 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訪談對象 劣勢者： 

寧夏夜市 

商圈發展協會總幹事、顧問、

相關執行團隊與核心攤商等。

10 20 40 

合作夥伴：

街口支付等

街口支付執行長，台灣行動支

付執行團隊，台北市政府相關

行政主管，昇恆昌主管等。 

11 11 30 

使用者： 

夜市消費者

到寧夏夜市消費觀光族群，包

括學生族群，上班族，觀光旅

遊族群等 

28 45 60 

 專家學者 參加美國管理年會，由多位社

會網絡之資深學者提出對本研

究之觀點，並獲肯定 

6 1 3 

次級資料收集 調查寧夏夜市的發展過程：重要事件報導，如支付

寶「雙 12」活動，與寧夏省之「寧夏雙美」合作

計畫等 

15 30 

資料檢核會 資料真實度與合理度檢核：邀請理事長等管理幹部到課堂

分享，並聽取調查報告，以呈現階段性發現，並聽取回饋

意見 

6 

時數總計 1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分析架構與步驟 

本研究之分析重點在說明個案組織如何由資源交換以提昇社會地位的過程。

奠定在社會結構之理論基礎，本研究發展出一個分析架構，並說明四個分析構

念內涵與具體步驟。步驟一，分析劣勢者的制約情境。首先需分析寧夏夜市所

處的劣勢情境，亦即「社會地位」原始現狀，主要遭遇哪些制約內容，包括法

規制度面、社會文化面、經濟環境等重要社會結構內涵，以理解劣勢者所處之

社會地位，又為何需要由逆境中突圍。 

步驟二，分析連結機會之辨識。劣勢者欲取得優勢資源，必須先設法與優

勢者建立連結；因此如何辨識與優勢者連結之契機，成為重要任務。尤其，如

何由優勢者身上爭取機會，以搏取可用資源乃是本研究分析重點。相較於過去

創業文獻重視產業環境、經營績效、制度法規等有形的經濟要素分析與結構變

化，本研究更重視社會要素的辨識分析，以理解社會地位改變的特殊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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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分析資源交換過程。劣勢者必須與優勢者交換可用資源，以改變

劣勢地位。但資源交換並不容易，劣勢者必須重新定義資源對優勢者的價值，

才有可能啟動資源交換機制。特別的是，資源價值亦包括經濟價值與社會價

值，對優勢者而言，劣勢者的資源看似不具經濟價值，但卻蘊含特殊社會價值，

而有交換應用的可能。 

步驟四，分析社會地位變化結果。最後需說明劣勢者在與優勢者交換資源

後的地位改變，尤其是社會地位的價值內涵，包括有形價值與無形價值等，以

釐清社會地位改變的特殊樣貌。此外，劣勢者的外部地位演化如何影響內部組

織結構變化，也是本研究焦點。以下將在研究發現章節說明。 

 

 

 

 

 

 

 
 

圖 1： 由機會辨識與資源交換到社會地位演化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分五小節呈現，第一小節說明個案背景，主要描述寧夏夜市管理

單位，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的創新變革過程；之後以三小節分析寧夏夜市所

面臨的資源劣勢，並說明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如何善用契機以謀取資源交換，

進而得以有效改變資源劣勢。最後則說明寧夏夜市的社會地位如何進化，又如

何改變其價值內涵。 

一、 寧夏夜市的變革 

寧夏夜市是台北市的知名夜市，經營時間超過70年，位處台北市民生西路、

南京西路、重慶北路中間路段，匯聚台灣經典小吃。然而在 2000 年間，寧夏夜

市卻開始出現人潮退燒景象，在地居民也出現不同聲浪，認為夜市生活影響居

住品質；更嚴重的是，原寧夏夜市自治會出現財務虧空，甚至有資深主管人員

因此自殺，整個自治會組織面臨分崩瓦解，而攤商也開始流散。為了重新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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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商，凝聚共識，寧夏夜市自治會重整組織，並展開一系列自救行動。原台北

市市場處主管就分析，寧夏夜市自治會的三位核心人物發揮關鍵影響力，一是

賴記蚵仔煎負責人賴炳勳擔任理事長，負責調和鼎鼐平息爭端；一是鬍鬚張二

代董事長張永昌負責導入現代化管理；一是總幹事林定國負責媒體行銷，重塑

寧夏夜市的品牌形象。 

鬍鬚張董事長張永昌說明，當時他呼籲寧夏夜市攤商大家要團結一心，

「如果我們未來 20 年、30 年都確定不會消失，現在就要有所作為！」而重整

組織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十攤一位理事代表」制度，重新組織理事會，並由

參與式管理，訂定管理規則。二是財務透明化，讓每一筆收入支出都可受公評。

一位攤商表示，每個月要繳交 500 元會費、水電瓦斯費、油脂截留費、垃圾清

運費、旅客平安保險等，平均要繳交 4,000~5,000 元費用，因此財務健全管理相

當重要。每個月理事會議，所有理事代表都要檢視當月財務收支，以徵公信。 

2004 年，寧夏夜市自治會總幹事林定國與台北市大同區里長李秀男等人成

立「台北市寧夏商圈發展協會」，推動寧夏夜市轉型變革。2011 年進一步改制

為「大同區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成

為台北市第一個以夜市攤商為主體的社團法人協會組織，有理監事編制，並有

會規的嚴格規範。 

在強制規範上，對於不願意退出騎樓的攤商，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委請

台北市市場處發函要求該攤商遵守規定，否則將注銷攤販證。另外曾有兩家攤

商發生紛爭，登上社會新聞版面；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以違反會規為由，再

度委請公權力發函請兩家攤商搬離現址。由此可見，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對

寧夏夜市的整體發展，扮演關鍵角色，也成為本研究調查分析單位。 

至今，寧夏夜市已成為年營業額高達 10 億元的觀光夜市，每天到訪寧夏夜

市人數高達上萬人，在活動促銷期間更多達 2~3 萬人，並取得多項肯定。例如

2015 年間，台北市政府舉辦「台北夜市之最」票選活動，寧夏夜市奪得「最好

逛夜市」、「最美味夜市」、「最有魅力夜市」、「最環保夜市」、「最友善夜市」等

獎項。此外，寧夏夜市的「豬肝榮仔」也以 60 年老攤販的知名美味，在 2018

年贏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薦」。 

檢視 2000~2008 年的重要變革，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改革的第一步是提

出環保改造方案，爭取當地居民認同。環保自救工作，主要有以下內容。一是

停止叫賣聲。夜市中原有許多叫賣聲，在 80 年代甚至有許多錄音帶、錄影帶叫

賣的音樂聲，相當吵雜。因此，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要求商家不能使用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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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且所有音樂播放在晚上十點以後必須停止，以維護安寧環境。二是清潔人

