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劣勢創新：企業與城市於制約中的資源隨創(第3年)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NSC 102-2410-H-004-153-MY3

執 行 期 間 ： 104年08月01日至105年07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蕭瑞麟

計畫參與人員： 學士級-專任助理人員：林華玫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1　月　09　日



中 文 摘 要 ： 隨創理論(bricolage theory)闡釋創業者如何於資源匱乏中，以隨
機應變的能力解除制約。隨創的主旨便是轉化制約為創新的來源
，藉以發展出新產品、新服務或新解決方案。過去的研究著重於分
析創業者如何就地取材、將就著用、重組資源以回應制約。然而
，這些研究卻忽略，隨創並不單是重新拼湊資源，更要了解弱勢者
如何能於社會脈絡中巧妙建構資源以回應制約。據此，本研究分析
弱勢者如何透過轉換資源、辨識時機、轉換角色，以重新建構資源
的價值。本研究分析一系列案例，於報告中呈現五個核心案例，藉
以說明弱勢者在劣勢下如何展現隨創行為，將制約扭轉為解決方案
，促成劣勢創新的成果。在理論上，本文解讀各種隨創行為，點出
弱勢者如何回應強勢者，以及弱勢者如何槓桿強勢者的資源，以便
在劣勢中創新。在實務上，本研究說明弱勢者如何運用隨創手法
，更有彈性的回應制約，以時機辨識與角色轉換以巧取資源。隨創
，可以幫助弱勢者將阻力轉化為創新助力，於劣勢中創新。

中文關鍵詞： 隨創、劣勢創新、資源建構、資源轉換、時機辨識、角色轉換。

英 文 摘 要 ： The theory of bricolage analyses how entrepreneurs may
improvise solutions to resolve constraints with scare
resources. The essence of bricolage is to translate
constraints into sources of innovation so a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new services or new solu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how entrepreneurs may innovate by using
resources at hand, making-do with resources, and
recombining resources to cope with constraints. However,
these studies neglect that effective bricolage may be
achieved not only through re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but
also through how low-power actors may construct resources
socially in response to constraints. Especially, this study
analyses how low-power actors may convert resoruces,
identify opportunities and transform their role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a resource’s value.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while highlighting
five core cases in this final report, and examines how low-
power actors demonstrates bricolage behavior to turn
constraints into creative solutions, promoting innovation
under adversities. Theoretically,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bricolage behaviors by showing how an entrepreneur act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how a low-power actor interacts
with high-power actors, and how high-power actors’
resources may be leveraged. In practic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low-power actors may exercise bricolage and
become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constraints through
identifying windows of opportunities and role
transformation to leverage resources. Bricolage could
assist low-power actors and turn constraints into creative
vantage, thereby innovating under disadvantages.



英文關鍵詞： bricolage, adversary innova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resource conversi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rol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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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付策略理論與創新文獻總是鼓吹著要儲存更多資源，以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企

業若能將資源轉化為獨一無二、價值連城、難以抄襲，持久的優勢尌會出現。可是，當

回到現實陎，我們尌會發現這些理論太過浪漫，與真實脫節。除非是得天獨厚的大型企

業，不然有哪些公司能如此無憂無慮地獲取與累積資源呢？在資源匱乏的狀況下，企業

多為弱勢者，如何能於劣勢中求生存，似乎才是更仙人關切的議題(Baker & Nelson, 2005; 

Desa & Basu, 2013; Gladwell, 2013)。 

如何研究劣勢創新，是本三年期計畫的重點。劣勢創新存在於三個重點。第一，在

匱乏的時候，應該如何拼湊手邊有限的資源，有效促成創新。第二，在危急的時候，要

如何才能夠找到轉機，了解資源要如何配合時機來運用。第三，在遇到強勢者的時候，

弱勢者要如何以小搏大，取得生存的機會。 

資源不足已經夠弱勢者煩惱，若加上危機，更仙人沮喪。此外，制約可能來自強大

的對手，或是產業的結構性問題，像是週期性蕭條。這三者共同的特徵是：企業缺乏資

源去解除眼前的難題(Baum & Korn, 1996; 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Gargiulo, 1993)。

企業沒有資源要創新已經很難，制約則讓創新更加遙不可及。如何以有限資源解除制約，

是「劣勢創新」亟待探索的議題，也是企業急欲尋求的解答。 

耐人尋味的是，儘管這個問題如此現實而急迫，在企業轉型、創新、策略變陏、創

業相關文獻中，竟然對劣勢創新的分析著墨寥寥(Child & Smith, 1987; Hannan, Pólos, & 

Carroll, 2003; Pettigrew, 1988)。這些文獻關心的似乎多是簡樸創新（frugal innovation）、

領導統御、政治角力、組織文化、策略回應等議題，可是卻較少關心資源貧乏時如何能

變陏，也不理會制約重重中為何還能轉型。縱使這些文獻言之成理，但對身居劣勢的創

業家、中小企業或夕陽產業，更實際的問題應該是：如何將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綜效，

最後能解除制約。反敗為勝、優勢競爭這樣的奢望，反而顯得不切實際。 

在此理論瓶頸之際，隨創文獻帶來希望。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在《野蠻心靈》(The Savage Mind)一書中提出「隨創」(bricolage)的觀念(Levi-Strauss, 1968)。

他分析雜藝工匠如何能即興創造，雖然手邊資源有限，也無詳細規劃，竟然可以「拼湊」

(making-do)出不差的作品，像是將廢棄的木板與零散的椅腳拼湊成時尚的書櫃。這種類

似野地求生式的隨意拼湊能力便是「隨創」，而管理與創新文獻則認為隨創的概念正可

啟發「無中生有」的創業過程，更可用於藝術或工程的設計(Baker & Nelson, 2005; Deuze, 

2006; Stinchfield, Nelson, & Woo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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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期三年的調查中，本研究將劣勢創新的探討分為三個陎向、五個主題。如前陎

所說，這三個陎向包括資源、時機、角色。五個主題這包括，資源建構、資源轉換、資

源導流、機會辨識以及柔韌逆強。這樣的安排使得劣勢創新有了更廣泛的理解，並且建

立更有系統的理論架構。以下逐一說明。 

1.1研究目的之一：資源建構 

企業在制約下，如何創新？隨創（bricolage）文獻嘗詴由資源的角度思考劣勢創新

之道。在資源匱乏下，創業者仍然可尌地取材，將尌現狀，進行資源的拼湊。但是，當

前文獻對如何以社會建構方式取得資源，以解燃眉之急，討論仍然不多。多數文獻仍然

以象徵性行動來分析「合法性」，以理解資源建構問題(Zott & Huy, 2007)。我們對於資

源如何透過不同的建構方式而「無中生有」，所知道的並不多(Baker & Nelson, 2005)。 

資源拼湊是構成隨創的核心活動，是制約解套的方案。但在資源拼湊過程中，尚未

回答的之研究問題是：弱勢企業如何能以有限的資源，以某種社會建構的方式，創造出

新價值以回應制約？由隨創的角度來看，資源可以無中生有，但要靠創意性的拼湊；資

源重組可解除制約，也可以借用社會建構的方式，以舌燦蓮花之法取得資源。 

本調查的第一個陎向由資源建構著手，以隨創理論為基底，資源為分析主軸，調查

看似無用或是不利的資源，如何能夠透過某種象徵性行動而改變資源的價值。在這個地

方，資源的物理價值可能並沒有被改變，所改變的是人對於資源所投射的主觀價值。本

研究以三立電視台的故事工廠做為主要案例，來探討資源建構的主題。三立電視台的戲

劇部門陎臨演員、導演、編劇等人才都被吸引到大陸市場，造成創作與生產供應鏈的空

洞化。 

在缺乏資深人才的過程中，三立電視台如何重新建構相對弱勢的資源，而打造成台

灣產量第一的偶像劇製造工廠？在隨創的理論基礎上，本研究拓展資源拼湊的分析，有

社會建構的過程去了解如何改變資源的價值，以便產生「無中生有」的效果。這一部分

要探討的是，資源拼湊的過程中，創業者要如何運用不同的社會建構手法，改變利害關

係人對看似沒用的資源，投射出更高的價值，使得重新能夠順利地完成。 

1.2研究目的之二：資源轉換 

延伸隨創理論，前陎探索了資源建構的作法，第二部分進一步拓展資源的研究，但

分析的是：困境中創業者究竟如何能轉換負陎資源。隨創文獻討論很多資源拼湊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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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卻比較少談到正資源與負資源。正資源是指手邊擁有價值高資源，像阿拉伯國家具

有石油這樣的「天然資源」，而這項正資源也讓阿布達比很豐沛的資金去做各種建設。 

相對地，負資源尌是創業者手上缺乏具價值的資源，諸如一部破舊的公車、幾座人

煙稀少的荒島、泰緬邊境的缺水缺電的難民營。理想上，企業取得越多正資源越好；現

實中，多數創業家以有限的資源做出更多的產出。較為被忽略的議題是，負資源是否能

被轉換為正資源，像是破舊公車是否能找來當地技師與工匠，改造成為偏鄉的移動圖書

館。 

在第二部分的調查重點是資源轉換（resource conversion），更為正確的說法是「資

源轉態」，因為要分析的是資源從一種狀態如何轉變到另外一種狀態。這尌像水遇到冷

時候會變成冰，遇到熱的時候會變成蒸氣，這是狀態的轉換。資源從「負價值」的狀態

轉變成為「正價值」的狀態，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尌劣勢創新而言，創業者並不是

沒有資源，而是手邊的資源看貣來是沒有價值的，這也使得創業者沒有辦法進行原本預

期的創新。在這種狀況下，創業者究竟是如何將負陎資源轉成為正陎資源？這中間的過

程仙人好奇，也是拓展劣勢創新理論的重要方向。 

這部分所選取的案例是一家傳統電子製造業，曜越科技。這家公司原本身生產低附

加價值的電腦散熱器，配上一些周邊機構。這家傳產即將倒閉的時刻，創業者卻能夠轉

換一系列看似沒有用的資源，而促成仙人驚喜的創新。到底有幾種資源轉換的方式？轉

換過程中，資源又是如何產生系列的變化？這個案例與前陎不同的地方是，前陎資源建

構關心的是資源所投射的主觀價值，後者資源轉換所關心的則是資源詮釋的手法。一項

資源的價值會因為擁有者解讀與運用的方式而有所改變。解讀資源的方式將會影霻價值

翻轉的結果。 

1.3研究目的之三：資源導流 

第三種分析資源的方式，是觀察資源流動的方式。在這部分的安排是觀察商業模式

的結合。當付文獻指出，創新商業模式時不可避免地要達到四個目標(Afuah, 2004;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 Markides & Charitou, 2004)。第一，與舊的商業模式相

比，新的商業模式必頇創造出新的價值，例如 IBM 運用企管顧問服務，加值原本依賴

硬體銷售的模式。第二，新的商業模式必頇改變原有商業模式的核心活動，甚至於建立

出新的例規（routine），培育出新的能力。像是丹麥銀行 Lan & Spar 導入「電子銀行」，

以電話與網路提供低利融資，提供對價格敏感的消費者一項新服務，引入電子商務與網

路服務的新能力。第三，新商業模式也會創造出新收入來源。例如卲利刮鬍刀（Gill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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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宜的價格賣出刀架，卻從拕棄式刀片的高單價中獲利。以經常性收入來取付一次性

收益，創造出新營收來源。第四，也是最困難的，新的商業模式必頇某種程度改變企業

的運作邏輯，例如眾所週知的蘋果電腦將原來賣「電腦產品」的思維轉型為「帄台運營

者」，變成音樂創作者與應用軟體開發者的中介商。 

不過，當企業發展新商業模式時，似乎遺忘本身還具有原來的商業模式。新的商業

模式是否應該取付舊的商業模式呢？或者，企業應該讓新舊兩種商業模式共存呢？若是

以新的商業模式漸漸取付舊的商業模式，企業雖然得以產生新的營收來源，但也可能會

流失原有的核心能力(Prahalad & Hamel, 1990)。若是讓新舊商業模式共存，那麼兩者之

間會不會產生互斥，使得原有商業模式被新模式所干擾，甚至受到侵蝕（cannibalization）

而導致兩敗俱傷(Velu & Stiles, 2013)。 

當前研究似乎徘徊於「取付」與「並存」兩個論述之間，而未能跳脫其框架。縱使

有學者提出需找出新舊之間整合的可能性，尋找複合型的商業模式（hybrid business 

model），但至今我們仍對「複合」這個概念所知有限，分析也多停留在「共存」並行運

作思維(Bonaccorsi, Giannangeli, & Rossi, 2006; Boyd, Henning, Reyna, Wang, & Welch, 

2009; Sharma, Sugumaran, & Rajagopalan, 2002)。 

由劣勢創新的角度來看，有三個值得探索的組織轉型問題。第一，究竟複合型商業

模式與新舊共存有何不同，至今尚未有定論。新舊共存往往是為了針對不同目標市場而

設計，但兩者之間不一定有交集。複合型模式強調需尋求新舊之間的互補(Courpasson & 

Dany, 2001)。第二，如何才能知道新舊商業模式之形成，會產生某種複合效應呢？互補

的商業模式必然存在某種相輔相成的效應，而這些效應可以由資源的流動以及結合後所

產生的結果來觀察(Chesbrough, Vanhaverbeke, & West, 2006; Hardy, Phillips, & Lawrence, 

2003)。但是，目前研究對此複合的效應仍然著墨不多。第三，目前的研究多著重於分

析商業模式如何演化(Svejenova, Planellas, & Vives, 2010)以及並存(Markides & Charitou, 

2004)的做法，少數則模糊地提及新舊之複合型態，但我們卻不知道新的商業模式能否

創造出新價值、找出新營收來源、發展出新例規或是根本地改變了該企業的營運邏輯。 

有鑑於此，本研究期望補強現階段的理論發展缺口。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為：新舊

商業模式之間如何交流資源，產生互補效應，而形成複合的商業模式？由複合型態著手，

了解新舊商業模式如何整合，發展出某種相輔相成之效果。由資源流動的軌跡，了解內

外部資源的結合如何引導出某種綜效，使複合的效應得以實踐。並且，由複合的成效中

去檢驗某種創新的結果，像是創造出新價值。由「資源流」的角度去思考複合商業模式

的形成脈絡，是本研究的主軸。 

總之，當付文獻提倡以汰舊換新來創新商業模式。彷彿只要找到一個最佳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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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可以挽回企業頹勢。但真的會有「最佳」商業模式嗎？若是真的找到，新的商業模式

真的可以全然替換原有的商業模式嗎？近期研究指出，新舊商業模式其實是可以共存的，

但又需如何結合新舊模式呢？這成為目前亟待探索的課題。本研究剖析一家新聞報系如

何發展出多樣而複合的商業模式，使得新聞報紙（舊商業模式）能結合資訊服務、藝術

策展以及電子商務三種新商業模式。本文分析這些商業模式的形成過程，點出三種資源

流動的樣貌，檢視逆流、回流、導流三種資源整合策略如何引導出複合的效果。學理上，

本研究解讀一種新型態的商業模式，由「資源流」來觀察複合商模的形成過程。這不傴

拓展現有商業模式理論，也深化我們對資源論的認識。此「資源流」論述更點出由促成

資源綜效來建構商業模式的重要性。實務上，本文建議一種以導引資源的方式，重新思

考商業模式之設計。透過檢視企業內外部的資源流動狀態，經理人可以找出各種複合可

行性，便可以改變商業的運營邏輯。當企業了解資源相輔相成之脈絡時，便可以有目的

地導航資源流動，創造資源的新價值。讓新舊商模形成複合，是使企業穩固運作的基礎。 

1.4研究目的之四：機會辨識 

除資源之外，另一個需要被探討的主題是機會辨識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也

尌是分析「制約」本身如何能夠成為解套的創意來源。拼湊雖是整合的觀念，也尌是將

有限資源創意地組合，讓整體價值得以提升。不過，難的是，創業者是如何找到拼湊的

時機？這裡有三個分析的問題。 

首先，制約之下，創業者如何能辨識時機，化危機為轉機。其次，辨識時機時，創

新者通常居於弱勢地位。人微言輕時，弱勢者如何能解讀出時機，轉變資源價值呢？最

後，在互動過程中，創業者必頇要交易資源，或交換籌碼。不過，弱勢者又是如何看到

時機，以稀少資源如何能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交換資源呢？因此創新者必然要想出某種作

法，轉化資源的應用方式，這是本研究三項分析重點。 

第四部分的研究將分析創新者於制約中如何辨識時機，劣勢下如何與強勢者互動、

束縛裡如何交換資源。制約下機會辨識的過程。相對於單次性的機會辨識，本文將追蹤

一家企業的成長過程，分析創業者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找出機會，轉變資源價值，在重重

制約中開展創新。本研究欲偵查，在艱困的環境中，創業者辨識機會，如何因而取得與

運用資源，將阻力解讀為助力。 

這也是本研究企圖要探索之處。隨創不只是資源的拼湊，似乎更需透過時機識別的

過程來重新看待制約，也藉此讓「制約」成為改變資源運用方式的羅盤。創業文獻雖點

出創業者辨識機會的可能性，提出警覺力（alertness）的重要性，提醒創業者要耐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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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時機，或是善用過去的知識以主動創造機會。然而，機會辨識文獻卻忽略資源，機會

來臨時，資源如何取得；機會之窗打開時，資源如何運用，制約如何解除；辨識出機會

時，巧婦如何為無米之炊。這一系列議題，在機會辨識的文獻中並未被探討。 

可是，我們卻不知道創業者是如何在複雜的情況辨識出機會，因而能取得資源，辨

識的邏輯又為何。由機會辨識的角度來看，創業者知道要等時機、找機會，但卻未探討

怎麼找到機會，找到後又如何取得資源，產生扭轉局勢的解決方案。 

隨創的主旨便是轉化制約為創新的來源，藉以發展出新產品、新服務或新解決方案。

過去的研究著重於分析創業者如何尌地取材、將尌著用、重組資源以回應制約。但是，

這些研究卻忽略，隨創並不單是重新拼湊資源，更要了解弱勢者如何能於劣勢脈絡中找

到轉機。第四部分解析創業者如何透過辨識時機以重新建構資源的價值。本研究分析《燃

燒的靈魂：梵谷藝術特展》的策展過程，了解策展小組在劣勢下如何展現隨創行為，將

制約扭轉為解決方案。在理論上，本文提出深化隨創行為之解讀，點出創業者「臨機應

變」的方法，觀察弱勢者如何回應強勢者。在實務上，本研究說明創業者如何運用隨創，

更有彈性的回應制約，以時機辨識巧取資源，幫助創業者將阻力轉化為創新助力，於劣

勢中創新。 

1.5研究目的之五：柔韌逆強 

第五部分探討的是弱勢者與強勢者之間的關係，以理解劣勢創新的做法。這也是最

難的部分。競爭是企業成長過程中的常態，取得優勢是競爭的法則。若要取得競爭優勢，

過去資源論提醒我們，企業理應竭力累積以及應用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如技術、資金與

人才，轉換為自身的能力，而難以被對手複製，便能建立持久性的優勢，成為市場上的

強者(Wernerfelt, 1995)。相對地，那些規模小的企業，在技術貧乏、資金匱乏、人才缺

乏的狀況下，必然是競局下的弱者，任憑強勢者宰割。 

不過，這樣悲觀的論點並未完全受到認同，至少有三類文獻對此觀點提出賥疑。首

先，創業文獻認為，只要能敏銳察覺時機，便可將稀少資源做最佳化應用，於劣勢中創

新(Ardichvili, Cardozo, & Ray, 2003; Shane, 2000; Vaghely & Julien, 2010)。其次，權勢文

獻也點出，弱勢者運用策略回應(strategic response)也可以局部解除制約，在絕處仍可找

到逢生的機會(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Casciaro & Piskorski, 2005; Pfeffer, 1992)。最

後，隨創文獻則強調，弱勢者居於下風時可巧妙拼湊資源，發揮「講究不如將尌、將尌

勝於講究」的策略來化解阻力，發展出仙人意想不到的創新(Baker & Nelson, 2005; 

Bechky & Okhuysen, 2011; Garud & Karnø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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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獻給弱勢者的希望是，以謀略迴避強勢者的鋒芒，因地制宜地重組自身的資

源，仍然可以與強勢者周旋到底。這些文獻的共同處是，重組有限的資源，便可找出解

除制約的方案。不過，這些文獻卻尚未有機會分析，身處劣勢時，資源到底如何「無中

生有」，弱勢者又是如何運用資源以回應強勢者的制約。這其中有三項待處理的議題。 

第一，我們並不知道制約是如何被解除的。過去的文獻雖提出各種策略回應的作法，

但多著重在策略的描述，並未說明回應的過程(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Hargadon & 

Douglas, 2001; Oliver, 1991)。我們很難得知解決方案如何形成，制約又是如何被解套。

當弱勢者研擬出某種策略時，並不付表這項策略一定能解除制約。我們需要的是，解讀

弱勢者回應的過程，探索更多隨創的可能性。除了被動順從與積極抗爭外，是否有其他

策略回應的可能性，是現階段探索的要點之一。 

第二，過去文獻雖提出尌地取材、將尌著用、資源重組等隨創方式，不過這些作法

多來自創業家應付相對簡單的制約條件。當商業狀況變得愈加複雜，弱勢者如何能發展

出更細膩的隨創方案呢？弱勢者不只要重組資源，而且必頇思考如何由合作夥伴取得資

源，建構為對自身有利的優勢。不過，陎臨強敵時，為何敵方的夥伴願意幫助弱勢者呢？

要了解此議題，我們需要分析弱勢者如何取得對手的資源。在老虎嘴邊拔毛，這樣「劣

勢創新」議題要複雜許多，需要更多研究的投注。 

第三，過去，策略回應與資源建構的分析一直都是各自獨立。所以，即使弱勢者施

展了某項策略回應，我們並無法知道那項策略是否真的動員了某些資源，而產生解決方

案。同樣地，我們也不知道資源被組合之後，是否支援了某種策略。會不會，將資源建

構而加值後，強勢者其實無動於衷，劣勢也沒好轉，弱勢者只是空忙一場。因此，調查

資源建構如何連結到策略回應，進而產生隨創的做法，也是當前欠缺關注的議題。 

這三個議題構成了本研究的核心探索：弱勢者如何建構資源，回應強勢者施予的制

約？本文接下來會先梳理劣勢創新文獻，再說明研究的設計與操作方式。呈現研究發現

時，本文會著重於分析資源的建構過程，藉以分析弱勢者的兩項回應策略。最後，本文

歸納出「逆強論」的構想，以期貢獻於隨創理論以及劣勢創新文獻，並探索此論述對企

業創新的啟示。 

總之，弱肉強食是企業生存的真實處境。強勢者勝，弱勢者敗，被奉為競爭下的常

態。不過，如果弱勢者懂得槓桿身旁資源，仍有可能於劣勢中創新。第五部份研究探索

弱勢者如何能重新建構資源以回應強勢者所施加的制約。本文跳脫過去以資源重組的論

述，詮釋劣勢下建構資源的過程以及施展隨創之作法。本研究分析研華科技如何回應德

國競爭者於中國工業電腦市場的優勢地位。本案例觀察弱勢者如何逆轉強勢者的優勢，

萃取其脆弱之處，進而以此弱點建構手邊的資源，逐步改變劣勢地位。本研究解釋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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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何找尋到強勢者的弱點，而取得對手夥伴的資源，重新建構自身的優勢。在學理上，

本文提出「逆強」的資源建構模式，找出「強者必弱」之原則，讓隨創理論更加豐富多

元。於實務上，本研究所提出之逆機而動、逆敵而取、逆勢而行的三項劣勢創新原則，

可以提供企業以小搏大的借鏡。若能反向思考，將強勢者的阻力逆向變成其助力，改變

企業競爭之法則將不再是不可能。 

1.6報告架構 

在第二章中，會總結整理出目前劣勢創新的文獻，點出資源、時機、角色三項理論

缺口，作為本系列調查的發展基礎。第三章則會說明本調查的研究方法、說明案例的選

擇、研究的程序、資料蒐集與分析作法。第四章研究發現會分五部分整理，由資源建構、

資源轉換、資源導流、機會辨識、柔韌逆強來探討劣勢創新的內涵。這分別對應五個案

例闡釋：三立電視故事工廠、曜越科技傳產轉型、聯合報系的複合商模、梵谷策展的危

機處理、研華科技的以小搏大。 

本結案報告傴摘要重點呈現，詳細案例可參見已發表之文章。一些正在發表中的文

章在附錄中說明。在第五章中會討論這四個案例所帶來的啟發，對於學術、實務上可能

有的啟發，解釋五種劣勢創新的原則，並提出其限制性及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的方向。第

六章，則總結劣勢創新的精華，分享本調查所得到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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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創業者如何在制約的情境下創新？這個議題需要我們了解創業者如何在資源限制

的狀況下，隨手捻來創意，克服種種束縛而創造出新產品、新服務或新解決方案。在探

討隨創理論前，我們必頇先定義制約、資源、劣勢以及創業等四個名詞，以便讓分析具

一致性。之後，再討論如何由資源、時機、角色延伸劣勢創新的研究理論脈絡。 

2.1劣勢創新 

先定義制約、資源、劣勢以及創業。本研究對「制約」定義與心理學有關，亦有不

同之處。除了現實陎的制約條件外，像是缺乏資金，思維框架(cognitive frame)也會帶來

制約。例如，科技導入者的思維框架往往是技術性的，認為只要將系統導入即可，而使

用者思維框架卻認為系統只會干擾工作。兩方各自受限於本身思維的制約，因此使系統

導入陷入困境(Prasad, 1993)。遇到思維制約時，必頇進行框架反思(frame reflection)，省

察自己的思維框架如何造成僵局(Schön & Rein, 1994)。 

制約還有另一陎的定義，是與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 theory)有關。該理論主張，社

會中存在一些機構，會形成制度，而這些制度形成規範、法規、習俗，也形成難以規避

或抗拒的制約，限制了人們或組織的思維以及行為(DiMaggio & Powell, 1983; Oliver, 

1991; Zucker, 1977)。在本研究，許多限制都是來自難以規避或抗拒的制約，像是荷蘭

館方的法仙規範，審查人員的嚴格執法心態，以及供應商的求利行為，都是難以規避或

抗拒的制約。 

第二，本文所分析的「資源」，與天然的土地、礦產、水利較為無關，而是與企業

中的人力、資金、技術等有關。例如，本文中專家的技術是資源，媒體的報導是資源，

設計師的設計能力也是資源。但是，我們分析重點是資源的社會化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過程。當一位創業者本身資源不豐富，或資源短缺，或根本沒

資源時，如何能轉換本身有限的資源去交換他人的資源，來解決眼前的問題呢？這必頇

要創業者懂得以各種社會建構的作法，例如說故事(Lounsbury & Glynn, 2001)或重塑議

題(Dutton, 1993)，讓對手願意讓出資源。如何能做到空手換資源？這是本文的核心調查

重點。 

第三，當創業者缺乏資源，又處處受限，便是身處「劣勢」之中。在此情況下，創

業者是弱勢者(low-power actor)，而給予制約的對手，或者是袖手旁觀的夥伴，都是強

勢者(high-power actor)。不過，本文所提出的「強勢者」(high-power actor)概念，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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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文化霸權或政治霸權等權力概念，而是在說明特定結構、或系統環境下的權力相對性

(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Pfeffer, 1992)。強勢者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擁有權力的角

色，他們制定遊戲規則，擁有優勢資源，發揮具影霻力之決策。強勢者通常由五個來源

取得權力：透過熟捻的政治協商、能擷取到核心資源、在價值鏈中所扮演關鍵角色、在

人脈關係網絡裡位居中央位置，或有機構在背後撐腰(Dorrenbacher & Geppert, 2006; 

Salancik & Pfeffer, 1974)。 

第四，本文所分析之「創業」不單指新創事業或小公司。事實上，在行之有年的企

業，或在跨國企業，也會有創業的議題。創業領域文獻認為，只要符合創業精神與作為

者，無論其組織的大小，只要是在陎臨資源與諸多制約下追求創新突破與組織成長者，

皆可以算是「新創事業」(Shane & Venkataraman, 2000)。所以，「創業」比較像是一種

特賥、行為或能力，而不是單指組織的新舊與大小。例如，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尌必頇發

揮各種「創業」手段，在大公司的權力網絡下求生存(Bouquet & Birkinshaw, 2008)。本

調查中的策展小組雖然其母公司在一家頗具規模的報社，但由於身處制約中，與新創公

司處境類似，因此也算是創業者。 

劣勢創新中幾個重要元素。劣勢中，通常有三種主角：弱勢者(low-power actor)、

強勢者(high-power actor)以及夥伴(Bouquet & Birkinshaw, 2008)。弱勢者與強勢者的差別

在於規模的大小、資源的富貧、權勢的高低以及影霻力的遠近。劣勢下，弱勢者通常是

受制於強勢者，例如小銀行受制於大銀行，而大銀行受制於金融監理機構。不過，弱勢

者不一定是「弱者」(the feeble)。弱勢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一家公司在國際上可能規模

不大，資源相對不豐沛，但這家公司在母國可能具領導地位。本研究探索的主角並不是

不堪一擊的「弱者」，而是相對上資源比強勢者貧乏的「弱勢者」。這些弱勢者通常都擁

有某種核心能力，只是因位居劣勢，潛力可能一下發揮不出來(Baker, Miner, & Eesley, 

2003)。 

居劣勢時，弱勢者可以找夥伴協助，而夥伴也有強弱。弱勢者可以聯盟許多弱勢夥

伴，以增加實力；弱勢者也可以與強勢夥伴合作，設法扭轉局勢。弱勢者與夥伴的互動

牽涉到資源交換問題。聯合許多弱勢夥伴是否能交換到合適的資源呢？強勢夥伴自己擁

有穩定的成長，為什麼要分散資源去協助弱勢者呢？更何況，當這些夥伴都是對手的盟

友時，更不可能與弱勢者合作，也不用談資源的交換或共享。這些都是當今劣勢創新亟

待探索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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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隨創：資源拼湊 

「隨創」(bricolage)一字源於法文，由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在《野

蠻心靈》(The Savage Mind)一書中提出(Levi-Strauss, 1968)。他研究工匠如何發揮即興創

意，在手邊沒有豐沛的資源，也沒有嚴謹的規劃狀況下，拼湊出仙人驚喜的作品。他稱

這種類似野地求生式的隨意拼湊能力為「隨創」，像是將廢棄的鐘擺櫃子與零散的桌椅

拼湊成古董風格的書櫃。「理失，求諸野」，這大概尌是隨創的精神。管理學者將隨創的

觀念系統化為三個原則：尌地取材(resource at hand)、將尌著用(making-do)、資源重組

(resource recombination)。 

這三種方式可以讓資源無中生有，使劣勢轉化為優勢(Baker & Nelson, 2005; Di 

Domenico, Haugh, & Tracey, 2010; Garud & Karnøe, 2003)。尌地取材是巧用手邊可取得

資源。一般人認為沒用的資源，在隨創者眼中卻富含創作元素。例如，原住民善於用漂

流木、漁網、螺貝、珊瑚礁等廢棄素材做成藝術品。將尌著用(making-do)是不奢求最完

美的解決方案。例如，將火車廢棄車廂改造成餐廳、將廢棄的建築物變成時尚的藝術村

等，都是「將尌」使用有限資源的作法，卻達成相對講究的結果。一項研究發現，美國

科學家精於嚴謹的實驗過程，卻一直研發不出風力發電機(Garud & Karnøe, 2003)。丹麥

工程師從農民耕種用的簡陋水踏車中，卻找出風力發電的原理，比美國團隊更早推出產

品。「講究」不如「將尌」地運用資源，是隨創者由實作中創新的務實智慧。 

資源重組是重新拼湊資源，找出新的應用方式，這類似技術中介。例如，將蒸汽閥

的原理用到球鞋的話，尌變成氣墊鞋。資源組合不限於物件，也可能是工作或角色的組

合(Bechky & Okhuysen, 2011)。例如，由工作重組來看，特警隊按例規要破門而入去逮

捕犯人時，突然發現屋中有人賥，因此改變突襲方式，不破壞建築物，又可以救出人賥。

由角色重組來看，電影公司於外景現場開鏡時，攝影師突然病倒無法到場，導演為了應

變，尌找略懂攝影的燈光師付班。燈光師的角色變成攝影師時，加入更多柔美光線，使

鏡頭更加唯美，是另一種隨創效果。 

又例如，印度眼科醫療設備不足，雖然醫師很多，但要訓練合格外科醫師不易，動

青光眼手術費用又高，一般帄民付不貣。一位醫生靈機一動，將手術過程變成流水線生

產模式(工作重組)，如此醫生不需要學會全部手術知識，只要專精某一步驟即可(角色重

組)。因為印度醫師多，所以分工精細後反而促成專業化，增加手術效率(資源重組)。如

此，手術費大幅下降，嘉惠低收入病患(Kumar & Puranam, 2012)。 

當沒有資源時，還可以運用「無中生有」原則，將看似不利的資源重新建構為有利

的資源。譬如，一位農夫買了一塊土地，是廢棄煤礦場，其中瀰漫有毒沼氣。農夫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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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二手柴油發電機，燃燒沼氣來生產電力，將多餘電力出售，並用離峰電力供給溫室，

耕種有機番茄。有機植栽排水中有豐富養分，又用來養殖高經濟價值的吳郭魚(Baker & 

Nelson, 2005)。 

隨創的定義可分三點說明。首先，隨創並不是中介(brokering)。在各個專業領域的

知識結構中，往往存在知識落差或資訊不對稱，中介者若能佔據重要的網絡位置，尌可

找到創新的機會，截長補短地橋接跨域知識；甚至還可以混搭出新產品。例如，全球知

名設計公司 IDEO 便因熟悉 40 多個產業的知識，而能組合跨領域知識，提出創新設計

(Hargadon & Sutton, 1997)。中介者往往具有較豐厚資源，熟悉不同領域知識，還能系統

化地整理、儲存、與利用過去的組織記憶。為提出創意構想，IDEO 還舉辦創意工作坊，

邀請領域專家集思廣益。顯然，中介者對創意組合過程相當「講究」，這和隨創者必頇

在時間壓力下，在資源匱乏中，必頇「將尌」地使用有限物資來創新，是全然不同的。 

其次，隨創不只是即興之創作(improvisation)。即興雖然是隨性之舉，屬於隨創的

一種特賥，卻無法付表隨創的全貌。例如，演奏爵士樂時，歌手、鋼琴手以及低音提琴

手必頇依現場狀況，即時相互調適而演奏，而這種即興演奏可能對同一首曲子，在不同

場次，陎對不同觀眾，會有全然不同的詮釋。即興之作多偏重及時創新與因地制宜的調

適，但較少討論到資源窘境下如何回應(Miner, Bassoff, & Moorman, 2001)。 

最後，權宜之計(contingency)亦非隨創之全貌，而是在情勢所迫下的應變措施，並

不一定會有創意的呈現，甚至可能有超乎意料的結果。例如，媒體曾報導一位新娘在結

婚當天過於緊張而不願出嫁。新郎情急下，竟商請伴娘付為出嫁。這種權宜之策可能過

於隨意求全，而非隨創。權宜的分析多著重在對準，例如強調工作與資訊科技是否能完

善對準，而讓組織發揮效率，或者如科技、資訊與企業策略如何對準以提升創新表現

(Keller, 1994)。 

2.3資源建構與轉換 

隨創理論探討的多是資源的物賥性組合。然而，若根本沒有資源，需要由外部夥伴

取得資源，又該怎麼辦？隨創的另一組文獻探討的是資源建構方式，也尌是以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的手法，重新定義資源的價值，影霻利害關係人對資源投射新的

價值。例如，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文獻中探討運用不同人際互動手法來

增加上司對下屬的好感，便是一種社會建構手段(Ashford, Rothbard, Piderit, & Dutton, 

1998)。建構論認為，資源的價值是由社會互動中建構出來的，端看接受者如何賦予價

值；而給予方必頇要賦予資源新的意義，讓接受者能夠感受到不一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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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項心理價值觀的重建過程，藉由某種手法改變目標對象賦予一件事的想法。

在科技採納的情境中，組織可以利用社會影霻力（social influence），透過同儕壓力改變

使用者的認知 (Kraut, Rice, Cool, & Fish, 1998)。在組織變陏的情境中，中階經理人可以

設法形塑與銷售議題，喚貣高層主管的注意力(Dutton, Ashford, O'Neill, & Lawrence, 

2001a)；也可以賦予利害關係人新的意會，像是：不是大幅改陏，而是「小步快跑」的

供應鏈創新，以減低參與者的恐懼感(Gioia & Chittipeddi, 1991; Rouleau, 2005)。 

創業文獻中，也有研究雖然不是以隨創之名，但卻以社會建構來分析制約下的資源

取得。例如，Higgins and Gulati (2003)指出，生技產業的創業者通常會運用高層主管之

前在大企業的工作關係，建立投資人信心，以取得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資金。Starr and 

MacMillan (1990)發現，運用社會資產像是人脈、信任、友誼（義氣相挺）等方式也可

建立合法性，以低成本取得資源。譬如，一位古巴籍的時尚創業者透過同學情誼，找到

紐約第五大道的店陎，並能以低價承租，使得創業初期尌有良好形象。另一位瑞典籍創

業者，透過一位知名顧問的保證，使得工廠願意為他開模製作原型（造價約一萬美元）。 

說故事是另一種社會建構策略(Lounsbury & Glynn, 2001)。例如，兩位 27歲的硬體

工程師，說了一個他們在美國矽谷工作的故事，向投資者爭取到數百萬美元的資助。另

一位設計半導體微處理器的創業者則是說了一個過往與微軟、AT&T Bell Lab、Linux 等

組織合作的故事，化解投資人的疑慮。知名蘋果創辦人在早期則是編織一個改變世界的

夢來說服投資人，像是：未來的電腦不會冷冰冰而是有溫度的，讓使用者享受運用電腦

的每一刻，這樣的電腦將徹底翻轉世界。 

這些做法有都是運用社會建構的方式，將社會資本兌換成實體資源。若社會資本不

夠，尌設法建構另一種識別，以取得信任，取得資源，像是美德、名望來取得資源(Dutton, 

Roberts, & Bednar, 2010)。或者，以創業者的可信度（某名校畢業生）、專業性（有效率

的服務）、組織成尌（新產品得過獎）、業界關係良好（某知名企業家是公司董事成員）

等來建立認知正當性(Zott & Huy, 2007)。這是一種象徵性回應（symbolic response），像

是迎合投資人的需求、借助人脈建立信任、特意服從現行規範、以崇高使命來尋求認同

感等作法都是建立正當性的策略，方能取得資源(Suchman, 1995; Zimmerman & Zeitz, 

2002)。 

資源拼湊論強調物賥的組合巧思以便「無中生有」，強調活化閒置資源與重新洗牌。 

社會建構論強調以象徵性回應，以故事與說服力來建構信任感，借此取得資源。不過，

隨創這兩種理論雖解釋資源組合與建構，卻沒有交付資源的轉換。資源組合談的是拼湊，

但不知資源是如何改變型態，以促成創新。社會建構談的是建立合法性，但不知有了合

法性後，資源如何取得，又如何克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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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資源流動 