員。夜市最常出現髒亂與違規停車，影響當地居住品質。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

會決定導入清潔人員以定時定點整理環境清潔。每小時有專人清理路面，成為

寧夏夜市特色。此外，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也導入商圈保全人員以定期管理

交通秩序與違規停車，還給附近住家安全方便的交通環境。 

三是垃圾分類與一次性餐具減量使用。在清潔保全工作後，寧夏夜市商圈

發展協會積極導入環保碗筷與廚餘分類，且路面每小時有人清掃。寧夏夜市因

此在 2010 年被台北市觀光局評選為「創意行銷」夜市。2017 年，寧夏夜市商

圈發展協會全面汰換塑化餐具，採用瓷碗瓷盤與鋼筷，塑造環保夜市特色。一

位協會成員說明，汰換塑化餐具總經費約 130 萬元，由台北市政府補助一半，

但仍有攤商不願意配合。最後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請台北市政府頒發「無毒

餐具認證」，才終於說服全體攤商汰換免洗餐具。 

這些明顯可見的環保工作，終於讓當地居民有條件同意寧夏夜市商圈發展

協會準備向台北市政府提出的「地區環境改造規劃案」。林定國分享道，除了這

些立即可見的環保努力外，取得當地幾位意見領袖支持，更是重要推力。 

「寧夏夜市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幾家傳統商家本身就是屋主，因此他

們有較強的意識與夜市共存亡。我們當時找了鬍鬚張、帝一火鍋、麻

油雞等，請他們支持社區改造方案。等到這幾家意見領袖同意後，爭

取其他商家支持，就變得比較容易了！」 

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立即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地區環境改造規畫案」，以

環保、美食為主題重新規畫，包括更新人行道鋪面、讓攤商從騎樓退出，讓寧

夏夜市正式進入中央廣場營運模式，硬體設施跟著現代化。此外，寧夏夜市商

圈發展協會與鄰近有百年歷史的蓬萊國小合作，由協會捐助獎學金、電腦設備

等，並主動參與學校校慶活動擺攤服務；而蓬萊國小則同意開放夜間停車場近

300 個停車位給前來寧夏夜市吃點心宵夜的民眾停車。在第一波變革後，寧夏

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欲進階啟動「地區環境改造規劃」卻遭遇層層制約，以下說

明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如何從制約中辨識變革機會，特別是取得高位者的合

作契機，以有效交換資源，逐步改變劣勢地位。 

二、 取得機構認同資源 

(一) 制約：於法無據的環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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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環境改造成為寧夏夜市創新生機的重要起點，當時有另一個在地組

織，城市發展協會倡議寧夏夜市攤商的推車上應該主動加裝移動式油脂截留設

備，每個約 3 萬元，重達 50 公斤。鬍鬚張董事長張永昌就直言，「攤商負載過

重，根本推不動！」但油脂截留又勢在必行，台北市市場處前處長丁若庭說明， 

「油脂截留設備不但影響空氣品質，流向下水道的廢油若過多將會皂

化，嚴重堵塞排水功能。因此台北市市場處也相當重視每個夜市必須

加裝油脂截留設備，否則將嚴重影響下水道的清瘀防洪工作。」 

因此，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主動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油脂截留的地下化工

程，導入總經費高達 1,400 萬元。協會總幹事林定國說明，地下化工程不但可

以提高截留效率與便利性，攤商不用天天處理廢棄油脂，而且可以提高空間應

用效益，「由過去其他夜市經驗中可以發現，將截留管線設置在地面上由各攤商

自主管理，有時會造成混亂且較不美觀。」此外，還可以提高規模經濟效益，

截留的油脂可以集中由協會處理，也可避免回收廢油爭議。 

不過這項提案在馬英九市長任內卻未獲同意，主要因當時台北市政府評估

在夜市空間中，將油脂截留的地下化工程於法無據，且附近住家與學校對於施

工工程也有安全疑慮。在現行法令難以突破下，面臨胎死腹中困境。一直到郝

龍斌擔任台北市長才出現轉機。 

(二) 連結機會辨識：環保市長的代表性作品 

在新任台北市長郝龍斌於 2006 年上任後，即全力推動台北市的污水道工程

與水質改善，這讓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看到油脂截留地下化工程的轉機。總

幹事林定國指出，郝龍斌市長過去曾擔任環保署長，相當重視環保工作的持續

推動，「環保業績」是新任市長的重要成績單，而「環保市長」則是郝龍斌市長

的重要形象定位，這有助於他和前任明星市長馬英九做出區隔。林定國回憶

道， 

「當時郝市長說，台北市還沒有夜市主動提出油脂截留地下化工程，而

且這項工作不只是第一年的導入期，還有後續的維護費用，每個月光是

抽油脂的金額就高達六萬元。而這筆費用需要由夜市攤商共同分擔。」 

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要求所有攤商必須自主分擔每個月 500~700 元的清

潔維護費用，以換取台北市政府的政策支持。最後台北市長郝龍斌決定以專簽

方式，同意 1,400 萬元的油脂截留淨化之地下化工程。市場處前處長丁若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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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道， 

「當時市場處最少與附近的蓬萊國小溝通了三次以上的會議，因為許

多家長對施工所造成的噪音與安全有所疑慮。最後在市府安全保證，

並積極縮小施工範圍下，獲得蓬萊國小與當地居民同意。」 

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資深幹部說明，過去高雄六合夜市最早提出油脂截

留地下化工程，以兩個攤商共用一個截留設備，每週花費 1,000 元清潔維護費，

若以 180 個攤商計算，一個月就要 36 萬元；但寧夏夜市則是將全部攤商的油脂

地下化管線接通，只有頭尾需要清潔人員按時清理，大幅節省清潔費用。油脂

淨化之後產生的廢油，則由專人運送到有機農場，轉化為堆肥。其他夜市攤商

的廢油，則多由業者回收。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成員直言，這可能有危害消

費者身體健康之虞。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另一位資深主管直言， 

「你想想看，以前回收一桶廢油要價 50 元，後來慢慢漲到 100 元、

200 元，換句話說，確實有這個市場存在。廢油多半又回流到夜市或

其他食品加工廠，對消費者健康危害很大。夜市商家無形中成為無知

的加害者。這是很嚴重的議題。」 

對寧夏夜市而言，將油脂截留地下化可以提昇商圈經營品質，同時在和台

北市政府溝通協調的過程中，寧夏夜市也因此策略性地爭取到重要的政府資源，

加裝自來水龍頭。以下說明之。 

(三) 資源交換：環保業績交換自來水等公用資源 

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重新定義油脂淨化工程為「環保業績」，且主動吸收

維護費用，這讓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有機會進一步向台北市政府爭取夜市商

家最需要的公共資源，加裝自來水龍頭。總幹事林定國分享道， 

「水龍頭是夜市商家最需要的資源！每天洗滌食材與鍋碗瓢盆，沒有

水是萬萬不能的。以前沒有水龍頭，商家可能就挑兩桶水用一個晚上，

不衛生也不乾淨。但有水龍頭之後，不但照顧到商家的需求，也讓消

費者吃得更健康，更安全！」 

自來水龍頭的加裝，成為寧夏夜市的重要特色，夜市攤商不但因此變得更

乾淨清潔，寧夏夜市也開始推動使用免洗餐具，以鋼碗鋼筷的環保特色引起同

業矚目，也成為媒體報導焦點。例如知名魯肉飯專賣本店《鬍鬚張》就特別在



劣勢者的優勢連結：由資源交換重塑社會地位 

~264~ 

鋼筷加上精美筷套，外包裝除有鬍鬚張商標與品牌設計外，紙套背面則有創辦

人的醒世哲學或是中國詩詞，如王維《相思》等名句，充滿文創風格。寧夏夜

市的商家表示： 

「鋼筷瓷碗真的環保許多！以前常聽媒體報導，夜市是最會製造垃圾

的地方。改成鋼筷瓷碗後，雖然每個月要花2~3萬多元請一位洗碗工，

但我們嘗試由筷子杯子設計提昇品牌形象，也等於賺到消費者的認同

感，可以藉此逐步提高消費檔次。同樣一碗魯肉飯，用免洗餐具裝盛，

和用有設計美感的瓷碗裝盛，售價就可以差很多。」 

許多消費者也直言，到鬍鬚張魯肉飯本店用餐，感覺像是進入文青世界，

充滿文人雅士的品茗美感。 

「在這裡吃魯肉飯，不泡上一杯好茶，就太可惜了！鬍鬚張將傳統夜

市美食變為文化美味，扮演台灣在地小吃宣傳大使角色。牆壁上還掛

滿總統級與其他名人的簽名磁盤，充滿創意風格！」 

以「環保夜市」為起點，寧夏夜市也開始爭取到一系列的重要機構資源，

包括工研院的空氣淨化設備推廣使用、友善公廁、與生產履歷官方認證等，逐

漸打響環保夜市名號。例如在空氣淨化工作上，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要求，

只要從事油炸、碳烤、熱炒的商家，都必須加裝靜電、油煙負離子處理機。寧

夏夜市為了降低攤商導入的成本負擔，特別與工研院合作，以寧夏夜市為實驗

導入點，積極推動負離子處理器裝置。過去一台要價 10 幾萬元的淨化處理器，

在大量商品化後，價格降到一台三萬多元。許多研究機構也開始以寧夏夜市為

示範點，投入創新實驗。 

另外，友善公廁也為寧夏夜市帶來商機。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注意到，

許多觀光客或是外地客到寧夏夜市逛街，常會有解便需求。為了照顧客戶需求，

協會在市政府的鼓勵下，發起「友善公廁」建置，例如知名的《鬍鬚張》創始

店就特別在二樓設計深具時尚感的免費公廁，讓客人有機會走上二樓參觀停留。

攤商表示， 

「因為消費者逛街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找廁所。尤其是觀光客，常常『上

車睡覺，下車尿尿』，免費的廁所提供，可以帶來人潮。所謂『人腳

拖肥』（台語），當消費者走進商家，就會多看一眼，無形中提高品牌

知名度，甚至會因此採購店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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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廁所的創舉，確實為寧夏夜市帶來無形品牌效益與有形人潮佇留，而

這也進一步影響到台北市政府決策。過去台北市政府在重要商圈都必須建置戶

外流動公廁並委請專人打掃；但寧夏夜市創舉，讓台北市政府決定以鼓勵商家

設置免費廁所取代政府自建，參與店商每年可取得定額補助 3,000~5,000 元的清

潔費用，以鼓勵更多商圈開放廁所。開放廁所的外溢效益也擴及其他便利超商

與速食商店，成為新興的服務機制。 

(四) 社會地位改變：從觀光夜市到環保夜市 

外部社會地位進化：環保夜市的機構認可。寧夏夜市啟動變革的第一步

是轉型為「環保夜市」，對許多傳統夜市來說，這項創舉相當耗費成本，也不易

取得攤商共識，實為吃力不討好的基礎工程。但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卻在爭

取在地居民認同的基礎上，啟動一連串環保變革，並善用機會爭取到相當稀有

的機構資源。例如以設置油脂截留設備的地下化工程，爭取到台北市政府的自

來水管線裝置資源；以負離子淨化設備，爭取成為工研院的實驗場域及折價贊

助；以友善廁所爭取到台北市政府的經費贊助。 

由此，寧夏夜市創造多贏契機。當地居民肯定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的努

力，接受寧夏夜市進駐；逛街遊客吃的更健康環保，人潮開始回流；攤商雖投

資環保設備建置，但卻取得更多使用者的肯定，有形收益與無形品牌形象大幅

提昇。而寧夏夜市則如同獲得機構認證般，成為名符其實的「環保夜市」，與一

般相對雜亂的觀光夜市做出區隔。2015 年起，當台北市如師大夜市遭遇當地居

民反彈，士林夜市因重建改造而褪色，高雄凱旋夜市等由盛轉衰，寧夏夜市反

而逆勢成長，社會地位大為提昇。穩定回流的人潮，也為寧夏夜市爭取更具商

機的金融服務資源。 

內部組織演化：從攤商到店家。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啟動一連串的環保

變革，不但獲得台北市政府、工研院等環保機構的社群認同，也由此強化協會

內部整合效益。更多攤商願意承擔各項環保費用的背後，還有更多共同利益考

量。在積極與台北市政府建立溝通互動默契下，台北市長郝龍斌經常帶外國友

人到寧夏夜市享受道地美食，不過「最多只能吃到二、三道菜就飽了，還要排

隊等候。」因此郝龍斌提出「一人點餐，百人上菜」的創意提案，在 2011 年 2

月進化為「八國聯軍攻佔你的胃」，但主打異國美食卻偏離夜市特色。2011 年 5

月 15 日推出「千歲宴」版本，主打 20 道擁有 50 年歷史的知名傳統美味，當天

由郝龍斌市長親臨開菜，並宣布台北市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美食

之都」，寧夏夜市自此打開國際知名度，許多日韓與大陸客群直接預定「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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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成為重要觀光景點。2012 年 2 月 19 日，馬英九總統首創在總統府設「總

統版千歲宴」款待外國貴賓，並創下連續八次入府佳績。台北市官員分析，從

環保夜市到「千歲宴」，不但凝聚寧夏夜市攤商，讓大家更相信協會工作，而且

還有街邊店家加入聯合行銷活動，開始有更多店商認同寧夏夜市的商圈發展規

劃。 

三、 取得金融服務資源 

(一) 制約：門檻過高的金融服務 

在變身「環保夜市」後，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敏銳察覺到另一個新興的

服務商機，那就是悠遊卡與行動支付的「無現金交易」服務。總幹事林定國指

出，無現金交易相當適合夜市消費型態，主要有下幾點理由。一是節省時間。

夜市人來人往，人潮眾多，若能有效利用電子支付結帳，攤販就不用花時間找

錢、確認假鈔等程序，節省不少時間。二是建立優質形象，避免一邊找零一邊

處理食材，影響衛生觀感。三是不用跑銀行，把收到的現金存到銀行裡，可以

節省至少一個小時的往返銀行時間。四是避免被搶，可以有效提高交易安全。

雖然導入無現金交易可能會讓稅務機構有效掌握攤商營業績效，而有開立發票

與課徵稅賦的疑慮，不過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一位資深成員也直言，其實夜

市攤商自有回應之道， 

「一旦發現月營業額快要達到 20 萬元，攤商就會改請消費者用現金

支付，以避免有超標表現。這也就會出現兩種消費模式，在活動旺季

時，可以鼓勵消費者多使用無現金交易，一旦活動過後就改用現金。

但長期來看，無現金交易是有利於攤商經營的。」 

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成員分析，夜市消費金額平均約 200~250 元，屬於

小額消費型態，相當適合悠遊卡導入，但卻遭遇不小挑戰。因為依照《悠遊卡

約定條款》規定，申請成為悠遊卡小額消費特約機構的條件，除了必須滿足公

司登記、稅藉登記、每筆交易不得超過 1,000 元、每卡單日消費上限 3,000 元的

規定外；特約商家還必須滿足資本額 6,000 萬元，年營收 7,000 萬元規定，以保

障客戶交易安全。但這對小型攤商而言，若年營業額可達 300 多萬元，已屬難

得，根本無法符合悠遊卡的特殊機構規定。 

(二) 連結機會辨識：市長候選人的庶民認同感 

在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的多次爭取下，在 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找到