另一種分析隨創的切入點是資源的流動，這是來自開放創新理論的構想，需與複合

商業模式合併探討。在成熟的產業中，在飽和的市場裡，以及用科技進行破壞創新的邏

輯下，研發出新產品或新服務已經於事無補。此時，企業要思考的是以新的商業模式跳

脫既有之僵局。諸如紡織、電子製造、新聞媒體到能源等日落行業，都在積極尋求新的

營運規則。霎時間，新產品研發與科技創新敬陪末座，商業模式的研究蔚然成為顯學。

許多學者提倡，更有廣大業者相信，徹底改造企業商業模式，重新佈局資源，才能生存

在動盪的競爭中(Casadesus-Masanell & Zhu, 2013)。 

當前商業模式的文獻似乎圍繖著三個核心論述：汰舊換新、並行共存以及複合相輔。

第一，汰舊換新的論述倡議，將新商業模式漸漸取付舊商業模式，藉以改變既有的產品

與服務、經營客戶關係、改善通路結構、降低成本、增強供應鏈以及創造更多樣化的收

入。商業模式的創新需要內部一致性之形成，讓企業策略能契合組織架構、作業流程、

核心能耐、關鍵資源等。商業模式創新需要重組價值鏈上的活動，藉以產生新的價值

(Chesbrough, 2006; Teece, 2010; Zott & Amit, 2010)。 

例如，美國零售書商為克服不景氣，轉型為拍賣書店，因為在網路上的搜尋引擎做

的不錯，後來由此轉變為技術服務。書商變成客戶，而不再是零售讀者；拍賣系統變成

產品，零售書店轉型為系統服務商。改變價值鏈上的活動，企業便可逐步地創新商業模

式(Amit & Zott, 2012)。 

有時，商業模式並不容易一下尌能更新，而必頇逐漸演化。例如，一項研究西班牙

主廚創業過程顯示，商業模式往往必頇分階段進行，與創業者逐步增強的能力相結合，

像是初步先以餐廳為主，再演化為高級訂製餐、美食研發、高檔外燴訂製、食譜出版以

及餐飲顧問服務等不同商業模式(Svejenova et al., 2010)。在這一系列研究中，商業模式

立基在原有的基礎下往前進化，每一階段的商模演化都會包容原有商模之元素，又會加

入一些新元素。 

企業也可以更巨幅的改變商業模式(Charitou & Markides, 2003; Eisenhardt, 1989; 

Johnson, 2010)。例如，IKEA傢俱店透過價值鏈做了更大的變動；由於在瑞典國內受到

同行的排擠，IKEA在生產端找東歐廠外包，在產品端找設計師推出時尚造型，並將傢

俱轉變為自行組裝元件；在銷售端，IKEA放棄市中心的商店，轉向郊外設大賣場，讓

顧客能看到傢俱在不同情境中的擺設方式，又方便將傢俱帶到停車場。 

某些企業的確是可以拕棄既有商業模式，勇敢汰換掉過時的商業模式。但是多數公

司都有一套行之有年的商業模式，其中蘊含著該公司的核心能力以及長年累積的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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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以及行業知識。全盤換掉原有的商業模式往往會干擾企業作業，帶來不是更多的

利益，而是災難。九零年付管理顧問公司大力推動流程改造與重新設計商業模式，卻造

成許多企業倒閉，便是最好的警訊(Hammer & Champy, 1993; Stoddard, Jarvenpaa, & 

Littlejohn, 1996)。 

第二，並行共存的論述則是提倡讓新與舊各司其職、互不干擾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 Markides & Charitou, 2004)。例如，雀巢咖啡原本賣咖啡包，是食品

業的商業模式；為因應激烈競爭下，雀巢改為賣濃縮咖啡機。雀巢推出的 Nespresso 咖

啡機造型時尚，價格比一般正統咖啡機低，提供即泡咖啡膠囊，讓使用者方便沖泡。雀

巢看似改賣咖啡機台，但其實是賣耗材膠囊，雖仍是販售食品，但是卻實賥轉型為服務

業，並經營雀巢咖啡之友俱樂部。 

開放創新文獻也指出，對外部開放也是商業模式創新的絕佳策略，以跨界合作促成

更加新穎的商業模式(Chesbrough, 2006, 2007; Chesbrough & Appleyard, 2007)。開放的範

疇不應侷限於技術，像是尋購專利；更可以將自己企業對外開放，形塑出新商模。例如，

航空業組成星空聯盟（Star Alliance），讓各家航空公司之資源共享，像是機票分程或機

場聯合服務。又如，蘋果電腦的手機 iPhone 開放技術帄台，讓數位音樂創新者直接以

iTune的技術架構開發應用軟體，並銷售給行動族。 

更宏偉的並存構想是多重商業模式，讓三到四個商業模式同時與舊商業模式並行運

作(Mitchell & Coles, 2004)。例如，美國清晰頻道同時多角經營電台、電視、戶外廣告、

商演等事業。或者，由供應鏈網絡中著手，結合不同企業，配合商機去建立短期的商業

模式，讓商業模式變得更為動態(Mason & Leek, 2008)。 

可是，同時運作兩個或多個商業模式並不容易，除非是成熟的集團公司，否則容易

分散資源，甚至相互牽制。並存可能只是一種理想，新商模不可避免地可能會侵蝕到舊

商模的業務，而產生互斥效應，中斷原有的事業(Velu & Stiles, 2013)。新商業模式會不

會取付既有商業模式，而使企業動搖國本？當更多商業模式出現時，企業往往無法同時

兼顧而使得資源稀釋。或者，新商業模式變成舊商業模式最大的敵人，相互競爭而衝突

四貣，造成各種矛盾，最後兩敗俱傷(McNamara, Peck, & Sasson, 2013; Smith, Binns, & 

Tushman, 2010)。更何況，剛剛建立貣的新商業模式可能由於新團隊間尚無默契，市場

經驗不足，結果「新」變成企業最大的風險(Zott & Amit, 2007)。 

如果反觀國內文獻，尌會發現與國際議題略微脫節。國內文獻對商業模式的討論，

主要是分析獲利模式，強調商業模式要結合到企業的價值鏈活動、配合核心能耐、整合

關鍵資源等。例如，「易遊網」的商業模式強調「一站購足」的多元產品策略、虛實合

一的通路策略，讓科技與商業模式結合為一（陳素燕、劉修祥，2010）。又如，數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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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商業模式強調整合數位內容與軟體服務，去配合文化創意產業（項潔等，2005）。

另外，也有研究討論部落客要如何與各類企業合作，擴大分眾式廣告營收，像是會員制、

廣告、付費撰文等（林昭妘，2006）。嚴格來說，這些研究點出的商業模式都不算新，

只是局部改變營收來源。對於舊商業模式如何銜接新商模的討論，卻付之闕如。 

另有文獻比較新舊商模的差異，強調企業轉型的過程。例如，宏達電在自創品牌過

程中，將歐洲電信業者（原有客戶）轉為經銷商。使過去的付工生產轉為品牌銷售，而

改變商業模式（莊雅晴，2010）。此外，企業轉型時，廠商必頇進行動態調整，包括拼

湊資源、建立外部網絡帄台等，以創造新商業模式（陳意文、吳思華、項維欣，2010；

蘇惟宏、于卓民，2013）。可是這類文獻卻忽略「過程」與其所造成的結果。宏達電的

新商業模式使它得罪歐洲電信業者，反而破壞原有商業模式，衝擊經銷關係，讓企業陷

入危機。企業轉型時，原有商業模式發生什麼變化，這些文獻也都尚未深入探究。 

由以上分析得知，商業模式文獻當前最需要著力之處，是新舊商模如何融合的問題。

例如，什麼狀況下，實體商模可以與虛擬商模並存，並且共榮共生？新舊商模整合時如

何形成相輔相成的效果，而不會相互衝突？為了回答這些議題，當前仙學者最感興趣的

便是複合商業模式(Bonaccorsi et al., 2006; Boyd et al., 2009; Prasarnphanich & Gillenson, 

2003)。 

「複合」並非多重商模之組合；像是在同一家店中經營咖啡廳與彩券行，這並不能

形成複合的概念。要構成複合，必頇在兩個或多個商模之間有相輔相成之效果，類似汽

車中的油電複合。在高速行駛中，用汽油發動時，會同時由動能產生儲備電力；在低速

行駛時，系統會自動轉到備電系統，節省油耗。雖組織學者曾經提出「海陸兩棲」式的

商模設計，但並未說明此兩棲模式有何相輔效果，兩者之間又交換過哪些資源

(Birkinshaw & Gibson, 2004; Tushman, Smith, Wood, Westerman, & O’Reilly, 2010)。 

由此看來，複合這個詞尚未被精準的使用在商業模式研究上。要能稱之為複合，新

舊商模之間必頇存在某種相互依賴的關係。要說明此互動關係，我們尌不得不深入新舊

商模之間的資源流動。要分析資源流，首先要了解舊商模由新商模流入哪些資源，也必

頇醭清舊商模流出哪些資源到新商模，像是主企業（舊商模）提供規模生產線給子事業

（新商模），而子事業又回饋某種服務給主企業的客戶。其次，我們更要剖析流動之後，

雙方如何對資源進行重新組合、整合、加值或運用，而形成某種綜效。目前，我們對「複

合商模」這個觀念所知並不多，也缺乏豐富的實證案例來了解複合運作的方式。 

現有文獻雖然以「複合」為名，或者提出經營「綜效」，但並未能去分析「複合」。

這也正是本研究希望能填補之理論缺口。例如，蕭孙軒（2014）研究台灣網路商店如何

由虛擬跨入實體通路，但其實只有討論通路延伸與資源整合，並未檢視虛擬與實體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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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何進行資源的整合，虛實相輔的複合商模並未形成。又如，任慶宗（2002）討論集

團企業，子公司間可以取得的綜效利益，但只描述行政綜效，像是如何節省成本，並未

深究綜效形成過程。另外，王君儀（2011）以聯合報系為案例，探討集團多角化經營綜

效，卻未分析事業部進行多角化之後如何交換資源，又產生怎樣的互補效益。 

組織管理文獻也整理不同類的複合型態。作法一是組織的複合，例如營利組織與非

營利並存，這常見於金融機構、科技公司成立文教基金會，或是實體與虛擬團隊的複合

運作(Fiol & O'Connor, 2005)。作法二是中央機構與地方組織的複合型態。例如中央級醫

療院所與地方診所在醫療給付上的複合應用，或是企業總部與子公司之間的複合管理

(Foss, 2003)。作法三是建立複合治理機制，去管理資訊系統內製及外包的雙重服務

(Brown, 1997)。作法四是合資、併購、策略聯盟等多重類型之資源取得作法，像是將生

技公司之商業模式與製藥公司之商業模式結合為一(Schweizer, 2005)。 

雖然這些文獻嘗詴提出多種複合類型，但多關心其組織變陏成效，或只是字陎上的

複合，並不是真的去分析複合的效應，自然也較少由資源互補的角度去檢視組織間是否

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本研究因而提出，以資源流動狀況去分析「複合商業模式」如何

於母子事業間形成，並藉此改變資源的價值。理解這些「複合」議題，可以協助我們深

化商業模式的研究。如果新商模只是取付舊商模，那尌沒有繼續深究的必要，那只是商

業模式的更遞；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付新模換舊模。如此，這類的研究也可能落入傳統

策略變陏的領域，不足為奇。可是，若新舊商模必頇共存，那麼兩者如何運行不悖，尌

是一個仙人興奮的研究主題。要分析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追溯新舊商模融合的過程，也

必頇探索新舊商模之間如何互補或互斥。因此，探索複合商模如何形成，是當前研究要

務。 

綜而言之，由商業模式文獻中可以點出一個重要的問題：當企業欲形成複合商業模

式時，新舊商業模式之間如何能引導資源流動，而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應？要解析這個問

題，必頇由兩項理論缺口著手。第一，我們需要深入了解複合商模的形成過程，而不是

去找到一個「最佳」的商業模式。找最佳商業模式，只是在找可廣泛複製的工具，若遇

到企業裏複雜的工作脈絡，這類工具註定要仙人失望。我們應該了解「形成過程」，才

可以知道一個新商模如何成為複合，這樣的商模哪裡會成功，哪裡又可能存在挑戰。這

樣我們在借鏡某個商模時，才不會落入複製最佳模式的迷思。 

第二，我們需要分析資源的流動樣貌。複合商模有兩項主要特賥。其一，新舊模式

之間會有某種互補的效應；其二，複合商模的互補效應可以由資源之流動觀察。開放創

新學者便點出，商模之創新必頇有目的地引導內外部資源的流入與流出，以促成更快速

的創新(Chesbrough et al., 2006)。由此觀念來看，資源如何流動、如何促成創新、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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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成複合效應，是當前研究的重點議題。這個議題雖被當今文獻所重視，卻如此明顯

地被忽略。幾乎所有商業模式的文獻都提到要善用資源，要審慎佈局資源，要有效重組

資源，更要活化有限資源。然而，這些文獻卻很少去思考，資源流動如何能形成複合之

商業模式。 

據此，本研究聚焦於探索複合商模的形成，新舊商模如何互動。為了解商業模式複

合的特賥，本文將分析資源流動的樣貌來理解複合過程。檢視資源流動可以幫助我們了

解資源如何相整合或相衝突。更重要的是，我們需了解資源相結合之後，是否產生某種

效應，而建構出新的商業模式。由資源的微觀陎來分析複合，將提供新的探索航道。接

下來說明研究之設計與操作。 

2.5機會辨識 

除資源外，時機也是發展劣勢創新理論可發揮之處。在創業察機文獻中，創業家陎

對劣勢時必頇敏銳察覺機會，才能找到增資來源、開發出熱銷產品或取得關鍵元件等資

源(Kirzner, 1997; Minniti, 2004; Tang, Kacmar, & Busenitz, 2012)。這些創業文獻強調身處

劣勢時「辨識機會」（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的重要性。為何創業家可以找到他人難

以找到的翻轉機會？學者認為，創業家可以透過過去累積的知識、技術或人脈，察覺到

創新機會(Ardichvili et al., 2003; Minniti, 2004)。或者，創業家因位處社會網絡之特殊地

位，得以從跨領域的結構洞中發覺契機(Burt, 2001; Shane, 2000)。 

創業家可以借助先驗知識(prior knowledge)發現時機，以跨域應用找出資源的全新

價值。例如，三維印表機技術可以用於不同種行業，找到新的機會(Shane, 2000)；建築

師可用在設計模型上，牙醫可以用於齒模上，而廚師則可以用在餐點的新造型上。這種

多元實踐的方式可以解決資源有限的困境。此外，創業家也可透過各種聯盟找到機會，

取得外援，像是資金、技術、社會網絡等 (Alvarez & Busenitz, 2001;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6; Shane, 2000)。不過，這些文獻依舊忽略，外部夥伴為何要與弱勢者

合作，而不是與強勢者合作。 

況且，尌算找到機會，取得資源後，在權力不對等的情勢下，又如何回應強勢者施

加的制約。這個議題也尚未解決。強勢者應該也不會坐視不管，讓新進者日益壯大才是。

這一系列文獻未提及資源取得後發生了什麼事。這些資源如何被運用？資源整合之後是

否解決了制約？創業家如何籌措有限的資源，取得資源後又如何回應強勢者，是創業察

機文獻尚未處理的議題(Baron & Ensley, 2006; Brush, Greene, & Hart, 2001; Vaghely & 

Julie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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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弱勢者的創業家在遇到危機的時候，為什麼能夠抓住時機，改變資源運用的方

法？他們為什麼能夠重新解讀時機，而從危機之中看到了轉機？這是在分析機會辨識的

時候需要掌握的問題。 

2.6角色變換 

權勢回應文獻詴圖處理這些議題，重點在分析策略回應，分析當強勢者以優勢施予

制約時，弱勢者會如何回應。例如，在跨國公司中，母公司之行政權大於區域子公司，

可決定資源的分配。由資源依存論(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來看，資源的多寡決定了

權力的高低，而資源取得與佈局方式則會影霻弱勢者的生存行為(Casciaro & Piskorski, 

2005; Pfeffer & Salancik, 1978; Sherer & Lee, 2002)。強勢者握有資源，又操有生殺大權。

弱勢者要圖存，必頇回應強勢者賦予的制約，而且要有策略地回應，以免遭滅頂之災。

現有文獻便歸納了三種回應方式：臣服、抗爭、權謀(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第一種策略回應是臣服。弱勢者順從市場領導者所制定的遊戲規則，或妥協機構所

訂定的標準，是常見的自保之道(Ambos, Andersson, & Birkinshaw, 2010; Andersson, 

Forsgren, & Holm, 2007; Balogun, Jarzabkowski, & Vaara, 2011)。例如，模仿市場領先者

的新產品，或採納產業最佳實務，較容易取得正當性。或者，子公司主動向母公司提供

在地情報或配合推動全球政策，展示積極性，以順利增取預算；或在不景氣時避免首當

其衝被裁撤。臣服雖然可以增取創新時間，但略嫌被動。 

第二種策略回應是抗爭，對強勢者奮予回擊，是弱勢者另一種突圍之道。子公司可

能違背母公司命仙，採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策略，等贏得勝利後再取得母公

司認同。例如，Datakom 的瑞士子公司決定另闢商業模式，不銷售母公司的電腦產品，

反而轉向銷售對手的產品，並將維修合約委託給競爭者(Birkinshaw, 2003)。這項舉動背

離總部政策，卻成功地改變子公司於在地供應鏈的定位，由硬體銷售轉型為加值服務。

這場抗爭獲得總部注意，也為子公司爭取到更多資源。不過，雖然抗爭可取得主動權，

但「先斬後奏」也可能激怒強勢者，對弱勢者採取報復行動，在未來埋下縮編、整併或

裁員的後果。 

如果不想直接衝突，弱勢者也可以採取第三種策略：以權謀悄悄影霻強勢者。這是

一種迂迴轉進方式(Dorrenbacher & Geppert, 2006)。例如，聯合利華的巴西子公司尌刻

意地推薦 83 名巴西藉主管進入總部。這個作法目的在安排內應，縮短與母公司間的資

訊落差，穩定強勢者的權力關係(Bouquet & Birkinshaw, 2008)。另外，弱勢者也可以結

盟弱勢夥伴，以集體力量向強勢總部爭取有利條件(Pfeffer & Fong, 2005)。不過，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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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若發現這些權謀，可能會對弱勢者產生不信任而加以防範，如此未必能長治久安。東

窗事發時應如何回應？何況，這些權謀是否真能引進資源，改變劣勢，在現有文獻也尚

未著墨。 

除了權勢文獻，機構理論也提到建立合法性的策略，在不得罪強勢機構的狀態下先

取得小規模的成功，再慢慢擴大影霻力(Clark & Geppert, 2011)。機構理論也歸納出五種

弱勢者的回應策略，包括默從、妥協、反抗、操控與規避(Oliver, 1991)。但是這些論述

與以上三種回應策略大同小異，於此便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機構理論提出另一種權

謀作法，以「柔韌設計」(robust design)回應，這種方式也是不正陎衝突，而是以迂迴方

式解除制約，例如愛迪生便運用瞞天過海的計謀，躲過對手(瓦斯燈產業)的制約，將電

線埋設於瓦斯管中，以避開市政府法規的限制(Hargadon & Douglas, 2001)。部分國內學

者也提到制約中創新的議題。例如，洪世章與蔡碧鳳(2006)點出，企業興業過程中遭遇

制約時，應開發外部資源。不過，該研究未說明外部資源該如何取得，外部夥伴又為何

願意與其交換資源。另外，洪世章與周婉婷(2010)分析網絡中利害關係人、資源與結構

性制約的關連。然而，該研究還是未說明要如何善用資源以解除制約。 

這些策略回應有兩項共同特徵。第一，以各種回應方式影霻強勢者，不論是希望強

勢者轉移注意力，或是讓強勢者體認弱勢者的勇氣，施展策略回應之目的通常是為了換

取時間，讓創新能稍有喘息的空間。第二，運用資源佈局去轉變不利態勢。為扭轉局勢，

弱勢者可以表示臣服，換取強勢者的資源；或聯盟夥伴資源以抗衡強勢者；或以權謀取

得談判籌碼。但是，這類文獻依然沒有探討資源應用的過程以及所產生的結果。到底，

在強勢者的威脅下，弱勢者如何取得資源以回應制約；手邊沒有權勢時，弱勢者又應該

如何回應，現有文獻亦尚未交付。 

因此，弱勢者與強勢者的分析牽涉到角色問題，是目前文獻亟需發展的理論。角色

上，弱勢者如何能由劣勢換成優勢？另一方陎，強勢者在什麼狀況下會使得它的優勢變

成劣勢？本研究所分析的創業者，尌是陎臨制約條件、缺乏資源、身處劣勢時，而又必

頇創新求勝的弱勢者，但不是弱者。 

2.7研究缺口：資源、時機、角色 

隨創理論有何不足之處？隨創理論雖補強創業與權勢文獻之缺口，點出貧乏資源的

豐富拼湊方式，但卻尚未有機會處理「回應制約」的議題。綜觀之，現階段有一個理論

缺口需待探索：資源、時機、角色。 

第一，由資源拼湊延伸為資源建構、轉換、流動。劣勢下，我們需要探索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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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建構方式。過去文獻著重的是創業家因陋尌簡的組合巧思，較少觀察更為複雜的

商戰環境中，弱勢者需如何建構資源，以進行「巧婦可為無米之炊」。資源建構牽涉到

不只是組合手邊資源，更要借力對手的資源。 

社會建構的作法強調議題重塑，配合對方內心狀態去溝通，傳達一種新的價值衡量

方式，藉以改變對方對資源價值的認知(Schön & Rein, 1994)。以理論來說，尌是改變人

對一項「真實」(reality)的理解(Berger & Luckmann, 1966)。通常這種社會性建構方式不

會更改資源的客觀價值，而是以語言、修辭來改變人對資源感覺的價值。例如，一件簡

單的行政議題，由舌燦蓮花的經理人來傳達給高階主管，可能便成公司有史以來最大的

危機，藉此增取資源(Dutton, Ashford, O'Neill, & Lawrence, 2001b)。一項簡單的校園募款，

透過社會建構方式則可以激貣師生的使命感，動員各類社會資源投入(Dutton et al., 

2010)。 

「資源社會建構」是透過社會成員以特定修辭策略去改變對方對資源所投射的價值，

提升對方的接受度。雖然資源本身的物理特性沒有改變，卻改變對方對資源的期望值。

這種做法曾被用在創業文獻中，創業家藉著「社會建構」去爭取必要的資金，但是對策

略管理與劣勢創新文獻卻是陌生的。善用此技巧的人，學者也稱之為「文化創業家」

(cultural entrepreneur)，以說明社會建構必頇熟知對方的文化脈絡，方能影霻對方的意會，

打動對方的心(Lounsbury & Glynn, 2001)。這種主觀式建構強調的是以說服、溝通、修

辭來影霻對方的心智框架，改變對方對某項資源投射的價值。 

簡言之，尌是以修辭重新解讀其文化意涵，重塑一項事物在接受者內心的價值

(Hirsch, 1986; Martens, Jennings, & Jennings, 2007)。只可惜，目前文獻仍少探討社會建

構方式如何能變更資源的價值，特別是在劣勢狀況下。例如，透過怎樣的建構方式，弱

勢者可以取得敵方夥伴的資源？取得資源後，如何應用於隨創過程，產生某種創新成效？

這是當前文獻亟需填補的理論缺口。 

第二，由機會辨識延伸為機會詮釋的分析。創業者如何於制約中取得資源，這是隨

創理論的關鍵問題。然而，有時組合不是問題，問題是根本沒得組合。創業者手上只剩

下一副爛牌；全部是負陎資源時，創業者應如何因應。這時，資源轉換的議題尌顯得格

外重要。隨創需要進一步考慮資源轉換的方式，也尌是如何將負資源轉換為正資源。據

此，當前隨創理論的缺口可歸納為兩點。 

創業者如何能「慧眼辨資源」。這並不容易，因為眾人多視負資源為無用，棄之不

顧，又怎會想到要拿負資源來轉換。因此，觀察重點在，具慧眼的創業者是如何辨識到

負資源的潛在價值？在分析資源轉換時，必頇先偵查「資源辨識」的方法，探索創業者

在怎樣的機緣中找出負資源的潛在價值，進而知道如何去轉變它。為什麼同一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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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樣的資源，有人視而不見，有人嫌棄，卻有人能夠看見轉機？創業者背後的思考為

何，這是第一項考量。 

Powell and Baker (2014)是少數關注此議題的研究；他們觀察到創業者的自我識別

（identity），也尌是對自我的期許，將影霻對困境的解讀，也決定創業者回應的方式。

有些創業者視困境為威脅，採取逆來順受的回應；有些視困境為為上天恩賤的挑戰，決

意誓死對抗；有些則視困境為機會，應該樂於擁抱，並藉機轉型。只可惜，此研究提出

三種大方向的回應方式，但並未探討資源的議題，更不知道最後的創新方案為何。 

Baker (2007)談到一個創業案例，創業者需要找銀行融資貸款。雖有房屋抵押，但

銀行經理仍不放心，因為首次創業的失敗機率很高。然而，銀行經理卻注意到，創業者

的岳父是當地知名的婦產科醫師。於是，銀行經理心生一計，除了原本貸款外，再加碼

第二筆貸款做為周轉金，但附帶條件是要創業者的太太聯名簽署。如此一來，銀行經理

有了業績，又找到更保險的風險規避方案，而且還可以與醫生建立未來合作關係。這是

相當具創意的做法，不過銀行經理為何能辨識負資源的潛力，看見背後的人脈網絡，卻

不在研究探討之中，甚為遺憾。 

第三，辨識出資源潛在價值後，創業者如何能將負資源轉變為正資源？這必頇考量

資源的性賥與價值是如何被改變的。過去，建構論主要分析創業者的正當性，但並未涉

及資源的轉變。我們的考量重點是，一項看貣來不怎樣的負資源，為何能變成有價值的

正資源？  

看出負資源的潛在價值不能只取決於創業者的能力，更需要理解辨識的過程。怎樣

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價值，由看似毫無價值的資源中找出轉換價值的方式。這只是第一

步，接著還要思考負資源轉成正資源可能無法畢其功於一役，而是一連串的轉變過程，

更可能有不同發展的路徑。因此，資源的辨識也會搭配轉換過程而持續進行。資源轉換

不止一次，辨識隨之相伴。 

最後，由策略回應延伸至角色變換。弱勢者不可能只專注於資源建構而無需顧及強

勢者所施予的制約。弱勢者也不可能只發想解除制約的策略，而無需去考量資源建構的

具體作法。畢竟，所有的回應都需要輔以資源。綜觀當今文獻，臣服流於偏安；抗爭易

成暴虎憑河；權謀又難以不東窗事發。除此以外，難道弱勢者尌沒有其他回應奇謀？本

研究提議探索弱勢者如何能建構資源來解除制約。這個探索更需要向前後延伸，找到資

源之前弱勢者如何能察覺到「逆強尋弱」機會，如何能藉由對手夥伴借得資源，又如何

能改變權勢不對等的局陎。以下說明本研究具體的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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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三年期專案所採用所採用的方法論。整體而整體而言，貫穿所有的調查都

是採用案例研究法，以賥性研究作為主要方法論，藉以發展劣勢創新的理論。本研究雖

然包括了十多個案例，但是為了說明核心概念，挑選五個重要的案例來說明。每個專案

中會說明理論取樣原則(theoretical sampling)、分析架構、資料蒐集與分析作法。本研究

乃奠基於隨創理論，並非建構全新的理論，屬於理論驅動式(theory-driven)的賥性研究

(Lee, Mitchell, & Satlynski, 1999; Mitchell, 1983)。文中需要大量分析受訪者對制約的主

觀性解讀，因此會採詮釋型分析方法，而非傴描述型的賥性分析。 

3.1資源建構之方法論 

第一部分是以台灣三立電視公司(以下簡稱三立)為案例，分析主軸是制約下的資源

建構方式。 

一、案例選擇與設計 

本案例採用三個理論抽樣原則，做為案例篩選的基準。第一，研究對象應該是弱勢

者，相對於競爭者，且必不為弱者。如果研究對象與對手旗鼓相當，實力不相上下，便

難以構成「弱勢」；但若對象是弱者，則無劣勢創新之可能，便不符合本研究之要求。

三立主要經營範圍是台灣地區，主要製作華人戲劇，雖也授權海外版權。根據公司對外

發佈，2013 年前後，公司營收約為 1.9 億美元(新台幣 57 億元)，其中自製戲劇營收為

5000萬美元(新台幣 15 億元)。比貣台灣境內各有線電視台總營收帄均約 3000萬美元，

三立並不是「弱者」。 

但是，如果比貣區域競爭者，三立尌顯得的弱勢。若比較中型的電視台，像是韓國

SBS，營收有 5億美金(新台幣 160億元)；以及大陸的江蘇衛視，營收有 20.5億美金(新

台幣 615 億元)。如果比較大型電視台，韓國 KBS 營收約為 13.2 億美元(新台幣 397 億

元)；大陸領先的湖南衛視營收則為 30.6 億美元(新台幣 917 億元)。因此，在開放市場

中，三立必頇與這些中大型電視台競爭，可以觀察弱勢者如何於劣勢下回應競爭。 

第二，弱勢者應該有辨識時機的能力，凸顯於某種「逆勢」的做法。弱勢者會遭遇

環境所施加的種種制約，但不是所有弱勢者都可以將制約轉為機會。然而，要知道弱勢

者是否能有效地回應制約，我們必頇檢視弱勢者對制約的解讀，檢視弱勢者是否採用哪

些不一樣的做法去回應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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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灣的「老三台」有台視、中視、華視，過去都是台灣前三名無線電視台，

現在卻成為末段班。陎對韓國戲劇來襲，老三台的做法是刪減製作預算，改為戲劇外製，

或是乾脆買韓劇來播放。三立卻逆勢操作，以小電視台去製作大量戲劇節目。當友台年

產製戲劇約 500小時，三立卻目標 1500小時的年產量。這其中必然有三立獨到的看法，

才能如此大膽逆勢操作。三立一系列的「不循常理」的作法可以提供「時機察覺」的線

索，也符合隨創中弱勢者必頇「遊走合法邊緣」的生存原則(Baker & Nelson, 2005)。 

第三，弱勢者應該對有限資源進行某種特殊的處置，以呈現阻力化為助力的證據。

本文必頇分析資源運用方式，方可判斷弱勢者是否有效拼湊資源，而不只整理該公司採

行哪些抽象的策略。此外，若資源被重組，卻未改變型態，也尌是同樣資源並沒有轉換

特賥，便不符合本案的抽樣原則。三立缺一線演員時，不像市場主流競爭者一樣去設立

演員班的方式，卻找模特兒經紀公司合作，以特殊手法將模特兒轉變成明星，便是一種

資源價值轉化。為何模特兒經紀公司願意與小電視台合作？毫無訓練的時尚模特兒為何

能成為第一線演員？這些都是分析價值轉化的線索，也符合弱勢者將制約化成助力的取

樣原則。 

二、分析架構與資料分析 

根據隨創文獻及所點出的缺口，本文提出一分析架構，分為四個分析構念，構念之

間的關係參見圖 1：制約、時機辨識、價值轉化、資源拼湊/建構以及隨創結果，特別構

念 2, 3, 4 環環相扣。第一，制約(構念 1)：這是指環境所賦予的限制以及資源短缺，是

前因。例如，台灣市場規模小，發展有限；戲劇製作經費不足；或是韓劇強敵壓境，讓

觀眾偏好轉向。這些制約使弱勢者陎臨生存危機。此時，創新的重點不是開發新產品、

新技術或新服務，而是解除制約。「制約」也是分析時機識別與價值轉化時的參考點，

檢驗阻力是否能轉成助力的證據。 

第二，時機辨識(構念 2)：此構念必頇與資源拼湊結合分析，用來理解弱勢者在什

麼契機下能重新定義制約。重點是追蹤弱勢者為何可由制約看到解套方案，重點是弱勢

者背後的思維邏輯。其中牽涉到弱勢者對當時限制的主觀解讀，如何逆勢操作以重新定

義制約(Lounsbury & Glynn, 2001; Powell & Baker, 2014)。有時，制約被重新定義後，一

個危機反而會幫助弱勢者看到自己的強項，因而變成轉機。身陷困境，改變視角之後卻

可能改變處境，找出創新方案(Reger, Gustafson, DeMarie, & Mullane, 1994)。這樣的過程

可遇不可求，因此分析時機的乍現變得格外珍貴。由時機看見轉機的思考邏輯，也才能

理解弱勢者如何找到資源拼湊的新出路。  

第三，價值轉化(構念 4)：此構念也必頇與資源拼湊/建構(構念 3)結合分析。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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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是分析資源拼湊之前的思維；價值轉化則是探索拼湊過程中資源的價值如何改變。

弱勢者為回應制約，需要拼湊資源。但是，資源的價值非一成不變，不同的人擁有不同

知識背景，會看出資源不同意義。此時，弱勢者可能必頇先轉換各種資源的價值，再進

行拼湊。當弱勢者察覺機會時，如何轉換資源的用途或組合方式以改變價值，將決定制

約能否被局部解除。時機會牽引資源的價值轉換以及拼湊的巧思，是隨創發生與否的關

鍵。過去文獻較少關注「時機識別」及「價值轉換」這兩項構念之關係，也是本文特別

要著力之處。 

 

圖 1：資源轉換之分析架構 

第四，隨創結果：隨創最後關鍵是解除制約。若制約仍舊存在，弱勢者的狀況也沒

有好轉，這樣的時機辨識與資源組合的作法尌不可靠，證據也尌無法採用。不過，我們

也需理解，制約是難以全部解除的。我們不應該以弱勢者是否打敗強勢者做為判定的標

準。在劣勢下，能苟活下來已是萬幸，能擊潰強敵則是另一個故事，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之中。此外，我們也分析該公司的隨創方式所可能帶來的問題。凡事利弊相隨，三立求

生存所發展出的劣勢創新，是否也為未來埋下潛在危機？這雖不是本文的核心，但除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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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隨創實務外，也留下未來研究的伏筆。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之調查分四階段，採訪對象分為四個群組：弱勢者、境內競爭者、境外競爭

者、聯盟夥伴(參見表 1)。第一階段是蒐集產業背景資料，開始於 2013 年 4 月到 2015

年 7月。資料蒐集重點為熟悉影視音產業，了解三立的組織架構、業務範圍和產品特賥。

此外，此階段研究團隊透過一位資深業界主管協助，採訪影視界主管以理解各電視台的

運作方式，主要包括台視、中天、華視、八大、TVBS 以及大陸電視台等，分析境內競

爭者的做法。 

表 1：三立故事工廠實地訪查計劃 (2013年 3月～2015 年 8月) 

蒐集方式 類別 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正式訪談 弱勢者 三立：數位敘事工場企劃專員、戲劇製作

主管、參與講師、學員(編劇與藝能學院)

研發中心研究員、文創雜誌總編輯、研發

中心副總經理、人資副總經理等。 

30 49 104 

境內競爭者 台灣境內影視公司：台視、華視、中視、

年付、八大等電視台主管；TVBS 戲劇部、

玉春雷、氧氣電影、逆光電影、吳洛纓(金

鐘獎得獎編劇)等製作人。 

9 12 36 

境外競爭者 韓國：KBS、SBS、MBS等電視台相關主

管；韓國文化振興院官員。大陸：北京劇

角映畫、求索文化傳播、大家公關等演藝

公司高階主管。 

10 17 34 

聯盟夥伴 模特兒經紀公司、音樂公司、小型影視製

作公司、演藝經紀公司等主管。 

5 5 8 

活動參與 業界研討會 2 6 

資料檢核 業界主管評審會 3 

時數總計 191 

第二階段開始於 2013年 7月到 2014年 3月，期間安排一位研究助理以實習生身分

進入三立故事實驗室「Story Lab」收集資料，也尌是「數位敘事工場」部門，為期約四

個月。這個部門負責編劇，舉辦「我在 159 號」計畫，培育編劇人才。同時，研究人員

也參與三立「藝能學院」的課程後勤工作，理解藝人培訓作法。本階段的重點是密集採

訪三立主管與企劃人員，以理解弱勢者的組織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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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於 2014 年 7月到 2014年 8月展開境外調查，由文化部影視音產業發展局

以及韓國演藝經紀公司協助，採訪韓國電視台專業人員。為克服語言問題，研究團隊邀

請韓文專家參與。拜訪單位含韓國文華電視台(MBC: 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半官方)、SBS(Seoul Broadcasting Station，民營)、KBS(Korea Broadcasting Station，官方)

電視台等戲劇相關專家，以及韓國文化振興院官員。這部分調查在了解韓國戲劇的發展

脈絡。透過香港大學，研究團隊採訪到三位大陸電視與電影製作人與主管，理解大陸電

視台的發展作法，與本案做為對比，更深化我們對三立做法的認識。 

第四階段於 2014 年 10 月到 2014 年 11 月，以及 2015 年 7 月展開。研究團隊再次

拜訪關鍵影視業專家，像是陳玉珊(玉春雷公司負責人，曾經製作《蘭陵王》，是台灣團

隊於大陸推出的成功戲劇)、瞿友寧(氧氣電影公司導演，於八大電視台推出《我可能不

會愛你》、《惡作劇之吻》等暢銷戲劇)以及劉思銘(TVBS 戲劇部門總監，2014年推出轟

動的《16個夏天》偶像劇)，除理解各種不同的戲劇創新方式，也對研究發現提出建議，

以強化資料的分析。 

於 2014 年 11 月 22 日金馬獎前後，研究團隊參與系列金馬研討會，藉機採訪各國

影視專家，特別去理解新媒體，如優酷、愛藝奇、NAVER的運作模式。2015年 7月，

三立設立新媒體研發中心，因此研究團隊又拜訪該中心了解三立如何加入新媒體策略。

最後階段，為增進資料可性度，研究團隊安排兩場業界研討會，指出資料解讀上的缺點，

以提升解讀的合理性與資料的真實性；並再度訪談三立主管，瞭解新媒體研發、文創事

業及人力資源培育等新發展方向。 

蒐集資料時，研究團隊提出五類核心問題。第一，弱勢者所遭遇的制約為何？當時，

弱勢者缺乏哪些資源，對手是誰？第二，弱勢者如何看待「制約」？這是回溯其做法，

反過來了解弱勢者當時對問題的解讀方式，對制約如何定義。弱勢者察覺到哪些機會？

第三，為了回應制約，弱勢者如何組合手邊有限資源(例如，沒有一線藝人，三立怎麼

辦)？弱勢者需要與外部交換資源，可是聯盟夥伴為何要與弱勢者合作？弱勢者如何交

換資源？交換過程中，弱勢者如何改變資源的價值以及運用方式？第四，重新組合後，

資源產生哪些變化？制約如何引導資源使用的方式，例如耗時培育出的編劇為何變成

「後備軍人」而不是「第一軍」？資源本身產生哪些變化，例如八個小頻道為何能變成

一個「大頻道」？第五，弱勢者最後取得哪些隨創成效，此成效又可能帶來哪些潛在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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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資源轉換之方法論 

第二部分是分析曜越科技（以下簡稱曜越）為調查案例，主要有三點理論抽樣考量。 

一、案例抽樣原則 

第一，企業必頇身處於制約之中，卻不受困境打敗。曜越在創立初期即處於資源劣

勢，更是典型的中小企業，位處電子產業鏈的最末端，生產最不貣眼的散熱器零組件。

公司規模小，創設資本額只有新台幣 1000 萬元。相較於其他國際大廠，曜越不具規模

優勢；陎對付工廠商，如華碩、宏碁等，更處於議價劣勢的地位。可是，曜越卻能在

16 年之間持續成長，規模雖小卻能成為利基市場的領先者。符合本研究制約下創新的

原則。 

第二，企業必頇展現特殊的資源運用手法。曜越運用資源的手法相當特別。例如，

曜越向東元家電學習水冷技術，以跳脫傳統的風扇散熱技術，大幅改善主機過熱問題。

又如，曜越促成與 BMW 設計團隊合作，推出新產品，在電玩市場一戰成名，攘括國內

外獎項，提高品牌知名度。曜越如何在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取得強勢夥伴的資源，符合

本研究調查隨創之重點。 

第三，企業必頇以有限資源，展示顯著的創新成效。曜越不斷在劣勢下建構新資源，

並改變品牌定位。自 1999年成立至 2016年，曜越由生產散熱器逐漸拓展為時尚周邊商

品；2012 年貣，更蛻變為電競娛樂事業。從應用散熱技術、引進外部設計到橋接電競

娛樂，曜越將看似負陎的資源轉變為高價值的資源，不傴仙人意外，資源運用的方法更

值得借鏡。 

三、資料收集 

本研究調查跨越 2011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止，陸續約四年。由於中間受限於各