中山管理評論 
 

~267~ 

突破契機。當時國民黨市長參選人連勝文任職悠遊卡公司總經理，積極爭取年

輕選民認同，而悠遊卡也成為他的重要政績。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向連勝文

建議，相較於競爭對手柯文哲深受 20~35 歲年輕選民認同，連勝文必須找到引

起年輕人共鳴的切入點，而悠遊卡政績是連勝文難得的經營績效。若能提高悠

遊卡的使用場域，由交通運輸到連鎖賣場，都必須契合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日

常消費需求，才能讓人有感，也才有機會爭取年輕世代與一般市民認同。 

為營造親民形象，連勝文積極回應，並尋求立法院財委會立委支持，修訂

《悠遊卡約定條款》並下修使用門檻，讓一般中小企業與小型攤商也能使用悠

遊卡。而寧夏夜市也在 2014 年 11 月 3 日成為首家導入悠遊卡的示範夜市。例

如在 2015 年 5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間，玉山悠遊聯名卡就推出每週五、週六、

與週日，到寧夏夜市持悠遊卡消費，跨店消費累積滿 300 送 50 元現金券的優惠

活動。由此，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開始展開與金融機構合作，並透過一連串

的資源交換，爭取更多優惠措施，大幅提高人潮買氣。 

(三) 資源交換：庶民經濟交換金融服務資源 

寧夏夜市成功導入悠遊卡後，不但商家裝置刷卡設備有助於其他支付工具

的創新推廣，夜市平均消費 100~200 元的庶民經濟，也相當契合一般消費者與

觀光客需求。5,000 萬張悠遊卡支付進一步為寧夏夜市帶來金融服務的創新商

機。2015 年間，大陸支付寶主動與寧夏夜市接觸，他們希望寧夏夜市成為支付

寶海外拓點的特殊亮點。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一位資深理事說明， 

「因為支付寶原本推動的『雙 11』光棍節已經相當成功打響電子商

務賣場名氣，馬雲希望在 2015 年舉辦一個『雙 12』活動，鼓勵線下

實體消費，以拓展通路市場，而夜市成為支付寶行銷活動的重要起

點。」  

支付寶提出以 3,000 萬元行銷預算打響「雙 12」線下狂歡節活動，積極鼓

勵會員到台灣使用支付寶優惠。 

「我們推出『一元』專案相當受到歡迎，只要花一塊錢就有機會吃到

夜市美食，其他由支付寶買單，這個行銷活動一炮而紅。寧夏夜市成

為超過台北 101 與台北故宮的陸客最愛景點，連香港、新加坡、日本

媒體都來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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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夜市活動，成為支付寶在「雙 12」的活動熱點，並贏得「全亞洲

第一名消費活動」美名。寧夏夜市也因此名利雙收。在實質效益上，寧夏夜市

在活動期間業績成長三倍；在無形品牌效益上，寧夏夜市在支付寶高達 4 億會

員平台打響知名度；而大陸點評網高達 6 億人口則評選出寧夏夜市為「陸客最

愛」打卡點，也讓寧夏夜市在大陸市場更廣為周知。 

支付寶的導入確實為寧夏夜市帶來人潮，也成為每年「雙 12」線下購物狂

歡節熱點。不過在 2016 年政黨輪替後，陸客來台人潮日益縮減，寧夏夜市必須

有效留住在地客群，以創造夜市人潮。而街口支付等新興國內支付業者，成為

帶動寧夏夜市人潮的另一波主力。 

街口支付為搶占行動支付市場，提高消費者黏著度，特別推出多項優惠折

扣方案，例如在 2016 年 10 月 2 日到 12 月 31 日間，街口支付推出「寧夏、通

化、饒河、師大」四大夜市「攤攤皆可折，消費享七折」，每週每攤一次，單次

消費最高折 40 元優惠。例如同樣在士林夜市相當熱門的「惡魔」雞排，售價

70 元；但是在寧夏夜市就打到七折，只賣 49 元，成為熱銷商品。街口支付與

寧夏夜市的優惠折扣活動，成為寧夏夜市留住在地客人的重要工具。總幹事林

定國也直言，這就是寧夏夜市與其他夜市的重大差異， 

「只有改變腦袋，才能改變口袋！當別的夜市都不敢導入行動支付等

新興支付工具，有的還怕因為這樣被政府課稅，但是，對業者來說，

究竟是賺錢重要還是被課稅比較重要，其實答案很清楚的。」 

2019 年 2 月，寧夏夜市進一步與台灣行動支付(Taiwan Pay)合作，以「千歲

宴」為主題，推出下載台灣 Pay 就可以九折優惠享受「米其林升級版」千歲宴，

由定價 3,500 元降至 3,000 元。除此之外，台灣行動支付在活動期間，提供消費

者九折優惠，商家 2.2%的服務手續費全數由參與這次活動的金融機構吸收。台

灣行動支付業者說明， 

「行動支付優惠折扣的最大好處就是有使用者就有優惠，金融機構的

成本收益對價相當清楚，這比金融機構直接印發 DM 的行銷更有效。

尤其寧夏夜市推出 20 道長達 50 年的美食『千歲宴』，作為行銷宣傳

主題，相當吸引人。」 

在 2019 年初，寧夏夜市更規劃要善用「高雄幣」或其他城市貨幣的城市行

銷契機，串連北中南夜市美食活動，例如以消費集點折扣優惠，讓消費者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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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益，也藉此呼應政府推動「無現金消費」時代的來臨。 

(四) 社會地位改變：從環保夜市到城市門面 

    外部社會地位進化：美食文化代表景點。對寧夏夜市來說，支付寶的「雙

12」活動，把寧夏夜市推上台灣最知名的旅遊景點，對導流大陸客與日韓觀光

客有極大助益；街口支付的行銷活動則是把台灣其他夜市的在地客群吸收到寧

夏夜市；至於台灣行動支付對寧夏夜市的意義則是宣示效果大於實質意義，「這

是對政府政策的支持！」 

    寧夏夜市的社會地位因此有極大進展。透過與悠遊卡公司、支付寶、玉山

金控、街口支付、台灣行動支付的強連結，寧夏夜市進階提升夜市地位。對外，

寧夏夜市是台灣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對內，寧夏夜市是最富創新能量的生活

實驗場域。寧夏夜市的核心客群也因此產生結構性變化，三成陸客、近二成日

韓遊客外，台灣年輕客群更大幅成長，躍升為國際級的環保觀光夜市。這較多

數台灣觀光夜市以七成到八成本地客群為主的結構，有本質上的差異。 

    內部組織演化：從協會到公司。在開始舉辦「千歲宴」並積極與金融機構

合作的過程中，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發現，在對外擬定合約的過程中，合作

方還經常提出開立發票的需求。因此在 2013 年 3 月，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的

核心成員決定成立「台北寧夏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更有效對外洽議各項

合作方案。自從，整個寧夏夜市發展出兩個協作單位。原本的寧夏夜市商圈發

展協會以全體攤商和店家為主，由社區發展角度經營商圈；而台北寧夏國際美

食股份有限公司則以公司經營角度，向外拓展商機，包括擔任顧問角色，以下

說明之。 

四、 取得外部投資資源 

(一) 制約：腹地過小的經營場域  

寧夏夜市雖然已逐漸發展為台灣最知名的觀光環保夜市，客源開始回流，

不過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卻也直言，寧夏夜市僅有近 180 個攤商，腹地較小，

即使有意拓展經營規模也不容易。此外，各攤商經營開始進入接班傳承，許多

第二代子弟兵頗有自己的想法與規劃方向，未必願意接收家傳美味。新口味新

設計的創新研發，常在接班子女與第一代創辦人間引起爭執。 

更具挑戰的是，隨著泰國、新加坡等東南亞新興城市開始以時尚設計經營

觀光夜市，吸引國際觀光客源，寧夏夜市也感受到需要進化升級的壓力。寧夏

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就曾經組織考察團到泰國調查，結果發現泰國政府正全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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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主題夜市之體驗行銷，知名的河濱夜市、音樂夜市、木材夜市等，都在政府

的推動規劃下，依據地景地物特色，結合時尚藝術，規劃為需要購買門票才能

入場的獨特園區體驗服務。對此，寧夏夜市也開始企思有所突破。 

(二) 連結機會辨識：新興市場的城市發展亮點 

面對寧夏夜市的創新變革壓力，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體認到必須為下一

代尋求出路。2014 年，大陸寧夏省總書記帶領一群主管來台參觀，在造訪寧夏

夜市時，總書記提到大陸寧夏希望發展旅遊觀光， 

「大陸寧夏有美景，台灣寧夏有美食，雙方一拍即合！更重要的是，

大陸寧夏也希望規劃主題夜市，但卻沒有經驗，這給了寧夏夜市輸出

成功經驗的機會，也可藉此幫助第二代接班人謀求出路。」 

2015 年 7 月，雙方正式簽署框架協議，並以「寧夏雙美，台灣美食與大陸

美景」簽訂觀光旅遊等合作協定。大陸寧夏省借助寧夏夜市 180 個攤位通路，

推出 15 台電視跑馬燈活動，並有 65 吋大螢幕節目介紹寧夏旅遊景點。在原始

規劃中，造訪夜市吃美食的在地居民或觀光遊客，看到電視節目並點選旅遊行

程，就可以轉化為有效的旅遊採購點，商家可以分潤 1,000~3,000 元，達到合作

互利的效果。 

「這個作法比單純把錢給旅行社分潤來得高，也就是讓旅遊景點直接

與消費者對接，也是『直接破盤價』的創新設計。但目前的電視互動

與點選技術還沒辦法做到直接下單選購旅遊行程，夜市商家也就還無

法取得合理利潤，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自 2016 年推動寧夏省的旅遊市場，每年都有 15%的觀光人潮成長率。位於

塞北四省的寧夏省每年僅有 4~9 月是旅遊旺季，當地不但有黃河羊皮筏子渡河

覽勝，還有回族自治區特殊旅遊景點等「獨家祕境」，成為台灣與其他國家觀光

客關注的新興旅遊景點。 

(三) 資源交換：隱形顧問服務交換市場開拓 

「寧夏雙美」的旅遊服務，奠定雙方合作基礎。尤其，寧夏夜市的成功經

驗，也成為大陸新興市場的取經對象。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在經過一年多的

考察研究後，建議大陸寧夏省可以成立「觀光市集」，但需以室內經營為主，因

寧夏省位處塞北，冬日嚴寒，較不適合露天經營。但開放合作的核心理念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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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經營主軸。包括開放的空間設計感與多元的小吃設計。寧夏夜市商圈發展

協會成員分享，「在地人做在地事，是最快樂的事」，因此大陸寧夏觀光市集中

有三分之一的核心美食仍以在地小吃為主，在搭配三分之一的台灣小吃與其他

各國美食。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還特別安排幾位和寧夏省有聯繫的台灣廚師

前往協助並導入台灣特色美食。 

「說到底，夜市還是給當地人吃的，觀光客的能量有一定侷限。只有

貼近當地人口味的美食，才能打動人心！其實對許多觀光客來說，他

們也是慕名而來，就是要品味最到地的美食滋味。」一位廚師分享道。 

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不但賣美食，更賣美食經驗，發展顧問輸出服務；

甚至，寧夏夜市多元豐沛的人潮特色，也逐漸發展為觀光行銷通路。例如知名

的免稅商店昇恆昌就鎖定寧夏夜市的「自由行」陸客，編列 1,000 萬元「美食

券」預算與寧夏夜市合作，由此鼓勵寧夏夜市陸客到昇恆昌消費。昇恆昌透過

美食券篩選陸客，免費接送到店內購物，並推出「購物滿 5,000 送 500」的折價

優惠，積極鼓勵自由行客人消費。 

昇恆昌主管分析，到寧夏夜市的「自由行」陸客，本身在來台之前就已經

過大陸官方篩選，他們有一定的存款與消費能力，又屬於衝動型消費族群；相

較於成群結隊的觀光客，更有購買力，因此成為重要客源。而這也是寧夏夜市

善用客群特質以建立跨領域合作夥伴關係的特殊機制。 

 (四) 社會地位改變：從城市門面到跨國顧問 

    外部社會地位進化：夜市經營代表個案。在環保夜市、台北門市之後，

寧夏夜市更已發展為顧問教室，對內對外輸出夜市經營機制。除大陸寧夏省的

夜市經營輸出外，其他大陸省市也相繼邀請台北寧夏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

跨國顧問的身份，協助診斷當地美食商圈規劃。除大陸之外，寧夏夜市附近的

商圈發展也需要更專業的顧問診斷。例如寧夏夜市附近有相當知名的木材行，

台北寧夏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就借助泰國「木材夜市」經驗，規劃消費者可

以購買 DIY 木板，並自行組裝為手機架、掛鑰匙的門把等。寧夏夜市商圈發展

協會也積極擬定「升級方案」，例如以體驗策展機制，規劃限量服務。作法之一

是推出價值約 200 元的預售門票，「門票」設計為一套環保餐具，購票者可以點

購 3~5 道美食。環保餐具在使用後可以成為消費者的「紀念品」，可自用可宣傳，

達到多元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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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組織演化：二代接班培訓教室。在獲得大陸城市與鄰近商圈認可，

並邀請擔任顧問角色之外，台北寧夏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也開始與學校合

作，規劃一系列課程，輔導第二代接班人創新轉型之道。例如，台北寧夏國際

美食股份有限公司與台北商業大學合作，開設 80 小時的「夜市大學」課程，鼓

勵夜市攤商與接班人利用週三上午到北商上課，以創新經營模式。協會資深主

管特別教授跨業經營、組織變革、行銷管理等課程，並經常受邀到其他縣市演

講，以向夜市攤商與主管機關教授夜市轉型的豐富知識。 

表 2：寧夏夜市的創新變革與社會地位轉化 

社會地位進

化階段過程 
遭遇制約 連結辨識機會

資源交換：以社會

性價值交換 
社會地位轉化 

階段一：取

得機構環保

資源 ( 基礎

建設網絡) 