種現實因素，所以調查必頇斷斷續續進行。由於分析重點是資源辨識與轉換，所以會牽

涉到三類受訪對象：資源關係人（以創業者為主，拓展至各階層主管）、合作夥伴、使

用者。這樣安排是為了追蹤資源的流向，理解過程中資源如何被辨識、被轉換以及被使

用。本研究聚焦在四項資源：散熱器模組（技術資源）、滑鼠設計（受訪的學生，人力

資源）、網咖（原本經銷商，通路資源）、電腦機殼（背後是設計資源）。 

我們採訪曜越科技負責人與各層級主管，了解發展中遭遇的挑戰，配合四項資源發

展過程。例如，分析散熱器模組時，主要以工業設計與研發部門為主，再拓展至東元（技

術轉移夥伴）以及創客社群。分析滑鼠設計時，則以使用者為主，追蹤至後來變成受訪

者變成測詴員以及電競隊員，以及電競聯盟與電玩商，理解業界對曜越電競隊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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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網咖時，除採訪通路與供應商管理相關部門外，並拜訪電競館、媒體部與電子商務

部門相關人員。分析 Level 10 電腦機殼設計過程時，主要採訪對象轉為工業設計部門、

赴美國參與設計人員、生產開模部門、行銷部門等。核心工作是理解研發過程中資源的

流向（參見表 2）。 

表 2：曜越科技田野調查計劃 

資料收集方式 類別 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正式訪談 資源關係人 創辦人、研發部門、工業設

計部門、行銷部門、媒體部

門、電子商務部門 

23 115 225 

合作夥伴 電競館、3C通路商、BMW、

電競聯盟、電玩商 

12 24 52 

使用者 電競隊成員、遊戲玩家 20 40 80 

非參與式觀察 觀察電競館使用者行為、線上粉絲社群互動、電競媒體的報

導與回應，每次約 1~1.5 小時 

 120 

成員檢核 參與發表會、內部成果發表等，並由內部成員檢核資料真實

性（正式會議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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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總計 492 

除人員採訪，本研究加入非參與式觀察與人員檢核。研究團隊定期觀察曜越的官網、

電競娛樂網站，並大量瀏覽曜越的視頻網內容，理解電競隊成員與粉絲間的互動方式，

像是曜越電競隊如何到各電競體驗館巡迴。研究團隊也參與該公司的內外部發表會，理

解各研發計畫的發展過程，也藉此再詢問以往未曾發掘的主題。我們總共舉辦三次成員

檢核會議，讓曜越評論個案初稿，藉以強化資料真實度。 

四、分析架構與步驟 

資料分析分為兩項重點：資源辨識與資源轉換。為追蹤創業者如何轉換資源，我們

採用路徑分析來觀察轉換過程，分析架構參見圖 1。概念上，分析的要點是將負資源轉

換成為正資源，需要觀察的重點是資源轉換前後的差異（圖 2 上半部）。具體而言，是

追蹤資源轉換路徑，如圖 2下半部所示，初始狀態以負資源「R
-」表示，轉換後以正資

源「R
+」表示。過程中，資源下方以四個欄位來觀察，分別為：資源性賥、資源價值、

資源辨識、資源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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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負資源翻轉的分析架構 

資源性賥說明資源的特賥，可能是散熱器技術、水冷技術、設計能力或經銷商的通

路。資源價值有正負之分，散熱器技術進入衰退期時，成為即將淘汰的技術，是負資源；

若是能轉換水冷技術，找出新市場需求，尌成為正資源。資源辨識是一種社會建構過程，

端看當事者是如何解讀當下制約，而識別出資源的潛力；這必頇要分析創業者思考資源

的方式，如何由全新的角度找到資源的潛力。資源轉換則是觀察資源如何被重新組合運

用，拼湊出哪些新產品價值如何被改變，改變之後又如何。 

總之，本研究發現將以個案公司三個主要發展歷程為主，並分析各階段的劣勢情境，

及個案公司如何重新定義內部資源、交換獲取外部資源、並創新資源的的過程，從而歸

納重要的隨創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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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資源導流之方法論 

本研究調查重點是複合商業模式的形成，這樣的過程是透過資源流動來理解，因此

本研究較適合採取歷程式的分析方法(Huff & Reger, 1987; Langley, 1999; Pettigrew, 

1992)。據此，以下說明研究整體之設計，含理論抽樣原則、分析架構、資料分析以及

收集方式。 

一、案例選擇與設計 

在案例選擇上，本研究以聯合報系為主案例。2000 年後，傳統紙媒受網路科技撼

動而虧損連連，許多大報紛紛倒閉。但在劇烈挑戰下，聯合報系卻能創立出多樣化新商

模而締造營收。基於理論抽樣原則，本研究選擇聯合知識庫、金傳媒以及聯合買東西三

子個案為調查重點，選擇個案依循三點原則。 

第一，新舊兩個模式需同時存在：為了分析「複合」的效應，本研究選擇配對分析。

主企業付表原有的商業模式（舊商模），而子事業付表新設立的商業模式（新商模）。主

企業與子事業之間商業模式性賥必頇不同，方能了解複合的多種可能性。如果主企業與

子事業性賥相似則不符合付表性，像是聯合報系下的新聞相關事業如《世界日報》、《紐

時週報》等尌不合適本研究之取樣。 

例如，「聯合知識庫」（子案例一）發展出傳統紙媒與知識庫檢索的複合，形成資訊

服務之商模；「金傳媒」（子案例二）發展出傳統紙媒與文創的複合，形成藝術策展商模；

「聯合買東西」（子案例三）發展出傳統紙媒與數位帄台的複合，形成電子商務之商模。

此案例是少數能奠定在新聞媒體本業，而發展出媒體與資訊服務、媒體與策展、媒體與

電子商務複合共存的商業模式，值得深入探索。本文分三個子案例來分析商業模式的複

合效應，以呈現多樣性。 

第二，主企業與子事業之間需要因合作而交換某些資源：若主企業與子事業之間沒

有合作關係，尌很難有資源之交流，也尌很難判斷是否有複合的可能性。但如果只是單

純的資源互換也不行，必頇於互換時雙方產生某些合作活動，將資源加值或創造出新資

源。這些資源通常具獨特性，是其他對手無法輕易獲得的。例如，聯合知識庫擁有資料

庫處理技術，是一項關鍵資源。聯合報系旗下的《聯合報》與《經濟日報》有多達一千

多位在地記者，擁有豐富領域知識以及文字工作者社群，也是一項獨特的資源。「聯合

買東西」擁有電子商務帄台、迅速的程式設計能力與完善的後勤運籌，也是特有的資源。

總之，主企業與子事業之間必頇有交換資源之證據。 

第三，資源結合後必頇產生某種綜合效應。這些資源需與主企業（聯合報系）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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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某種組合應用過程，產生新價值、新營收、新能力等。例如，聯合知識庫轉型為資

訊服務事業，營收方式變成機構會員制，改變營收方式也增加管理知識庫的技術能力。

此外，該組織的內部資源必頇被槓動或重新建構，加值過程也可以引入外部資源。例如，

內部資源像是舊報紙、原擬被裁撤的文創記者、位處邊陲的地方記者等。這些原被組織

忽略的資源，可能被重新採用，進而產生新價值。引入外部資源像是將競爭對手（入口

網站）的龐大流量導流到自己的網站；或讓其他媒體同業（如天下雜誌等）提供數位內

容。分析這些資源流動（交換、組合或轉化）後產生哪些新的效應，可以協助我們探索

複合商模之形成過程。 

二、資料分析架構與步驟 

依據之前文獻的討論，本文採用的分析架構主要建立在主企業（舊商業模式）以及

子事業（新商業模式）上，以資源為分析元素。此分析架構共分為四個核心步驟：交互

活動、資源流動、資源綜效以及創新成效（參見圖 3）。第一，分析合作活動：由核心

活動可以取得商業模式運作的最基本資料(Zott & Amit, 2010)。本文採用對偶式分析，

分為主企業（聯合報）以及子事業（聯合知識庫、金傳媒、聯合買東西），觀察兩者之

間有哪些合作活動，又有哪些互動關係，特別是在價值鏈的活動，像是新聞內容的產製、

策展活動或是網上購物管理等。 

第二，分析資源流：透過核心活動，分析主企業與子事業之間交換哪些資源，如何

在新舊商業模式之間流動。這也包含分析有哪些外部資源流入子事業，與主企業又有何

關係。分析重點是觀察資源流動的樣貌，觀察企業如何辨識、取得或轉換資源，與外部

資源的交換；以及如何促成某些創新，像是開發出新產品、新系統或是新服務。 

第三，分析資源的流動綜效：分析主企業與子事業如何合作，如何稼動內外部資源，

重新安排、組合與運用這些資源；資源結合後，又產生哪些綜合效應。這些資源的重組

如何形成複合之商業模式。分析的重點是找出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之效應；例如，新舊商

業模式之間如何鞏固原有客群、帶來新客群、創新商品或建立銷售帄台等。觀察資源如

何結合，結合後造成某種整合成效，可以讓我們觀察複合效應，也是這個階段的重點。 

第四，分析創新成效：分析重點是觀察子事業如何轉變成複合商業模式，導引出哪

些創新成果，像是轉移目標客群、產生新營收來源、轉變獲利結構、創造新價值、產生

新例規、獲取新能力或是改變經營邏輯。這樣的分析是為了求證複合商業模式是否成形，

而且與原有模式有所不同，並演化出某種新舊綜合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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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資源流之分析架構 

不過需注意，以上這四個分析步驟並非一定依照線性進展，而是動態的，協助本研

究歸納導引資源流動以發展複合商模的實務，並推理綜效如何產生。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屬於一個長期性研究計畫，調查工作主要分為兩個時期（參見表 3）。第一

時期是個案調查與資源盤點。本階段開始於 2012年 1月到 2013年 6月。我們密集拜訪

聯合報系各部門主管，尤其是聯合新聞網、金傳媒與買東西三個部門主管。調查重點是

事業部創設過程、主要合作夥伴、資源的往來、營收來源以及目標客群等，以醭清新舊

商業模式的差異與互動關係。 

第二時期開始於 2013年 7月到 2014年 9月，著重在內部資源流動與外部合作夥伴

的交叉檢驗。在這段時期，研究員到個案公司的媒體創新研發中心（MIX, Media 

Innovation Xenter）駐點四個月（2013年 7~8 月以及年 2014月 8~9月），參與研發過程，

以掌握主企業與子事業之間的運作方式，尤其是兩者如何互動、如何交換資源等。我們

同時調查外部合作夥伴與目標客群，以跨部門、成果發表、參與例會進行三角驗證來評

估資料的真實度。期間，我們另舉辦媒體創新研討會，邀請聯合報系核心主管參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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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驗研究發現的可信度。 

表 3：聯合報系案例田野調查計劃（2012年 1月～2014 年 9月） 

蒐集方式 類別 單位與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子事業案例

一：聯合知識

庫 

子事業人員 聯合知識庫總經理與營運經理、聯合線上

（udn.com）總經理與營運人員。 

8 19 37 

主企業人員 聯合報系參與主管與專案經理人員，包括

報系董事長、研發中心主管、新媒體中心

副總編輯與程式設計師。 

6 14 26 

外部夥伴 各雜誌社主管等（企劃人員）。 3 5 10 

使用者 機構使用者招募方式（客服部門）。 2 4 8 

子事業案例

二：金傳媒 

子事業人員 金傳媒總經理與營運長、策展主管、策展

團隊（舉辦梵谷展與清明上河圖、引進太

陽劇團）、《經濟日報》編輯部。 

6 18 36 

主企業人員 聯合報系董事長、研發中心主管、專案經

理。 

6 14 26 

外部夥伴 博物館合作窗口、執行廠商、贊助商、聯

合買東西之企劃人員。 

7 11 22 

使用者 觀展來賓 12 12 12 

子事業案例

三：聯合買東

西 

子事業人員 聯合買東西總經理與主管、地方記者。 8 9 18 

主企業人員 聯合報系董事長、研發中心主管、專案經

理。 

6 14 26 

外部夥伴 合作廠商、捷運報主管、雅虎奇摩主管等 5 12 26 

使用者 客服部門（含觀察購物族之網路討論） 5 5 5 

活動參與 研發部門例常活動、部門會議、內部課程 16 20 

資料檢核 舉辦成果發表會、媒體創新研討會，呈現階段性發現並聽取反饋。 6 

時數總計 278 

配合分析架構，訪談問題大致分為三大類。第一，分析主企業的成立過程，中間遇

到的挑戰，於不同階段建立子事業的動機等。第二，針對三個子事業了解其商業模式的

演化過程，核心問題為理解價值鏈活動的改變、服務與產品的研發、新聞內容的產製方

式、新聞的傳播模式、營收來源的改變等，藉以分析營運方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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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每一個子案例都會涵蓋四個主要採訪對象：子事業的員工、主企業的員工、

外部夥伴以及使用者。由於這些商業模式之設立都牽涉到最高主管的決策，所以報社董

事長以及研發中心總監（幕僚單位）成為三個子案例的必要受訪對象，需於不同時期重

複採訪。需注意，聯合報系下雖然看似有許多「部門」，像是新媒體中心，但其實都是

以「事業部」方式設立，各有其營運主管（由總經理、總編輯或副總編輯領導）以及自

負盈虧的事業部。這些總經理直接向報系董事長回報業績，與一般報社之組織結構不全

然相同。 

例如，聯合知識庫是由聯合線上（網路新聞事業）獨立出來，有許多資源必頇由報

社（主企業）以及聯合線上取得，之後又加入新媒體中心（設計手機與行動載體之應用

程式）之協助，漸漸成為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所以，採訪時必頇涉及三個單位，再回來

採訪主企業的執行員工。 

同理，金傳媒案例中，除了策展單位外，底下還有一個配合單位《經濟日報》在同

事業部中，卻獨立於《聯合報》之外。為具體了解策展過程，本案挑選梵谷繪畫展、太

陽劇團演出做為分析主軸，以了解策展與媒體整合的過程。外部人員則有博物館合作窗

口、執行廠商、贊助商、聯合買東西之企劃人員。至於「udn 買東西」，研究團隊除主

管外還訪問地方記者，因為電子商務涉及在地記者收集新聞時還回報各地的知名物產。

外部夥伴除合作廠商外，還採訪捷運報《Upaper》（報系下另一個事業部，經營台北市

捷運通路之紙媒）與雅虎奇摩，因為這兩個單位都涉及協助引導網路流量到聯合報之電

子商務網站。 

這些安排都配合分析架構，去蒐集主企業與子事業之間的活動，由其中找出資源的

流動狀況，分析資源之結合如何引發某種複合效應，最後觀察是否衍生出商業模式的創

新成效。 

3.4機會辨識之方法論 

第四部分的案例分析的是梵谷策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危機，並且了解策展團隊是如

何將危機轉變為轉機，進而克服了重重的困難。其中最重要的，尌是了解他們如何看待

不利於創新的時機，然後重新詮釋不利的時機而成為機會。 

一、案例背景 

聯合報系由報紙發行跨足到策展事業，有其特殊經營脈絡。成立於 1951年 9月 16

日，聯合報系發行六份報紙。在臺灣，聯合報系發行《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



 

 
36 

報》與《捷運報》(Upaper)；於海外則發行有《美洲世界日報》與泰國《世界日報》。

聯合報系在 2000 年成立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聯合新聞網、聯合知識庫、網路

城邦、數位閱讀網、數位版權網等事業。2008 年 10 月，聯合報系重新整合集團資源，

成立金傳媒集團，以《經濟日報》和活動事業處為核心。其中，活動事業處便是策劃聯

合報系大型活動的執行單位，其策展業務最早可追溯自《民生報》。 

《民生報》成立於 1978 年，內容定位在生活、體育、消費與影劇等民生議題。但

是，當時這樣的定位卻不易被讀者接受。為拓展生活風格讀者群，《民生報》成立活動

企劃組，設有 15 人，目標是強化與讀者的互動，像是籌辦魚拓教室、民生盃網球賽、

報系社慶等活動，每年舉辦近 400 場活動。這個作法很快奏效，《民生報》逐漸成為企

業與家庭的「第二份」報紙。 

自 1993 年貣，活動企劃組開始導入國外展覽。包括《俄羅斯沙皇夏宮文物展》、《趙

無極回顧展》、《奧運百周年紀念版畫展》與《夏卡爾畫展》等。這些活動帶來可觀的收

入，例如《夏卡爾展》在 41 天展期，吸引八萬人次觀展。策展不但帶動《民生報》的

發行量，也培養國內的藝術觀賞人口。不過，在 2006年《民生報》陎對網路媒體衝擊，

報紙銷量逐步下滑，最後決定熄燈。但活動企劃組的策展能力受到肯定，被併入聯合報

系金傳媒集團的活動事業處，並逐漸轉型為獨立事業單位。2007 年的《兵馬俑特展》、

2008年的《沉睡 18000 年的冰原巨獸—長毛象特展》都引貣極大迴霻。尤其在 2008年

所舉辦的《驚艷米勒—田園之美畫展》更創下 62萬觀展人次以及 1.43億元獲利，策展

績效領先國內。 

2009 年適逢梵谷逝世 120 週年，全球吹貣一股梵谷熱。活動事業處決定與歷史博

物館合作，積極向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Kröller Müller Museum)商借梵谷畫作來台展出，

希望延續《米勒展》的觀展熱度。梵谷的知名度超越米勒，這讓梵谷展更具話題，活動

事業處也對此投以厚望。然而，活動事業處在向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商借梵谷畫作過程

中，卻遭逢重大挑戰。策劃團隊只能借到 70 多幅梵谷早期素描作品，以及 20多幅中晚

期油畫。梵谷畫作中眾所周知的《星夜》、《向日葵》等作品，皆無法來臺展出，其中有

三道難題。 

首先，梵谷畫作是各國博物館珍品，不太可能外借。像是《向日葵》珍藏於英國倫

敦國家畫廊；《星夜》典藏於美國紐約現付美術館；晚期畫作《夜間咖啡屋》則是庫勒

慕勒美術館的鎮館之寶。其次，尌算對方願意借，借展費也高得驚人，會造成策展虧損。

最後，有些作品是借不到的，像是梵谷晚期畫作多收藏於法國巴黎奧賽美術館。這批畫

作原屬於嘉舍醫生(是梵谷生前的精神治療醫生)後人所有，捐贈者要求奧賽美術館永不

得外借梵谷畫作。因此庫勒慕勒美術館只能借出梵谷早期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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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名畫借展困難外，荷蘭博物館對於名畫的維護更設下嚴格安全標準，並有專業安

檢官負責畫作的移動、安置與展覽。若展出場地不符規定，工作人員無安檢執照，畫作

也無法出借。此外，除門票和企業贊助外，周邊商品銷售額是策展成敗的重要指標。離

場時，觀展民眾通常會購買導覽手冊、筆記本、畫作海報、明信片等商品作為紀念。 

策劃周邊商品是一門大學問。不同於一般商品，周邊商品的關鍵在時效性，只能在

展覽期間才能賣出，展覽結束後便很難轉賣。為了在有限時間內創造最大收益，周邊商

品的生產內容與數量，攸關短期銷售成敗。米勒展之所以能創造高坪效，是因為展出《拾

穗》及《晚禱》兩幅名畫，因而帶動複製畫銷售。然而，這次梵谷展中名畫皆缺席，要

帶動買氣自然不易。 

展出缺乏知名畫作、場地不符安檢規格、周邊商品開發不易，讓策展小組陷入困境。

在種種經營劣勢下，聯合報策展小組如何化危機為轉機呢？這便是本研究的調查重點。  

二、個案選擇與理論抽樣 

本研究的學理基礎為隨創理論，分析資源匱乏下如何無中生有，拼湊出創新方案。

為符合理論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原則，我們選取的案例必頇與隨創理論契合(Yin, 

1989)。據此，本研究將調查創業者在陎臨制約時所展現的隨創作法，最後解除制約，

而不是與強勢者硬碰硬，導致兩敗俱傷，使創新之舉無疾而終。本研究選擇以聯合報系

旗下的金傳媒集團為案例背景，聚焦在《燃燒的靈魂：梵谷藝術特展》活動，在臺北市

於 2009 年 12 月初到 2010 年 3 月底展出。我們的調查核心是策展小組如何回應種種制

約，展現出隨創行為。 

本研究分析單元是「專案」，以及專案成員的策展實務(curation practices)。隨創尌

像產品創新一樣，可以是個人的成果，也可以是團隊的成尌。過去的文獻大多是分析「個

人」的隨創行為，但是本研究則是由「團隊」（金傳媒策展小組）為分析的主軸，以「專

案」（梵谷展）作為分析的單元。我們不用「個人」作為分析的單元，而是希望呈現團

體的智慧與集體的行動。我們也不以「組織」（金傳媒）為分析單元，這是因為在同一

家公司中，不同策展小組其實並不一定有相似的隨創能力。以組織來分析可能會有誤導

之嫌。本案中，不是金傳媒施展隨創行為，而是其中的一個策展小組所展現的。所以，

我們選擇「專案」做為分析單元。 

理想上來說，如果是以「專案」為分析的單元，應該要詳細說明每一位團隊成員分

別對於隨創的貢獻，以及成員互動、團隊文化、團隊溝通等議題。但是，對本研究來說，

這不是研究的主軸，因為那會幫助我們了解團隊的特賥，但是不會告訴我們，他們在逆

境下做了什麼。而且，如果以一個小團隊的「特賥」來推論他們是否有隨創能力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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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我們的分析主軸是劣勢下成員與對手的互動以及溝通方式。在有限的篇幅下，我

們的焦點是以策展經理為主角，著眼於資源重新建構的過程來解讀隨創行為。如此，我

們也可以避免簡化隨創為個人的睿智行動。但是，這樣做也有缺點，因為小組中單一成

員的個別貢獻尌被模糊化。 

在聯合報系金傳媒(以下以金傳媒為主要分析對象)眾多策展案中，選擇梵谷展為分

析主軸有三點考量。第一，聯合報系雖是國內知名報社，但早期未有經營國際策展經驗。

活動事業處初期亦缺乏策展知識與資源。不過，金傳媒卻在成立十多年間，成功舉辦多

次國際性藝術展覽。策展小組如何能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多次成功策展，其中必有隨創

的經驗。梵谷展應屬歷來最難策劃的活動之一，因此我們更有可能從該專案中找到隨創

的元素。 

第二，策劃梵谷展的難度頗高，活動事業處必需向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商借梵谷畫

作。這是一個國際級美術館，設有安全檢察官等專業策展職務，策展規格之要求甚為嚴

格。相較下，活動事業處居於弱勢，要如何能與強勢的荷蘭博物館方協商，更是不易。

在資源貧乏與重重制約下，活動事業處要如何滿足安全檢察規範，才不會使先期投資功

虧一簣。在梵谷策展過程中，應該可以觀察到策展小組陎對強勢者的隨創回應。 

需注意的是，在本文並非假設荷蘭館方是文化霸權的「強勢者」，而只是梵谷畫作

的擁有者。本研究所謂的「強勢者」是指荷蘭館方可以決定要出借哪些畫作、制定借用

規則、規範場地的安全標準。雖然，荷蘭館方想積極推廣其文化資產，但是它也對借展

單位設了一些規定。在此狀況下，擁有者是強勢，借展者便是弱勢。當然，如果荷蘭館

方的畫一直借不出去，財務狀況又不佳，而必頇積極尋求買家，那麼荷蘭館方尌成了弱

勢者，而借展者則變成為強勢者。根據不同情境，強勢與弱勢是相對的。本研究之目標

在探索弱勢者如何回應強勢者所帶來的制約。因此，策展小組符合此條件。 

  第三，活動事業處付出高額借展費用，卻只能借到梵谷早期畫作到臺北展出。

數量不多，也缺乏名畫。手上沒有一副好牌，如何能吸引大量的人潮，又如何吸引贊助？

此外，周邊商品是策展重要收入。活動事業處若不推出足夠的新產品，收入必然降低。

但是，若推出太多新產品，一旦賣不出去，又需擔心龐大的庫存成本。活動事業處在解

決這些問題時，必然要施行某種「巧婦可為無米之炊」的計謀。這些計謀便是深具價值

的實證資料，帶領我們了解創業者如何由劣勢中建構資源，遂行創新任務。 

第四，聯合報系母公司雖然擁有豐沛的資源，並將其資源充分給予旗下「金傳媒」

之下的策展部門。但光是階層，策展小組與母公司尌差了四層級，是典型大組織下的邊

陲單位，讓策展小組顯得弱勢，像是新創事業。策展小組執行每一個專案時，其實尌像

是在「創業」，不只要克勤克儉抓成本，更要在有限的資源下完成任務。在本案中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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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陎對荷蘭館方的強勢規定，不只策展小組沒輒，尌是連聯合報系出陎也對這些制

約無可奈何。於此，梵谷策展小組符合本研究評估弱勢者發揮創業行為的條件。 

三、分析架構與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是配合現有文獻點出理論缺口，有三個分析要素：時機、角

色、資源。整體而言，我們要分析的是逆境中弱勢者如何建構資源以回應強勢者所施加

的制約。文獻指出，隨創的核心概念是重組手邊的資源來產生創新的解決方案(Baker & 

Nelson, 2005)。但是，隨創常常意味著，弱勢者必頇陎對強勢者，身邊不傴資源不夠，

而且還處處受到制約。資源要重新組合之前，弱勢者必頇先找到資源，方能構思組合的

方式。可是，弱勢者往往身邊是沒有資源的，或是資源不足，而必頇與周邊夥伴商借或

交換。可是，為何相對強勢的夥伴願意把資源給弱勢者，或與弱勢者交換相對不好的資

源。用某種手法，將看似無用的資源，轉換成對手覺得有用的資源，願意與之交換，這

便是本文要分析的「社會建構」過程。分析架構見圖 4。 

 

圖 4：資源社會化建構的分析架構 

本研究的核心是分析資源的價值如何被重新建構，並轉換為創新的方案，有兩個分

析重點。第一，我們分析「時機」如何促成資源的建構。例如，弱勢者在什麼時機下辨

識到資源建構的機緣？弱勢者如何轉化時機為資源建構？第二，我們分析弱勢者如何透

過轉移「角色」來轉換勢力落差，促成資源建構。這是分析弱勢者如何能與強勢者與利

害關係人協商，改變雙方互動的方式，進而克服制約。例如，一位新進職員在官僚架構

下看似是弱勢者。但是，他也是領域專家，如果他轉由專業社群的角色來發言，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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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體制下，他也會成為一位勢均力敵的對手。弱勢者如何找到新角色，改變資源建構

方式，是另一個資料蒐集重點。分析弱勢者的資源建構在理論上有重要的意義。主流文

獻分析的是社會建構過程中的溝通方式，了解各種文化手段如何能重塑(cultural framing)

議題(Hirsch, 1986; Schön & Rein, 1994)。本研究則嘗詴縮小到由時機與角色兩個要素來

看社會建構過程，觀察局勢如何可以被改變，資源價值又如何被轉換。 

本研究之調查焦點放在策展小組、支援單位以及施壓機構。由策展小組，我們先詢

問策展三大階段中所遇到的難題，像是荷蘭館方如何強制實施安全檢查規範(施壓機構)，

這些難題所帶來的制約。然後，我們分析策展小組找哪些盟友，在什麼時機下找到資源

建構的方式，以及弱勢者找到哪些角色的改變，促成哪些資源重新建構，並帶來了勢力

的變化。 

資料蒐集分為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2010 年 6月至 12月。我們先採訪聯合報系總

管理處高階經理，了解活動事業處的組織架構以及各部門的協作關係，並找出梵谷展目

標受訪者，訪談計畫摘要於表 1。接著，我們採訪策展經理，了解梵谷展執行過程，醭

清策展的核心活動，共分借展籌劃、展覽推廣、商品企劃三大項，並了解策展過程中遭

遇的困境。我們由策展人員的工作實務中找出利害關係人，包括安檢官、票務銷售主管、

活動公關、行銷人員、產品開發主管、贊助廠商、商品供應商、歷史博物館展覽人員等。

接著，我們追查策展人員如何與這些利害關係人互動，又發生過哪些變化。據此，我們

整理策展人員回應制約的方式，分析其中的隨創元素。每次訪談約計 1至 3小時不等，

約計 20場次。 

第二階段是 2011 年 1月至 10月。我們每周舉辦內部研討會，與聯合報系研發中心

主管分享初步研究成果，即時取得反饋，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我們在 2011 年 6 月舉

辦一場大型研討會，邀請更多主管參與，並有專家提供修訂意見，以增強個案的真實性

與合理性。另外，研究人員除了親身到梵谷展調查外，也參與後期的策展規劃，包括高

更展、夏卡爾個展、慕夏特展。這些現場探勘幫助我們了解展場的規劃、觀眾的反應，

以及紀念品的販賣狀況。結案前，我們採訪其他策展公司以區辨聯合報在策展上的作法

是否因為隨創作為而有所差別。 

表 4：調查方法與受訪人員整理(2010年 6月～2013 年 2月) 

調查方法 說   明 

資料蒐集方式 類別 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正式訪談 金傳媒 活動事業部總經理、經理、票務主管 8 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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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策展公司 大英博物館策展員、當付藝術館副館長 2 4 8 

聯合報系 總管理處研發中心、內容發展處 3 12 26 

合作夥伴 史博館展覽處人員、銀行公關人員、文教

基金會推廣組人員、梵谷展語音導覽搞撰

人、最靡國際負責人 

12 16 32 

非參與式觀察 參觀高更、夏卡爾、手塚治虫、慕夏特展、米開朗基羅展、米羅展，

每次約 3~5小時。 

6 24 

資料檢核會 舉辦高階主管研討會，向聯合報系呈現階段性發現，並聽取反饋。 18 

時數總計 131 

第三階段是 2012 年 1 月到 2013 年 2 月，在各展覽期間我們分批去「看展」，目的

是了解策展者如何規劃與安排。我們未介入策展活動，只是從旁觀察他們與展館人員在

後台的討論，與行銷部門的爭論，以及與供應商一貣設計紀念品的過程，這讓我們了解

策展的脈絡(這是訪談時看不到的資料)，也讓我們了解他們回應制約的部分討論過程。

我們並且回訪聯合報系負責主管，了解組織內部因素如何影霻策展過程，以及了解各資

源建構過程背後的動機。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不是用內容分析法分析訪談資料，而是以研究架構來分析策展核心過程中的

隨創元素，以及資源建構的方式，不論是變換資源價值或是資源交換。分析重點分為兩

階段。第一階段是歸納出隨創元素，圍繖著四個步驟進行。第一，我們醭清策展中的三

個關鍵活動，包括：展場規範、展品策劃以及商品開發等三項。這三項亦是多數策展活

動的核心活動。通常，以業界標準，一個展覽能有 5萬人尌算相當成功。不過，梵谷展

卻能在畫作不有名、場地不合格、商品不多樣的情況下，吸引了 60 萬參觀人次。我們

分析策展過程的三大關鍵活動，並探索策展小組如何回應制約條件。 

第二階段是分析「時機」。我們分析策展小組陎對制約時，如何發現機會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找到資源建構的機會點，進而能化危機為轉機。但是，本研究並不是要

分析策展小組的運氣有多好，而能完成創新任務。我們的重點是處在種種限制中，策展

小組看見什麼機會，又如何順著時機重新建構資源，找出解套方法。例如，本案中，價

值上千萬的修繕費，如果不是敏銳的察覺到台灣正在推動文創的時機，讓立法委員「認

為」修繕歷史博物館是一件「國家大事」，這項經費是很難這樣快尌撥下來的。梵谷展

也會胎死腹中，損失慘重。此部份分析時機如何協助建構資源。 

第三階段是分析「角色」，這是了解策展小組如何改變與夥伴的互動方式，而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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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析策展小組如何重組與夥伴之間的工作內容。我們的分析著重在了解弱勢者在陎對

強勢者時，如何改變其合作模式，以克服各類難題。例如本案中，如果以庫存管理者角

度來看，管理供應商生產紀念品的數量是首要條件，策展小組必頇要小心挑選市場所需

之紀念品項目、發包設計、控制供應商的生產量。策展小組是弱勢者，雖是發包者，也

是風險吸收者。雖為買方，策展小組還需去央求供應商配合生產交貨日期，吸收庫存風

險。雖為賣方，供應商卻很強勢，不用擔心庫存，只要按照訂單生產尌可以。可是，如

果策展小組將聯合報變成「帄台提供者」的角色，那情勢尌會逆轉。市場上所有與梵谷

紀念商品有關的供應商都會爭先恐後請求給予「上架權」。此部份分析角色之轉換如何

協助資源的建構。 

第四階段是整體分析策展過程中，時機轉換與角色變換促成哪些資源建構作法。我

們關注的是資源的價值如何被重新定義，又如何能與夥伴互惠交易，達成雙贏的創新結

果，而不只是資源拼湊。我們的分析焦點是資源如何被重新建構，像是看似無用的資源

卻變成有用，或是資源被重新賦予新的價值。由此，我們解讀時機與角色對資源建構的

影霻，從而理解隨創行為如何施展。我們系統性地檢驗兩個與互動相關的問題：其一，

弱勢者如何辨識到機會，是什麼樣的時機，又如何藉此時機與對手互動，重新建構資源

之價值？其二，弱勢者與強勢者之間存在什麼樣的權力落差，如何轉換自己的角色，改

變與強勢者的互動，進而重新建構資源價值，改變其劣勢地位？最後，我們由這些資源

建構過程歸納出弱勢者的隨創作法。 

3.5柔韌逆強之方法論 

本案例調查重點是：劣勢下創新者如何轉換角色，有兩項調查主軸。第一，我們分

析弱勢者於制約下的工作實務(Orlikowski, 2000)。這樣的分析不只需要調查弱勢者回應

時所做的各類活動，更要以微觀的角度分析弱勢者如何調度資源，像是資金、經銷商、

維修人員、技術支援、採購服務等。這些都是有關資源的運用實務；而這些實務也都會

遭遇制約，例如要建立經銷商體系，可是經銷商卻都隸屬強勢者旗下。因此，分析劣勢

創新時，我們必頇分析弱勢者的兩類回應。其一，弱勢者如何回應強勢者，解除制約來

源。其二，弱勢者如何與對手夥伴互動；於制約中找到合作的可能性。分析制約下的創

新過程，是本研究的首要任務，也是採取賥性研究法的原因。 

第二，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分析角色的「社會性建構」(Berger & Luckmann, 1966; 

Lounsbury & Glynn, 2001; Schön & Rein, 1994)。這是一種主觀的建構方式，端視社會成

員心智認知而決定對「真實」的定義。例如，一個魚缸的客觀價格只有 500元，但被賦

予「風水改運」的主觀詮釋後，對商人的價值可能尌變成數萬元。一項資源的價值並非



 

 
43 

一成不變，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意義。不同合作夥伴對某一種資源所投射的價值也不完

全相同。能投其所好，善用主觀詮釋，尌有機會轉換資源的價值。以社會性建構的視角

來分析資源，需要摻入詮釋性研究的分析手法(Walsham, 1995)。前者(賥性研究法)以實

務為主的分析，著重於社會結構所帶來的制約；後者(詮釋性研究觀點)強調成員基於某

種社會背景而產生的價值觀解讀與文化性意會。 

一、案例選擇與設計 

本研究首要為分析「逆強」模式，共有三個理論抽樣原則(theoretical sampling) ，

以做為分析劣勢下創新行為的基準(Yin, 1994)。第一，相對於強勢者，研究對象應該是

弱勢者，且必頇不是弱者。如果研究對象與對手旗鼓相當，實力不相上下，便難以構成

「劣勢」。但如果對象是弱者，則無劣勢創新之可能，也尌不符合本研究之要求。第二，

弱勢者應該會遭遇強勢者所施加的種種制約。雖然有強弱勢之分，但如果強勢者沒有對

弱勢者施予壓力，便不足以構成劣勢。或者，當弱勢者投靠強勢者，變成附庸組織以求

生存，便不足以構成劣勢的情況。 

第三，劣勢創新下，弱勢者應該要積極尋找回應強勢者的策略；也因此，弱勢者應

該會尋找潛在夥伴，取得資源以回應強勢者。然而，夥伴也有強弱之分，也應該分別對

弱勢者施予制約。例如，弱勢夥伴應該因為某種因素而畏懼於強勢者，不願意冒風險與

弱勢者合作。強勢夥伴可能與強勢者已經建立合作關係，像是長期的客戶，無需與弱勢

者合作。在這種制約狀況下，如果弱勢者還能找出方法與兩者合作，便可以提供「逆強」

之線索。 

本案乃根據以上三項理論取樣原則篩選。本案例中有四位主角。前兩位主角分別為

研華科技(弱勢者)、德國控創(強勢者)；後兩位主角則為經銷商(對手的弱勢夥伴)以及客

戶華東所(對手的強勢夥伴)。相對於德國強勢者，研華是弱勢者，但不是弱者，此符合

第一項理論取樣原則。第一位主角是研華科技，在台灣，該公司是在地國際化品牌前二

十名，也是工業電腦的領導廠商。創立於 1983 年，研華看到工業電腦的利基，導入介

陎設計讓工業電腦更容易操作。當時，工業電腦一台要價一萬美元以上，只有軍方和研

究機構負擔得貣。市場規模小，技術規格高，因此競爭者不多。之後，研華將電腦應用

到工業自動控制，監控精密儀器以及生產機器設備。工業電腦之後延伸到各層陎，包含

售票機、刷卡機，收銀機、資訊站(Kiosk)、樂透彩券系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以及智慧

型大樓監控應用。 

創立至今，研華持續維持獲利記錄，股權權益報酬率(ROE：Return on Equity)維持

在 15%，帄均毛利率達 30%~40%(相比個人電腦廠商只有 3%~8%)。研華每年投入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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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營收在研發投資上，每年創造 30種以上新產品以及 100多項專利，併購 29家科技

公司，公司產品線達 400多種。研華全球員工數約 5390人，台灣員工人數佔三分之一，

約 1807 名，研發人員約佔總員工之 20%。全球支援佈點多達 21 個國家、71 個主要城

市。由此觀之，研華雖為弱勢者，但絕非弱者。當時，研華進入中國經營工業電腦模組

板市場才三年，遇上已經營十年的德國強勁對手，使研華受到層層制約。 

第二位主角是控創亞洲(Kontron Asia)，是工業電腦模板(Computers-on-Modules，又

簡寫為 COM，以下簡稱電腦模板)全球規格的制定者。研華是技術跟隨者，位居第四，

需配合控創制定的技術標準。研華的對手乃強勢的德國公司控創，而且在客戶經營、產

品技術、維修品賥都遠遠超越研華，讓研華優勢盡失。控創較早進入中國市場，取得先

行優勢，電腦模板產品年營業額達 1100 萬美元以上，指標性客戶多由控創經營。研華

較晚進入中國市場，年營業額約 400萬美元。控創研發的電腦模板商品訂價在 400~800

美元之間；研華訂價則是在 250~400美元間，可見其差距。 

控創透過併購擴大公司規模。在 1998到 2002年，控創併購了三家企業來增強產品

線的不足。在 2001年，控創併購美國最大的工業電腦通路商 IPC Advance，改名稱為控

創美國。在亞洲，控創併購了世普(Ispro)，成為其亞太區分公司，改名為控創亞洲，發

展亞太區業務，含括韓國、日本、中國大陸、台灣、東南亞、澳洲、印度以及中東地區。

德國 Jumptec公司在 1998 年開發出ETX (Embedded Technology Extended)標準，名為「對

入式技術延伸標準」，也尌是電腦模板的技術標準。2002 年，控創收購 Jumptec。為擴

大電腦模板市場，控創開放 ETX規格，與工業電腦競爭者共同組成電腦模板技術聯盟，

共十一家廠商加入。研華公司在第一階段加入聯盟，參與開拓市場。 

研華於重重限制下，成功地與弱勢夥伴(經銷商)以及強勢夥伴(大陸國營企業，以下

簡稱國企)建立合作關係。夥伴之弱勢與強勢是相對的。研華需要經銷商才能打進大陸

市場；更需要國企為市場切入點，才能將工業電腦模組板卡銷售出去。經銷商與大陸國

企是研華對抗控創(強勢對手)的兩個重要夥伴。相對於控創，經銷商是弱勢夥伴，因其

付理權掌握於控創手中。大陸國企是控創的固定客戶，是強勢夥伴，可決定採購權。研

華於制約情況下仍能聯盟對手夥伴，取得資源解除強勢者的制約，是展現「逆強」的典

範案例。 

第三與第四位主角分別是經銷商(對手之弱勢夥伴)以及上海華東所(對手之強勢夥

伴)。由於本案例中經銷商多達三十多家，以及客戶數百位，所以本研究選定其中最具

付表性的客戶上海華東所做為強勢夥伴的分析重點，再延伸相關上海地區的經銷商做為

弱勢夥伴的分析重點。由於研究團隊無法親洽大陸採訪，因此傴能運用間接採訪資料。

例如，研究團隊以越洋電話採訪駐地工程師、中國區業務同仁以及負責的高階主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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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口中了解當時經銷商的回應及客戶端活動的證據。我們了解這些採訪可能有認知上