噪音與環境污

染等引起當地

居民反感。不

少台北夜市更

引 起 居 民 抗

爭，夜市出現

退潮景象 

環保市長的代

表性作品：時

任台北市長郝

龍斌以「環保

市長」自居，

需要環保成績

單 

環保業績交換自來

水等機構資源：重

新定義寧夏夜市為

環保夜市，成為環

保示範點，並導入

自來水龍頭，工研

院創新研發，友善

公廁等一連串資源

從觀光夜市到環保夜市： 

有形價值：乾淨友善環

境，消費者回流，近悅遠

來。 
無形價值：環保示範點的

品牌形象 

外部地位：環保夜市的機

構認可 
內部組織：從攤商到店家 

階段二：取

得金融服務

資源 ( 金融

交易網絡) 

缺乏金融服務

資源，希望導

入悠遊卡等無

現金交易。但

依規定，特約

商家必須滿足

資本額 6000
萬元，年營收

7000 萬元規

定，以保障客

戶交易安全 

市長候選人的

庶民認同感：

台北市長參選

人連勝文希望

營造平民形象

，以爭取年輕

選民認同 

庶民經濟交換金融

服務資源：寧夏夜

市重新定義為庶民

經濟，並成為金融

機構爭取年輕族群

的重要場域，包括

支付寶，街口支

付，台灣行動支付

等加入合作網絡 

從環保夜市到城市門面： 

有形價值：高性價比美食

代表，獲選為第一名觀光

景點 
無形價值：庶民經濟代

表，躍升台灣具代表性的

國際級景點 

外部地位：美食文化代表

景點 
內部組織：從協會到公司 

階段三：取

得外部投資

資源 ( 資訊

交流網絡) 

缺乏經營場域

的擴張基礎：

腹地過小，只

能容納 170 多

個攤商，且面

臨二代接班壓

力 

新興市場的城

市發展亮點：

大陸新興城市

如寧夏省與其

他二級與三級

城市需要突破

性的亮點展示

推廣 

隱形顧問服務交換

市場開拓：寧夏夜

市重新定義為專業

顧問之套裝服務，

可輸出到其他城

市，並作為二代接

班培訓內容 

從城市門面到跨國顧問： 

有形價值：開拓新市場商

機 
無形價值：顧問知識輸出 

外部地位：夜市經營代表

個案 
內部組織：二代接班培訓

教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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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地位解析：社會價值網絡的階段性演化 

寧夏夜市特殊的社會地位演變乃是一系列機會辨識以建立連結，資源交換

以深化連結，乃至最終改變社會價值網絡連結的演化過程。若進一步分析可以

發現，寧夏夜市的社會價值網絡乃是與不同專業社群的連結，從而根本改變其

價值結構。 

首先是改變物流體系，包括基礎建設與通路體系。寧夏夜市原本定位為觀

光夜市，目的在以小吃美食吸引觀光人潮與一般消費者，因此有特色的小吃美

食才是主角。但是在夜市噪音與環境污染的嚴峻考驗下，寧夏夜市面臨在地住

民抗爭，徒有美食卻難以親近。因此，如何重新建構小吃美食的通路環境，成

為首要之務。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在取得台北市政府對油脂截留地下化工程

的同意後，啟動一連串環保運動，包括自來水安裝與禁用免洗餐具、生產履歷

與卡路里標示等體外與體內環保實務，根本改變寧夏夜市的經營體質，寧夏夜

市也因此成為各種環保科技創新的施測場域。從社會價值定位上，「環保觀光夜

市」成為寧夏夜市的專屬身分識別，他建立與政府機構、科研機構的專業連結，

確認其機構正當性與環保價值地位。 

其次是改變金流體系，尤其是小額支付的金融交易網絡。過去寧夏夜市與

一般傳統夜市無異，都是以現金交易為主，「銅板錢」經濟被視為社會邊陲，並

未引起金融機構關注。但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卻能善用契機與悠遊卡公司展

開合作，進而推展與支付寶、街口支付、乃至台灣行動支付的合作契機。由此，

寧夏夜市不單純是庶民經濟代表，更是金融機構接觸年輕客群、國際觀光客群

的重要場域。尤其寧夏夜市僅有 170 多個攤商，小而美的經營模式，反而成為

行動支付等新興金融科技的生活實驗場域，甚至成為台灣代表性的觀光旅遊景

點。與金融機構建立網絡連結，建立科技化的金流體系，大幅提昇寧夏夜市的

場域經營價值。 

最後是改變資訊流體系，將夜市經營轉化為專業顧問輸出。過去夜市裡的

特色美食經營多是單打獨鬥，但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卻推出「千歲宴」結合

20 道，每道長達 50 年的特色美食，吸引觀光團客與企業客戶提早訂位；之後，

寧夏夜市更在持續推動環保建設、金融服務過程中，建立攤商與店家集體共識。

創新的經營知識成為其他夜市取經對象，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進而與台北商

業大學合作推出系列課程，由「台灣夜市暨商圈經營管理專班」到各種二代專

班經營，例如茶葉專班、電器專班等，目的都在導入創新經營的系統性知識，

協助台灣微型企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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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在外部社會地位的建構上，透過一系列

與不同專業社群網絡的連結，開始由一個傳統的在地夜市進化為環保夜市、台

北市的城市門面，成為觀光客旅遊必經景點；至今則蛻變為專業顧問角色，跨

國輸出夜市成功經驗。 

對外連結強化外部社會地位，但也由此強化內部組織結構。寧夏夜市商圈

發展協會由原本的分崩離析，到成立社團法人建立健全的理監事會議與財務透

明機制，開始獲得全體攤商認可。及至「千歲宴」等一系列活動引起台北市、

總統府、乃至國際觀光客肯定，附近店家也開始加入協會組織，利益共享。之

後協會成員另外籌組台北寧夏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組織對外簽訂契

約，建立跨國跨地域的顧問機制，更深化內部成員的專業協作體系。近年則進

一步展開二代接班培訓，透過顧問服務將內部組織向下延展到二代團隊的創新

協作體系。從攤商到店家的橫向連結，從協會到公司的跨國連結，從一代到二

代的跨代連結，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的組織演化，也成為社會網絡建構的另

一項重要啟發。 

伍、討論 

位處邊陲或劣勢地位者如何謀取優勢資源的探索歷程，可以為社會網絡理

論帶來新觀念。學理上，本研究提出由社會場域辨識連結優勢者的機會之窗，

成為劣勢者謀取優勢資源的起點。以劣勢資源的社會性價值換取優勢資源的經

濟價值，可以啟動特定社會網絡連結，進而改變劣勢地位。而社會地位由劣轉

優的過程中，組織內部也將同步演化，形塑內外社會地位的正向循環效果。在

實務上，本研究說明組織或企業在爭取資源過程中，應學會換位思考以建立連

結，換價得利以取用優勢資源，最終能換位創機，以創新資源價值。最後，本

文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探索方向。 

一、 理論意涵 

相較於過去社會網絡理論強調連結的強弱差別或直接與間接連結差異，本

研究則提出在社會網絡中，個別組織節點也有強弱差異，所處的網絡位置更有

邊陲與核心之別。位處邊陲者，在缺乏資源的劣勢下如何某取位處核心或高位

者的優勢資源，成為本研究的重要論述基礎。本研究對社會網絡與社會地位提

出三個重要觀點：由社會場域辨識優勢者的隱憂，以建構連結機會；由劣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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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社會價值換取優勢資源的經濟價值，以取得社群地位；由外部地位進化推

動內部結構演化，以改變劣勢者的核心價值。以下說明之。 

貢獻一，由社會場域辨識優勢者的隱憂，以建構連結契機。本研究整理過

去社會網絡理論對優位者吸引優質夥伴的社會優勢 (Podolny, 1994;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以及劣位者謀取機構資源(Alvarez et al., 2015)、或建立

高階連結 (Delmestri & Greenwood, 2016)、或取得社會影響力之作法 (Waldron 

& Fisher, 2015)。不過現有文獻卻較少處理劣勢者如何與優勢者建立連結的過程，

尤其當劣勢者人微言輕，雙方難有交集的現實下，劣勢者如何辨識連結契機，

便是社會網絡理論的重要缺口。 

本研究提出，劣勢者若欲取得優勢者資源，首先必須設法建立連結；而建

立連結的起點在於有效辨識優勢者的弱點，尤其必須由「社會劣勢」的隱憂進

行機會辨識。例如本研究個案中發現，新市長的政績需求、悠遊卡公司董事長

的選民基礎、新興城市的發展契機與二代接班議題結合等，成為寧夏夜市商圈

發展協會與台北市政府、悠遊卡公司、以及大陸寧夏省與其他商圈建立連結關

係的基礎。因此對劣勢者或創業家來說，如何辨識優勢者的隱性需求，成為能

否建立關係連結的重要起點；換句話說，對劣勢者來說，所謂的社會網絡結構

洞就隱藏在優勢者的隱性需求裡。這是本研究對社會網絡與社會地位理論所提

出的第一項貢獻。 

貢獻二，由劣勢資源的社會價值，交換優勢資源的經濟價值，以建構社群

網絡。過去社會網絡理論提出強弱連結的重要性，越能與社群建立強連結，越

能取得有形資源與無形資訊或關係資本等 (Granovetter, 1973; Burt, 2005)；但較

可惜的是，對劣勢者來說，如何取得優勢資源，卻少有討論。本研究提出，弱

勢者要爭取優勢資源，必須重新定義本身的資源價值，尤其是資源的社會性價

值，以契合優勢者需求。換句話說，優勢者並非一無所缺，劣勢者也非一無所

有。對環保市長來說，寧夏夜市的社會價值是環保成績單；對缺乏年輕選票的

市長候選人來說，寧夏夜市是接觸年輕人的重要場域；對新興城市而言，寧夏

夜市是創新轉型的專業顧問。重新定義原有資源的社會價值後，寧夏夜市才能

換取所需要的環保水利資源、悠遊卡等小額支付資源、與二代接班的創新資源

等。 

此外本研究提出，與優勢者建立連結並換取資源後，若欲根本改變社會地

位，還必須進一步「舉一反三」與其他優勢夥伴建立連結，才能取得社群認同，

確立社會地位。例如環保夜市的社會地位，就不僅是改善空氣品質與油脂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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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還需持續改善垃圾分類、改變產品生產履歷、卡路里標示等，與台北市

政府、工研院、大學等機構建立專業連結，才能由弱而強、由單點到多點，確

認環保夜市的社會地位。又如寧夏夜市除導入悠遊卡外，還陸續導入支付寶、

街口支付、台灣行動支付等，以各種金融創新與優惠活動，讓年輕人有感。而

在跨境顧問服務上，除大陸寧夏省夜市商圈外，還有其他城市商圈，如寧夏夜

市附近的木材行、茶葉專班與電器專班等二代接班顧問服務。 

由此可見，社會地位的建構與確立，必須逐步取得特定社群認同，由單一

社群成員到多個社群成員的認可合作，讓劣勢者終能跳脫原本的劣勢地位；而

與社群成員建立合作關係以換取可用資源，成為組織穩固社會地位的重要基礎。

尤其，如何重新定義原有資源價值，以交換取得優勢資源，進而在該社會網絡

中循序漸進建立多重連結，落實社會地位之相對位置，是本研究提出的第二項

貢獻。 

此外，本研究提出，由單一到多元，社會網絡價值連結實有相互增益關係。

本研究對社會地位論述之另一項貢獻在提出劣勢者在逐步晉升的社會地位中，

實為建構一層層相互增益的價值網絡。環保觀光夜市背後乃是物流體系，或可

謂機構認證體系；這是與政府機構與科研機構建立專業基礎知識的價值網絡。

行動支付服務背後乃是金流體系，尤其是新興的金融科技生活實驗價值網絡。

夜市經營知識的顧問輸出背後乃是資訊流體系，並可由夜市擴及到其他專業領

域社群之知識傳播與合作經營。過去社會地位或社會網絡相關論述雖也提出跨

越不同價值網絡的創新價值 (Hargadon & Sutton, 1997) 但並未討論不同價值網

絡間的連結關係。從物流、金流到資訊流的價值網絡建構，可以達到相互增益

之網絡效益。環保價值定位有助於人潮的匯聚，進而帶動金融服務需求；而持

續增益的環保與金融服務更轉化為經營管理知識，可以幫助其他領域的創新突

破。從單一社會價值網與加乘互補的社會加值網，是本研究對社會地位論述之

另一項貢獻。 

貢獻三，由外部地位進化推動內部結構演化，以改變劣勢者的核心價值。

本研究對社會地位的另一項貢獻在提出社會地位價值，不但具有形價值與無形

價值，同時外部地位還會進一步影響內部價值網絡，形成正向循環。由傳統夜

市到環保夜市的定位，不但形塑友善空間，建立環保品牌定位，還因此讓更多

攤商與鄰近店家願意加入協會的運作機制，強化內部制度的建構，也擴大寧夏

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的影響力。而由環保夜市到城市門面，不但使寧夏夜市躍居

台北市代表性景點且彰顯庶民經濟價值，還因此推動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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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另一個公司組織，以更有效的方式與外部夥伴建立契約往來關係。由此，台