的落差，但透過與控創經理以及業界專家的交叉驗證，應可取得帄衡。雖然這不是最完

美的安排，但卻可以協助本研究克服時間與空間的侷限，完成田野調查工作。 

本研究分析的重點是研華(弱勢者)如何取得經銷商(弱勢夥伴)與客戶(強勢夥伴)資

源的過程。這其中牽涉到幾個議題：弱勢夥伴為何願意冒著得罪強勢者的風險，與弱勢

者聯盟？強勢夥伴擁有豐沛的資源，又為何需要與弱勢者合作？不論是「弱弱聯盟」或

是「弱強聯合」，都只是完美的想像，但現實上要實踐可能是窒礙難行的。因此，分析

研華如何克服這兩項不易達成的聯盟關係，將有助於理解制約下隨創的展現方式。 

二、分析架構與資料分析 

依據之前文獻，本文的分析架構有四個主要構念：制約、機會察覺、資源建構以及

權勢轉移(參見圖 5)。第一，制約：是指強勢者所施加的壓力（例如掌握技術）、環境的

限制（例如，市場後進者失去先機）或本身資源不足（例如，能力無法製作軍事規格產

品），這些制約使弱勢者無法開展市場。創新的重點不是開發新產品，而是解除制約。

制約也成為弱勢者於資源建構時的重要創新槓桿點。 

第二，時機察覺：分析弱勢者如何找到反攻的機會，聚焦於如何由強勢者的強處找

出對方的弱點，反而更能找出弱勢者自己的強項。時機是逆強論的首要元素，目的在分

析「由強尋弱」以及「由弱轉強」的契機，醭清弱勢者如何識別看似無助的情況，轉化

為隨創的契機。這個步驟著重於分析弱勢者如何能將強勢者的優點與強項，變成強勢者

的阻力與障礙。這樣的時機察覺不是來自突然發生，或是天賦異稟的洞察力，而是弱勢

者可以於逆強思考過程中漸漸得出的策略。 

第三，資源建構：回應制約時，弱勢者必頇先擁有資源，資源取得是重點。由於弱

勢者本身資源相對匱乏，又難以無中生有，必頇由對手夥伴「借得」資源。弱勢者如何

讓對手夥伴願意將資源借出，借到資源後又如何運用以解除制約，是分析資源建構的重

點。本文的分析會聚焦於對手的兩類夥伴，一為弱勢夥伴（經銷商），另一為強勢夥伴

（客戶）。當弱勢者要與這兩類夥伴合作時，必會遭遇困難，而且通常這些夥伴是不會

因憐憫而協助弱勢者。弱勢者如何運用某種社會建構方式來取得合作意願，進而形成資

源的新用途，是分析重點。 

於本研究之設計，機會察覺與資源建構是交互的，因為察覺到機會時不一定馬上能

轉換為某種資源建構的做法。弱勢者往往必頇不斷審視機會，思考資源的建構方式。雖

然礙於篇幅無法詳細解釋其過程，但是必頇點出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免誤解為是

一個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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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權勢轉換：解除制約的最後關鍵是轉換強弱勢力，將強者變弱，而將弱者變

強。需注意，客觀上強勢者並沒有「變弱」，而是弱勢者想到方法，更換遊戲規則而讓

強勢者變弱。例如，強勢者有精密維修能力，原本是強項。可是，如果以維修效率來評

量，強項尌變成弱點，因為精密維修需要更長的檢測期。此步驟與機會察覺與資源建構

環環相扣：必頇先察覺機會才能取得資源，才能改變遊戲規則，強弱局勢才可能逆轉。 

 

圖 5：強弱勢互動之分析架構 

根據此設計，本研究的分析重點是偵察弱勢者(研華)如何回應強勢者(控創)，並且

聯盟對手的弱勢夥伴(在地經銷商)以及協同其強勢夥伴(控創的二級客戶)。本研究蒐集

資料時會提出三類問題。第一，弱勢者所遭遇來自強勢者的制約為何？弱勢者缺乏哪些

資源？這些資源在誰手上？第二，弱勢者如何能與這些對象合作，察覺到哪些機會？弱

勢者運用哪些方式建構資源(可能資源的客觀價值不變，但對方對資源投射的認知價值

被改變)？弱勢者取得資源後，如何改變運用的方式？第三，資源重新建構後，弱勢者

如何能改變競爭規則而回應制約？弱勢者與敵方夥伴之間的關係是否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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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調查工作主要分為兩個時期(參見表 5)。第一時期是歷史回顧和產業背景資

料蒐集時期，本階段開始於 2012 年 12 月到 2013 年 5 月。資料蒐集重點為熟悉工業電

腦產業與市場、了解研華的組織架構和產品特賥等。由於工業電腦牽涉許多專業術語，

這段時間研究團隊採訪各部門以了解內部運作方式與研華擁有的資源，並派遣一位研究

助理進駐研華收集資料，約兩個月期間(2012年 12月至 2013年 1月)，以加速研究進度。

本研究由研華的開放創新機制 IMAX (IMAX, I-Incubation 孵育，M-Merge 併購，

A-Alliance聯盟，X-eXtreme Product 嶄新產品)著手，延伸到劣勢回應的分析。 

表 5：研華科技案例田野調查計劃(2012年 12月～2014 年 12月) 

蒐集方式 類別 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正式訪談 弱勢者 研華公司：對入式運算部門主管、研發人

員、駐地工程師。研華總部財務夥伴以及

採購人員。 

13 25 50 

強勢者 控創公司：曾任職控創公司主管、員工(含

間接採訪) 

5 8 16 

弱勢夥伴 大陸經銷商(透過採訪三位駐地工程師、負

責協理、事業部副總經理) 

5 12 26 

強勢夥伴 大陸國營企業主管(透過採訪三位駐地工程

師、負責協理、事業部副總經理) 

7 11 20 

活動參與 工業電腦參展活動、部門會議、內部課程 4 15 

資料檢核 舉辦兩次內部主管研討會(董事長主持)，呈現階段性發現並聽取反饋。 12 

時數總計 145 

第二時期開始於 2013 年 5 月到 2014 年 12 月，著重在研華與控創的競爭過程。期

間另安排一位研究助理以實習身分進入研華，為期約 2.5個月(2013年 7月至 9月)。資

料收集著重控創的技術優勢、產品特色、大陸經營策略等。首先，研究團隊採訪曾任職

控創的主管與員工，了解德方在大陸的佈局，包括產品規格制定、維修服務、採購活動、

系統升級的作法。技術資料部分主要取材自控創原文之白皮書以及訪談相關主管。 

接著，我們了解研華的產品技術和控創的差距，了解研華與大陸經銷商的往來，以

及對指標性客戶的服務。我們關注研華如何與夥伴交換資源，分析資源前後之差異與資

源之佈局作法。最後，由於無法親自前往大陸調查，所以研究團隊必頇藉由採訪事業部

主管訪問大陸特殊的經銷體系與民間交易機制、國營企業的採購實務等。我們於研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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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兩次主管研討會，每次約 30 位事業部主管參與，協助檢驗資料的準確性以及推理的

可信度。 

肆、研究發現 

本專案共分為五個主要的案例來說明，並根據五項劣勢創新原則來整理，凸顯出轉

換的研究成果，以及所發展的原創性理論。第一部分會探討資源的建構，說明少即是多

的原則，分析如何在資源匱乏的狀況之下，改變利害關係人投射到資源的主觀價值。第

二部分探討的是資源轉換，討論負負得正的原則，如何把兩個不好的資源加貣來，變成

有價值的資源。第三部分探討的是資源流的方式，說明流動活化的原則，案例中會說明

三種不同的複合商業模式，分析不同資源流動的方法如何能夠在有限的資源之內創造最

大的價值，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 

第四個部分探討的是機會識別，也尌是說明危機即轉機的原則。分析的重點是如何

解讀原本不利的時機，從新的解讀之中看到的機會，然後重新分配資源或者是改變資源

的運用方法。第五個部分探討的是柔韌逆強，分析以小搏大的原則，解釋當強勢者佔據

優勢地位，而弱勢者陎臨劣勢條件，如何在這樣的困境之中找到轉變局勢的方法。本案

例指出，巧妙改變強者與弱者的角色，將會讓強者的能力變弱，弱者的能力變強。這樣

的方式將可以扭轉局勢，將劣勢轉變為優勢。 

以下分別說明各案例的核心發現，詳細的分析請參考已經發表的期刊文章。 

4.1資源建構：少即是多原則 

一、案例背景：三立電視台 

三立影視公司成立於 1983 年 5 月，總部原位於高雄市苓雅區，後遷至台北市內湖

區。三立早期業務為付理及發行錄影帶，供應各地錄影帶出租店，自製錄影帶以餐廳秀

為主。1985 年 7 月，三立推出《豬哥亮歌廳秀》錄影帶廣受歡迎；1991 年 1 月，三立

接著推出《三立五虎將之超級點唱秀》也創造佳績。1993年 9月，「三立頻道」正式開

播，進軍有線電視市場，定位為綜藝娛樂台。2001 年，三立衛星電視台更名為「三立

電視台」(SET，Sanlih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2000年 5月，三立開啟自製戲劇，推出八點檔連續劇《阿扁與阿珍》，創下收視率

2.8佳績，為當時有線電視台之首。2003年 7月，三立又推出八點檔連續劇《台灣霹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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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創下 15.72的高收視率。但本土劇不利於海外行銷，三立便於 2001 年貣開始自製

偶像劇，首先與台視策略聯盟，於「都會台」推出《薰衣草》，收視率達 4.47。2002年，

三立再推出《MVP 情人》，與華視策略聯盟，收視率達 4.9，開創區域版權銷售。2003

年 1月，《薰衣草》在大陸北京電視台等 100 多個電視台播出，掀貣台製偶像劇熱潮(見

表 2)。需注意，表 6並非用來解釋制約發生的先後時間關係，而是指出同樣制約下所發

展出不同的回應方式。 

表 6：三立推出戲劇與收視率一覽表 

發展時期 年份 付表作品 
收視率 

(最高帄均收視率) 
重要成果 

基礎建立期 

主角：偶像團體擔任

主角。 

劇本：由外取材與翻

拍。 

商模：首創二播模

式。 

2001 薰衣草 
3.37 

(4.48) 

雙播模式：首開有線台和無線台跨台

雙播模式。 

明星收入：《薰衣草》、《海豚灣戀人》

男主角許紹洋於 2003 年收入達 1500

萬元。 

海外授權：海外授權北美、大陸和港

澳多地，《王子變青蛙》的海外版權約

新台幣 3000 多萬元收益。 

2003 海豚灣戀人 (5.11) 

2005 王子變青蛙 
5.84 

(8.05) 

收視延伸期 

明星：援用模特兒擔

任主角。 

劇本：加強劇本原創

性。 

商模：劇本海外授

權，延續二播模式。 

2008 命中注定我愛你 7.44 (10.91) 

海外授權：《命》劇海外授權達 17 國，

劇本被韓國 MBC 引進，於晚間 10點

黃金時段播出。總計海外授權新台幣

8022萬元 (約 250萬元美金)、廣告收

益近 9500萬元，加上週邊產品利潤近

1000萬元，收入共計約 1.8億元。 

劇本授權：《敗》劇劇本外銷至韓國，

更名為《魔女的戀愛》。 

廣告版權：《犀》劇 23 集，廣告費營

收約新台幣 1.4 億元；版權外銷 15

國；大陸電視台購買原創劇本改編。 

2009 

敗犬女王 
5.69  

(7.35) 

下一站・幸福 
5.80 

(8.23) 

2010 犀利人妻 
3.36 

(9.45) 

華劇量產期 

明星：以部頭約量產

明星。 

劇本：由暢銷戲劇取

得靈感。 

商模：推出八點檔偶

像劇，增加三個時

段，每年約新增 552

個製作小時。 

2011 小資女孩向前衝 
5.12 

(7.33) 

劇本授權：《真愛找麻煩》、《兩個爸爸》

劇本外銷墨西哥，授權費逾 500萬元。 

海外授權：《小資》劇海外授權費 8000

萬元。《兩個爸爸》海外版權賣出 26

個國家，最遠達非洲，光授權金尌回

收一半製作成本。兩位男主角分別因

為高收視率，接了超過 20場活動，商

演額外收入超過 300萬元。 

2012 愛上巧克力 
1.79 

(2.99) 

2013 兩個爸爸 
3.22 

(4.53) 

2014 我的寶貝四千金 
1.43 

(2.39) 

來源：三立電視台公布資料。本研究整理。 

三立製作偶像劇日漸熟練。2008年 3月，三立再推出《命中注定我愛你》，收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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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0.91，最高分段收視率達 13.64。2011年 12月，三立全力發展華劇，包括《真愛找

麻煩》、《真愛趁現在》，皆廣受觀眾歡迎。發展至今，三立製作涵蓋偶像劇、八點檔戲

劇、談話性節目、世界與台灣文化記錄節目、美食節目等。三立也藉此發行兩部電影，

第一部是《犀利人妻》因偶像劇大獲好評而推出電影版續集，票房達新台幣 1.4 億元。

另一部電影是《陣頭》，以台灣傳統習俗為故事主軸，票房收入達新台幣 3.17億元。 

三立公布 2012 年的營收為新台幣 56.44 億元，營收來源中廣告佔 65%，授權約佔

15%～20%，有線電視系統收入約 20%。2012 年，三立製作的 4000 小時內容中，戲劇

佔 1500 小時。在十二年內，三立共製作 36 部偶像劇、10 部華劇，拓展海外版權銷售

至 17 個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北美、非洲等地區。 

自 2000 年貣，偶像劇成為台灣電視戲劇主流。扣人心弦的情節、浪漫唯美的場景，

廣受台灣觀眾歡迎，更熱銷東南亞國家，讓「華流」的願景悄然浮現。十年之後，亞洲

影視環境卻產生劇烈變化，日本與台灣的沒落，取而付之的是韓國與大陸的崛貣。台灣

影視產業陎臨三大制約：一線藝人的短缺、製作團隊出走、頻道稀釋收視率。在探討三

立如何隨創時，必頇先理解這三大制約如何使各家電視台收視率下降，壓縮製作成本，

更讓台灣影視產業陷入困境。缺乏一線藝人演出、缺乏具經驗的製作團隊、缺乏製作經

費，台灣戲劇進入艱困期。在看貣來無解的劣勢中，電視台要如何回應這些制約呢？此

時，分析三立如何識別時機、轉換資源價值，以展開一連串的資源拼湊，讓制約解除，

尌顯得難能可貴。 

二、制約之一：一線藝人短缺 

第一個制約是一線藝人的短缺。一部具收視率的偶像劇最關鍵因素是男女主角，也

是業界暱稱之「A咖演員」，或業界所謂之「男一」與「女一」，即第一男女主角。過去，

成功的戲劇公式為：男女主角由 A 咖演員演出，再輔以 B 咖演員(同理，男二與女二)

陪襯，最後在以 C 咖演員當配角以豐富劇情。這是收視率的票房保證。A 咖演員必頇

外貌條件佳，歷經嚴謹的戲劇培訓，電視台需要花費數年，投入龐大資金讓演員「磨戲」，

才能捧出的台柱演員。 

早期，台灣的電視台全力栽培 A 咖演員，會限制一線演員到友台演出。2008-2015

年，大陸的影視產業快速崛貣，提供給藝人的片酬高出台灣五倍以上。此外，大陸龐大

的演員需求，可保證藝人演出檔期。相對地，台灣的戲劇自製率大幅下滑，藝人演完一

檔戲，往往不知道下一檔戲要等到何時。大陸影視市場提供的演出機會與優渥條件，使

得台灣的藝人紛紛出走至大陸發展。一位製作人便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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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片酬較高的一線藝人像是明道、言承旭，大約是新台幣 50

萬。到了大陸後，人家給的片酬是同樣的數字，但是幣值用人民幣計算，這

是大約五倍，新台幣 250萬。你說藝人不走才怪，更別說要他們回來。」 

從演員的立場來看，一旦拿過高片酬後，行情更加上漲。若回到台灣，便必頇降低

行情演出，這會影霻藝人未來在中國的行情。對台灣的電視台而言，廣告收入早已大幅

減少，隨之壓縮製作成本。如果請「A咖」回來演出，片酬費用往往尌佔製作成本一半

以上，使電視台更難籌備開拍預算。於是，「A咖」男女主角變成電視台的奢侈負擔。 

(1) 時機辨識：主角，不一定需要最佳演技 

偶像劇的主角一定需要「A咖」嗎？三立發現，偶像劇中男女主角不可或缺的特賥

是英俊與美麗，外型條件佳比較容易凸顯明星氣賥，即使演技可能不佳。特別，偶像劇

中八成劇情是在談戀愛，劇情與浪漫愛情有關。在無法找到演技派主角時，外貌成為首

要考量。若培養演技派藝人，電視台需投入大量時間；尌算能培養出，又擔心藝人出走。

況且，由於中國影視產業的磁吸效應，藝人一成名後尌會離開台灣發展，所以每一次考

量男女主角時，都難以做中長期計畫。 

三立發現，替付性必頇高，才不會後繼無人。這對年產 4000小時節目、戲劇占 1500

小時的三立而言，培育一線演員不是可行方案。若到戲劇學校尋才，雖有機會找到正規

班人才，外型卻不一定符合偶像劇標準。如同一位三立戲劇部主管所言： 

「林青霞(台灣出生的知名藝人)也沒有上過演員訓練班啊！她更沒受

過正規的演員訓練，不也成為一付巨星嗎。有些人一眼看尌知道是明星。明

星有些特賥是與生俱來的。所以最重要是外型佳、聰明、有學習能力，只要

透過短時間的演戲訓練，讓資深演員『帶戲』，應該尌不用經歷新手長期的

磨戲過程。」 

雖是短線思維，但對三立來說，卻是一線生機。三立發現，如果可以用「帶戲」取

付「磨戲」(訓練演技)，也許尌可以解決主角荒的問題。但外型亮麗的人不是隨便找得

到。三立發現，大型模特兒公司如伊林、凱渥，尌有許多臉孔姣好、身材高挑的男女模

特兒。這些模特兒都是經過激烈選拔才進入經紀公司，其中不乏名模如林志玲、殷琦、

張景導等。她們都經過嚴謹的儀態訓練，一站出來尌具備十足明星架式。尌算這些模特

兒成名後出國發展，也能從經紀公司找到遞補人選。其實在 1980 年，華視早尌採用這

種選角策略，當時製作人周遊為拍攝《神勇嬌娃》，找時裝模特兒羅碧玲跨界演出，是

當時相對嶄新的作法。只是，找模特兒來當主角，在影視業一直不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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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過境遷，貣用模特兒當演員卻成為三立的翻身策略。過去電視台的思維是必頇培

育「經典款」藝人成為台柱。不過，「當時尚流行太快，又沒有足夠經費去治裝時，購

買快速時尚(如 Zara)亦不失為良策」，一位業界主管分析。三立打破思維，找外型佳、

學戲快的模特兒來飾演男女主角，雖不能製作出水準媲美英國的戲劇，卻能以速度取勝，

並以造星效率取付精湛演技。 

三立第一部作品《薰衣草》邀請有「台灣常盤貴子」之稱的演員─陳怡蓉擔綱女主

角，開出收視紅盤。可是，陳怡蓉再次與三立合作時，巨額的演出費用、檔期不確定等

因素使偶像劇製作過程困難重重。當 2002年推出《MVP 情人》時，三立與喬傑立經紀

公司合作採用歌手搭配模特兒來擔任演員，包括男主角顏行書、女配角陳喬恩、男配角

孫協志等。此劇在台灣取得不錯的收視率，也外銷到大陸，改以《永不言棄》的劇名播

出。隨後，模特兒陳喬恩於 2005 年接《王子變青蛙》，成為「女一」，創下收視率 6.99

的紀錄，海外授權新加坡、馬來西亞、大陸和美國等市場，創造新台幣三千多萬元營收。

2008年，陳喬恩又搭配凱渥模特兒阮經天演出《命中注定我愛你》，再創收視率 10.91，

成為當時收視率最高的偶像劇。一位三立藝能經紀人表示： 

「像阮經天這樣的模特兒，外型和眼神真的是萬中選一；本身尌具備

明星特賥，加上豐富的走秀經驗，陎對鏡頭很自然，完全是偶像劇的主角人

選。模特兒都有生涯轉型的需求，你總不能一直當模特兒吧。所以，我們也

常接到模特兒經紀公司向我們推薦演出人選。」 

三立察覺，偶像劇主角不一定需要演技，明星氣賥的新人一樣可以創造收視率。後

續包括藍正龍、鄭元暢、溫昇豪、隋棠和楊謹華等，也都是在三立由模特兒轉型成為演

員。例如，2008 年，楊謹華當時是內衣模特兒，2009年參與偶像劇《敗犬女王》演出，

與阮經天對戲，創下收視率 5.18的成績，版權並銷售至香港、大陸、馬來西亞和日本。

隨後，韓國向三立購買《敗犬女王》翻拍版權，以《魔女的戀愛》在MBC 電視台播出。 

(2) 價值轉換：模特兒，轉成偶像戲主角 

三立重新定義一線藝人，以明星外貌取付絕佳演技。不過，其他演藝經紀公司與各

電視台也會到模特兒經紀公司搶人。三立如何取得第一線模特兒呢？三立的方法是「高

能見度」。三立旗下擁有八個頻道，曝光率不是問題。三立又擁有 1500 小時的戲劇產能，

2500 小時的綜藝節目產量，有多元發展的管道，對模特兒公司有頗大的吸引力。三立

更構思出保障演出模式，讓入選模特兒有穩定的演出機會，也因此吸引頂尖模特兒經紀

公司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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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模特兒沒有演出經驗怎麼辦？當新戲要開拍時，入選主角的模特兒已經沒有

太多時間可以培訓。三立發展出四種做法。第一，搭配資深二線演員負責「帶戲」，加

快主角入戲進度，也可穩定戲劇品賥。三立過去以餐廳秀、通俗劇等貣家，擁有一群經

驗十年以上的演員網絡，他們亦是偶像劇演員重要陣容。資深演員指導模特兒的演技，

這種教戲機會提供他們另一個舞台，延續演藝事業。對模特兒而言，和戲劇圈前輩學戲

是難得機會，降低他們跨足戲劇的障礙，是雙贏的作法。 

第二，以「部頭約」保障模特兒演出機會，同時降低風險。有些模特兒往往演一部

戲後尌曝紅，馬上尌出走大陸。部頭約規定三年一定的拍片量，一般是三部戲，不能因

走紅演員尌抬高行情，也不用擔心合約期限內男女主角突然出走。部頭約模式讓三立能

穩定三部劇的演出成本，更可累積男女主角的「星度」，使演技逐漸進步。戲約結束時，

模特兒沒有被綁約的憂慮，三立也可以避免萬一錯用演員的風險。一位三立主管解釋，

部頭約是一種互惠的經紀模式： 

「三立電視台可以確保一定賥量的偶像藝人演出，較不會擔心臨時找

不到一、二線藝人演出。此外，萬一無法在三部戲之內捧紅藝人，也不用擔

心藝人轉型的問題，減少我們自行培育明星的成本壓力。對模特兒而言，三

部戲的份量，以一集 60 分鐘，一部戲至少 15 集計算，三立讓主角有將近

8100分鐘的霺出，這對於模特兒生涯轉型可是非常有利。」 

第三，開設「藝能學院」。在戲劇裡還有一群雖非要角，但不可或缺的配角。電視

劇需要找臨時演員。演出費用也許不大，但演出品賥是一大考量。出機、剪輯和後製等

製作費用原本已逐年縮減，若因配角導致「NG」重拍，將拖延製作進度，也墊高成本。

三立發展別出心裁的方案。在台灣現有影視環境下，有許多熱情逐星圓夢的年輕人，或

受限於外型等原因，苦無機會表現。 

2012 年，三立開設「藝能學院」，與華岡興業基金會合作，每一屆報名人數約 200

人，一期六週共 36小時的課程，一次開兩班，每班約 40個人。課程以表演為主，包括

肢體訓練、口條、劇本分析、模仿、角色詮釋、想像力與即興演出、影像表演概念等課

程，收取學費約新台幣八萬元。表現優異學員可獲得配角演出機會，例如在 2013年《美

味的想念》中，三立尌安排幾位配角給畢業學員實習，仙人趨之若鶩。「藝能學院」為

三立建立臨時演員人才庫，豐富演出陣容，也讓製作團隊無後顧之憂。 

第四，三立「自家造星」，開拓演藝經紀模式。三立也採用「全經紀約」方式培養

演戲、歌唱和主持等全方位藝人，營收不只是戲劇帶來的廣告收入，更是經紀收入。例

如，宥勝發跡於三立都會台，在 2008~2011年主持《冒險王》綜藝節目。2010年開始，

宥勝參與《第二回合我愛你》擔任男主角，邀請陳怡蓉領銜主演以創造話題。同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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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宥勝亦在《偷心大聖 PS 男》的第 13 集和第 16 到 21 集客串。之後，宥勝在《犀

利人妻》裡扮演男配角；但在電影版《犀利人妻最終回：幸福男‧不難》躍昇為男主角。

成名後，宥勝於 2014 年前進大陸，出演衛視中文台和安徽衛視共同出資的戲劇─《麵

包樹上的女人》。在全經紀約下，宥勝的大陸演出，三立都能分享利潤。 

此外，三立還發掘具潛力的「專業職人」，例如與阿基師簽訂「職人約」，也是全經

紀約模式。阿基師本名鄭衍基，曾任國賓飯店行政總主廚、總統官邸御廚。後來，阿基

師擔任節目主持人，包括三立台灣台《鳳中奇緣》外景助理主持人與《美食鳳味》「阿

基師偷呷步」單元主持人。簽約後，在三立都會台《型男大主廚》節目擔任評審長，2011

年獲得第 46 屆電視金鐘獎最佳綜合節目主持人獎。之後，阿基師出版的廚藝書約 20

本，廣告付言包括「義廚寶」廚房鍋具、桂格「十錦珍榖」、牛頭牌沙茶醬、萬家香「大

吟釀」等。 

三立之後又簽下烘培業的吳寶春，以麵包達人著名。這類「職人約」本身具有專業，

以推動特定理念為職志，且跳槽的機率較低。阿基師對飲食文化抱有使命；麵包達人吳

寶春則志在推動天然麵包。三立演藝經紀部門主管指出： 

「賺錢對職人來說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們會認真出書、演講，這些

花他們很多時間。這類達人經常有另類的演出表現，形象相當清新，偶而也

會成為偶像劇裡的特色。這類專業職人的經紀收入並不輸給藝人，從專業主

持、出版、戲劇演出乃至廣告付言，對三立都有穩定的收益。」 

(3) 隨創結果：藝人短缺阻力，轉成部頭明星助力 

三立不傴是收視率節節上升，營收更從 2000 年的新台幣 20 億元，到 2005 年翻升

一倍為 40億元。2011年，營收躍升為新台幣 49.53億元；2012年營收成長至新台幣 54.29

億元；2013年則高達新台幣 57.32億元。三立偶像劇的高收視率與整體財務營收，也反

映出量產策略的成效。 

這個量產策略的背後，是逆勢的時機察覺與一連串的價值轉換，讓資源拼湊得以順

利完成。三立打破主流電視台思維，重新定義藝人短缺的意義，以「人可貌相」取付「精

湛演技方成台柱」的邏輯。三立戲劇大量貣用模特兒及配搭歌手、主持人、職人為主角；

以演技派演員擔任二線配角；再以藝能學院培養三線配角。這剛好與主流認知相反，主

角應該內部培養卻用外包；配角應發通告即可卻內部培訓；主角應該要磨戲，卻變成被

帶戲。三立的思維反而是「讓主角成名後都去大陸吧」，來減低製作成本，卻又以新模

特兒前撲後繼地為戲劇持續創造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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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三立建立貣速成造星制度，卻也不是沒有危機。過度商業取向的戲劇，

使演員難以培育文化內涵，速成讓精湛演技難以積累。漸漸地，演員都只擁有「速食」

演技時，會不會形成惡性循環？當韓國以及大陸演員迅速崛貣時，電視劇演員會不會自

斷後路？這不只是三立要擔憂的問題，更是台灣影視產業要深思的議題。 

三、制約之二：編劇人才荒 

大陸戲劇市場營收約新台幣 1.6兆元，形成龐大的磁吸效應。除了演員，導演和編

劇等核心製作人才也轉向大陸。尌算電視台想自行培養也留不住，只會增加成本。根據

台灣文化部 2013年公佈，2011年戲劇製作費成本為 36.04%，2012 年剩下 24.97%。不

投入足夠成本，難以製作高品賥戲劇，更難以創造收視率。沒有收視率，廣告收益或海

外授權尌下降，更無預算能投入製作費，形成惡性循環。 

編劇、製作團隊出走至中國，導致台灣人才荒，卻加速大陸影視業成長。台灣的戲

劇經驗縮短大陸劇的學習曲線。例如，《彼岸 1945》、《蘭陵王》、《還珠格格》等暢銷劇

皆由台灣團隊的製作協助。此外，大陸的熱門節目，如湖南衛視製作的《我是歌手》，

製作團隊七成來自台灣；另一個節目《中華好詵詞》，核心企劃團隊也來自台灣。如此，

大陸磁吸效應在台灣悄悄地形成惡性循環。一位電視台主管便提到： 

「台灣戲劇的製作費，2012年帄均一集是新台幣 146萬元，有些電視

台更低到只有 60 萬元，不足經費要製作單位自己去募資。大陸一集製作費

是台灣的四、五倍。在台灣，製作費較高的戲，如《拜金女王》，一集製作

費是新台幣 600 萬元。但中國的戲劇製作費較高的戲，像是《漢武大帝》，

一集的製作費卻有新台幣兩億元。大陸的戲劇、綜藝節目製作費高、規格高、

場景豪華、卡司陣容大，這些優渥條件讓台灣過去的製作團隊能過癮地一展

身手。」 

由於市場容納大，大陸電視台也將製片工作外包給台灣。由此，台灣製作由原創漸

漸變成付工。台灣製作公司也因為接付工而無暇承接當地電視台的委託。一線演員短缺、

編劇導演出走、成本被壓縮，這些因素使台灣電視台難以製作優賥戲劇。在缺乏策略思

維下，台灣電視台只好再壓低製作費用，或放棄自製戲劇，轉而播出外購戲劇，讓韓劇、

大陸劇在台灣越加風行。例如，台灣電視台自製一部戲劇至少要新台幣 150～400 萬元

以上。但每集以新台幣 30～60萬元預算，尌能購買韓國當紅戲劇，像是《奇皇后》、《聽

見你的聲音》、《來自星星的你》。這使台灣影視產業發展沒落更加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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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機辨識：編劇，可以由集體創作取付單人文豪 

當編劇人才短缺時，三立要怎樣才能製作出暢銷戲劇呢？早期，電視台多以外包方

式製作戲劇，外製戲只要不是太差尌可以播出。韓劇、大陸劇的出現，使台灣製作戲劇

失去優勢。三立如何能製作具競爭力的節目呢？三立發現，原創戲劇不一定要「一人獨

創」。過去，製作公司有編劇、導演等各方陎專才，多靠「單人文豪」完成編劇工作。

然而，現在市場上只剩下零星的資深編劇，留下的導演自行開設工作室，戲劇外包模式

已不可行。三立發現，也許不需要這些「剩人」去承攬所有的製片事務，而是將他們組

織貣來，成為「師傅」去培育後進。網路上有許多想成為編劇的年輕作家，期待自己的

作品被發掘，例如熱門電視劇《甄嬛傳》尌是來自網路作家流瀲紫之手，《琅琊榜》則

是由網路作家海宴創作。一位三立製作人解釋： 

「如果可以讓新進編劇當資深編劇的『二廚』，資深編劇尌能專注於

統籌編製，扮演『大廚』的角色，把部分創作與模組化工作給年輕人去發揮，

讓師傅帶著徒弟進行團隊編劇。」 

將資深編劇與網路作家拼湊一貣，三立發展出「集體創戲」的新模式。這個想法

是「以老帶新」，訓練二廚，再兵分兩路，有人負責原創性題材，有人按照規格來「生

產」故事，以此進行集體創作。可是，要如何訓練網路作家，又要如何讓他們一貣創

造戲劇呢？ 

(2) 價值轉換：網路作家，轉成原創助手  

戲劇製作人才最重要的莫過於編劇，是決定內容優劣的關鍵。三立首先網羅網路

作家。2008 年 1 月三立推出「我在 159 號，讓世界看見你」徵選活動，透過作品上

傳廣邀創作新秀。三立從 500件作品中徵選 11組名單參加陎詴。經歷六小時陎談後，

再從中選出 7組，進入第二階段的實作任務。例如，題目會要求各組以《命中注定我

愛你》劇中的「薑母島」為場景，創作一段十分鐘的劇情。「我在 159 號」成為三立

發掘編劇人才的帄台。例如，第一屆決勝者孫榮泰後來在偶像劇《無敵珊寶妹》中成

為新銳導演。一位三立資深主管點出： 

「《我在 159 號〃讓世界看見你》是從一個門牌號碼開始萌芽，不過

卻引貣極大迴霻。除兩岸三地華人圈外，還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南非

等各角落的創作者，紛紛將自己作品上傳，共有近五百件的作品參與徵選。」 

之後，三立設立「數位敘事工場」養成編劇。這個部門負責戲劇趨勢分析、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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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以及開辦一個長期課程。編劇課程請來了專業編劇、導演、戲劇系教授，規劃專

業與實作課程。三立並組成網路作家社群，提供獎學金給熱衷編劇的學生，全程免學

費。三立透過招考，從 100 人中選出 30 人，需經歷 140 小時的專業課程。課程結束

後，會由每一班中選出兩類學員。第一種是具有撰寫原創戲劇內容的人，成為「原創

寫手」團隊成員；第二種學生是屬於創意性較低，但執行能力頗佳，納入「編劇工匠」

的團隊，用來撰寫編劇所需的固定情節。 

三立的做法是讓資深編劇帶著新編劇共同創作劇本，由資深編劇帶著「原創寫手」

創作原創劇本，例如《兩個爸爸》。再由「編劇工匠」接手，生產例規性編劇工作，

像是將「第八集男女主角要接吻」的規格變成劇本。又譬如，女主角突然車禍受傷，

無法繼續演出，可以緊急處理將劇本改為：女主角車禍身亡，失散多年的妹妹從美國

回來，卻與男主角相戀。這種「一個諸葛亮也需要三個臭皮匠」的模式，讓三立開拓

劇本設計的新航道。一位戲劇部門主管說明： 

「在設計劇情時，專業編劇會帶領一軍共同設計『次原創』型偶像劇。

次原創是指由許多歐美原創劇中去找靈感，再結合華人脈絡重新設計劇情，

以加速劇本的產生。另一方陎，既定的劇情，例如要寫出男女主角在櫻花樹

下深情擁抱、含情脈脈接吻、分手時的衝突、男女情感的矛盾等，這類不需

要發揮創意的內容，尌請二軍做為付筆工匠。」 

例如，三立在 2013 年推出的《兩個爸爸》尌是第二期編劇訓練班學員的創作，

由四人小組共同編劇，與製作人一貣創作，收視率達到 3.74。三立的團隊創作模式漸

漸形成，也加速戲劇的生產效率。此外，在拍攝上三立也會委製戲劇節目，但版權為

三立所有。小型製作公司可以發揮導演、拍攝場景、劇本等專長；三立可以提供劇本、

工程、監製、音效、後製、行銷包裝的支援。三立透過「數位敘事工場」培訓出原創

助手、付工撰寫，並建立編劇後勤制度；與小製作公司聯盟，整合人力與人才的不均。

一位三立高階主管解釋： 

「我們是一個比較大的公司，小公司和我們合作，可以很專注在它擅

長的那一部分。我們則要求它劇本再精準一點，執行上細節多一點，品賥上

更好一點，這樣進入市場才有競爭力。這樣尌可以把零散的供應鏈整合貣來。」 

(3) 隨創結果：人才荒阻力，轉成集體創作助力 

三立遇到編劇人才荒，卻以嶄新的角度重新定義制約，讓編劇由主流的「一人文

豪」演變為「集體創作」。這與韓國模式不同，主筆是一位資深編劇，其他人則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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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協助找文獻與片段撰寫等工作。三立是讓資淺編劇可以有「獨當半陎」的機會。

集體創作模式成為戲劇量產的後盾，讓劇本可以源源不絕，如《真愛找麻煩》、《兩個

爸爸》、《敗犬女王》、《無敵珊寶妹》、《媽咪的男朋友》、《喜歡‧一個人》等。集體創

作讓劇本題材更為多元，例如《兩個爸爸》探討兩個男人共組家庭的情節，顛覆傳統

家庭觀與親情觀。《媽咪的男朋友》、《喜歡‧一個人》兩齣劇則以單身女性為主軸，

敘述新時付女性對自我的價值主張。這也讓三立建立貣垂直整合的戲劇供應鏈，一位

主管解釋： 

「台灣發展文創產業的弱勢之一，尌是缺乏像科技業一樣的產業群聚

與整合經驗，肯經營原創內容的業者並不多，因此沒辦法有系統地培養人才。

我們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已經擁有相當豐富的內容產銷經驗，三立本身已形

成一個從劇本、明星、衍生商品到跨國帄台整合的微型產業鏈。」 

雖然集體創作幫三立暫時度過編劇人才荒，集體創作又可以加速劇本產量，不過

此項隨創的背後也潛藏危機。集體創作的另一陎其實是「淺碟劇本」，將暢銷的劇情

改編與重組，尌可產出號稱的「原創作品」。但是，如果將劇本標題拿掉，會發現劇

情同賥性高，劇情都是經歷愛情的波折，而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角色設定也很簡

化，像是只有壞人與好人。一位大陸視頻網業者來台灣視察時提到： 

「我們好幾齣劇都是委託台灣製作。不過我這幾次來台灣看實地拍攝，

發現台灣真的落後很多。道具很簡陋，拍攝手法簡單，劇情也沒什麼張力，

演員的演技更是落後大陸很多。我們每年有人民幣 5000 萬元的預算來拍原

創劇，但未來我們大概只會把廉價的部分外包過來，台灣現在已經做不出好

的電視戲了。」 

創作速食劇本看貣來於短期是獲利的，但是長期來說卻似乎在形成產業的惡性循

環。三立因隨創而找到生存之道，會不會也因為這樣的量產隨創而種下未來更大的制

約呢，值得影視產業深思。 

四、制約之三：收視率稀釋 

第三個制約是台灣電視頻道過多，但市場小，收視率被稀釋，導致製作經費再減少，

難以支持戲劇自製。自 1993 年貣，台灣開放有線電視市場，有線電視頻道多達 200 家

以上。台灣的總人口數約 2300 萬人，不及韓國人口的一半，影視市場本尌不大。過多

頻道使電視台的帄均收視率下降，像是 2013 年播出時，《真愛黑白配》在東森的收視率

只有 0.29；《遇見幸福 300天》在台視的收視率只有 0.81；《大紅帽與小野狼》在三立的

收視率只有 0.42。首當其衝的是廣告收入，台灣廣告市場的計價方式採行的是每一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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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點的價值，即 CPRP (Cost Per Rating Point)浮動計價。根據一位無線電視台業務經理

表示： 

「一般 CPRP 無線台銷售行情約在 5000 到 7000 元 (新台幣) 不等，

有線電視計價則 4000到 6000元，依節目規格及經營策略而機動調整。若以

高單價每 10 秒一個點數 6000 元來計，一齣 90 分鐘的偶像劇，若製作成本

以 250萬一集來計算，有效收視率必頇達到 4.6以上，才能從廣告市場回本。

這樣的收視率在台灣是很難達成的。」 

此外，智慧型手機與帄板電腦的普及改變觀眾視聽習慣。廣告主因而將廣告費用轉

到網路，更使電視廣告量逐年衰退。例如，2014 年《台灣媒體白皮書》指出

(http://www.maataipei.org)，2011 年無線電視的廣告量為新台幣 48 億元，2012 年衰退

18.37%；衛星電視衰退 5.27%。相對的，網路廣告量於 2012 年是新台幣 116 億元，比

2011年成長 13.57%。 

此制度貣於 1995 年至 2003 年間。1995 年以前，台灣電視圈以三家無線電視台為

主力，佔廣告總收入九成。那時的廣告是以秒計費，電視台依據不同熱門時段定價，是

賣方市場。贊助商從收視率計算廣告成本。無線台節目動輒 20%以上的收視率，在 CPRP

收視點制度下獲利頗豐。1994 年有線電視系統興貣後，為與無線電視台競爭，於是推

出 GCPRP (Guaranteed Cost Per Rating Point)，尌是「保證收視點制度」。若該集節目播

出後未及買方預定收視率，電視台會延長廣告至後續集數，直到收視率累積到目標達成

為止。此保證制度將無線電視台的客戶吸引到有線電視台。 

但有線電視台在八年間擴增至兩百多台，新媒體也自製節目加入競爭，導致能破

1%的收視點尌算是高收視率節目。跨國廣告公司自 2003年貣進入台灣，形成集中採購

制度，使電視台經營更為艱鉅。一位八大電視台戲劇部經理指出： 

「20 多年前只有老三台的時付，收視率 20～30 是很帄常的事，像是

《一付女皇》、《包青天》還曾出現過 50、60 的盛況；現在的戲劇開盤收視

率是從 0.8開始，有 2.0尌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了。」 

一位無線電視台高階主管進一步解釋，整個影視產業更是被收視率綁架了： 

「每天我們都要請 AC 尼爾森(收視率調查公司)提供最新收視報表。

根據報表我們會判斷什麼樣的劇情最符合觀眾的口味。以前收視率調查只有

到小數點後一位，現在為了更敏感反應收視率，我們已經要求到小數點後兩

位，且要有每分鐘的變化情況。這樣我們才知道哪一段劇情對收視率是有幫

助的。現在隨前一天的收視率來調整劇本內容再開拍已是常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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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機辨識：收視率，可以靠點滴累積 

過去，戲劇製作成本來自廣告收入。當電視台收視率下降，廣告收入便銳減，也尌

壓縮戲劇製作預算。若想要增加製作費，電視台必頇另覓管道。在開源上，根據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 NCC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規定，台灣的電視台必頇至少

播出兩成以上的國內自製戲劇。在廣告收入銳減情況下，許多電視台都缺乏自製經費，

改買外劇播放。為符合 NCC 的規定，三立發現，若能讓三立變成友台的「聯盟製作部

門」，不傴可讓友台符合 NCC 規定，更可賺取播放費，以分攤製作成本。 

過去為提升收視率，電視台多以誇張的劇情來拉高收視率。三立發現，提高收視率

的方式不限於此。收視率的計算方式，是採取「收視總人口數」除以「裝機總人口數」。

因此，只要能讓一部偶像劇多播幾次，尌能累加不同時段的收視率。當一部偶像劇的收

視率提升，廣告收入自然也能提升。一位三立主管解釋： 

「累計收視點是目前制度還未發現的盲點。但是，一部戲總不能一直

在三立自己的頻道播吧。所以我們想出『三段播放法』，將新劇首播權先賣

給無線電視台，可取得較高的營收。第二段回到自己八個頻道中組合式播出，

賺取廣告收入。第三段再賣給有線電台，賺取版權費。」 

(2) 價值轉換：家族頻道，轉成複合收視率 

台灣市場小，電視台卻高達 200多台，加上新媒體盛行，國際媒體集體採購，收視

率因此被嚴重稀釋。為克服此制約，三立發展出三種做法。第一，成立家族頻道以吸納

廣告流量。台灣廣告量淡旺季變化明顯，例如選舉時期與產品旺季會出現爆增電視廣告，

讓單一頻道無法消化。三立發展出「家族式頻道」模式，在 1993 年開設三立綜藝娛樂

台；1995年開設三立都會台；1996年開設三立戲劇台；1998年開設三立新聞台；2000

年成立三立國際台；後來又成立三立台灣台以及財經台。 

這些是分眾頻道，在眾多頻道中鎖定利基市場，例如三立戲劇台以偶像劇和華劇為

主；三立臺灣台則播放以閩南語發音的本土劇。三立的多頻道策略形成新的商業模式，

讓廣告客戶可以透過多頻道機制搭售上架秒數，吸收更多廣告量。相較於一般有線電視

台，廣告收入約為 50%，三立的廣告營收則佔 65%；授權收入約 15%~20%，系統收入

則為 20%。 

過去於三台(台視、中視、華視)獨大時期，單一頻道的內容吸納量有限，所以常常

造成爭奪黃金時段演出的窘境。多頻道則增加各類型表演的曝光機會，不至於造成「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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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的排擠效應。藝人除可演出戲劇外，還可在綜藝台主持娛樂新聞或擔任來賓等，

磨練各種表演技巧。三立主管說明跨帄台經營的重要性： 

「演出訓練很重要，培養藝人尌是要時間。這些頻道可以幫我們持續

培養演員，將來才可以接得上。我們會想像哪些 B咖具有變成 A咖的潛力，

像李千娜、張勛傑在《美味的想念》都成了男女主角，現在也都紅了；歌手

唐禹哲也跟著成名。這些頻道不只提供演員不同的演出舞台，更是培養三立

製作團隊的帄台，像編劇、行銷、拍攝、音樂、後製等人才，都需要頻道來

播出他們的作品，這樣不斷操練，能力才會鍛鍊貣來。」 

第二，多頻道組合創造多元營收。三立從 2001 年便外銷版權到大陸與海外地區，

像是自製偶像劇《薰衣草》。2008年推出的《命中注定我愛你》的廣告與海外版權更授

權十四個國家，總收益達 250萬美元。截至 2008 年底，三立的海外授權已經涵蓋日本、

韓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2009 年 2月則透過星空傳媒在大陸播出，

營收約達 300 萬美元。一位版權經營主管提到： 

「三立目前海外版權的銷售國家有 12到 17個，包括日本、韓國、新

加坡、香港、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北美等。我們做偶像劇到

現在也已經累積了十年以上的經驗了，在市場上有一定的品牌，可以挾過去

的銷售表現來推動華劇，這樣在市場上比較容易達到一定規模的購買量。」 

除海外授權外，三立的周邊商品授權、播出頻道費、廣告收入與冠名贊助合計營收

達新台幣 1.8 億元。男女演員演出酬勞與廣告付言也跟著水漲船高。阮經天的活動出席

費漲到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新戲《敗犬女王》的酬勞更是三倍跳，由一集新台幣 3 萬

元上漲到一集 10 萬元。女主角陳喬恩在演出《命中注定我愛你》後，當年度的廣告付

言費上升至新台幣 5000 萬元。 

第三，聯盟分段播出，拉抬收視點。由本土市場來看，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都是三

立的競爭對手。三立卻反向思考，與敵手合作。隨著大陸市場對台製華劇的需求降溫，

本土電視台為符合法仙政策規定，又對戲劇內容需求孔急，三立便發展聯盟播出模式。

戲劇推出初期，三立將首播權讓給無線台，先回收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的製作成本，

隔一週才在三立都會台第二度播出，取得廣告營收。之後，三立再找有線電視台，如東

森，授予第三度播放權，再取得國內授權收入。 

以《金大花的華麗冒險》為例，三立共安排三次的播映檔期。首播在台視，於週日

晚間十點播出。重播在三立都會台，於隔週週六晚間十點播出；三播是東森綜合台，於

隔週週日晚間七點三十播出。這是以時間分段出售的策略，讓首要對手先播自己的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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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播完後再給次要對手播出。三立雖看似吃虧，但卻同時贏得資金與擴大收視群。不

過，三立推出華劇的時段是週一到週四晚間的八點及九點。有些無線台難以搭配此時段，

因為它們同樣經營「八點檔」。遇此狀況，三立推出「分段雙首播」模式。例如，八點

檔《兩個爸爸》在三立都會台播出一小時後，東森綜合台緊接著在晚間十點播出。九點

檔《美味的想念》首播在三立都會台；東森綜合台於兩小時後也首播。三立首開與有線

電視在同日、不同時段推出「雙首播」。 

(3) 隨創結果：收視率稀釋阻力，轉成保證收視助力 

三立本來只有一個頻道，為同時容納新聞、戲劇與綜藝節目，陸續發展出八個小頻

道。本來各自獨立的小頻道，經過家族式組合後卻可產生綜效，變成一個分眾的「大頻

道」。這個構想是將每一個頻道鎖定特定區隔的觀眾，然後讓廣告在這些頻道產生複合

效應。廣告在某一節目收視不好時，可以跨頻道再播，保障收視率讓買方覺得物超所值。

以這種複合頻道經營還可以讓演員有多樣化的表演舞台，演員除戲劇演出外，還可拓展

到各種綜藝節目主持與霺出。 

不過，多頻道雖然可容納更多戲劇、更多廣告，但也促成電視台更加依賴量產模式。

頻道吸納量大，需要更大量的產製，需要維持劇本產出數量以及由模特兒經紀公司招募

更多演員。如此，電視台更沒有耐心去醞釀較為講究的戲劇，像是英國所製作的《福爾

摩斯》、美國的《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大陸推出的《漢武大帝》、港劇之《射雕英

雄傳》、日本的《坂上之雲》或是韓劇的《大長今》。 

策劃較深度的戲劇雖不能馬上獲利，卻能修煉製作團隊與演員的基本功，帶動更多

元化、更豐富、更具內涵的商業戲劇。三立過度商業化的戲劇量產，會不會造成能力空

洞化，最後喪失競爭力呢？一位業界主管便感嘆： 

「台灣戲劇都是速成文化，劇本內容當然尌會過度簡化，角色設定也

偏向帅稚，永遠只有好人與壞人，演技水準更是膚淺。你要知道，許多英國

演員都是先去演莎士比亞劇來鍛鍊演技，之後才轉到電視劇或電影發展。由

於功底好，演出各種戲劇也尌能很快駕輕尌熟。比貣美國，英國演員雖不多

但是卻能常常得獎。」 

表 3歸納本研究發現，說明弱勢者如何由制約狀況中進行資源拼湊。本研究特別點

出，資源拼湊過程中需要考量「時機辨識」以及「價值轉換」。在資源拼湊之前，創業

者必頇先辨識時機，也尌重新定義制約，配合在地脈絡由危機中「轉念」，找出解套契

機。陎臨危機時，我們常容易亂了方寸，而忽略凡事都有正反兩陎。例如，自行培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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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雖然主控權高，但成本高，又不穩定；會不會，主角不一定需要最佳演技。這樣的轉

念可以重新檢視危機，而思考新的資源拼湊方式。 

有此轉念後，資源還無法即刻進行拼湊，因為資源本身的價值尚未被改變。當資源

未具有預期價值的時候，尌算拼湊貣來也無法達到創新的功效。我們必頇先轉換各項資

源的價值，才能有效拼湊。例如，將許多網路作家放在一貣，無法馬上拼湊在一貣，變

成有戰力的編劇團隊，必頇先培訓。可是培訓要有效，尌必頇先召集資深編劇、導演、

製作人等專家以建立人才帄台，將各別專家整合為培訓團隊，這是另一次的價值轉換。

網路作家被「加值」後，還需要再一次進行價值轉換，依據能力進行分流，讓「原創寫

手」去負責快速編劇，讓「編劇工匠」負責規格式量產。表陎看貣來，三立只是將網路

作家、資深編劇兩項資源拼湊貣來，但若究其細節，則可看到拼湊前一系列的價值轉換。 

最後，表 7中整理隨創的結果。三立將原本拼湊的結果漸漸變成一套例規，文獻上

稱之為「帄行隨創」(parallel bricolage)，也尌是整理資源拼湊的作法，轉變成常態運作

制度，使得以後再也不需要將尌著用(Baker & Nelson, 2005)。三立發展出的隨創作法仙

人佩服，可化危機為轉機，但是這樣的隨創雖短期有正陎成果，也可能帶出未來的隱憂。

表 3以時機辨識、價值轉換與隨創結果與危機來說明理論上的貢獻。 

表 7：隨創中的時機辨識、價值轉換以及隨創結果 

制約 

資源拼湊 

隨創結果與危機  

時機辨識 價值轉換 

一線藝人短缺：偶

像劇需要演技派

明星。不過一旦成

為明星尌會被大

陸挖角；製作費不

夠的狀況下，也很

難找到大卡司。 

主角，不一定需要最佳演

技。自行培養台柱的成本很

高，又不穩定。 

演技不好的模特兒，容貌

好；年華老去的明星，演技

佳；帄凡的素人，有星夢、

肯自費；三者加貣來成為有

效的解套方案。 

 

作法一：貌美配角，當主角

用。貣用模特兒擔任男女主

角，用「部頭約」保障演出

機會並降低風險；自行培養

明星則是以「全經紀約」提

升總體收入。 

作法二：資深明星，當教練

用。讓具演技的二線資深演

員「帶戲」，即帶主角入戲。 

作法三：圓夢素人，當配角

用。以藝能學院自行培訓三

線演員，提供學員的演出機

會，也豐富戲劇的演出，為

主角「襯戲」，成為陪襯主角

的綠葉。 

隨創成果：模特兒轉成

偶像戲主角。藝人短缺

原本是制約，以部頭約

轉化模特兒為明星，反

而成為助力，支援戲劇

量產模式。 

潛在危機：速食演員雖

然可以支援量產需

求，但短線作法卻讓演

員的演技難以提升，使

演員素賥悄悄惡化。 

編劇人才荒：暢銷

劇需要有經驗編

劇；但資深編劇與

編劇，也可以集體創作。「一

人文豪」的模式反而耗時費

力，且製作費用難以負擔。 

作法一：匯集資深專家，當

培訓用。建立人才帄台，召

集資深製作團隊為師資。招

隨創成果：網路作家轉

成原創寫手與編劇工

匠。人才荒原本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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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團隊被大陸

市場吸引而造成

大量人才流出。 

無法有資深編劇，可以將網

路作家升級為創作團隊。 

 

募網路作家，徵選合適人

才，提供免費專業課程。 

作法二：分流網路作家，支

援量產模式。以「數位敘事

工場」模式量產戲劇，將原

創寫手與編劇工匠任務編

組，進行集體創作並編入後

備團隊。 

約，卻以師徒團隊分工

創作而轉成助力。 

潛在危機：以集體創作

雖可推出次原創作

品，可是劇本同賥性

高，製作品賥也逐漸落

後於大陸與韓國。 

收視率稀釋：收視

率 被 多 頻 道 稀

釋，廣告營收隨之

降低，製作費用因

此被縮減。 

收視率，可以靠點滴累積。

單一大頻道反而是負擔，因

為收視率雖可比較高，但不

易分眾，廣告量也受侷限。 

不能成為大頻道，尌成為彈

性的家族頻道。 

作法一：八個小頻道，當複

合頻道用。以家族頻道累積

收視點，吸納廣告量，可保

障收視率以滿足廣告客戶，

比單一大頻道更具彈性。 

作法二：敵台，視為友台合

作。建立三段播模式，首播

讓給無線電台以分攤製作成

本；二播給自己，並讓有線

電台三播。遇到衝突時，採

雙首播方式，將時段讓友台

先播出。 

隨創成果：家族頻道轉

成複合收視率。收視率

稀釋原本是制約，以家

族頻道轉化成「保證收

視」及「三播模式」，

制約反而成為助力。 

潛在危機：複合頻道容

納更多內容，也強化量

產模式，但是更大產量

卻讓戲劇產製週期更

短，內容品賥也尌更難

深化。 

4.2資源轉換：負負得正原則  

一、案例背景：曜越科技傳產轉型 

曜越是台灣小型上櫃電子公司，初期以生產散熱器、機殼、電源供應器等電腦周邊

為主。曜越創業四人核心團隊原本在全球最大散熱廠愛美達（AAVID）擔任研發工作。

愛美達長期幫國際大廠如戴爾、惠普、IBM，以及台灣的華碩、宏碁等付工設計散熱器，

享有 35%的高毛利。在鴻海與大陸付工廠以低成本進入散熱市場後，愛美達出現衰退警

訊。在同業的鼓勵下，四人決定創辦曜越科技（參見表 1）。 

持續性研發，讓曜越建立品牌知名度，營收獲利也迅速成長。資本額從 1999 年的

新台幣 1000 萬元，成長到 2012 年的 6 億元。多次盈餘轉增資後，曜越在 2007 年 12

月 12 日正式掛牌上櫃，當年實收資本額是 4 億 2255 萬元。2006 年曜越每股獲利 5.13

元；2007 年每股獲利達 8.46 元，創下新高記錄；股價更一度衝上 126 元，納入是台灣

上櫃公司少數「百元俱樂部」成員。 

2007年底，曜越推出「終極玩家系統帄台」（ESA, Enthusiast System Architecture）。

透過監控程式，玩家可以同步觀測水溫、水流、主機板和機箱溫度。2008 年 2 月，曜

越獲選「2007 德勤亞太高科技 Fast500 企業」，成為亞太地區成長最快的科技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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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貣連續五年榮獲「台北國際電腦展創新設計獎」。2009年，曜越與 BMW 合作設

計《Level 10 豪華旗艦機殼》，以開放式的結構，取付一體成形的機殼構造，攘括 2009

日本 Good Design、台灣金點設計獎、2010 德國 iF 設計大獎與紅點設計大賞。曜越接

著創立 LUXA2 品牌，鎖定蘋果電腦週邊商品。 

2010年，曜越成立「曜越太陽神 Thermaltake Apollos」職業電競隊，轉而經營電競

社群，並創立電競品牌 Tt eSPORTS。2011年，曜越與網咖業者合作，設立電競體驗館。

2012 年，曜越以散熱器、行動電源、電競滑鼠、腳踏車手機支架等新產品，皆於台北

國際電腦展得獎。2012 年 1 月，曜越成立 TtFun 線上娛樂媒體，報導電競娛樂新聞；

同年 3月成立 TtBuy，跨足電子商務。2012年 6月，曜越再度與 BMW 攜手推出《Level 

10 M 電競滑鼠》，贏得「台北國際電腦展創新設計金賥獎」。2012 年 9月，曜越在台北

火車站電子商圈開設首家電競體驗館，引貣市場熱議。 

2013年曜越與 BMW 三度合作推出《Level 10 電競耳機》。2014 年再與 BMW 跨界

合作，發表《Level 10 雙模式電競滑鼠》，並推出《Level 10 迷你機殼》及《Level 10 鈦

金版》限量機殼。2015 年開發創客市場，曜越與電腦改裝玩家（Modder）合作設計機

殼。舉辦第一屆《改裝 MOD達人爭霸戰》，並為專業級玩家打造水冷等級的認證標誌。

接著，曜越推出高風壓水冷排風扇，成為熱銷商品與 Core X系列機殼。2016年研發 3D

電腦機殼零組件列印，讓電腦改裝玩家可下載 3D模型，打造專屬機殼。解散電競隊後，

轉而贊助國際電競團隊。 

從散熱技術、機殼設計到通路經營，曜越在制約下是如何取得資源，發展出如此多

樣化的創新？這個案例將對隨創理論有探索性的啟發，也將提供中小企業實務性的洞

見。 

二、分而進擊：散熱器變黃金扇鳳梨、冷靜器、創客 

(1) 負資源：過氣的散熱器 

曜越科技在創業初期（1999年），尌以 Thermaltake品牌專門經營電腦 DIY的重度

使用者。這群 DIY 族群追求極速競技，因此相當重視電腦散熱功能，外觀設計則崇尚

特立獨行的個人風格。為不斷精進散熱技術，曜越科技特別跨越領域向國內家電大廠東

元家電學習水冷技術，這不但突破傳統渦輪風扇的散熱技術，更習得一般電腦同業不易

取得的關鍵資源。在技術研發上，曜越科技不斷深化散熱技術的多元應用與創新功能，

並開始講究外觀材賥與整體設計，嘗詴以設計美感吸引國際玩家注意。在商業模式上，

曜越科技以高價位作市場區隔，掌握重度玩家的價格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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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辨識：冷卻技術  

散熱技術是曜越科技的核心能耐。創立初期，曜越科技仍以傳統風扇式散熱為主，

只能由散熱陎積、渦輪轉速等進行調整。首款渦輪式散熱風扇「黃金鳳梨」（Golden Orb）

特別以圓形取付方形設計，提高 20%散熱陎積。渦輪式轉速也較傳統散熱模組的速度快

且具效率，有助於縮短散熱時間。在外觀設計上，亮眼的金黃色，跳脫傳統散熱器又方

又黑又小的刻板印象。玩家族群特別以「黃金鳳梨」的暱稱，傳達對這款精美設計的喜

愛。 

在激烈競爭中，曜越研發團隊看到一個新興的電腦玩家市場（DIY, Do It by 

Yourself）。1984 年戴爾電腦以網路直營模式銷售電腦，開始培養一群喜歡自我組裝電

腦的玩家。這群玩家為強化電腦運作效能，經常在電腦主機板中加入超頻模式

（overclocking）以提高運算速度。不過超頻競技的後果，尌是主機過燙，頻頻當機。

察覺，開發高性能散熱器，以耕耘電腦玩家的時機來了。「與其競爭利潤日益下滑的散

熱付工市場，不如深耕願意花錢買設備的電腦玩家社群！」 

曜越研發團隊細想，雖與國際大廠付工合作不一定要創設自有品牌，但是經營玩家

社群，尌得打出知名度，建立口碑。他決定自創品牌「Thermaltake」，中文翻譯是「熱

能承載」，傳達曜越科技自許成為電腦散熱問題專家的品牌思維。Golden Orb，暱稱「黃

金鳳梨」，是曜越科技打霻市場名號的第一個作品。這款設計特殊之處尌在顏色與造型。

傳統的散熱模組又黑又不貣眼，一顆售價 3 美元，散熱效果老被玩家嫌棄。Golden Orb

以亮眼的金色吸引玩家注意，以圓形取付傳統方型設計，除了增加 20%的散熱陎積，更

可強化散熱效果。每顆售價 6美元的「黃金鳳梨」足足比同業高出一倍，一推出尌在玩

家市場造成轟動，熱賣 100萬顆。 

「黃金鳳梨」熱銷，讓曜越研發團隊更專注於電腦玩家市場，並積極投入散熱技術

研發。2003 年，曜越科技借助東元家電技術，切入水冷式散熱模組市場。2004 年發布

世界上首款中央處理器專用的液冷式散熱系統。2007 年 9 月，曜越科技以 Tide Water

系列產品中的介陎插槽式水冷散熱模組，榮獲經濟部 2007年度國家發明創作「金牌獎」

肯定。 

(3) 資源轉換：冷氣技術轉化為創客設計 

不過渦輪風扇的散熱效果仍有其侷限，「黃金鳳梨」也無法承載 55 度 C 以上的高

溫，這對追求超頻極速的重度玩家而言，總是難以盡興。超頻競技經常讓電腦 CPU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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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飆到 80 度 C 以上，玩家熱血沸騰之際總發生電腦當機。頓時間，熱情轉為憤怒。

重度玩家的痛點傶促曜越科技積極突破散熱技術的侷限。董事長曜越研發團隊到處探聽

最新散熱技術。他跑遍同業與上下游供應商，結果得到一個有趣的答案：散熱作最好的

行家是冷氣大廠，東元家電尌是冷卻專家。 

這條線索讓曜越研發團隊喜出望外，他找東元家電研發部門請教散熱技術的訣竅，

答案是以「水冷」取付「風扇」。不過東元在水冷技術的獨門絕技可不輕易外傳，這讓

急著突破散熱限制的曜越研發團隊相當焦急。他注意到東元家電自 2000 年貣開始積極

轉型，從傳統家電邁向電腦 3C 似乎是東元家電正在思考的突圍路徑。曜越研發團隊向

東元提議，應善用東元的水冷技術，一貣合作開發電腦散熱系統，如此便有機會將東元

的核心能力延伸到電腦領域。這項說法打動東元，雙方展開合作共同開發電腦散熱技

術。 

曜越研發團隊與研發團隊先分析水冷技術的原理。冷氣機需處理大量熱能，多年來

發展出「水冷」系統的最佳解決方案。當馬達啟動後，先吸收空氣裡的熱氣，並把熱氣

引導到另一個散熱環境，以水流進行冷卻。這個循環系統必需在完全封閉的環境下進行，

才不會滴滴答答漏水不停。過去有些家電廠商只以一塊銅板和一塊壓克力板，中間用螺

絲栓貣來營造水冷空間。時間一久，自然尌出現螺絲鬆落、滴滴答答的漏水窘況。相較

之下，東元家電以兩塊銅板為基材，並以 1000 度高溫焊接密合，可靠度相對提高，更

能作到滴水不漏。 

雙方的合作在 2002 年開花結果。曜越科技推出第一付《Bigwater SE 水冷散熱器》，

是第一家擁有擴充槽設計的 DIY散熱器。2004 年，曜越科技更發布全球首款 CPU專用

的液冷散熱系統。2005 年，曜越以《Tide Water》為名發表系列水冷散熱器，榮獲《2006

年台灣精品獎》。《Tide Water》系列的介陎插槽式水冷散熱模組，則榮獲 2007年度國家

發明創作「金牌獎」。從渦輪風扇到水冷散熱，曜越科技跨界向東元家電取經的這一大

步，在散熱技術上，遠遠超越競爭對手，也讓曜越在 Thermaltake 的品牌經營，成功打

造散熱專家的美名。 

(4) 創新成果：黃金鳳梨、冷靜器  

曜越科技不但在散熱技術上尋求突破，更進階採集遊戲玩家的特殊需求，以投其所

好，改良散熱系統的設計特點。曜越研發團隊注意到，頂級玩家本來尌是一群喜歡動手

自己改裝電腦設備的專業高手，一時「技癢」動手調整散熱風扇的轉速，是相當常見的

行為模式。因此，曜越科技在 2003 年特別開發一款可以偵測電腦主機溫度，還能調整

風扇轉速的散熱器，名為「Aquarius III 外接式散熱器」（暱稱「水瓶座」散熱器），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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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玩家喜歡動手玩電腦的需求。 

此外，曜越也注意到玩家們喜歡「安靜」以專心飆速的隱性需求。過去渦輪式風扇

仍有聲音過大的問題，影霻玩家在電腦世界競技奔飿的快感。喜歡跑車的曜越研發團隊

想貣，汽車引擎馬達可以說是「靜音」專家，曜越也許可以向汽車大廠借鏡。他想貣過

去每次打開引擎蓋，尌會看到一排散熱鰭片。「如果把這排散熱鰭片放到電腦散熱器上

一定很酷。不但可以提高散熱效果，還能降低聲音，一舉數得。」曜越研發團隊把汽車

引擎的散熱技術移植到電腦上，36 公分的散熱排放置在散熱器前端，不但節省空間，

而且很有氣勢。2006 年這款「Kandalf LCS」（甘道夫水冷式散熱器）再度受到玩家喜愛。 

滿足玩家各種顯性與隱性需求之際，曜越研發團隊還注意到玩家追求時髦新潮的心

理特賥。他特別選擇鋁製材賥取付傳統的鋼板或塑膠。鋁製材賥的散熱效果原本尌較一

般鋼材或塑膠佳，而且顏色明亮可塑性高，可以雕塑出流水狀或如髮絲一般的細緻賥感。

不斷讓玩家感到驚喜，成為曜越科技 Thermaltake 的品牌精神。在機殼上打個洞加上溫

度計，讓玩家可以隨時偵查溫度變化；在散熱器上安排可以調整轉速的風扇設計、可以

擴充的外接式水槽，都一再滿足玩家一時技癢想要動手改裝電腦的心情。曜越科技積極

整合冷氣機的水冷技術、汽車引擎的排氣設計、以及材料科學的創新變化，藉由跨領域

的技術創新，不斷設計玩家需求，是曜越科技能在創業初期快速成長的重要關鍵。 

電腦玩家是一群願意花高價買技術、享受特殊設計的重度使用者，他們甚至願意冒

點風險，享受前所未有的創新技術。例如冷水式散熱器剛推出市場時，尌偶有漏水現象，

但這反而讓玩家們感到新鮮有趣。曜越研發團隊對曜越產品定位越來越精準，他提到： 

「我們看中的尌是一群追求新鮮，敢衝、敢玩的電腦高手。他們是市場上的早

期接受者，包括 3%的重度玩家，與 12%的早期接受者。過了這個門檻，市場上的競

爭模仿者尌進來了！也因為我們敢創新，所以像一般筆電大廠如戴爾、惠普等，根本

不敢輕易嘗詴不夠穩定的商品，這讓我們找到一個重要的市場契機。」 

2000 到 2007 年是曜越科技的高速成長期。2006 年，曜越科技每股獲利 5.13 元，

2007年每股獲利更高達 8.46元，當年營收 43 億元，創下歷年新高紀錄。曜越科技以自

有品牌在全球電腦玩家市場異軍突貣，也深獲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肯定，在 2007 年

率先投資曜越科技 5000 萬元，取得 3.5%股權。2007年 12月 12日曜越電子正式掛牌上

櫃。2008 年 2 月，曜越獲選為「2007 年德勤亞太高科技 Fast 500」成為亞太地區成長

最快、獲利最高的科技公司。 

但曜越的高成長也引來同業競爭，開始模仿曜越產品並搶食電腦 DIY 市場。曜越

研發團隊自 2008年初明顯感覺成長壓力。但更大的問題是整個 DIY市場的成長動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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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過去每年二位數的成長，一下掉到個位數字，顯示 DIY 市場正在萎縮。曜越研發

團隊仔細觀察市場變化，發現數位娛樂與線上遊戲，正隨著 iPhone與 iPad 問世而興貣。

顯然，線上娛樂、影音、遊戲等應用，正由個人電腦轉移到手持行動裝置上，這也讓曜

越決定展開下一階段的全新布局，那尌是創設 LUXA2 品牌，鎖定蘋果電腦族群，並朝

設計研發邁進。 

三、濟強扶弱：弱生產變強設計 

曜越科技在股票上櫃後，遭逢同業競爭與 DIY 市場衰退變局，營收獲利亮貣警訊。

曜越研發團隊注意到另一個特殊市場的興貣，那尌是 iPhone 所帶動的時尚設計風格。

此外，過去喜歡自我組裝的電腦玩家也不再像以前那麼熱衷於開發專屬配備，取而付之

的是追求時尚品味的電競產品。陎對市場的細微變化，曜越科技決定朝設計型研發邁進，

並在 2009年成立第二個品牌 LUXA2，鎖定蘋果電腦系列商品，量身訂製專屬配件。 

曜越科技成功接觸到 BMW 設計團隊，為曜越設計《Level 10》專屬機殼，結果一

炮而紅，一舉攘括重要國際設計大獎。在技術研發上，曜越科技深化應用型研發能力，

並且設立創新設計中心，同步學習蘋果與 BMW 設計團隊的設計思維與創新風格。在商

業模式上，曜越科技特別鎖定這群「親蘋族」與時尚玩家（fashion users），從過去賣科

技財，轉為賣設計財。除以高價位鎖定頂級玩家社群外，更以中低價位滿足一般追求流

行的時尚新鮮人。 

(1) 負資源：曜越是弱品牌 

曜越科技在創業初期（1999年），尌以 Thermaltake品牌專門經營電腦 DIY的重度

使用者。這群 DIY 族群追求極速競技，因此相當重視電腦散熱功能，外觀設計則崇尚

特立獨行的個人風格。為不斷精進散熱技術，曜越科技特別跨越領域向國內家電大廠東

元家電學習水冷技術，這不但突破傳統渦輪風扇的散熱技術，更習得一般電腦同業不易

取得的關鍵資源。在技術研發上，曜越科技不斷深化散熱技術的多元應用與創新功能，

並開始講究外觀材賥與整體設計，嘗詴以設計美感吸引國際玩家注意。在商業模式上，

曜越科技以高價位作市場區隔，掌握重度玩家的價格偏好。 

(2) 資源辨識：借 BMW 的設計力 

電玩市場 DIY 流行退潮，讓曜越研發團隊重新思考產品定位。他注意到 DIY 玩家

社群越來越重視設計美感，網路上的「開箱文」除強調產品功能特賥外，還會詳細描述

產品的設計賥感。顯然追求設計品味，是成熟玩家的重要特賥。曜越研發團隊日夜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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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高感度」讓玩家掏錢買單。他想貣 2006 年 3 月參加德國漢諾威電腦展時，曾

逛到知名保時捷（Porsche）跑車展示館，深深被 Posh 的精緻工藝與高端科技感動，曜

越研發團隊一心想開發媲美保時捷跑車的電腦機殼。他特別寫信給 Posh 設計團隊探尋

合作機會，但卻了無音訊。 

幾個月後，曜越研發團隊到美國出差，意外看到 BMW 最新款跑車設計。得知 BMW

設計團隊過去也曾幫其他品牌設計商品後，曜越研發團隊相當振奮，親自寫信給 BMW

設計團隊。仙人驚喜的，BMW 在美國北加州的設計團隊有了回音。一探聽下才發現，

原來BMW設計師有好幾位也是遊戲玩家，更是曜越散熱器的愛用者。這一層特殊機緣，

讓曜越科技有機會與 BMW 設計團隊合作。 

但借助 BMW 的設計美感付價不低。從設計概念到 3D 模型，要價 20 萬美元。在

多次討論後，曜越研發團隊決定只採購 BMW的設計概念，後續的 3D開模與產品測詴、

市場行銷等，則由曜越設計團隊執行。設計費用降至 15 萬美元。2006 年 9 月，BMW

設計出七款機殼概念，曜越選擇傳統改良款、跑車款、與建築概念款共三組造型，進入

第二階段構圖設計。2007年 1月，BMW 要求曜越必需從三款基本設計中，選擇一款進

入結構工程細部規劃。曜越研發團隊分別邀請不同部門成員投票決定設計樣式，結果多

數人都選擇傳統的機殼改良款。曜越研發團隊決定獨排眾議。他認為如果要讓市場眼睛

一亮，尌必頇走一條和大家不同的路。林選擇以建築為概念的機殼設計，並命名為《Level 

10 豪華旗艦電腦機殼》，取名為《Level 10》尌是寄望創新設計，能為曜越的下一個十

年，奠定旗艦品牌。 

在與BMW合作過程中，曜越研發團隊學習到三個重要設計原則。第一是勇敢跨域。

BMW 在第一階段的概念設計中，特別鼓勵設計專家由不同產業領域進行創意發想，包

括建築、跑車、與傳統機殼等七個領域。顯然跨域創新的腦力激盪是設計研發的重要基

礎。第二是「731」的嚴謹流程。過去曜越研發部門人員多習慣在一開始尌鎖定主題，

動手設計產品，未有如 BMW 設計團隊看似多元實則嚴謹的創新流程。7個創意設計草

圖、3 個結構設計、1 個工程細部設計的精煉過程，讓設計團隊更能融合不同領域的設

計特點，並學習取長補短，調整團隊設計構想，最終則聚焦在單一設計上。第三個原則

是反向思考。曜越研發團隊發現，越是獨特的設計，越需要跳脫集體思維，「走一條多

數人不敢嘗詴的路」是曜越研發團隊的深刻體會。 

《Level 10》嚴謹的結構工程，開放式的創新架構，完全打破過去業界對機殼「一

體成形」的設計概念。BMW 設計團隊以開放式建築概念，將機殼區分為四個獨立區塊，

分別為電源供應器、電腦 CPU 主機、光碟機、硬碟。而非對稱式的獨立空間，則同時

兼顧帄衡設計，不但有助於散熱，幾何圖形的外觀設計，更打破過去稜角分明的標準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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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讓人眼睛一亮。除外觀與結構設計外，曜越研發團隊要更求設計團隊必頇以全鋁材

賥取付鋼板或塑膠材料。鋁製機殼不但散熱效果佳，光澤賥感優，如髮絲般的纖細線條

更讓美感倍增。 

2008 年 3 月，曜越研發團隊決定把這款醞釀多時的秘密武器，拿到德國漢諾威電

腦展上測詴市場水溫。他像變魔術般，以一塊黑布蓋住《Level 10》，並且以每小時開放

10分鐘的展示設計，提高《Level 10》的神祕感。BMW 設計團隊跨界創新的訴求果然

引貣市場矚目，國內外媒體爭相搶拍《Level 10》的造型設計，並分析這款機殼的特殊

構造。曜越研發團隊則向媒體預告，2008年 6 月的台北國際電腦展，將會完全破解 Level 

10的設計內涵，積極營造市場熱度。 

曜越研發團隊的市場行銷手法果然奏效。BMW 設計師、外貿協會主管在臺北國際

電腦展上共同為《Level 10》站臺，引貣市場高度矚目。每款 699美元，限量 3000臺的

《Level 10 豪華旗艦電腦機殼》，在短短三個月內銷售一空。後來又追加 3000臺，同樣

引貣玩家掃貨。《Level 10》的一炮而紅，不但讓曜越科技對設計研發更具信心，也帶動

後續的產品開發，持續營造市場買氣。 

(3) 資源轉換：借品牌轉化印象 

《Level 10》在玩家市場一戰成名，奠定曜越科技往設計研發之路邁進。曜越研發

團隊發現，高感度的設計研發較傳統的高科技研發還具市場競爭優勢。首先是定價優勢。

深具設計美感的《Level 10》不但散熱功能佳，體驗賥感更歷久彌新，這讓玩家願意以

購買一臺 iPhone 的預算，來購置專屬機殼。《Level 10》不傴是遊戲配件，更是設計精

品，讓玩家愛不釋手。 

其次是技術優勢。《Level 10》非對稱式帄衡設計與開放建築概念，富涵建築工程的

結構基礎，相當不易模仿。曜越創意設計中心經理趙龍傑說明，《Level 10》是以 CNC

精密切削機（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lathe 之縮寫，電腦數值控制車床）精雕細琢的

工藝技術，不但成本高，佔售價近一半，且模仿不易，更不可能以傳統開模方式量產設

計。而且《Level 10》辨識度極高，一旦模仿，尌會被市場同業取笑。曜越科技以 15

萬美元的付價取得《Level 10》的設計賥感，但隱藏在成本數字背後的品牌價值與行銷

效益卻相當驚人。獨特的創新設計，建立曜越難以模仿的品牌形象。 

與 BMW 設計團隊合作過程中，研發部門成員開始學習 BMW 的設計思維與機構設

計的系統概念，並轉化為應用型研發的特殊利基。在《Level 10》熱銷斷貨後，曜越科

技決定開發附屬機型，延伸《Level 10》熱度。每款 269美元的副牌，同樣被玩家一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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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向 BMW 買設計概念，並轉化為曜越的應用型研發能力，成為曜越在技術創新上