北寧夏國際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輸出顧問服務，並進而協助寧夏夜市商圈發

展協會成員進行二代接班的轉型企劃。 

總結來說，由辨識優勢者的需求隱憂以建立連結契機、由弱勢資源的社會

價值交換優勢資源的經濟價值以建構社群網絡、由單一到加乘的網絡價值增益、

由外部地位進化推動內部組織演化，是本研究對社會地位與社會網絡文獻提出

之重要貢獻。三者連動且有前後關係，劣勢者要改變社會地位，必須先辨識結

構漏洞，以取得進入特定社群的連結管道；取得連結後，還必須持續與社群成

員交換資源，由單一連結到多元連結，以穩固社會地位；此外，必須由持續疊

加的社會網絡中，建立相互增益的連結關係，以加值不同社會網絡之資源價值；

最後才能由外部地位進化推動內部結構演化，讓劣勢者終能由質量變化中脫胎

換骨。現有社會網絡文獻重視結構洞，但卻未討論連結契機；討論強弱連結，

但卻未說明建構連結背後的資源交換機制；討論外部社會地位變化，但卻未探

索內部網絡結構變化。本研究補足社會網絡文獻缺憾，並對實務有所貢獻。 

此外，本研究由社會網絡理論出發，而非創業家之機會辨識文獻或資源基

礎論之差異，主要有以下幾點說明。一是社會網絡強調社會關係的連結建立與

社會資本的形塑，可以幫助劣勢者取得社群認同並建立多元連結關係，跳脫單

一合作關係侷限，而有社群合作網絡的豐沛機遇。換句話說，在社會網絡中的

機會辨識，乃是劣勢者建立與優勢資源的重要起點，而所謂的「優勢資源」並

非單一合作夥伴，而是一個社群網絡，例如本文所提出的環保資源網絡、金融

資源網絡等。因此，機會辨識是本文分析之重要構念，並非理論基礎。這樣的

討論較單純由創業文獻探討機會辨識更具豐富性，也較貼近研究個案與不同社

群網絡建立連結之真實脈絡。 

二是由資源的社會性價值觀點，可以幫劣勢者重新定義資源的交換價值，

而不在侷限於資源的經濟性價值，而與資源基礎理論做出區別。過去資源基礎

論強調資源的有價性、稀有性、不可替代性、與不可模仿性  (Barney, 1991; 

Penrose, 2009)，但卻較未能由劣勢者的角度思考當組織不具稀有資源時，又該

如何提高競爭優勢？這是本文和資源基礎論最大差異之處。本文特別由資源價

值的相對性提出當劣勢者不具優勢資源時，可以由資源的社會性價值交換具經

濟價值之優勢資源；換句話說，資源價值高低或優劣乃取決於交換雙方之需求，

這也是本文和資源基礎論之重要差異，本文強調資源之交換取用，而非資源優

勢之內生累積。三是由單一社群連結延伸到多元社群連結，可以逐步改變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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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社會地位，進而可以由更有利的網絡位置洞察先機，創新本身的資源價值。 

二、 實務意涵 

本研究對夜市或創業家等缺乏資源且位處劣勢之組織，要如何改變社會地

位做出重要貢獻，主要包括以下三者。組織應學會換位思考，以辨識機會；換

價得利，以取用優勢資源；換取新機，以創新資源價值。越能學習換位思考者，

越有機會建構強弱連結，進而取用優勢資源，終能逐步開創社會地位的全新價

值網絡。 

首先是換位思考，以辨識機會。缺乏資源的企業組織在向外尋求資源時，

往往需要如創業家般努力推銷自己的價值，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以獲得創投

基金或銀行主管的支持。但本研究提出，劣勢者與其一昧地推銷自己，不如學

會換位思考，重新站在優勢者的角度，思考他們的需求，以有效探尋雙方建立

合作的契機。換句話說，劣勢者的資源或產品服務，究竟有無價值？且價值高

低如何？其實是取決於優勢者的評價。越能洞察優勢者需求，包括顯性與隱性

需求者，越有機會與優勢者建立連結，進而換取雙方可用資源。 

其次是換價得利，以取用資源。過去位處邊陲之企業組織或創業家往往因

缺乏資源，處於劣勢地位，以致難以尋取優勢資源。但實則，多數企業乃停留

在資源的功能性價值或經濟性價值評估，忽略資源社會性價值的重新定義。夜

市攤商或農民水果看似沒有太高價值，但卻是庶民經濟的社會底蘊，對欲爭取

選民支持的政治人物深具戰略價值。小額支付，在過去對大型金融機構來說也

不具資產價值，但對爭取新興年輕客群，理解年輕世代的生活型態與價值體系，

卻具有戰略價值。由此可見，當劣勢者經常因缺乏可用資源而苦惱，不妨嘗試

重新定義資源價值，尤其是資源的社會性價值，以換取優勢資源。 

第三是換取新機，以創新資源價值。對劣勢者而言，擺脫劣勢地位之目的

不但在取得優勢資源，更在爭取創新價值的機會。但多數企業往往只關注社會

地位的提升與資源取得，並未能進一步深思社會網絡背後的價值體系與相互關

連，從而忽略創新資源價值的各種機遇。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是少數懂得善

用環保價值網絡之物流體系與金融服務網絡之金流體系，整合兩者以進一步轉

化為顧問知識體系者；同時，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在向外傳播顧問知識的過

程中，也在同步探索可能的資源網絡，以進一步強化在原有社會網絡之價值定

位。例如寧夏夜市商圈發展協會在向高雄或台中夜市輸出轉型經驗的過程中，

就進一步取得未來與「高雄幣」合作契機，例如雙方或多方共同成立「夜市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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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串連南北優質夜市攤商，累積點數與折扣優惠，開展跨區域金融服務整合綜

效。 

三、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奠定在社會地位之學理基礎，並提出三項貢獻。第一，由社會場域

辨識優勢者的隱憂，以建構連結機會；第二，由劣勢資源的社會價值換取優勢

資源的經濟價值，以取得社群地位；第三，由外部地位進化推動內部結構演

化，以改變劣勢者的核心價值。然而上述貢獻仍須考量相關限制，主要有以下

討論。 

第一是需探索開放策略。本研究雖已提出劣勢者取得優勢資源的連結機會

、資源交換與社會地位改變過程，然而在向外搏取資源的過程中，應有更細緻

的開放策略分析；換句話說，在引導資源流進與流出的過程中，劣勢者有哪些

策略行動？又是如何部屬策略資源？是另一項需要討論的重點。 

第二是需探索商業模式的創新機制。劣勢者在逐步改變社會地位的過程中

，其實也正在同步改變自己的價值創造、傳遞與擷取機制。商業模式究竟如何

演化變革，又有何特殊價值內涵，例如是否有複合商業模式的創新，或是有第

三方付費的特殊作法，甚至是創新平台機制的特殊作為，是另一項值得研究之

議題。 

第三是其他跨領域資源交換取得之相互檢視。本研究以劣勢者的資源取得

過程為調查重點，尤其是對優勢資源之交換取得過程。然而有些優勢者並不容

易採訪，例如大陸支付寶、大陸其他新興城市如寧夏省政府等，只能以間接採

訪方式為之。未來若有機會將補強跨域資源之調查，以豐富調查內容並深化研

究論述。 

陸、結論 

莊子《逍遙遊》有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由鯤魚到大鵬鳥，正是企

業組織由劣勢低潮到展翅高飛的過程，只是過去文獻較少討論由海中鯤魚轉身

為大鵬展翅的轉化過程。 

本研究提出，企業組織要跳脫劣勢地位乃有跡可尋。他必須借力優勢者的

資源才能逐步蛻變。借力之一在辨識連結機會，與優勢者展開合作契機；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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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在資源交換，重新定義資源價值以換取優勢資源。資源的經濟價值與社會

價值，則像是大鵬鳥的左右雙翼，必須相互幫襯，才能不斷強健資源運用能力，

展翅高飛。尤其，在大鵬鳥要向上高飛，突破不同層次的大氣流動時，往往必

須駕馭新的挑戰，取得新的資源，才能怒力而飛。總結來說，由劣而優的社會

地位轉換，往往無法一步地位，而是逐步蛻變的結果，與優勢者連結的機會辨

識，資源交換的重新定價，與社會價值網絡的連結詮釋，構成社會地位的轉換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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