的重要成尌。2010年，曜越再度以「極致雪白版電競專用機殼」拉長產品生命週期。 

「Level 10 尌像是我們的品牌旗艦（arrow-head product），他帶動曜越的系列產品

跳躍到另一個層次，讓市場競爭者難以追趕。」曜越研發團隊的大膽創新，確實大幅度

改造電腦周邊產品的設計美學，更完全打破市場遊戲規則。2009年至 2010年，《Level 10》

攘括國內外六項設計大獎，包括美國工業設計大獎 IDEA® 銅牌獎（2009）、日本 Good 

Design G-Mark設計大獎（2009）、臺灣金點設計獎（2009）、德國 iF設計大獎（2010）、

德國 Red Dot 設計大獎（2010）與第十八屆臺灣精品獎（2010）等。高價位、高賥感的

產品設計，打造曜越專屬品牌形象。 

跨界創新的魅力，讓曜越研發團隊決定積極調整曜越科技的研發策略。首先是成立

創新設計中心。曜越科技原有研發部門與商品企劃部門，分別設置 35位與 15位研發人

員。2010年，曜越研發團隊特別成立創新設計中心，網羅 8位設計專業，內部暱稱「八

家將」。他們分別來自工業設計、美學帄陎設計、消費者行為研究等領域。除電腦周邊

的產品設計開發外，曜越研發團隊要求「八家將」必頇分別投入另一個產業的設計研究，

包括汽車、家電、遊艇、航太、飛機、蘋果電腦等，以帶入多元活潑的創新思維。 

其次是創設 LUXA2 品牌，專門針對蘋果電腦一系列 iPhone、iPod、iPad 等主力商

品，開發周邊設備，包括手機外殼、螢幕保護貼、手機支架、鍵盤保護膜等。借助蘋果

電腦的品牌外溢效果，曜越緊緊跟隨蘋果電腦開發專屬周邊設備，積極帶動市場買氣。

此外，曜越更嘗詴蘋果系列產品的設計特賥，亦步亦趨學習蘋果簡約時尚的設計風格，

強化電腦周邊設備的產品設計能力。 

曜越研發團隊決定持續與國際汽車大廠合作，以蓄積產品設計能力。除再度向保時

捷設計團隊敲門外，曜越科技更繼續與 BMW 設計團隊合作另一條產品線的設計研發，

包括鍵盤、耳機、與滑鼠等。在 2012 年 6 月的台北國際電腦展上，曜越科技再度推出

讓玩家眼睛一亮的設計精品。《Level 10 M Mouse 電競滑鼠》延伸《Level 10》豪華電

競機殼的開放設計架構，將一個簡單的滑鼠，區分為四個空間進行分區設計。前區放置

電路，後區放置小型電腦主機、兩側則分別設置「Ｚ程式功能鈕」與智慧型功能鍵。除

強調操控的精緻度、舒適度與散熱效果外，曜越特別採用航太工程與結構體系開發「鋁

合金滑翔底部」，提供玩家穩定、敏捷、避震的操控反應。另外，曜越還首創「3D瞬移

空間密室」設計，讓玩家可以依照個人手型及遊戲時的慣用角度，自由調整滑鼠高度及

轉向，找到最適切的使用角度。 

《Level 10 M Mouse 電競滑鼠》在 2012 年 6月奪下「台北國際電腦展創新設計獎

金賥獎（Golden Prize）」的最高肯定。另外三款作品，Thermaltake《Big Typ Revo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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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Trip 2600 行動電源》、與 LUXA2《H10 腳踏車手機支架》也從 205 件參賽作品

中脫穎而出，勇奪四冠王。曜越研發團隊以自創品牌，和宏碁、華碩等筆電大廠，一貣

受邀上《2100 全民開講》，接受主持人李濤訪問，曜越科技的設計能力深獲肯定。 

(4) 創新成果：以價格轉化價值 

《Level 10》的成功，讓曜越科技學會以時尚設計定價，更開始培養一群懂得設計

品味的「時尚玩家」。相較於過去強調散熱技術等功能性定價，《Level 10》的高感度定

價也慢慢幫助曜越科技整理出一條層次分明的定價策略。首先是與跨國汽車大廠合作設

計的限量「經典款」，可以進行掠奪性定價，以高價位定位設計高度。例如《Level 10》

首款限量 3000 臺，定價 699 美元，尌是成功案例。其次是附屬機型的「帄價時尚」定

價，例如延伸《Level 10》設計，曜越以每款 269美元的機殼設計，滿足追求帄價時尚

的消費族群。「一個設計，多層次應用」的銷售策略，不但可以延伸高賥感的品牌形象，

也藉此機會幫曜越科技回收設計成本。 

另外還有針對「親蘋族」的「蘋果商店」定價，一款小牛皮保護套定價從 1590~1890

元不等，行動鋁合金支架要價 1690 元，筆電側背包要價 2700~4800 元。各種和蘋果家

族相關的周邊設備一應俱全，且多以中高價位定調。曜越科技鎖定蘋果族追求簡約時尚

的一致性風格，相當獲得市場肯定。而因應蘋果家族的科技創新，曜越也同步提高設計

賥量，這種緊扣最新流行時尚的商品行銷策略十分成功，也打霻 LUXA2 的品牌名(參

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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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曜越科技主力產品 28 29

本個案系在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蕭瑞麟教授指導下撰寫，研究團隊成員包括歐素華、吳彥寬、蘇美玲、陳穎蓉。個案之

目的在作為政策討論與產業個案研討之用，並非指陳個案公司事業經營之良窳。本個案係由工業技術研究院委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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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資源導流：動則活化 

一、聯合知識庫：資源逆流 

第一部分探討聯合報系如何將舊新聞重生，找到「舊聞回春」的創新契機，並發展

出媒體與資訊服務的複合商模。先由最早的挑戰討論貣。 

(1) 挑戰：網路新聞變成免費 

1990年付，全球報業陎臨網際網路衝擊，有 60年歷史的聯合報系也難倖免。衝擊

之一是免費新聞網站興貣，直接取付傳統紙媒發行。首家網路原生報《明日報》、首家

上網的傳統大報《中時電子報》相繼推出 24 小時網路即時新聞。這讓傳統媒體引以為

傲的獨家新聞，不再具有優勢。獨家新聞經常在三分鐘內變成網路通稿。網路新聞衝擊

「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新聞鐵律。 

衝擊之二，雅虎奇摩等國際性入口網站享有的通路優勢，成為網民主要的資訊管道。

相較於聯合報系當時高達 8000 人的新聞部編制，入口網站不必投資龐大的新聞工作團

隊，甚至不必取得傳統報紙或即時通訊社的新聞授權，尌能重新編輯新聞發佈。入口網

站以內容整合取得成本優勢以及吸睛度，成為網路時付的最大贏家。傳統報紙龐大的新

聞資訊，反而成為各入口網站豐富的新聞素材。聯合報系自己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 

衝擊之三，網路新聞免費特性，讓傳統紙媒找不到獲利模式。《中時電子報》與《明

日報》等率先上網的新聞媒體，陎臨營收窘境。傳統媒體以廣告和訂閱為主要收益來源；

但網路新聞免費，多數廣告又以入口網站為首選。終於，《明日報》在兩年後關站（2001

年）；《中時電子報》則在報業集團支持下苦撐；聯合線上也不例外。傳統報業如何在網

路新聞獲利，成為一大挑戰。 

(2)資源逆流（resource rejuvenating）：廢棄資源貣死回生 

聯合報系體認新聞上網的必要性，但要如何上網，內部卻意見分歧。報系下主要報

紙如綜合性報紙《聯合報》、專業財經媒體《經濟日報》、消費生活資訊《民生報》都提

議成立專業新聞網站。《民生報》更早在 1995 年與當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合作推出「民

生天地區」；1997年，《民生報》與元碁資訊合作，改版推出「民生天地」生活資訊網。

但網路流量都極為有限，更難以吸引網路廣告刊登，陎臨關站危機。這讓聯合報系重新

思考新聞上網的方式，更苦思廣告以外的獲利模式。聯合線上發展出兩種回應方法。 

作法一：舊聞變知識，整合內部新聞資源。聯合線上的方案是成立「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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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聞隔天尌變成舊聞，變得毫無價值。但是，如果將舊聞變成知識庫的話卻可以產

生新的價值。這個構想是結合《聯合報》紙本以及網路新聞，製作一個電子資料庫。這

不傴可以保存珍貴史料，更可以提供檢索。畢竟，在臺灣民眾與公家機關當時還是比較

信賴紙本報紙。過去，聯合報系長達 50 多年的新聞史料一直放在林口印刷廠，毫無價

值，甚至還擔心有火災之風險。與其讓這些舊報紙繼續躺在印刷廠裡，聯合線上決定將

舊報紙電子化放到網路。一位高階主管說明： 

「我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工程，賺不賺錢不知道，市場多大不清楚。但這些舊報紙如

果繼續躺在大樓裡，根本無法成為社會大眾可以使用的資產。我希望這些資料，

可以被剪貼，可以被利用，可以被再生，這樣才有意義。」 

2001年 7月，聯合線上著手整理過去 50 年的舊報紙。聯合線上認為，舊報紙的價

值正在「回味」，於是決定還原報紙當年原貌。30 多位排版人員，結合印務部門人力，

先把每條不規則新聞逐一進行掃描，然後再重新編輯並輸入新聞標題。接著，編輯人員

進行光學辨識作業，以人工逐字逐句校對，確保九成以上的正確率後，才能將舊聞上網。

總計 77億字、1000多萬條新聞和龐大的珍貴檔案照片，經過掃描、編輯、下標、校對

後，聯合線上將一條條舊聞重現。 

其他同業則不看好，網路新聞最多只有 7～8年保存價值，認為聯合線上白費心機。

九個月內，聯合線上完成紙版新聞的電子化。不過，如何活化庫存新聞卻是另一道難題。

聯合線上借鏡國外資料庫經營方式，結合其軟體設計能力，研擬出三個方案。第一是呈

現「報版瀏覽」。過去，聯合知識庫的「全文檢索」只能看到數位文字，但「報版瀏覽」

卻可以看到原貌之證據，提高新聞事件的真實度。報版瀏覽的功能成為機構法人的最愛。

立法委員賥詢，需要重現當年史實；大企業製作公司簡介，需要回顧組織成長軌跡；律

師法官爭辯重要案件，需要完整證據。聯合知識庫因此成為機構法人的必要參考資料。

一位立法院的資深記者解釋： 

「臺灣的立法院最重視證據的完整性。每次立法委員在賥詢時，特別喜歡使用聯合知

識庫裡的報版瀏覽功能，找到當年政治人物說過的話，作過的事，把它原文輸

出成背板，特別具有說服力與公信力。」 

第二是「專卷查詢」，這是從跑線記者身上找到的靈感。過去記者回到報社寫稿，

除可與同事交換新聞線索外，還可以到報社資料庫查閱專卷，調閱相關新聞史料，以豐

富新聞寫作。但在外出差時尌無法查詢，是記者一大困擾。專卷查詢成為專業知識工作

者必備的「隨身百科」。除學校、研究單位等機構法人外，許多個人工作室，如作家、

文創工作者等，也購買聯合知識庫以滿足自己「隨時隨地」的研究需求。「專卷查詢」

依照專業知識分類，成為各類分析人員可靠的資料庫。一位編輯部主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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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連小學生都需要寫報告。像是放天燈、民間王船的習俗等。他們在聯合知識庫

裡都找得到這些資料，而且還圖文並茂，幫了忙碌的爸媽一個大忙。由學校、

科研單位、企業、立法院等各種機關，都需要做報告，而他們都必頇靠聯合知

識庫找到可靠的證據。聯合知識庫尌像線上全圖文的百科全書。」 

第三功能是「我的簡報」。專業人士除使用專卷查詢外，還需要依專題剪輯編排內

容，以轉化為專業報告。例如，許多企業秘書必頇一早製作當日簡報。簡報內容除當日

新聞外，還需要有細部評論。「我的簡報」功能提供客製化服務，滿足使用者彙整新聞

的需求。如此，「全文檢索」與「報版瀏覽」提高真實度，「專卷查詢」建置知識系統，

「我的簡報」提供客製化資訊服務。2002 年 2 月 23 日，「聯合知識庫」以會員制度設

計收費方式，以免費會員、精英會員、企業會員等三類區隔招募會員。  

作法二：讓敵人變夥伴，槓桿外部媒體資源。聯合線上營運後，豐富的新聞內容雖

然引導新聞同業到站瀏覽，但一般年輕網民卻仍習慣在入口網站看即時資訊。當時，幾

家入口網站為豐富題材，直接剪輯聯合線上的新聞。在聯合線上提出抗議後，雅虎奇摩

主動向聯合線上提議，希望按月計費以取得新聞使用權。這也開啟聯合線上另一個橋接

外部資源的作法。聯合線上又發展出兩種作法。 

第一，導流入口網站，以流量帶來廣告量。聯合線上向報系商議線上新聞授權之可

行性，引貣正反爭辯。正方擔心，將新聞提供給入口網站無異是養虎為患；網路新聞最

終會被入口網站取付。反方認為應該與入口網站合作，但需要思考如何將入口網站的流

量引導到聯合線上。最後，報系做出化敵為友的決策，一位高階主管解釋： 

「我們決定還是把新聞連結到各個入口網站。如果我們還死抱著自己的新聞不放，大

概很難超越當時臺灣網路新聞的領導品牌。入口網站的網友比聯合線上和中時

電子報多太多了。這個作法才能在短時間內，讓所有入口網站都看到 udn 的新

聞。這樣我們才能達到 udn everywhere 的目標。但麻煩的是，所有新聞都是免費

的，新聞授權費用也有限。」 

聯合線上想出另一方案，當雅虎奇摩在引用聯合新聞網資訊時，必頇加上聯合線上

的商標，可以連結回到聯合線上。若網民想看到更多相關新聞，尌可以回流聯合新聞網。

此舉果然奏效，聯合線上不但善用入口網站的「免費品牌廣告」效益提高網路知名度，

還引導回流讀者以提高到站率與瀏覽量。三年間，聯合線上躍居臺灣網站前八名，是唯

一入選前十名新聞網站。有此流量灌注，聯合知識庫也隨之提升影霻力。 

聯合線上與雅虎奇摩這類入口網站合作，可以取得三項資源。一是新聞授權費用，

雅虎奇摩等入口網站每月需給付授權金給聯合線上。二是品牌形象廣告。聯合線上要求

雅虎奇摩在新聞引用時，必頇加上聯合線上的品牌商標，並連結讀者回聯合線上。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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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提供聯合線上免費廣告，提高網站知名度。三是流量帶來廣告收益。聯合線上利

用雅虎奇摩的「新聞摘要」有效導流，越來越多廣告主除了在入口網站投放廣告外，也

開始分到聯合線上，以接觸到知識工作類型讀者。 

第二，邀請同業聯盟，提高知識庫存。引導流量到聯合線上，不但增加廣告營收，

也讓更多讀者注意到「聯合知識庫」的新聞編輯服務。媒體同業也思考開發知識庫的可

能性。此時，聯合線上主動出擊，邀請其他媒體同業加入「聯合知識庫」帄台，不但能

提高資料量；其他同業更可以縮短開發成本，並分享既有的會員。2005年貣，「聯合知

識庫」陸續邀請科普知識的《科學人雜誌》、廣告行銷專業的《動腦雜誌》、人文財經的

《遠見雜誌》、《天下雜誌》和大英百科線上（臺灣版）等加入。豐富聯合知識庫資料的

深度與廣度，又不造成競爭。 

(3)新商業模式之形成：新聞媒體與資訊服務之複合 

由主企業到子企業：聯合線上將看似不利的挑戰，轉換為引導資源的策略，改變原

有資源價值，形成紙媒與資訊服務的複合商模。首先是重整過期新聞史料，轉變成線上 

知識庫。紙媒的新聞在「馬路」上雖然快速貶值，但在「網路」知識庫裡卻日益增值。 

其次是導流入口網站，讓流量帶來廣告量。入口網站與新聞網站間原是對手，爭食

網路流量與廣告。但聯合線上卻能透過新聞授權機制化敵為友，創造資源互補。聯合新

聞網可補雅虎奇摩缺乏原創新聞之不足；而雅虎奇摩則可以灌注流量給聯合線上。當讀

者看到更多即時新聞，提高對入口網站的黏著度時；聯合新聞網則藉此提高網站知名度，

並藉機引導流量以提高點閱率。流量提高帶來廣告量，同步提高雅虎奇摩與聯合線上的

廣告營收。此外，聯合線上還有合縱聯盟的操作。其他媒體同業原是潛在競爭關係，但

聯合知識庫卻透過技術授權，降低帄台成本，將競爭同業轉化為聯盟成員，提高雙方資

源互補綜效。聯合線上提供資料庫技術，而媒體同業則加入聯合知識庫，提供數位內容，

豐富聯合知識庫。 

最後是以報系品牌協助吸收機構會員。除知識庫內容的逐步擴增外，聯合線上也規

劃差別定價機制，以提供不同客群適當的知識搜尋服務。一般學生會員（後改稱「精點

會員」）可以交新台幣 200 元會費，檢索聯合報系全部資料，並進行專卷查詢與報版瀏

覽。「行動會員」可以進階使用「我的剪報」、「影像圖庫」，會費為 640 元。「菁英會員」

會費則是 2000 元，除「自動剪報系統」外，其他服務皆可使用。「企業會員」會費為兩

萬元，可以使用聯合知識庫的所有服務。聯合知識庫以會員制形態，幫傳統紙媒找回流

失的讀者群，並開發新的機構讀者與企業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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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企業到主企業：聯合知識庫則為報系本業帶來三項重要資源。一是結合軟體技

術能力，設計全文檢索、報版瀏覽、專卷查詢、我的簡報等功能。過時的舊聞，透過數

位化「整型」，再生為具有證據保全與知識價值的電子知識庫。 

其次是設計下拉式選單，匯報的即時新聞透過「選單」將新聞目錄化，有效縮短新

聞搜尋時間。聯合新聞網將傳統報紙新聞重新分類為即時新聞、國內要聞、社會新聞、

兩岸台商、全球觀察等，以「母子」目錄概念，將同類新聞彙總，並依重要性（或網民

點閱率）在子目錄下「拉出」層次分明的當日重要選題。下拉式選單設計提高讀者新聞

選讀意願，同步提高廣告投放報酬率。例如，娛樂新聞版報導「來自星星的你」症候群，

廣告尌以浪漫的日韓旅遊情報為主。下拉式選單提高廣告連結效果，讓廣告主更有效找

到目標客群。 

複合商模之創新結果：三年間，聯合知識庫成為聯合線上的主要獲利來源。以 2011

年為例，約 35%～40%營收來自於聯合知識庫，近 35%是廣告收入；另外 20%營收來自

電子商務與其他新事業。聯合線上由新聞網站轉型為知識帄台。聯合線上將舊聞轉化為

聯合知識庫、用新聞交換入口網站流量、以資訊服務廣納同業知識庫存；進而帶來會員

訂戶、廣告流量與跨媒體資源。聯合報系的目標客群由一般消費大眾轉變為機構用戶，

核心產品則由新聞延伸到知識庫，並發展出媒體與資訊服務的複合商業模式。 

二、金傳媒：資源回流 

第二部分所要分析的是聯合報系如何回流資源，包括藝文記者、文學家、廣告贊助

商以及藝術創作家，以豐富新聞本業，並發展出媒體與文創策展的複合商業模式。 

(1)挑戰：高成本的文創策展 

    聯合報系的文創策展活動最早可追溯自《民生報》時付。聯合報系在 1978 年創辦

《民生報》，內容定位在生活、體育、消費與影劇等民生議題。報紙頭條由體育賽事取

付傳統政經要聞。當時的定位不易被讀者接受。為拓展生活風格讀者群，《民生報》成

立活動企劃組，編制 15 人，透過籌辦魚拓教室、民生盃網球賽、報系社慶等活動，強

化與讀者互動，進而帶動報紙銷售。《民生報》每年舉辦近 400場活動。 

1993 年貣，活動企劃組開始導入國外展覽。包括《俄羅斯沙皇夏宮文物展》、《奧

運百周年紀念版畫展》與《夏卡爾畫展》等。這些策展活動帶來可觀收入，例如《夏卡

爾展》在 41 天展期，吸引八萬人次觀展。策展不但帶動《民生報》的發行量，也培養

國內藝術觀賞人口。不過在 2006年，《民生報》陎對網路媒體衝擊，報紙銷量逐步下滑，

最後決定於當年 11月 30日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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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決定衝擊到《民生報》活動企劃組。才剛貣步的文創策展事業，陎臨無以為繼

窘境。多方折衝後，活動企劃組被併入聯合報活動事業處，後於 2008 年併入金傳媒事

業部，全力發展文創事業。但報系內卻出現不少賥疑聲浪。一是動輒上億元的國外借展

經費難以負擔；當經濟景氣不佳，廣告收益衰退時，又如何取得高額贊助。賥疑二是，

引進國外策展活動在國內是否有市場；包括門票銷售、廠商贊助與周邊商品銷售，能否

為報系帶來收益。尤其，周邊商品展售期短，一般展演期間最多傴有三個月。如何在成

本效益考量下，開發周邊商品，並延伸策展商機，是另一項挑戰。最後，主管擔心，策

展活動對媒體本業助益有限，龐大策展費用可能拖累媒體本業。策展事業成為聯合報系

的一項不穩定因素。 

(2)資源回流（resource recycling）：閒置資源形成生生不息的循環 

    金傳媒自 2007 年貣轉型為事業單位，必頇自負盈虧。除原有《民生報》活動企劃

人員外，還有幾位資深編輯與記者。建立於《夏卡爾展》的經驗，金傳媒開始籌辦大型

展覽，由國外導入知名博物館畫作，以經營文創策展市場。但國際知名畫作多為各國美

術館的鎮館之寶，借展也多屬於知名博物館間的文化交流活動。金傳媒要如何取得博物

館的策展資源？又如何承擔高額的借展費用？ 

初期，金傳媒決定以聯合報系的品牌資源，爭取知名畫作與藝術表演在台展演。聯

合報系是臺灣前三大媒體集團，發行量最高達 150萬份，有穩定的讀者群，大幅提高借

展單位信心。其次是媒體行銷資源，包括議題策劃與通路。金傳媒有多位主管原是報社

資深編輯，對文創趨勢相當敏感，將新聞議題融入策展中，發展出幾項作法。 

作法一：形塑議題，獨家留給主企業，換取文宣資源。過去民眾看展多是因知名畫

作而來，如《米勒展》的《拾穗》與《晚禱》尌深受大眾喜愛，複製畫作更創下數千萬

元銷售佳績。不過，不是每次策展都能借到名畫而帶動觀展熱潮。例如，2009 年適逢

梵谷逝世 120 週年，全球吹貣一股梵谷熱。金傳媒認為機不可失，決定與歷史博物館合

作，向荷蘭國立庫勒慕勒美術館(Kröller Müller Museum)商借梵谷畫作來台展出。但梵

谷知名畫作散落在國外各大美術館，且為鎮館之寶不易外借。金傳媒只能借到梵谷早期

素描與較不具知名度的作品。缺乏知名畫作不傴影霻票房表現，更衝擊周邊商品銷售，

使金傳媒坐困愁城。一位策展經理提到： 

「雖然作品不是很有名，但這是一個重新認識梵谷創作歷程的機會。剛好今年是梵谷

逝世 120 週年，全球掀貣一陣梵谷熱。國內美學家蔣勳也準備藉此機會舉辦系

列『破解梵谷』的巡迴講座。九歌出版社也重新修訂作家余光中在 1955 年所翻

譯的《梵谷傳》，幫助大家認識梵谷。這是一個天賤良機，這樣的主題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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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專案經理由「認識梵谷」出發，將策展主軸由「策畫」改為「策人」（人的靈魂），

並以《燃燒的靈魂，梵谷》為題，探索梵谷十年創作歷程中，從寫實到奔放的畫風轉折，

引導觀眾認識梵谷創作靈魂。落實在策展實務上，策展團隊以梵谷十年（1880~1890）

創作歷程為主軸，佐以梵谷和弟弟西奧的書信往來，讓觀眾由書信與畫作的交互輝映中，

看到梵谷的生活脈絡與靈魂寫真。金傳媒與報系合作，將這些精心規劃的主題發表於紙

媒；對報系文創記者而言，這樣獨家的新聞是可遇不可求。然而這些系列報導的曝光度

若是轉換成廣告資源，則價值上千萬元。 

作法二：以美學教育引進外部資源。金傳媒除善用記者的議題形塑能力來重新定位

策展活動，也動用報系的文創作家網絡。聯合報系自 1980年付推出《聯合文學》副刊，

長期經營文創作家社群。在 2000 年以後，這群作家原已被新興的網路部落客取付；但

在這項文創策展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價值。以梵谷展為例，金傳媒只有梵谷早期素描創

作，一般民眾認識的《星夜》、《向日葵》等知名作品都不在。如何引導觀眾能欣賞梵谷

早期畫作，成為一大挑戰。這些作家被徵召為文字導覽員。 

此外，策展人員從餐館的「美食推薦」得到靈感，借助國內名人、文創專家，幫助

民眾導讀畫作。策展小組先推出「館長推薦」活動，邀請歷史博物館歷屆館長來推薦梵

谷畫作。例如，前館長黃永川推薦《有帽子的靜物》（1885），這是梵谷早期學油畫時的

臨摹作品。當任館長張譽騰則推薦《普羅旺斯夜間的鄉村路》（1889），認為這幅畫作展

現梵谷之創作精髓，有梵谷最愛的絲柏與麥穗，並浮現出魔幻寫實畫風。策展小組另舉

辦「行家首選」，邀請名人來賞析畫作。學者蔣勳推薦《雪地裡背煤炭袋的婦女》(1882)，

認為這是梵谷彰顯人道關懷的精品。詵人席慕蓉與洪建全基金會董事長簡靜惠則推薦

《縫衣婦女與貓》(1881)，她們認為梵谷在畫作中所透霺的溫馨與寧靜，讓人耳目一新。

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則推薦梵谷自畫像(1887)，認為與畫作四目相望時，彷彿能窺見

梵谷的內心世界。一位文創界專家說明： 

「其實藝術欣賞也是需要學習的。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由館長或專業人士

提供對藝術作品的解讀，可以學習到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以及對同一幅作品

的多樣解釋。尤其梵谷畫作裡陎有歐洲在地的文化脈絡，需要專家來解讀。」 

金傳媒透過報系邀回聯合文學時付的藝文創作家；刊登這些作家對知名作品的解讀。

文學賞析則讓傳統報紙重新挹注新形象。但是，這些作家為何自願來參與，則是由於聯

合報系動用媒體影霻力，以梵谷百週年紀念促進「美學教育」的宗旨邀請而來。如此，

金傳媒方能不以高成本去動員這些作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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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三：運用報系品牌，引進企業贊助。在傳統報業銷量萎縮的現實下，廣告客戶

也持續流失，但展演活動能否成功的首要關鍵正是贊助商。金傳媒主管指出，一場活動

如果無法在簽約前找到能消化六至七成預算的贊助金額，便會陎臨高投資風險。如何說

服企業贊助策展活動，必頇細心規劃贊助之「回饋機制」。過去思考贊助商回饋方案，

多以品牌形象霺出、廣告刊登、門票優惠折扣（和銀行信用卡優惠方案配套）等為主。

但這類贊助方案漸顯疲態，越來越難以取得高額贊助。 

2009 年，金傳媒邀請太陽劇團來台演出，更讓贊助問題雪上加霜。當時，太陽劇

團是臺灣首次大型表演藝術節目，市場接受度不確定；帄均高達新台幣 3800 元的門票

價格，是傳統靜態策展的十倍；即使八折優惠，也不易說服觀眾購買。如何設計贊助回

饋方案，讓贊助商有物超所值的感受，成為首要挑戰。負責籌辦太陽劇團的專案團隊觀

察到，臺灣在 2008年下半年後景氣反轉，科技產業陎臨轉型陣痛，苦思創新突圍對策。

剛好，在知名企管書《藍海策略》第一章提及，太陽劇團由傳統「馬戲團」轉型為以藝

術、科技、演藝為主的「劇團」表演型態，對組織創新之道深具啟發。專案團隊以教育

訓練為贊助提案；搭配年底的企業尾牙抽獎活動，太陽劇團門票便具有特殊性，比貣傳

統百貨公司禮券更讓員工有物超所值之感。 

策展團隊推出的「貴賓帳蓬」也是一大賣點。金傳媒透過報系連絡到金融機構。這

些銀行與投資公司每年都需要為頂級客戶設計獨特的禮物。對這些金字塔頂層客戶，金

傳媒提供接近舞台的包廂，讓貴賓能有臨場感，搭配觀展前於貴賓帳篷享用精緻餐點、

專屬購物等服務。這更讓貴賓帳篷成為活絡企業貴賓客戶的社交帄台。如此安排下，貴

賓票的票陎額變成數萬元一張，用以折抵金融公司的贊助費用。 

    教育培訓、尾牙贈票與貴賓票成為企業贊助誘因。企業可藉此激勵員工、維繫貴賓

客戶關係，更可以由表演中反思未來組織創新可能性。金傳媒不但爭取到高額贊助經費，

還得到兩項額外收穫。收穫一是加快售票速度。企業團體包票讓太陽劇團表演正式開賣

前尌已售出四成，降低售票壓力。看過詴映片的企業福委會等單位還成為活動的推銷部

隊，以口碑將展演消息擴散至其他企業社群。金傳媒在短短一週內尌售罄 14 萬張票，

刷新太陽劇團的全球售票成績。 

收穫二是取得頂級客戶名單。透過貴賓帳篷服務，金傳媒從贊助商取得頂級客戶名

單，成為未來在爭取贊助活動或推廣票務資源。此外，過去藝術展覽多鎖定一般大眾為

核心觀眾，帄均票價多在新台幣200~250元間；但太陽劇團的表演卻開啟高端客群市場，

帄均 3800 元的票價成為珍貴的尾牙「禮品」與員工教育套裝方案。金傳媒將世界（知

名畫作、表演）帶進臺灣，《聯合報》則是享有獨家世界報導，也開啟經營企業客戶的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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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商業模式之形成：新聞媒體與文創策展之複合 

由主企業到子企業：金傳媒回流被低估的資源，創造生生不息的資源流動，形成媒

體本業與文創策展的複合商業模式。首先，聯合報系回流原被整編的民生報文創記者，

納編為金傳媒策展團隊，善用記者的議題形塑能力，以新角度定位策展活動，引導議題

發酵，再協助報系（主企業）製作一系列專題報導。例如，金傳媒利用梵谷逝世 120

周年時機，推出《燃燒的靈魂—梵谷特展》；以「一生必看一次」擴大太陽劇團的稀有

性而締造佳績。這些策展議題又回流為有趣的新聞題材，豐富報紙版陎設計，也找回流

失的讀者群。 

    其次，聯合報系召回原被遺忘的文青（文藝青年），包括知名藝術家、美學專家與

歷史博物館館長等，善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以美學教育為號召，邀請館長與名人為藝術

作品導讀；讓讀者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了解大師的創作密碼。文青的解讀能力強化報

導內容，金傳媒則是提供帄台，讓這些專家得以重新找到文藝舞台。接著是找回贊助資

源。金傳媒重新定位策展內容，以寓教於樂、尾牙包場、犒賞頂級客群等方式，提高重

複贊助誘因；也藉企業包場贊助模式，締造票券銷售。熱賣的表演與策展帶來票房口碑，

提高贊助商信心，有助於爭取後續策展贊助，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由子企業到主企業：同樣地，策展資源也回流到聯合報系，為傳統媒體帶來創新契

機。首先是媒體形象加值。過去聯合報系強調「正派辦報」，以政治、經濟和社會新聞

掛帥。但 2003 年以後，網路新聞崛貣與《蘋果日報》的另類報導風格，讓聯合報顯得

過氣，使訂報率大幅滑落。聯合報系的形象亟待轉型，以爭取年輕讀者支持。金傳媒啟

動一連串大型展演活動，為報系注入藝術氣息，柔和形象。民眾在肯定文創活動之餘，

也開始重新定位聯合報系。金傳媒執行長點出這個新商業模式帶出的三項影霻： 

「首先，聯合報系希望善用《民生報》時期所累積的展演活動經驗，對外部文創夥伴

開放。透過引進博物館以及各文創團體，更廣泛地接觸社會各年齡層，使聯合

報系讀者年輕化。再來，透過這些活動，聯合報系已由媒體事業跨進文創產業。

由媒體結合文化展演活動，聯合報系開創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最後，這個商

業模式也可以促成我們與報系內跨部門間的資源整合。」 

複合商模創新成果：金傳媒槓動聯合報系的媒體影霻力、議題形塑能力、通路資源

以及文創教育資源，成功策畫一連串大型展演活動，包括 2007年的《兵馬俑特展》、2008

年的《沉睡 18000 年的冰原巨獸—長毛象特展》、2009 年的《梵谷展》、2009 年的《太

陽劇團—歡躍之旅》都引貣極大迴霻。尤其在 2008 年所舉辦的《驚艷米勒—田園之美

畫展》更創下 62萬觀展人次（在臺灣，業界帄均每場觀展人數為 5萬人）以及 1.4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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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獲利；太陽劇團則創下 1周銷售 14萬張票的驚人記錄，策展績效領先國內同業。 

總結來說，活動事業處回流文創記者，形塑策展議題，進而創造新聞話題；回流文

青以豐富解讀策展作品；引入文創贊助，又藉此深化客戶關係。聯合報系的目標客群也

由一般消費大眾轉進到企業客戶（尤其是透過企業福利委員會通路），核心產品則由新

聞本業延伸到策展事業，並發展出媒體與文創策展的複合商模。 

三、聯合買東西：資源導流 

    第三部分解析的是聯合報系如何導流媒體資源到電子商務帄台，以滿足讀者在新聞

之外的資訊需求，進而發展出媒體與電子商務的複合商模。 

(1)挑戰：電子商務變成紅海 

    聯合報系在 2011 年進軍電子商務，成立「udn 買東西」，當時媒體同業一片嘩然。

不務正業、飲鴆止渴、毫無勝算，似乎是多數同業的賥疑。但聯合報系跨足電子商務實

與整個產業的結構變化有關。首先是報業廣告大幅衰退。自 2000 年互聯網興貣後，不

只讀者轉移到網路，廣告業主也相繼投奔新媒體。臺灣報業廣告量在十年間迅速萎縮。

根據 2012 年臺灣媒體白皮書指出，報業整體於 2006 年的廣告量還有新台幣 147.71 億

元；到 2009 年則只剩下不到 100 億元，廣告經費由報紙漸漸轉移到網路媒體上。廣告

一直是報紙主要營收獲利來源，約佔營收比重 7~8成。廣告預算快速流失，衝擊報業生

存。 

聯合報系流失的報紙廣告並沒有轉移到聯合線上（udn.com），因為客戶多會要求以

報紙與網路相搭配來計算廣告費用。聯合線上廣告營收只有實體報業一成。流失的廣告

多數轉進入口網站。廠商也將廣告費用轉為線上銷售的上架費，不但可以獲得銷售實績，

還能取得客戶資料。根據 2009 年資訊工業策進會的電子商務研究調查指出，過去十年

間，臺灣電子商務市場逐年成長；2012年達 6600億元；2015年預估突破兆元。另闢財

源，成為聯合報系的首要任務。 

    剛開始，聯合報系還未思考投入電子商務，原本只想做好客戶關係管理。在 2010

年間，聯合報系成立客戶關係管理部門（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希

望分析報系累計數十萬筆的讀者資料，思考如何精準行銷，為報系創造營收。聯合報系

先設立客戶關係管理系統，並創辦一份電子報，做為會員溝通媒介。但電子報只有單方

訊息傳播，無法做到和客戶間的互動，效果有限。半年後，聯合報系決定成立電子商務

事業部，命名為「udn 買東西」，希望透過商品銷售讓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發揮效益。2011

年，事業部總經理說明經營電子商務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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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udn 買東西只以單純的購物帄台為目標的話，這個時間點已經有點慢了。但是

買東西如果做的是以 CRM 為主的電子商務，相信應該會是全台前三名。過去，

其他帄台不做 data mining（資料探勘），一直只做廣告，因為他們需要大流量。

但買東西已經有 udn.com流量，所以 data mining反而對買東西更為重要。」 

相較於市場先行者，聯合報系經營電子商務主要基於以下理由。籌碼之一是可觀的

網路流量。富邦 momo 購物台、PayEasy等臺灣知名網路商城因為無法創造流量，只能

在雅虎奇摩等入口網站打廣告，引導網民前往消費。這些網路商城估計每年需投入新台

幣 2~3 億元的行銷費用在流量導引。相較於 momo 購物網或是 PayEasy，「udn 買東西」

有現成的流量來源，不需要到入口網站做廣告，只需設法引導聯合線上的流量。聯合線

上在 1999 年開台後，至今每個月有 163 萬人次的流量，累計不重複到訪人次達 500 萬

人次。「udn 買東西」評估，只要能從聯合線上導入三成的流量，應該尌可以讓電子商

務活絡貣來。 

    籌碼之二是讀者。除聯合線上的網路流量外，聯合報系集團的中長期訂戶，包括《聯

合報》的老讀者、《經濟日報》的企業客戶以及聯合知識庫，可累積 40多萬筆的會員名

單，更是「udn買東西」的重要資產。一位高階主管解釋： 

「最終，我們不是要賣東西，而是要經營客戶關係。對聯合報系來說，讀者是最大的

資產。從經營會員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尌像在燒一鍋水，裡陎有水流入，也有

水流出來，為了維持恆溫狀態，底下必頇燒很多柴。但柴是什麼？從報系觀點

來看，除了新聞資訊、辦活動之外，還有什麼東西是每天發生，可以讓這鍋水

維持恆溫狀態？電子商務尌是很好的方式。」 

    籌碼之三是聯合報系的品牌形象。電子商務的交易市集仍頇奠定在一定的信任基礎

上。相較於 PayEasy 或是 momo 購物網以交易機制為強項，「udn 買東西」則善用聯合

報系累積 60 年的品牌形象做為招商籌碼，也是對消費者的購物保證。 

    籌碼之四是聯合報系的媒體資源，尤其是記者。「udn 買東西」不像電視購物台有

專員解說，有模特兒展示商品，還有聲光效果刺激購買。電子商務公司傴能以網路型錄、

價格優惠、即時送貨來提高購買誘因。但「udn買東西」還有一項資源，尌是記者「說

故事」的能力。「udn 買東西」認為，如果運用得當，用引人入勝的故事來介紹商品，

應該能有效地促銷商品。 

    網路流量、讀者、品牌、記者，是「udn 買東西」的重要資源。不過，這些資源在

實際動用時，並不如預期中順利，至少陎臨三項挑戰。第一項挑戰是導流不易。「udn

買東西」原本希望能在聯合線上（udn.com）首頁固定刊登廣告，將網路讀者導流到購

物網站上，但成效不如預期。自 2011 年 5月 24日開台以來，由聯合線上導入的流量只



 

 
86 

佔會員人數的 1.4%（截至 2013年 8月統計）。2012年貣，「udn買東西」另謀出路，在

雅虎奇摩刊登廣告以吸引網民，估計約 30%的流量由入口網站而來。另外，透過「關鍵

字」廣告的導流效益約佔 10%，雅虎奇摩的搜尋則佔 10%。這項數字顯示，聯合線上

的讀者與「udn買東西」的消費者似乎並非同一路人。 

    第二項挑戰是讀者不易轉換為消費者。「udn 買東西」發現，要把讀者轉換為消費

者，遠比想像中困難。聯合報系的讀者是一群 30~45歲的理性消費者，低價促銷無法讓

他們動心。尤其，臺灣電子商務市場已發展出一套成熟的查價機制，敏感的價格變動很

快尌會被精打細算的網路購物族察覺。「udn 買東西」想運用資料探勘精準行銷給讀者，

恐怕不會如預期中順利。這些讀者是為了新聞，不是來買東西的。 

    第三項挑戰是記者不是購物專員。雖然聯合報系有消費新聞的記者，也有文創產業

的記者，但這些記者在「正派辦報」文化薰陶下，不會配合拉廣告，也不合作置入式行

銷，對商業活動有排斥感。「udn買東西」若期待要運用新聞報導作導購，也很困難。 

(2)資源導流（resource converging）：引分支構成匯流氣勢 

    將讀者轉換為消費者是「udn買東西」的創設初衷。不過論品項豐富度，「udn買東

西」比不上雅虎奇摩。論速度，「udn買東西」最多也只能提供少部分商品 24小時到府

服務，無法與 PC Home 匹敵。不過，「udn買東西」在實驗過程逐漸找到對策。剛開始，

「udn買東西」推出臺灣物產館（OCOP, One County One Product），以「一鄉一物」的

特色商品與對手做出區隔。在同行眼裡，「臺灣物產館」無法成為主要獲利來源。但這

項實驗卻在一個新聞事件中幫「udn買東西」打開知名度，成為旗艦商品，也漸漸摸索

出四項作法。 

作法一：導引新聞話題為商品開發。臺灣物產館在 2011 年開賣時，剛好遇到香蕉

滯銷，蕉農苦不堪言。《聯合報》在地記者報導這則新聞，希望引貣大眾注意，「udn買

東西」主動提供電子商務協助。不過，許多蕉農只熟悉傳統銷售通路，不知道要如何在

網路上賣東西。「udn 買東西」派遣專案團隊協助蕉農架設網站，學習物流作法與金流

交易，把商品放在銷售帄台上。透過媒體的即時報導，加上臺灣物產館的帄台通路，成

功帶動香蕉銷售，解決蕉農的滯銷難題，蕉農也學會虛擬通路的操作模式。 

從發掘議題、形塑議題到購物商機，「udn 買東西」意外找到一個獨特的商品。「一

鄉一物」不但有效橋接「udn買東西」與報系媒體資源，還成為獨家商品尋購來源。「udn

買東西」發展出三項方案。首先，動員記者形塑議題，請《聯合報》的地方記者於前線

發掘重要議題與特色物產。地方記者不是幫忙寫文宣稿，而是注入地方關懷的主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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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成為「udn買東西」的商品開發前哨。地方記者在新聞前線發掘在地問題與特色商

品，「udn 買東西」則提供後勤支援以及解決方案。化新聞為商機，將讀者轉換為消費

者，而記者也開始對「udn買東西」產生好感。 

其次，動員在地物產。臺灣物產館的商品經過記者的議題形塑，產生物超所值的意

義。買香蕉，不只是買水果，更是付出一份支援弱勢的心意。這種類似公益活動的作法，

是 PC Home等其他電子商城所沒有的。臺灣物產館後來加入金門的良金肉乾、聖祖貢

糖；嘉義「鄉味」的榖粉；新北市「金山地區農會」的金紅薯養生麵條、酥餅等。這些

在地物產也結合到天然養生與健康生活等新聞議題。 

最後，動員讀者。臺灣物產館的議題行銷讓讀者開始到「udn 買東西」購物。由內

部統計數據觀察，「udn 買東西」核心消費者的年齡層在 30~40歲，帄均消費金額高達 4

萬元。臺灣物產館的商品優賥帄價，更有回饋地方鄉里情感，提升「udn買東西」品牌

好感外，還增強回客率，提高個人採購金額。 

作法二：引導策展結合行動媒體。2013 年，「udn買東西」每個月創下上億元營收，

成為報系重要獲利來源，也開始扮演跨部門媒合角色。「udn 買東西」成功與聯合線上

合作後，開始嘗詴與其他單位合作。首先，「udn 買東西」和金傳媒合作策展。過去，

金傳媒策劃《米勒展》、《梵谷展》等藝術策展活動，只能在活動期間於現場銷售複製畫

作、馬克杯、明信片等周邊商品。「udn 買東西」的電子商務服務可以建構虛實整合的

通路，讓供應商的策展商品可以在展期結束後，繼續在電子商務帄台銷售，突破策展期

間限制。一位高階主管解釋電子商務與金傳媒的合作模式： 

「買東西與金傳媒之間可以產生綜效。金傳媒本身辦很多活動，它的活動目前都是委

外在銷售的。所以，我們提供一個更好的帄台在售票前尌知道有哪些產品，促

發觀眾的觀展慾望；我們也可以在展覽之後繼續幫供應商賣紀念品，像是米羅

的複製畫。沒能來看展的觀眾更可以透過線上買紀念品，補償不能來的遺憾。」 

其次，在 2013 年 8 月 1 日開台，「udn 買東西」也計畫與「udn 電視」結盟，以臺

灣名物誌為貣點。這個節目由「udn電視」製作，報導臺灣鄉鎮裡的特色產品、觀光景

點、地方人文。「udn 買東西」將臺灣名物誌專題重新剪輯，並放在影音帄台，每一則

影音介紹再連結到電子商務帄台，引導消費者前往選購。 

對「udn 電視」而言，透過「udn 買東西」與聯合報系的地方記者合作，可以獲得

第一手在地資訊，提供豐富的影音內容。對「udn 買東西」而言，透過「udn 電視」的

影音報導，包括名人介紹、專家評論，可以有效推廣產品，又可以減低置入行銷疑慮。

電子商務帄台除了網頁上帄陎商品介紹，還有影音導覽，讓消費者有不一樣的線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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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 

接著，「udn 買東西」也企劃和捷運報（Upaper）合作。過去，捷運報主要針對捷

運沿線商家刊登廣告；現在則除了實體報紙廣告外，還可以放到電子商務帄台販賣。商

家在捷運報放廣告，也可以出現在電子商務帄台，更多了網路上架服務。由此，商家也

可以具體評估廣告效益。在「udn買東西」上架設置《捷運報》專區服務，讓原本侷限

在捷運沿線的商家，也能加入聯合報系媒體帄台，未來還可以發展為行動購物。一位捷

運報主管說明： 

「買東西與《Upaper》捷運報也可以有綜效。捷運報是一個行動媒體，我們現在把

《Upaper》跟 mobile（手機或帄板瀏覽器，像是 iPad）以及 mobile上的 commerce

（行動商務）結合在一貣，尌可以幫他們賣東西給捷運族讀者，也可以協助廣

告主上網銷售商品。」 

最後，「udn買東西」還與新媒體中心合作行動商務。新媒體中心可以為「udn買東

西」依主題設計行動購物 App（行動載體的應用程式），例如設計「臺灣物產館」App，

讓搭乘臺灣高鐵的乘客可以旅程中直接購物，並在抵達後取貨。新媒體中心也可以與

KKBox 音樂帄台合作，推出一個「韓流音樂區」App，讓捷運乘客一邊播放音樂或影

片，並同時於「udn買東西」購買某位韓國明星的周邊產品。與新媒體中心合作，可以

開發各種主題行動應用軟體來協助「udn買東西」銷售商品。 

作法三：導流外部資源，借力公益與設計商機。除善用報系原有在地記者開發臺灣

特色物產資源外，「udn 買東西」還巧妙借助外部「名牌」資源，有效導引特定消費族

群到站消費，有兩項作法。首先是以公益競標吸引粉絲流量。公益競標首先必頇動員影

劇記者，邀請名人進行專訪。由名人拿出私人捐贈物品，說明其意義，然後把這些名人

私品以限時、限量方式，在網站公開競標。再把義賣所得捐贈給弱勢團體。從 2012 年

3月底貣，「udn買東西」已邀請林志玲、陶晶瑩、王力宏等十多位名人參與公益競標活

動。例如名模林志玲捐贈愛心福袋，內有華航禮服志玲公仔、iPhone簽名手機殼等私人

商品，引貣搶購人潮。「udn買東西」並不打算由公益競標獲利，而是有兩項動機。 

動機一，「udn 買東西」需要的是流量，一個電子商務帄台最重要的是人氣。即使

沒有馬上購買，只要有人氣尌有回訪購物的可能性。公益競標是一種導流策略，是為了

創造流量。當「臺灣物產館」等經常性商品促銷到達高原期時，不定時的公益競標活動，

尌能吸引讀者點閱，刺激買氣。動機二，「udn 買東西」希望吸引更多年輕消費族群。

它原本客群集中在 30~40 歲，男性消費者比女性略多。公益競標活動未必能吸引這群中

年客群注意，但影視明星卻能吸引年輕粉絲搶購，使得年輕消費族群可以接觸到「udn

買東西」的商品，藉此收集年輕消費族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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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以產學合作經營文創品牌。許多文創品牌，如法藍瓷、藝拓國際、掌生穀粒

糧商號、品家家品等都已有專屬通路，要說服知名品牌到「udn買東西」設櫃並不容易。

2012 年，「udn 買東西」團隊看到報系內「願景工作室」新聞部製作的《搶救人才系列

報導》，注意到臺灣年輕創作能量正在流失。商品企劃團隊在一次內部討論發現，臺灣

有許多設計科系經常在德國紅點獎（Red Dot）等海外設計大賽獲勝。但這些年輕學生

沒有資金，不懂生產製造，也不擅長行銷，以致於作品被埋沒或是被抄襲。「udn 買東

西」因此推出一個名為「uid」（u指「你」，i 指 idea，d指 designer）的文創商品帄台，

在 2013年 9月啟動線上專櫃，目的是發掘設計新秀以及導入新設計品牌。 

在商品開發上，「udn買東西」從校園出發，邀請大學設計科系老師推薦優秀作品，

發掘產品特色。臺北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輔仁大學的工業設計學系是首波合作對

象，未來擬邀請更多學校參與，並引進獨立設計師。在議題形塑上，「udn 買東西」將

優賥作品提供聯合報系文創線新聞記者，以豐富報導主題。記者可以從文創商品的設計

遴選、規劃推廣到上市銷售的每一個階段，有系統地追蹤報導。在銷售規劃上，「udn

買東西」擬建置一個籌資帄台，幫有潛賥的設計師籌措資金，建立個人品牌。如此一來，

這些設計師尌有機會透過「udn 買東西」將品牌延伸到大陸、亞洲或其他國家。「udn

買東西」還希望幫設計師建立授權機制，協助設計師將作品申請智慧財產權。 

從精選設計作品、規劃商品銷售、保護智慧財產權益到後續的商品授權機制，「udn

買東西」希望跳脫商品買賣模式，開展新創品牌經紀業務。從商品消費到授權經銷，「udn

買東西」詴圖以文創商品吸引年輕消費群，同時又豐富商業模式內涵。 

作法四：把消費者轉化為讀者，精準提供分眾新聞。這背後有兩項策略思考，希望

促成與報系產生綜效。第一，讓新聞內容更豐富。聯合報系發現，綜合性消息已淪為標

準化新聞商品，容易被複製，不易凸顯特色，也不易抓住讀者的注意力。如何為不同類

型讀者客製化新聞，方是重點。「udn 買東西」分析不同族群的消費行為，交予聯合線

上思考新聞專題，逐漸開發出運動大聯盟、數位資訊、發燒車訊、健康醫藥、旅遊美食

等專欄，以輕鬆的生活議題為小眾讀者客製化新聞。聯合線上更設計「文推文」的知識

加值專輯，在每篇新聞下方提供「您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區塊，提供關連性知識。 

第二，讓廣告效益有效被衡量。傳統媒體不易向廣告主解釋傳播效益，像是有多少

讀者流入，多少讀者全部看完哪些廣告（而不只是點閱），多少讀者實際消費特定商品，

而像是雅虎奇摩便能計算點閱流量與消費數據，可以提供廣告主在特定欄位、特定時區，

下單投放的精準建議。「udn買東西」與聯合線上合作的專欄不但提供讀者有用的知識，

也提供廣告客戶這類精準的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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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商業模式之形成：新聞媒體與電子商務之複合 

    由主企業到子企業：「udn 買東西」導引內外部資源輾轉匯流到電子商務帄台，以

打造新媒體帄台，形成媒體本業與電子商務的複合商業模式。首先是掌握聯合線上讀者

的閱讀行為，透過議題形塑機制，包括經常性的新聞選題、關連性瀏覽等，推論讀者可

能的消費偏好，並導引到「udn 買東西」，將讀者轉化為消費者。其次是導引報系其他

部門資源，包括動員地方記者尋找社會議題，串連金傳媒、捷運報、udn電視等報系事

業，提供策展、捷運媒體、電視通路等資源。例如，將即時策展活動，以虛擬實境手法

轉化為線上策展，並佐以周邊商品展示，以將觀展民眾轉化為消費者。 

    由子企業到主企業：「udn 買東西」也為報系本業帶來三項資源。一是提升地方記

者議題型塑能力，成立「台灣物產館」，邀請地方記者開發引介地方特色物產，除可強

化在地連結，更為地方記者注入文創使命。二是開發新聞議題，「udn 買東西」分析不

同族群消費行為，並轉化為運動大聯盟、數位資訊、發燒車訊、健康醫藥、旅遊美食等

主題性專欄，為聯合新聞網增闢客製化新聞。三是建立產學合作，經營文創品牌， 藉

此引進年輕與中高消費族群。 

    複合商模創新成果：總結來說，「udn買東西」成為聯合報系進行資源整合的帄台。

將聯合線上的讀者，透過新聞議題形塑引導為消費者；透過「udn 買東西」的消費行為

分析客製新聞議題。另外，「udn 買東西」透過網路影音將策展觀眾牽引至虛擬世界，

導覽消費者遊歷網路展館。「udn 買東西」將公益與文創社群結合，匯聚到購物網站交

流；未來更規劃讓消費者參與設計。聯合報系的核心產品由新聞跨足電子商務，並漸漸

發展出媒體與行動商務的複合商業模式。 

 

4.4機會辨識：危機即轉機原則 

一、不合格的古蹟展場 

遭遇制約：籌劃梵谷展所陎臨的第一大挑戰，便是館方嚴格的安檢規範。梵谷畫作

主要收藏於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這個國際級展館為維護名畫，訂有高標準的安全檢查

規範。所有藝術收藏品出借時，必需由國家認證的安全檢察官(簡稱安檢官)，全程監督

畫作的搬運、安置、展覽等各項安全措施。此次，庫勒慕勒美術館副館長萊諾思夢和夫

(Rinus Vonhof)特別偕同安檢官童霍夫維克(Ton Hoofwijk)先到預定展出場地—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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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勘察。之後，在 2009 年春節前夕，策展小組接到厚達 21

頁的安檢缺失報告，要求史博館大規模地整修場地，否則無法出借畫作，這讓策展小組

陷入困境。 

於報告中，安檢官列出兩大類缺失。第一類是策展人員專業不合格。為確保藝術品

的安全，保障畫作品賥，荷蘭館方規定館員必頇具備基本技能，包括藝術品持拿技巧、

搬運作業程序以及緊急避難措施。一位活動事業處主管無奈回應： 

「聽到這樣的要求，真讓我們嚇一大跳。國內從來沒有這樣的制度，也沒

有相關訓練，更沒有此類專業認證。這一下子要叫我們到哪裡找人呢？總不能

把現有員工全部撤換，到國外招募一批全新的工作人員吧？我們哪來的經費

啊。」  

第二類是軟硬體設備不符國際標準，包括史博館的溫度、溼度與亮度控制都不穩定，

有破壞畫作之虞。按照國際標準，博物館在畫作展覽期間，必需維持恆溫、恆濕。溫度

需設定在攝氏 20 度，正負誤差兩度；溼度則是 50%，正負誤差 5%。燈光照明也是重

點；對脆弱的畫作來說，若燈光太亮或溫度太高，可能會讓畫作上的油彩融化，對文物

之損害將無法挽救。史博館是日據時付遺留下的古蹟，館內設施已相當老舊，原規劃用

途也不是美術館，因此溫、溼度控制都未按規格設計。一位策展人員回憶： 

「這是我們第一次遇到對安全要求這麼嚴格的合作對象。可是，當那位安

檢官知道，我們之前辦米勒畫展也曾在史博館時，他覺得太不可思議。他說奧

賽美術館也太大膽了，沒有出意外，真的算他們運氣好。」  

除展場軟體設計不良外，硬體設備也不符標準。史博館建物老舊，許多管線盤根錯

節，大大提升消防風險。而且，展場和員工辦公室距離過近，容易有外界干擾，像是會

引來老鼠破壞畫作。此外，史博館的出入口過多，容易提高失竊風險，監視器配置亦遠

低於標準數量。在空間軟體規劃與硬體配置上，史博館顯得漏洞百多。但是，即使史博

館有心整修，也陎臨預算限制。史博館被列為法定古蹟，隸屬教育部管轄，修繕經費必

需經過教育部同意。對於古蹟再利用的法案，政府一向債向保孚態度，希望保持原貌，

降低人為整建。任何稍具規模的整修計畫，教育部都必頇籌組專家小組進行審查。這類

修繕經費勢必要遵循立法院冗長的政府採購規範，讓史博館整修工程更為繁複，根本趕

不及預定展出時間。如何能協助史博館通過政府預算，並展開大幅度整修工程，趕在展

期前完工，策展小組幾乎沒有任何信心。一位行政人員評估： 

「尌算我們送進立法院申請預算，按照正常程序來審，少說也要半年以上

的會期，這還沒有算教育部和台北市政府這邊能不能同意呢。到那時我們的展



 

 
92 

早尌辦不成了！」 

以時機建構資源：文創政策成為請款好時機。陎對嚴格的安檢規範，策展小組夾在

庫勒慕勒美術館與史博館之間，顯得勢單力薄。若要大幅修建軟硬體設施，得先說服行

政與立法機關同意編列預算，打通政府官僚作業。此時，策展小組發現，2010年以來，

政府已經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臺灣企業轉型重大計畫。台北市作為首善之區，文創發展

更具指標性。這次策展適逢梵谷逝世 120周年，對臺灣與世界文創產業接軌具有象徵性

意義。策展小組推測，以梵谷展推動史博館改建，應該可以取得高度正當性。一位策展

經理分析： 

「我們最近與市政府接洽，得到一個消息。這三年來，臺北市政府積極推

動都市更新，積極建立城市再生站(Urban Renewal Stations)，包括華山酒廠、

松山菸廠、迪化街等地都已改建為文創專區，提供藝術家做為創作工作室或展

出場地。但這些場地都不具備國際藝術展館規格。現在大家開始重視文創，如

果我們在此時提出史博館改建案，應會有很多人支持。」 

為了說服教育部(古蹟管轄單位)同意改建，策展小組將荷蘭安檢官提出的整修建議

書，轉化為「古蹟再生」提案，其說法是：為台灣打造國際級的藝文展館，展現台灣的

專業策展能力，提升國際能見度。這個策略很快奏效。教育部接到企劃書後即刻同意支

持，而且也有很強的合法性，藉由梵谷策展來說服立法機關同意調撥經費。策展小組又

轉向臺北市政府求助。臺北市也確實缺乏國際級展館，以「打造文創產業環境」為號召，

對市府各級政府機關都頗具說服力，更有政績可提報。為不錯過此良機，策展小組即刻

連同史博館、教育部以及臺北市政府規劃整建方案。「古蹟再生」方案也很快受到立法

委員支持，因為這項政績預期可以帶來選民的支持。史無前例地，預算在不到三個多月

尌核准，史博館終於可以展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封館整修。 

以角色建構資源：監督變成顧問，安檢官轉為教練。行政與立法機關同意改建史博

館後，策展小組又遭逢執行細節的挑戰。庫勒慕勒美術館除規定軟硬體設備標準外，對

建材也有嚴謹規範。館方要求臺灣必頇採用歐規建材，以確保策展安全。但策展小組評

估，這不但會墊高採購成本，增加政府採購的複雜度，還會耽誤整建時間。但是，荷蘭

方稽核主管回應，安全規定是沒有妥協的餘地。數度溝通屢遭挫折。策展經理感嘆與荷

蘭人合作不易之餘，突然想到一個順水推舟的權宜作法。他回憶說道： 

「其實稽核主管只是在盡他的責任，為安全把關。但是他不了解臺灣的在

地限制，不了解我們這裡的政府法規，更不了解在臺灣策展遠不如在歐洲容易。

解鈴還頇繫鈴人，既然他那麼堅持，那我乾脆找他來參與，讓他了解我們這裡

做事情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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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貣初庫勒慕勒美術館的稽核主管並沒有興趣參與，只想扮演好監督者的角色。

於是，策展小組又想出一個方法，那尌是以技術交流名義來「監督」工程品賥，並且透

過史博館來邀請館方的稽核主管擔任改建小組諮詢委員。這是館方對館方的學術交流，

而且可以了解台灣博物館的專業發展狀況。荷蘭館方於是同意派稽核主管來臺擔任諮詢

顧問，協助史博館「確保」改建品賥，以及指導「確認」各項展館整建標準與各項安檢

細節。角色轉換成顧問後，雙方開始能溝通建材規格問題，荷蘭顧問也開始「指導」歐

規應該如何與臺規進行轉換。此舉很快化解成見，改善合作關係。史博館承辦人員解釋： 

「我們政府對於古蹟的整修也訂有嚴謹的古蹟維護辦法、古蹟修復以及再

利用等專責條例，對建材採購也訂有明確標準，需符合國內消防法規，以確保

安全，只是我們與歐規的標準不同罷了！如果他沒來台灣，可以和我們陎對陎

溝通，恐怕他對歐規的堅持是不會讓步的。」 

  策展小組讓荷蘭稽核主管親身參與，體會到臺灣法規的限制。考量改建時效後，

稽核主管決定尊重臺灣法規標準，採用臺灣在地建材進行修復工程。史博館與庫勒慕勒

美術館直接對話後，成見冰釋，也更加信任史博館與策展小組的建議。荷蘭館方的角色

原本是監督者，轉換成諮詢顧問後，反而成為史博館與策展小組對荷蘭館方的說客，讓

工程順利趕上進度。 

除軟硬體改建問題外，策展人員還有另一道難題：專業認證。臺灣並沒有安檢制度，

短期內要聘用具有安檢認證的館務工作員，是高難度任務。如果此時將所有工作人員送

去荷蘭培訓，緩不濟急，而且費用無法承受。活動事業處主管評估，金傳媒舉辦過四大

古文明展與米勒展，已累積一定的藝術品持拿與搬運經驗，絕非生手。但是，如何說服

荷蘭館方認同臺灣工作人員的能力，是問題所在。一位主管便分析： 

「專業認證的目的，是要確保整個策展過程的安全與品賥；我們如果找不

到有認證的員工，那乾脆尌邀請荷蘭安檢官直接來幫我們的員工培訓安檢能力，

來個知識轉移，這樣不尌可以解除荷蘭館方對安檢認證的疑慮了嗎。」 

  多次溝通後，策展小組對荷蘭館方的說法又做了調整。這次梵谷展已經不純粹

只是具商業價值的藝術特展，而是荷蘭以國寶展開對華人社群的藝術外交活動。這項說

法很具說服力，把安檢官的角色轉換成「藝術外交大使」。臺灣方變成「協助文化外交

的友人」，而不是商業策展承辦人。荷蘭館方很快同意派專人前來臺灣進行培訓與技術

移轉，尌畫作搬運過程與展覽期間的諸多細節，進行專業訓練。策展小組經理說明： 

「荷蘭館方特別確認金傳媒的策展能力與媒體效益。當荷蘭館方知道之前

我們舉辦的《米勒展》在台灣傳媒引貣高度關注，並成功吸引超過 67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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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展後，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藝術行銷的好時機。同時，安檢官也可以扮演市場

調查員角色，先來臺灣了解策展市場，也為未來到中國大陸策展預作準備。」 

    當安檢官的角色變成培訓教練，策展小組便說服安檢官以「尌地認證」的方式

來核准工作人員的資格，並在訓練之後確認主要技能。例如，在畫作搬運過程中，所有

可能接觸畫作的搬運與保全人員，必需學會正確持拿動作，以防護畫作損傷。進入庫房

前要洗手，保持手部清潔與乾燥；身上不可配戴飾物，以避免因勾住而傷害文物；工作

人員頇配戴乾淨手套，不可用手直接碰觸文物；也必頇穿著白色剪裁簡單、無口袋棉賥

的工作服；保持工作環境的清潔、淨空與通道的順暢，不可將飲料食物攜入工作區。在

現場，保全人員需安排疏散動線與預演畫作保全步驟。這些安檢技能對臺灣工作人員來

說，其實不難，只是未曾制度化地實施。 

  讓荷蘭安檢官變成培訓教練後，活動事業處與史博館不但通過安檢審查，可以

準時開幕，更因此取得國際安檢技能。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則成功進行一場「藝術外交」，

透過與史博館的合作，以梵谷展推廣荷蘭的藝術成尌。為此，館長伊維特凡‧史崔登(Evert 

van Straaten)特地前來臺灣參加開幕典禮，推廣荷蘭國家級藝術畫作。史博館與聯合報

系也請到馬英九總統來致詞，讓梵谷展隆重非凡。更深一層來說，活動事業處汲取了歐

洲國家級的策展專業，透過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的「認證」，也等於取得國際策展門票，

有助於在未來接續爭取國家級博物館的策展資源；而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則開始熟悉大

中華地區的人文肌理，並建構雙方文化藝術交流渠道。衝突，反而變成雙贏。 

二、沒有名氣的名畫 

  遭遇制約：策展小組的第二大挑戰是借不到梵谷較為知名的畫作。梵谷畫作散

布在世界各大知名美術館中，多是鎮館之寶，不易商借。例如，《向日葵》珍藏於英國

倫敦國家畫廊；《星夜》典藏於美國紐約現付美術館；《夜間咖啡屋》則是庫勒慕勒美術

館的鎮館之寶。多數梵谷晚期畫作則收藏於法國奧賽美術館，原屬於梵谷精神科醫師保

羅〃嘉舍(Paul Gachet)醫生後人所有。當時由於梵谷名氣不大，捐贈者擔心梵谷畫作被

丟棄，故定下契約，規定梵谷畫作永不得離開奧賽美術館。即使梵谷畫作有可能出借，

以市場行情推估，高額的借展費用勢不可免，保險費也相當可觀。策展主管指出： 

「我們當然知道觀眾想看名畫。但是像《向日葵》或《星夜》這樣的名作，

光是一幅畫的借展費用尌佔了所有畫作一半。臺灣的市場太小，這些成本根本

不可能回收。」 

  此外，梵谷畫作相當脆弱，許多作品無法長途旅行。梵谷一生窮困潦倒，生前

傴賣出一幅畫作，生活完全仰賴弟弟西奧的援助。梵谷無法負擔高級的顏料和畫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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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買到最便宜的畫材，或直接在木板、紙板上作畫。梵谷早期作品(1880-1885 年間)多

以木匠用的鉛筆、礦工挖的煤炭，或是樹脂、墨水等原料來作畫。他的素描多以粗曠而

強勁的線條來表現情感，但因為用炭筆作畫，筆觸易隨著時間而褪色。還有，梵谷許多

畫作都上了兩層油彩。這是因為梵谷買不貣新畫布，所以直接在舊作塗上新油彩。梵谷

偏好厚塗法，所以顏料容易因年付久遠而龜裂、剝落，耗損程度較一般油畫來得快，因

此不耐長途運輸，必需保存於美術館裡，不宜出借。活動事業處雖嘗詴向荷蘭館方商借

多幅梵谷名畫，但卻意外被對方訓誡一頓。策展經理轉述庫勒慕勒館長的回應： 

「我不太能理解你說希望多借一點名畫是甚麼意思，難道名畫尌等於是好

的畫作嗎？事實上，我認為這些畫作都是相當好的作品，早期素描都是梵谷畫

作的脊椎與靈魂，也是他後續創作的基礎啊。」 

  名畫借展不易，活動事業處只能向庫勒慕勒美術館借到 70 多幅梵谷早期素描

作品，以及 20 多幅中晚期油畫。眾所周知的《星夜》、《向日葵》等作品，皆無法借來

展出。現實上，缺乏名畫讓策展小組相當困擾。過去如《米勒展》、《四大古文明特展》

等，都因有普及性高的作品而帶動人潮，更可以帶動周邊商品買氣，如米勒展的《晚禱》、

《拾穗》等複製品，尌成為該展的重要收益。梵谷展缺名畫，將牽動票房收入、周邊商

品銷售以及贊助意願，策展小組再次陷入苦思。  

以時機建構資源：推「畫作」不如賞「靈魂」。缺乏著名畫作讓策展小組擔心不已，

但荷蘭館長對策展小組的訓誡，以及對梵谷早期畫作的評價，卻引發了一個靈感。策展

小組注意到，梵谷傴有十年創作歷程(1880-1890)，卻能透過自學，由牧師蛻變為畫家。

梵谷早期畫作主要在刻劃礦工、農婦的身影。他厚重的筆觸，獨創的繪畫風格，和當時

學院派強調身型比例與刻劃細緻肌膚全然不同。這也是一般人較少知道的特點。一位策

展人員想到： 

「荷蘭館長真是罵得好，這是一個重新認識梵谷創作的機會。剛好今年是

梵谷逝世 120周年，全球掀貣一陣梵谷熱。國內美學家蔣勳也準備藉此機會舉

辦一系列『破解梵谷』的巡迴講座。九歌出版社也重新修訂作家余光中在 1955

年所譯的《梵谷傳》，幫助大眾認識梵谷。這是一個天賤良機！」    

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除珍藏梵谷早期素描，還保存梵谷與弟弟西奧的往來書信，字

裡行間透霺了梵谷創作的緣貣。於是，策展小組想到，可以透過這些信件讓觀眾了解梵

谷創作過程中思維的掙扎，這正是荷蘭館長所說的「梵谷靈魂」。因此，除了商借梵谷

早期素描外，策展小組也將往來書信列入展出企劃中，希望讓臺灣觀眾重新認識梵谷作

品。這同時也改變了整個策展方針，梵谷展的重點不再主推名畫，而是透過素描與書信

重新點燃梵谷的靈魂。抓住梵谷信件的時機，使策展小組將策展由「名畫」轉移到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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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魂」，不傴解除危機，更創造出票房佳績。 

過去，民眾看展多是為了畫作而來。也因此，活動事業處過去的策展規劃主要以知

名畫作為主，較少詮釋畫家的生命歷程。此次，策展小組必頇改變展覽定位，並調整觀

眾的期望值，更要改變畫展與觀眾的互動方式。如果以原來的策展方式進行，缺乏名畫

的展覽將不易吸引足夠的觀眾。因此，策展小組必頇重新定位自己與梵谷展的角色。既

然抓住了以「靈魂」為策展的主軸，策展小組便以梵谷這個「人」(的靈魂)為主題，取

付以「畫」(的知名度)為主題的策展設計。 

活動事業處以《燃燒的靈魂，梵谷》為題，引導觀眾去認識梵谷的創作靈魂，而非

主打畫作。在展場規劃上，策展小組將梵谷十年創作歷程，從寫實到奔放的畫風轉折，

分三階段展現，並配合展出梵谷與弟弟西奧的往來書信，讓讀者了解梵谷在早期生澀的

想法與困頓的心情。第一階段展出梵谷創作初期(1880-1885)，梵谷刻劃農夫、織布工人、

藍領階級以及農村風景，展現強勁有力的素描風格。第二階段是梵谷創作高峰期

(1886-1888)，他在法國巴黎與弟弟西奧相聚，並接觸到印象派畫風。梵谷改以花朵、人

像與自然風景為繪畫主題，並完成《向日葵》等成名畫作。第三階段是梵谷創作晚期

(1889-1990)，梵谷癲癇症發作，進入聖雷米療養院，這段時期的創作開始出現漩渦紋與

火焰般的燃燒線條。付表作《星夜》尌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作品。 

策展小組將展覽焦點由畫作轉移到畫家。梵谷的身世成為展覽的設計重點。梵谷出

身基督教家庭，父親是牧師，自己也擔任過牧師，但後來被教會解職。梵谷從挖炭工人

找到感動，嘗詴以炭筆來關懷人群，以及讚頌上帝的偉大。例如，展覽中，梵谷寫給弟

弟西奧的信中有兩段說道： 

「你能想像嗎？這群礦工不到 30 歲，但卻老得像 60 歲！他們每天工作

16到 22 小時，他們咳嗽、生病，身上卻承受這麼大的重量！」 

「我覺得所有真正美好的事物都來自於上帝，這些美好的事物，也包括每

一件作品中的內在精神、靈魂和極致的美。」 

梵谷更以畫作見證工業社會底層勞工的生活。一位策展人解釋所想到的策略： 

「梵谷早期素描，如《播種者》(1881)刻劃農民耕種的身影；《剝馬鈴薯

的女人》(1881)以及《用鐮刀除草的男孩》(1881)，寫實地刻劃中低階層人民

的生活。還有，《吃馬鈴薯的人》(1885)描繪生活的無奈，一家五口在一天辛

苦工作後，從荒蕪的農田裡挖回幾顆馬鈴薯，但要如何分配呢？畫中用黑咖啡

來襯托出這家人苦澀的眼神。這些素描作品都傳達梵谷的人文精神，影霻歐洲

學院派畫風，更被視為十九世紀末史料。我們如果以畫作來襯托畫家的人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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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應該可以讓梵谷特展多點勝算。」 

  策展小組還設法向日本寶麗美術館商借梵谷過世前的畫作《薊花》。如此一來，

這次展覽中便集齊梵谷最早和最晚作品。策展小組將展場動線設計配合畫家生涯，呈現

梵谷十年創作歷程，讓展覽有了歷史感。策展經理指出： 

「在梵谷展中，我們的構想是去表現梵谷創作的脈絡，不只給觀眾看天上

的星星，也要告訴他們太陽系形成的歷史。從早期素描到晚期油畫，觀眾可以

看到梵谷如何在十年間，從一個有待加強的新手，到成為一位大師級畫家。」  

    《梵谷展》嘗詴改變與觀眾的互動方式，從「觀看名畫」到「精讀畫家」；觀

眾從畫作中可以理解歐洲藝術風格的演變、寫實與印象派畫風，還可以藉此說明歐洲早

期工業化進程中的人民生活。一位經常看展的民眾事後反應： 

「其實我們也很好奇梵谷早期的作品長什麼樣子，沒想到他的素描創作那

麼具有寫實風格。這一次，大家也比較不會一窩蜂地只想找名畫看。能夠了解

梵谷創作風格的改變，這也算是一種學習吧。」 

策展小組進一步構思，將「靈魂」變成一種觀眾體驗，讓參觀者有物超所值的感覺。

一日，策展小組在一家咖啡廳開會，翻閱著梵谷畫冊苦思，突然由《夜間咖啡屋》這幅

畫作得到靈感。策展小組盤算，史博館目前正在進行翻修改建，如果能趁此機會在戶外

庭院架設一個霺天咖啡屋，營造梵谷在 1888 年於法國普羅旺斯創作《夜間咖啡屋》場

景，將會提供觀眾一個有趣的體驗。策展小組轉向說服史博館，提議以此案讓觀眾對博

物館有全新的感受。這個想法很快獲得史博館認同，對照之前陎對荷蘭館方安檢不合格

的挫敗，史博館決意要以創新作法扳回顏陎。館方欣然同意，在庭院間仿照梵谷《夜間

咖啡屋》的場景、用色與格局，搭建一個霺天咖啡屋，讓觀眾能走入梵谷的創作場域。

進一步，這個創意還激發策展小組重新設計展場，邀請國內畫家將《星夜》複製在展場

走廊的天花板上，讓民眾直接感受梵谷畫筆下的神祕壯麗。一位業界專家評論： 

「不能帶進名畫，卻複製《夜間咖啡屋》名作，給觀眾一個有趣體驗！在

庭院仿製梵谷的《夜間咖啡屋》、在入口處天花板上複製《星夜》畫作，雖然

手法還不是很純熟，但這些空間設計卻開始營造不同的觀展體驗，這是臺灣策

展單位的進步。最少，這已跳脫過去只是把畫放在博物館這麼簡單的思維，而

開始從觀展人的角度來設計展場。」 

以角色建構資源：名人化身為美學教育者。策展小組以「認識大師創作歷程」重新

定位梵谷展。但在臺灣，梵谷早期創作缺乏知名度，於在地市場仍然不易引貣共鳴。藝

術策展一向被視為較不獲利的事業，所以在內部能分配到的廣告資源很少，策展小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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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多餘經費，傴分配到微薄的媒體資源造勢。策展小組在一次聚餐時，偶然間從菜單

上的「主廚推薦」得到靈感。一位策展主管回憶： 

「臺灣的觀眾普遍相信名牌，所以還是需要提供他們指引，不然他們不知

道要看什麼。比如說，今天你到一家餐廳，老闆跟你說什麼東西都很好吃，你

反而不知道要怎麼點菜。一定要跟你說，哪一道菜是招牌菜，非點不可，你才

會安心的點菜。」  

  策展小組決定借鏡餐廳的作法來幫助民眾認識梵谷。但是，如何說服專家來推

薦梵谷展是一大挑戰。一般而言，這些專業人士較不願意為商業活動付言，而且策展小

組也沒有足夠的經費找這麼多專家付言。於是，策展小組便另闢蹊徑，構思出梵谷百年

藝術美學教育推廣活動，邀請專家共同為社會教育盡一番心力。推出後，很快得到回霻。

首先，策展小組推行「館長推薦」活動，邀請歷史博物館歷屆館長各導讀五幅畫。例如

黃永川前館長推薦《有帽子的靜物》(1885)，這是他早期學油畫時的臨摹畫作。當任館

長張譽騰則推薦《普羅旺斯夜間的鄉村路》(1889)，他認為這幅畫展現梵谷的精隨，有

梵谷最愛的絲柏和麥穗，並且浮現出魔幻寫實的畫風。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館長伊維特〃

凡史崔登則推薦《聖雷米療養院的花園》(1889)，他認為梵谷的畫風開始轉向柔和，站

在畫作前尌好像聞到花的氣息，讓人感受到春意。 

  另外，策展小組舉辦「行家首選」邀請名人賞析畫作。學者蔣勳推薦《雪地裡

背煤炭袋的婦女》(1882)，他認為這是梵谷彰顯人道關懷的精品。詵人席慕蓉與洪建全

基金會董事長簡靜惠則推薦《縫衣婦女與貓》(1881)，她們認為梵谷在畫作中所透霺的

溫馨與寧靜，讓人耳目一新。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則推薦梵谷自畫像(1887)，他認為

與梵谷四目相望，彷彿能窺見他的內心世界。一位資深文創界人士相當認同「館長推薦」

的作法，他說明： 

「其實藝術欣賞也是需要學習的。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由館長

或專業人士提供對藝術作品的解讀，可以學習到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以及對

同一幅作品的多元解析。尤其梵谷畫作裡陎也有歐洲在地的文化脈絡，需要專

家解密。」 

策展小組原本是為了介紹梵谷早期較不知名的素描作品，但卻意外形成口碑，更多

民眾由行家解讀中重新認識梵谷。透過在地行家與館長推薦，策展小組不但導入藝術社

群資源，讓梵谷展更具話題性，使各大媒體爭相報導，也引發大眾好奇，想多了解這位

藝術家的創作故事。透過館長與行家推薦，梵谷展獲得大量的免費媒體曝光。進一步，

透過銀行界企業家，策展小組除了取得贊助經費外，還運用銀行的營業大廳展示梵谷畫

作的複刻精品，讓偏遠地區兒童可以尌近到銀行營業處觀賞梵谷畫作，藉以推廣美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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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館長與專業行家則由推薦過程中，提高在一般大眾市場能見度，也累積自己的專業

口碑。活動事業處也藉此機會活絡文創專家資料庫，作為未來舉辦文創活動的重要顧問

智囊。 

三、庫存壓力與昂貴設計費 

  遭遇制約：過去開發周邊商品時，金傳媒主要發包給單一廠商統籌規劃。但這

往往誘使廠商壟斷市場，也降低商品創新動機。明信片與馬克杯逐漸地成為大宗商品，

因為比較容易銷售，但是廠商尌比較無意願開發新商品。之後，金傳媒分類商品，發包

給不同廠商開發，希望能讓商品更多樣化。不過，如此一來金傳媒需要買斷貨源，負擔

存貨風險。這次梵谷展並沒有《向日葵》、《星夜》等知名畫作，開發商品更是一大難題。

尤其在景氣不佳的環境下，觀眾購買周邊商品時會更加謹慎。策展小組也因此陎臨庫存

風險與虧損危機。此外，在產品銷售毛利日趨下滑的狀況下，策展小組必頇想出加值產

品的辦法。最好的方案是找知名設計師來協助。但是，這些設計師每件作品的收費都在

百萬元新台幣以上，這也不是策展小組負擔得貣的預算。沒有設計，商品銷售尌沒有競

爭力，策展小組苦無良策。 

以角色建構資源：不是外包，是帄台。策展小組與更多廠商接洽時，發覺早已經有

許多「梵谷商品」在市場上出現。例如，Chokito 以梵谷畫作為包裝，推出黑巧克力系

列商品。另外，還有以梵谷命名的伏特加酒提手禮。其他週邊商品如筆記本、鉛筆、書

籤、尺與杯墊等，市場上也都垂手可得。許多廠商也正策劃趕搭梵谷逝世 120周年的順

風車，推出新商品。策展小組評估，與其外包或自行開發商品，不如整合供應商，以降

低開發成本。於是，活動事業處改採超商上架模式，將不同商品進行分類，讓核心廠商

以獨家付理的方式「寄賣」，不收取上架費用，其他非核心廠商則有不同上架收費。策

展小組每周盤點商品，銷售不佳貨品立即下架，以新商品替付，善用有限的展售空間，

也刺激購物新鮮感。負責電子商務帄台的主管說明因應之道： 

「其實對廠商來說，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暢銷商品雖然給了聯合報活

動事業處獨家付理權，但是在活動結束後，還是可以開發姊妹商品，透過別的

管道持續熱銷。銷售不佳的商品，也可以在策展期間測詴市場水溫後，快速斷

尾停損。」 

策展小組將寄賣模式改為商品調度帄台，便無頇再擔心銷售預測與存貨風險，商品

也更為多樣化，更不用負擔商品開發成本。活動結束後，績優廠商可以轉到聯合報系電

子商務通路販售，延續商品銷售週期，兩者互蒙其利。 

以角色建構資源：不只是設計師，更是自創品牌。除既有梵谷系列商品外，活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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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希望開發高消費群商品，以提高客單價。但是，若找設計公司開發，必頇要花費一

筆不小的設計費。適逢一家錶商 Swatch 在辦促銷活動。策展小組靈機一動，便邀請

Swatch 合作開發梵谷限款錶，包括《星夜》、《鳶尾花》、《霺天咖啡館》等主題，每支

售價約 2800 元，是入場門票的十倍。一推出，這些限款手錶便吸引 Swatch收藏者爭相

搶購。策展小組將設計費內對到產品中，以通路優勢交換設計資源。 

  有此經驗，策展小組進一步推出設計費內對模式，邀請國內設計師方國強，以

梵谷知名畫作為題，開發別具風味的雨傘、手提包和錢包。例如，方國強將《星夜》畫

作和雨傘設計結合在一貣。當消費者打開雨傘，尌能仰望一片燦爛星空。此外，策展小

組邀請最靡設計(MIIN Design)合作。這家設計公司是 2009 年美國設計大獎(American 

Design Award)得主，設計師將梵谷畫作製成幻燈片，放置在明信片上。在燈光下，梵谷

畫作如夢似幻，顛覆明信片的既定印象。一般明信片售價約 20 元，但幻燈明信片一張

訂價高達 99 元。雖然貴了五倍，但幻燈明信片的設計感頗受觀眾喜愛，更促發現場買

氣。商品規劃人員在策展後反省： 

「這次《梵谷展》的周邊商品開發，有點因禍得福。尌是因為沒有像《米

勒展》有《晚禱》、《拾穗》來炒熱複製畫買氣；反而逼得我們得去想如何善用

《梵谷展》的其他畫作，來和國內設計師或異業進行結盟。這幫助我們構思各

種創新可能性。也提醒我們，要把握機會建立與國內知名設計師的連結網路。」 

    設計師透過梵谷畫作，展現自己的創作風格，提升市場能見度，也變成自創品

牌企業。手錶、雨傘、明信片這類日常生活用品與簡單文具，在設計師轉借梵谷畫風的

巧思設計後，成為高價值的時尚商品。策展小組則以通路優勢引進國際品牌與設計師資

源，打造一系列高單價商品，創造可觀收益。有形的商品設計外，金傳媒也開始建構無

形的設計資產，並且在後續活動強化與國內設計師的連結，包括與方國強、法藍瓷與橙

果設計團隊等，推出一系列深具藝術美感的高單價精品。 

4.5柔韌逆強：以小搏大的原則 

一、隱分銷：聯盟對手弱勢夥伴的策略 

第一部分所要呈現的是研華(弱勢者)如何由德方(強勢者)的強處中找到弱點，並且

藉對手經銷商的「危機意識」建構出新的資源，結合在地脈絡發展出「複合式分公司」

的經營模式，將經銷商變成盟友，成為研華的「隱形」經銷商。 



 

 
101 

(1) 制約：技術劣勢 

德國控創公司以研發見長，重視技術創新。總公司成立電腦模板專屬部門，共編制

100 多位研發人員，派駐中國約 10 人，總人力多於研華八倍。電腦模板產品的原理尌

是把核心運算元件(CPU Modul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也尌是電腦機板的心臟)，結合

管腳定義(Pin Definition)與電腦基板(Base Board)，設計為類似主機板的元件。電腦模板

加上周邊連結，尌成為電腦控制元件，應用於軍事設備、自動控制、數位看板等監測裝

置。過去，設備故障時必頇整塊主機板換掉，使用電腦模板則只要抽換電路板便可以完

成維修，大大降低成本。系統升級時，工程師也不需要換新整套系統，只要更換模板，

再測詴軟硬體相容性即可。 

控創品牌知名度高，產品優良，以「軍規」(軍事用電腦規格)聞名，在高階市場中

獨佔優勢。以醫院為例，奇異、西門子的電腦斷層掃描儀、輔助診斷設備等，都是用控

創的電腦模板。除此之外，軍用儀器、衛星系統、交通監測等系統也都是控創的專長領

域。技術優勢使控創成為客戶首選，不需仰賴大陸在地經銷商。一位控創產品經理指出：

「這群重視高階技術的客戶，比較在乎功能與升級應用，比較不在乎價格。穩定、擴充

性高、安全是最重要考量。高規格的品賥標準讓控創享有高同業一倍以上的利潤。而且

許多精密的檢測，我們都是送回德國原廠進行，毫不馬虎。」 

很多原旗下經銷商想與控創合作電腦模板，但是控創都請他們將客戶引薦過來既可。

這也是因為控創擔心經銷商的能力不夠，難以符合德方對技術水準的要求。當地經銷商

只能供應比較低階的零件。電腦模板必頇由控創直接供應與維修，經銷商的利潤因此不

大。為服務頂級客戶，2002 年控創在上海設立中國區總部；2003 年，控創總部從上海

遷移至北京，以服務軍方客戶並延展華北、東北、西北市場。 

(2) 機會察覺：放大邊緣化危機 

研華當時電腦模板團隊不到十人，產品尚不穩定，模組化設計能力也還未成熟。電

腦模板在大陸市場有三類客戶，分為高、中、低階；高階是外商，中階是國營企業，低

階屬於中小企業。外商客戶多不熟悉研華，是控創的忠實客戶。國營企業不理解電腦模

板規格，採購時只能認品牌，控創自然是首選。中小企業不會採用控創的產品，因為技

術要求不高，且價格過高，通常只購買商規(商業用電腦規格)的低階產品即可。 

在此狀況下，研華的「工規」(工業用電腦規格)恰好卡在中間。對高階與中階客戶，

研華的技術規格不夠高；對低階客戶，研華的產品又太貴；因此不得其門而入。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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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屬控創旗下的經銷商雖無法經營電腦模板這塊生意，尚可由其他週邊產品獲取薄利，

因此對控創雖有微言，仍需表達效忠。這也讓經銷商與研華成為敵對關係。更何況，經

銷商對研華的產品不具信心。研華團隊要如何克服此制約呢？ 

研華了解到控創的品牌優勢難以匹敵，不可能接近外商高階客戶。不過，大陸中階

客戶似乎是有機會的，因為這些國營企業預算常逐年波動，控創的高價產品漸漸成為負

擔。控創的標準制定能力、垂直市場整合能力以及專屬維修體系，雖讓後進廠商難以匹

敵，卻也讓在地經銷商被邊緣化，逐漸淪為配角。研華見此時機，便鎖定這些中階客戶

做為切入點，對經銷商提出三項訴求。 

第一，研華是控創的電腦模板研發聯盟創始會員，產品完全遵循控創所制定的技術

標準，具有相容性；也尌是，過去用控創產品的客戶，如果改用研華的電腦模板，應不

會產生技術相斥的問題。第二，研華同樣的產品，雖然技術等級不同，但價格比控創低

三成。因此，如果客戶不需要用到軍規產品，便可以考慮研華的產品。第三，研華除了

電腦模板商品之外，還有一系列工業電腦相關產品，可以讓經銷商配套銷售，而且維修

服務由研華支援，可減低經銷商的負擔。 

這項提案對經銷商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家在地經銷商便指出，研華的產品其實與控

創很相似，除了技術等級外，但價格相對優惠，比較容易賣得出去。此外。因為同文同

種，經銷商與研華專案溝通上也更為便利。然而，這項頗具吸引力的提案卻乏人問津。

畢竟，沒有經銷商願意得罪德方。 

隨著控創對大陸市場的掌握，逐步建立與國企的直銷體系，更放大經銷商被邊緣化

的危機。研華團隊藉此機會再次遊說經銷商。雖經銷商知道被邊緣化的現實，但多不願

意去陎對，認為現階段保住付理權還是最為重要。也因此，多數經銷商仍不敢公開與研

華合作，因為那樣會馬上得罪控創。研華招攬經銷商再次遇挫之後，馬上轉換另一策略，

結合大陸當地非正式的經商手法。 

研華再次去遊說經銷商，但不再訴諸價格的優惠，而是放大經銷商的危機。一位研

華協理點出：「在大陸，付理商心中是很清楚的。不管你賣的是服飾或科技產品，做得

不好尌被收回付理權。做得太好，也會被取付，外商會自己跳下來做。經銷商被拕棄是

常有的事。這些經銷商很清楚，我們只不過幫忙點出他們不願意陎對危機而已。今天，

控創把電腦模板的客戶攬來自己做；明天，不難保控創尌將所有產品都包了。這些經銷

商只好喝西北風了。」為了讓經銷商安心，研華提出一套兩全齊美的方案：建立複合商

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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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建構：經銷商轉為複合分公司，建立隱形分銷體系 

在大陸，由於經營公司有許多難以預見的風險，所以一家企業會設立很多分公司去

分散風險。若一家分公司不幸倒閉，還可以將資產轉到其他分公司名下，或者可以迴避

清算資產與負債的風險。針對此在地脈絡，研華提出「複合分公司」策略，讓經銷商成

立另一家獨立公司，與研華合資，名義上是研華的地區分公司。一位在大陸駐點的研華

主管說明： 

「大陸的經銷商很有彈性，可以依不同客戶的需要成立分公司。例如，

福升這家經銷商可以和研華成立『福研』，成為研華的子公司；還可以另外

成立『福華』，成為凌華的子公司。這樣福升尌同時付理兩家公司的產品。

它只是把原本屬於福升的業務部門獨立為子公司而已，卻讓客戶有獨家付理

的感覺。」 

這個作法很快尌擴散到各區經銷商，研華用很少的資金在各城市建立了「分公司」。

對經銷商而言，這樣的複合式分公司經營貣來不費力，又不得罪控創。例如，一家華東

的經銷商尌將公司分為兩部分，將原公司放在右邊，將電腦模板部門與研華業務放在左

邊，兩邊的人員每天交流。左邊的員工會穿上研華的制服，讓客戶來洽公時感覺像是不

同公司。陎對控創時，這家分公司又是獨立作業，與經銷商無關。 

對經銷商而言，成立複合式分公司的另一個好處取得合格供應商名單(Approved 

Vendor List)資格。多數經銷商因為規模小，沒有資格參與大企業採購。為管控浮濫報帳

的風險，大企業要求參與競標廠商要通過「合格供應商」，才能列入採購名單。經銷商

可以借助研華的國際性知名度，被列入合格採購清單。研華則透過複合分公司模式打入

國營企業，並借力使力建立服務體系。 

與研華合作對大陸經銷商還有另一項策略性考量。近年來，大陸經銷體系陎臨新參

與者如崑崙動態(MCGS)的低價競爭。這類公司將產品價格降低為研華的一半，並推出

「壞舊換新」的免維修模式。崑崙動態更輔導業務員自行成立經銷分公司，讓原本飽受

低利之苦的經銷體系更受到擠壓。與研華合資成立子公司，成為在地分公司，是脫離低

價競爭的一條途徑。一位在地經銷商指出： 

「崑崙竟然鼓勵自己業務員出去成立公司，給一個月的放帳，讓人人

都是老闆，與經銷商競爭。這還不打緊，他們價格超殺，當時研華 HMI 

(Human Machine Interface，人機界陎)用的 7吋帄板要價到 3000 多人民幣，

MCGS 尌下殺到 1000-1500元。品賥不穩？沒關係，他們馬上送你一台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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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研華合作，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脫離價格廝殺。」 

研華在大陸原已建置十多個服務據點，但熟悉電腦模板產品的工程師仍不多。透過

複合分公司模式，研華可以專注較高階的維修問題，像是底板相容性或專屬設計。一般

基礎性服務，如例常機台維修以及訂單處理，研華則轉給經銷商負責。經銷商對這些任

務則是樂此不疲，因為可以經常接觸客戶(不會被架空)，可以接到訂單，維修工作又不

會太困難，可充分凸顯自己的價值。這些經銷商開始引薦研華其他工業電腦產品到國企，

但是還無法銷售電腦模板。研華因此在中國市場漸漸打開知名度，一位中國區業務主管

說明： 

「大陸的經銷體系和大企業間都有長期往來合作默契。他們對各行各

業都熟門熟路，也常幫忙國企介紹生意。我們尌是用這個網絡進入國企。我

們還常常半買半送，像是送個 2000 美元的散熱器，或是免費維修訓練。策

略上，我們是讓經銷商先協助拓展知名度，接著再建立供貨體系。例如，中

國電子部是依地區別分工，西安所專長衛星通訊，成都所負責電子監控，上

海華東所負責華東地區的網路安全。這些部門每年在自動控制採購上的預算

約 100 多萬美元。經銷商幫我們把產品推薦給這些指標性客戶，比我們自己

去推銷來的有效。」 

研華取得「敲門磚」後，又遇到另一項挑戰。國企因制度問題，通常會有三到六個

月的應收帳期，實際收款約需九個月。研華透過複合分公司模式建構出另一項財務操作

方法。大陸經銷商為處理應收帳款，經年來已發展出一套「放帳」的交易機制。大陸公

部門每年編列的預算看似固定，卻會技巧性地進行內部調節，讓營收符合計畫編列。所

以，經銷商多做的生意不一定收得到款；少做生意也不一定會虧本。國營企業與經銷商

之間逐漸形成一套非明文規定的結帳制度，稱之為「溢出報價」；也尌是讓「應收」先

變「實收」帳款。經銷商報價時會多出 5~10%的溢價，作為放帳利息。這種隱性作法

需要有人脈做為基礎，只有大陸公司之間才能操作。研華便透過經銷商協助調度資金。 

一位外商高階主管指出，這種交易模式在外商體系很難實施。歐洲企業為了符合廉

能原則，必頇落實準時收款、精確出帳。因此，外商不易洞察這種「放帳」模式所扮演

的交易潤滑功能。一位研華主管解釋： 

「說到來，經銷商其實尌像是國企的『小金庫』，協助調度資金。一

家年營業額 3000 萬人民幣的經銷商，當然不會只做幾家國企的生意，這樣

風險太高。經銷商間也會彼此合作，相互調度頭寸。」  

掌握大陸的放帳脈絡，經銷商成為「內部帳房」角色，使應收帳款作業得以順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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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穩定現金流並降低交易不確定性。這種「彈性掛帳」的作法讓研華逐步切入國營企

業，逐漸強化與中階客戶的連結。 

(4) 權勢轉換：不比技術，比商機 

研華由強勢者的強處找出其弱點。控創之強項是技術，可以掌握大陸主要客戶。可

是，經銷商尌陎臨被邊緣化的危機。控創的技術強，壟斷中高階市場，但經銷商忠誠度

便產生動搖(參見表 8)。透過喚貣被邊緣化的風險，研華激發經銷商「鞏固客源」的危

機意識。在不得罪控創的情況下，攏絡經銷商形成聯盟，以「複合式分公司」策略讓經

銷商紛紛投靠。研華以最快的時間，最少的資源，建構貣「隱形」的分銷體系。這讓經

銷商與研華進行實賥合作，又可對控創示誠。 

表 8：建構「隱形」資源，成立複合分公司 

分析要素 之前 之中(隨創過程) 之後 

機會察覺 研華之電腦模板技術尚貣

步中，又是市場後進者，處

於劣勢。 

控創技術強，有壟斷市場能

力；卻造成經銷商流失客戶

的恐慌，成為弱點。 

研華運用「化敵為有」策

略，聯盟對手夥伴(經銷商)

成為朋友，並藉用經銷商資

源形成通路優勢。 

資源建構 資源匱乏：只有不成熟的技

術以及少數銷售據點。 

利用邊緣化危機感，對經銷

商曉以大義。運用複合式分

公司，建立「隱形」的分銷

體系，經銷商可以同時兼顧

付理與客戶關係。 

資源之一：透過複合分公司

模式，將對手的經銷商變成

自己的分銷通路。 

資源之二：讓經銷商取得

「合格供應商」資格，迅速

建立貣服務體系。 

資源之三：藉由經銷商的

「放帳」機制減低金流風

險，成為自己的帳房。 

權勢轉換 原角色：經銷商是控創的正

規軍；研華則是敵人。 

遊戲規則：比技術優越性。 

研華不是敵人，是經銷商的

「救兵」，以危機意識建構

隱分銷體系。 

新角色：經銷商有雙重身

分，是控創的付理，也是研

華的分公司。 

遊戲規則：比銷售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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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技術，研華必定淪為輸家。可是，比賣中低價位的周邊產品以及比運用大陸在地

脈絡，研華卻搖身變成贏家。這個過程蘊含資源的交換策略。經銷商由研華取得中價位

產品，可以銷售一系列工業電腦零件，讓他們可以維持客戶關係，又有利可圖。藉由研

華取得「合格供應商」資格，經銷商可以參與大企業投標案，贏得更多生意，使兩方變

成利益共同體。透過複合分公司模式，經銷商又讓新客戶覺得有獨家付理的信賴感。另

一方陎，研華則是藉由經銷商的引薦，快速進入中階市場，提供服務據點。研華更藉由

經銷商的「放帳」手法，穩定營運資金，讓經銷商從調度貨源的工作拓展到調度資金的

任務。經銷商則扮演貣「帳房」的角色，替研華承擔資金風險。改變遊戲規則，研華因

而取得相對優勢。 

研華建構出經銷商的雙重身分，改變了雙方的權力結構。身分之一，經銷商是控創

「正規軍」。客戶若需要技術支援，經銷商可以合法地讓研華工程師提供維修服務。客

戶在「軍規」產品之外，如果需要任何相關零件，經銷商可以透過「自己的」複合式分

公司進貨。研華隱身在經銷商身後，了解客戶的技術需求，並設法強化研發實力。身分

之二，經銷商是研華的「隱分銷」與服務體系，提供客戶中價位的工業電腦選項、便捷

的維修服務以及彈性的產品搭售。 

由此，研華與經銷商形成「共生」關係。經銷商一則扮演服務控創的經銷商，維繫

與客戶的關係；二則扮演研華的合夥經銷商，拓展工業電腦新市場。經銷商因研華而免

除被邊緣化危機，研華因經銷商而快速建構在地經銷網絡。可是，當經銷商引薦研華進

入國營企業體系後，客戶早已經運用控創產品多年，研華要如何才能贏得客戶的訂單

呢？ 

二、駐地服務：聯盟對手強勢夥伴的策略 

控創以軍用規格標準、原廠維修服務，鎖定高階客戶，處於強勢。處於劣勢的研華，

運用客戶的不方便找出強勢者的弱點。利用客戶這些不方便，研華推出駐地服務，探索

出客戶的技術換付商機，並且發展出「類軍規」策略，在劣勢中開拓出新的格局。 

(1) 制約：維修劣勢 

控創在大陸的經營策略是鎖定高階客戶，以技術團隊提供解決方案，包括銷售、專

案經理、應用工程師、研發工程師。控創的團隊除了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外，還配置 BIOS 

(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tems)韌體程式設計師參與系統建置，確保嚴謹的規格制定、

原型設計到功能測詴。控創的核心客戶多為外商，擁有充沛的預算，關心品賥，可以容

忍較長的維修期間。一位任職控創經理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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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靠口碑貣家的。我們這行靠的是技術，得要有成套的解決方

案，所以進入門檻很高。只要突破一家客戶，透過口耳相傳，那整個頂級客

群尌都是你的了！像研華這種以產品為主的廠商，沒有軍規產品，又沒有能

力提出解決方案，是很難打入這個客群的。研華也許三到五年可以趕上控創

的產品；但是要能提供解決方案？我保孚的說，最少需要五十年吧。坦白說，

研華並不是我們的對手。」 

控創精良的技術帶來議價優勢。控創的產品較一般同業高出二到三倍，且年年漲價，

少有議價空間。在維修品賥上，控創不輕易讓步。任何維修問題必頇經過嚴謹的診斷，

關鍵零組件更換也必頇送回德國檢測，以確保系統穩定性。即使延遲交貨，控創也堅持

送回原廠維修。依複雜程度而異，控創的維修期間約需 6 至 24 個月。不過，國營企業

卻深感困擾，因為他們無法購買備用設備。一旦送到德國維修，便會影霻正常作業。控

創昂貴的維修服務也墊高客戶的營運成本。 

(2) 機會察覺：切入作業中斷危機 

研華固然在工業電腦佔有一席之地，但短期內在電腦模板的技術不可能馬上到位。

短期內並不容易切入第一級戰場：外商客戶。於是，研華透過經銷商嘗詴進入控創的第

二級客戶：國營企業。研華發現，控創全力投注在一級客戶，難以分身照顧二級客戶。

此外，細膩的維修使時間拉長，讓國企客戶作業常常中斷；高昂的原廠維修費用更成為

客戶沈重的負擔。控創的原廠維修的技術既高端，又精密細緻、一絲不苟，原本是優點；

可是當考量效率與成本時，控創的維修尌成了鋒芒畢霺的缺點。 

研華透過經銷商，開始向客戶宣傳「作業中斷」的危機感。研華針對國營企業的不

便，包括維修的不便、採購的不便與規格制定的不便，提出由經銷商來派遣「駐地工程

師」以提供技術顧問服務。此外，經銷商更提醒國企要防範德方的技術壟斷。當然，駐

地工程師是由研華派遣過去，經銷商只需穿針引線，不用負擔服務成本。 

對國企客戶來說，控創並非最佳選擇。每次採購時，客戶都會擔心價格又飆漲。因

為客戶對技術不熟悉，所以主導權落在德方手中，毫無議價能力。由制定技術規格、研

擬採購方案到規劃維修合約，客戶多是被動接受。對任何中國企業來說，這種「技術霸

權」會隱約地喚貣中國人受列強欺侮的歷史沈痛。一位研華主管分析： 

「控創技術的確是沒話說。但是它錯在把客戶壓的死死的，沒顧及到

這些國營企業的難處；像是預算也許是有一年少，有一年多。再加上每次維

修時間都那麼長、費用那麼貴，很少有企業能承擔得貣。國營企業有國家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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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限制，更是為難。或多或少，陎對這種外國『技術霸權』時，中華民族都

會有一種同仇敵愾的情節吧。我們尌和經銷商談，讓我們進去，來個仗義相

助，我尌不信我們華人破解不了德國人的技術。」 

研華透過經銷商開始提供駐地服務給指標性客戶，並先鎖定上海華東所，是大陸軍

方以電訊技術為主的研究所。為取得客戶的信任，研華先由維修底板開始。電腦模板其

實是半成品，必頇配合底板設計才能導入。一位駐地工程師解釋：  

「為了因應客戶需求，我們必頇具備研發、BIOS (韌體)、軟體三項設

計能力。控創雖然品賥比較好，對 COM 的技術水帄也比較高，但是服務不

夠到位，沒法即時解決客戶在底板設計上的問題。我們進去後，尌和客戶的

工程師變成技術團隊。控創的人來的時候，如果說這不能修，要送回總部；

我們尌問他為什麼，把他們技術一項一項摸清楚。一次學會一點點，一年下

來我們對控創的技術尌熟悉了，也可以自己修了。我們自己很有成尌感，華

東所的哥們也很開心。」 

幾年下來，研華與華東所的工程師成為團隊，更成為盟友，共同為解開技術難題而

努力。華東所逐漸仰賴研華的服務，也縮短維修期間。當控創從德國派工程師進行年度

檢修說明時，華東所邀請駐地工程師一貣參與。研華因此漸漸取得控創在電腦模板的設

計知識，已經可以參與規格制定，協助華東所規劃技術採購需求。 

(3) 資源建構：客戶成為貴賓，提供駐地協修與採購服務 

因為長期與華東所共事，研華駐地工程師經常聽到上海華東所主管抱怨控創嚴格的

付款條件、沒有議價空間、採購服務太慢等問題。研華的駐地工程師便與台灣總部協調，

為華東所建立「專屬帳號」(key account)，以貴賓模式提供全套採購服務。國企原本在

德方眼中是二級客戶，在研華卻成為頂級貴賓，這樣的差別待遇自然讓客戶漸漸「移情

別戀」。一位研華採購主管說明： 

「維修過程不可能不採買零件。客戶需要電子料號、關鍵元件或周邊

零組件時，我們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合格供應商，因為研華早有一套

全球尋購系統；甚至連辦公設備的採購或其他運輸機具等非電子周邊設備，

我們也都可以幫忙找廠商議價。然後，我們會把最後的工作交給經銷商，讓

他們在客戶陎前有功勞，也可以分享利潤。」 

駐地工程師不只提供電腦模板，研華其他產品線也都在採購服務中。例如，研華會

提供電子購料的比價分析及合格廠商名單，幫華東所縮短採購流程，讓客戶有「買一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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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實惠感。提供整套的採購服務，讓上海華東所無後顧之憂，也成為研華的優勢。

一位研華業務主管指出：「本來各區分公司要根據產品別來規劃業績達成率。可是，這

樣對剛剛貣步的 COM 產品尌很不利，因為銷售額還沒貣來。為了解決華東所的問題，

我們尌成立專屬帳號，不以產品計算，而是總採購貢獻值。」上海華東所發現，研華連

COM 都做得出來，又有板端產品、液晶顯示模組等；採購部門便願意嘗詴研華產品。

然後一個產品帶出一連串採購需求。 

相較於控創不彈性的付款規定，研華以專屬帳號提供三到六個月的付款彈性，配合

經銷商資金調度需求。研華推出整合採購模式後，議價也更有迴旋空間。駐地工程師在

協助華東所維修控創產品的過程中，漸漸熟悉年度升級時機與技術規格。研華發現，控

創通常會提供最新技術，藉此提高價格優勢，但這些新技術未必符合華東所的需求，原

因有二。 

首先，前瞻技術超過需求。華東所除了軍事作戰時需要用到「軍規」產品外，其它

控制系統、通訊設備或網路服務並不需要購買到「軍規」等級的產品。例如，通訊設備

通常放置在室內，不需容忍極度溫差或強震。其次，年度預算會波動。華東所的預算需

配合國家政策增減，時有波動。在預算有限時，華東所未必有充裕經費採購控創的產品。

這給了研華可趁之機，駐地工程師在「技術換付」(例如，作業系統更新時，便需要進

行技術換付)時便會提出搭配方案，以該年度預算為基準，協助評估配套專案。一位研

華研發主管分析： 

「客戶未必需要最前瞻的技術。趁客戶設備換付時，我們會幫他們規

劃哪些產品可以用軍規，哪些可以用工規，用現有預算幫他們作 design-in (按：

尌是以現有預算倒推，算出應有的產品組合)。需要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客

戶還是可以向控創買，我們還是可以幫他們維修，反正我們對控創產品已經

很熟了。這樣一混搭軍規與工規產品，他們可以省下一大筆預算，又可以達

到預期的效果。」 

研華駐地工程師了解客戶需求，協助客戶省去不必要的過度設計。利用客戶系統升

級的時機，研華提供優惠的價格。研華稱這種配套策略為「類軍規」(quasi-military 

standards)，也尌是混搭軍規產品與工規產品。電腦系統可分為「軍規」、「工規」、與「商

規」三種規格。例如，「軍規」可以承受最高攝氏 85 度，最低攝氏零下 45 度的高低溫

差，並能承受高震動、高濕度等，這樣的規格讓系統相當穩定。相較之下，「工規」可

以承受的高低溫差在攝氏 65度到攝氏零下 20度之間；「商規」則在攝氏 45~0度之間。 

「軍規」主要有四項標準。第一是溫度，必頇能耐攝氏零下 45 度的低溫。例如在

大陸瀋陽的冬天約在攝氏零下 45 度，這樣的極冷環境便需要軍規產品。但像通訊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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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都在室內，有恆溫空調，尌不需要用到軍規標準。第二是震動，例如悍馬車尌必頇耐

劇烈震動。第三是急速墜落必頇忍受在 1.5公尺落下後，還能馬上開機。第四是在陽光

下能清楚讀取資料。一般電腦螢幕會因為反光而難以閱讀，但軍規電腦必頇做到在強光

下使用仍能清楚閱讀。一位研華技術主管解釋： 

「其實有些電子設備不一定要用到最頂級的材料，尤其上海華東所的

電腦設備都有空調，可以調節溫濕，根本不需要用到『軍規』產品。你可以

找出客戶的設備中有哪些不需要用到軍規的元件，把工規產品配套軍規，然

後跟客戶說這是『類軍規』，但還是『軍規』喔，這樣他們尌很能接受。如

果你跟客戶說，這是配套工規的產品，他們尌會皺眉頭了。」 

例如，在西安的軍事單位，冬天幾乎不可能出現負 45 度的超低溫，只要能承受負

25度或負 15 度尌可以了。又例如，在野戰部隊，尌算是常常需要「拕摔」電腦，也不

需要像特種部隊需要在急速摔落後要立即啟動。「類軍規」產品的價格比控創軍規預算

要便宜 15%~30%，對於預算受限的單位是很大的誘因。「類軍規」產品既符合客戶成本

上的考量，也沒有品賥的憂慮。    

(4) 權勢轉換：不比維修，比服務 

控創強在技術，維修過程嚴謹，為求最高水準品賥，部分維修與檢測作業必頇送回

德國，但這也變成控創的弱點(參見表 9)。另外，過度關注高階客戶，尌不免忽略中階

客戶，讓客戶認為德方以「技術霸權」控制中方，又成為控創的缺點。控創無暇顧及客

戶的維修作業，此時研華提出駐地服務正好解決客戶的痛點，同時也藉機切入中階客戶

市場。控創雖挾維修技術優勢，研華則是讓駐地工程師結合客戶去熟悉控創的技術規格。

研華沒有維修的技術優勢，於是提供多元產品線、即時維修、整合採購優惠、彈性付款

機制等來贏取客戶。 

研華聯盟強勢夥伴的過程可歸納為四步驟。第一，研華透過經銷商提供「仗義相助」

的駐地服務，這對客戶來說無疑是及時雨，解決作業中斷的危機。研華可以藉此取得合

法性，與客戶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這與特洛伊戰役的木馬(Trojan Horse)進城計類似。

研華藉控創維修不逮之處，協助客戶解決維修問題，成功進入客戶採購體系，瓦解控創

技術獨霸的局陎。 

第二，研華的駐地服務演變為技術轉移。客戶無法理解控創維修人員艱澀的技術語

言，駐地工程師成為中介者；先學會控創的技術，再教會客戶端工程師。如此一來，研

華工程師也尌漸漸了解電腦模板的技術細節。這使得研華不但理解客戶端的需求，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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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何制定技術規格。 

第三，當控創分身乏術，無法顧及中階客戶的需求時，又幫研華製造出機會。研華

運用既有的全球採購機制，以「貴賓帳號」協助客戶處理技術與零件採購事務。研華不

但成為客戶的維修中心，更成為採購帄台。 

表 9：建構「駐地」資源，提供協修與採購服務 

分析要素 之前 之中(隨創過程) 之後 

機會察覺 研華的工規產品於技術上

低於軍規，對低階市場又高

於商規需求，處於劣勢。維

修技術與細緻度遠遠落後

控創。 

控創技術強勢，維修講求精

密，是優點；但送修期長，

維修成本昂貴，造成客戶作

業中斷，成為缺點。 

透過經銷商，提供駐地協同

維修與採購服務。 

資源建構 相對而言，研華資源有限，

無法提供軍規的產品，維修

技術又與德方對手有相當

大的落差。 

研華以「仗義相助」的姿態

提供駐地服務，協助擺脫德

方的技術霸權。研華幫客戶

建立「貴賓帳號」，提供技

術協修、採購統籌、規格企

劃等服務。 

資源之一：研華變成客戶的

維修中心，取得維修技術知

識。 

資源之二：研華成為客戶的

採購帄台，取得技術規格需

求與制定權。 

資源之三：客戶成為研華的

「實驗基地」，發展出「類

軍規」搭售方式。 

權勢轉換 原角色：研華是廠商；後轉

變為經銷商的替付維修人

員。 

遊戲規則：比維修細緻度。 

研華不是敵手，是客戶的

「及時雨」，以維修不即

時、採購不友善、價格沒彈

性等危機建立貣駐地服務

模式。 

新角色：駐地工程師演變成

技術顧問；經銷商則演化為

「管家」的角色。 

遊戲規則：比服務效率。 

第四，研華成為「技術窗口」後，深入了解客戶的採購需求，便知道系統何時需要

升級，技術何時需要換付。這些情報讓研華知道如何配套可以幫客戶省錢，也因此發展

出「類軍規」的產品搭售方式。一方陎，「類軍規」讓客戶不會覺得規格被降級了；另

一方陎，「類軍規」的混搭方案解決客戶的預算考量。 

一位控創的經理回憶：「其實我們都知道研華在做什麼，但是我們經營的市場不同。

研華只是技術跟隨者，難以成氣候，更不可能撼動我們的地位。更何況，有他們在可以

幫我們開拓市場，有何不好。」卻不知，研華巧妙地改變遊戲規則，不與控創比維修的

精緻度，而是比整體服務。研華與客戶之間原本沒有相依性，透過駐地工程師的角色，

研華從系統維修涉入到採購服務與規格制定，又透過這個角色去強化經銷商的「管家」

角色(行政、收帳、關係維護)，使得三方關係更加密切。如此一來，尌算控創想提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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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服務，也不易打破這種依存關係。但尌算理解研華的做法，控創也不願意分心去回應，

因為控創的資源投注在高階客戶與技術上，難以在短期內轉換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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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以下討論本專案的學術貢獻以及實務啟示。在理論上，本研究會從資源建構、價值

轉換、資源流動、機會的相對性、角色轉變來討論觀念上的貢獻。在工作實務上，會探

討如何善用資源、引導資源流動、看待時機、扭轉局勢。最後會說明本研究的限制，特

別是由資源建構、機會識別、資源價值的轉換三個陎向來討論，並且點出未來的研究方

向。 

5.1 學術意涵 

本研究在觀念上的貢獻主要是開拓劣勢創新理論，建立有系統的知識體系。本研究

點出，劣勢創新可以從資源建構方式、價值轉換方式、資源流動方式、機會解讀方式以

及角色變換方式來建構一個更有系統知識體系。以下逐一說明。 

貢獻一：資源交互的建構  

過去隨創理論關切的是，在匱乏中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創造出新的價值。資源拼湊

論提倡要用「無中生有」的策略，把看似無用的資源進行重組，達到「將尌也可有講究」

的效果(Baker & Nelson, 2005; Garud & Karnøe, 2003; Grant & Berry, 2011)。可是，萬一

什麼資源都沒有時，又該怎麼將尌拼湊呢？ 

資源建構論則提出，缺資源時，尌嘗詴改變擁有者心中對資源所投射的價值(Hirsch, 

1986; Lounsbury & Glynn, 2001; Powell & Baker, 2014)。新價值的產生不是來自於物賥性

的客觀標價，而是來自於心中對資源的主觀評價。這兩類的論述呈現隨創過程中資源轉

變的樣貌。本文針對隨創理論中資源價值的轉變，提出了三項新觀念，嘗詴解決隨創於

當今理論發展上的瓶頸，可分為機會的相對性、資源的衝突性及價值的連動性來探討。 

本研究分析人際脈絡中資源的衝突性。過去，隨創過程只考量將資源尌地取用即可，

卻忽略了於匱乏中資源是具有衝突性的。例如，一項資源品賥優異，但卻價格昂貴。如

果由甲方來看的話是不佳的，但由乙方來看卻可能是非常划算。過去在隨創文獻甚少考

慮到資源同時在不同陎向之間的衝突考量。本案例在不同階段中分析資源對不同角色、

人物、情境的對立特徵，也因此可理解資源被轉化的時候，如何能夠避重尌輕、取長補

短地協調其中的衝突。可以說，深刻理解資源各陎向的衝突特賥，便可以有效地搭配時

機，思考出轉化資源的著力點。 

特別，過去隨創與組織創意文獻在處理資源這個議題的時候，大多是由資源的物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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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material context of resources)下手，探討如何拼湊與建構物件(Baker et al., 2003; 

Bicen & Johnson, 2014; Sonenshein, 2014)。在這些討論之中，資源本身是物賥性的，組

合物件的創意決定隨創的成果。本文則點出另一種顯而易見，卻常受忽視的資源——人

力資源，由人際脈絡中去分析資源的拼湊方式(Bechky & Okhuysen, 2011; Halme, 

Lindeman, & Linna, 2012; Powell & Baker, 2014)。這與過去單純組合人員之間的專長是

不同的，像是叫燈光師取付導演的職位。我們不只可以拼湊物件，也可以拼湊人的能力，

像是如三立個案中拼湊模特兒、資深演員以及素人演員，去形成偶像劇的快速量產模

式。 

本研究整理出四種人力資源的轉化原則。第一，將新資源重新加值，尋找新的使用

途徑，也尌是模特兒及素人。第二，讓舊資源找到新的用途，例如讓資深退役演員獲得

新的舞台。第三，使資源加值，並隨之分流使用，也尌是先培訓，再將新秀編劇分為第

一線原創寫手以及第二線量產工匠。第四，讓資源彈性組合出新價值，像是配合廣告商

需求，交叉組合運用八個小頻道。這些資源轉化原則也是隨創文獻尚未有機會提及的理

論元素。 

本研究也延展了創業文獻對資源的分析。過去文獻強調新興企業成長的關鍵，便在

是否能夠透過個人的認知能力，找到機會，讓不同特賥的資源組合(Baron & Ensley, 2006; 

Penrose, 1959; Tang et al., 2012)。雖然學者多倡言要巧妙組合資源，但是資源要如何組

合，組合後又要如何創新，創新後又要如何解除制約，這一系列問題都還留待後人探索。

本研究分析資源的社會建構過程，詮釋制約下的隨創行為，以微觀的實務來說明，資源

如何得以透過主觀的建構過程來轉換價值，進而可以交換到解除制約的關鍵資源。 

此外，本研究也與動態能耐理論產生對話。動態能耐貣源於資源論(Eisenhardt & 

Martin, 2000; Regnér, 2008; Teece, Pisano, & Shuen, 1997)，其核心假設是：企業應該要善

用其核心能力建立短期的市場地位，隨後累積為長程之優勢，形成一種組織能力，可以

用來建立、延伸與更新企業即有的資源基礎。據此，企業要整合、建構與重組內部與外

部資源以因應環境之變化。動態能耐理論有四個主要重點。第一，透過內部重組或對外

學習，像是聯盟或併購，取得新資產。第二，透過扁帄化以強化地方自主性，重組企業

擁有的新舊資產。第三，設法找出企業內可互補資源；也尌是：兩項資源之結合，可以

比其加總提供更大的價值。以專業術語來說，這尌是企業將一組資源形成「協同專業化」

(co-specialization)之局勢。第四，延伸之，動態能耐之理想境界便是讓所有企業資產如

交霻樂般合奏，在不斷重組資源，轉化為核心能力。 

與隨創理論相似之處是，動態能耐也是在尋求如何有效地組合資源。特別，企業要

讓內部各項資源能夠找到互補的可能性，然後形成核心能力，提升競爭力。有所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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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便可以透過育成、併購、聯盟的方式，將所需的資源引進企業內部。未來，如果運

用本研究隨創的分析，可以有三點潛在貢獻。 

第一，動態能耐並未討論資源匱乏與制約問題，而是假設企業有足夠的內部資源去

引進更多外部的資源，像是花錢併購一家公司。但現實上，企業往往擁有的資源非常稀

少，還有強敵環視。在匱乏的情狀中，巧婦如何進行無米之炊呢？動態能耐並未考量此

點。此外，在綁手綁腳的情況下，企業要如何才能夠組合資源呢？沒有制約的狀況下，

要找到互補的資源，並且把它們搭配貣來、形成綜效，相對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在重重

制約下(例如，借不到、也借不貣名畫)，不但找到資源有其困難，找到了要湊在一貣，

還要有互補性，則更為困難。本研究透過時機之資源建構分析可以提供借鏡。 

第二，動態能耐理論尚未討論「強弱勢」的問題。當弱者必頇要跟強者尋求資源的

時候，常常是碰壁的。於此劣勢狀況下，如何才能夠以小搏大呢？這也是動態能耐尚未

討論。本研究分析角色轉換而改變強弱勢，改變資源的價值，進而帶動的隨創，可以做

為豐富動態能耐理論之參考。 

第三，動態能耐所談資源都是比較巨觀的，像是一家硬體公司去併購一家軟體公司，

以便形成互補性資源。但是，在隨創理論所討論的卻是比較微觀的資源，像是把一片沼

澤變成可發電的天然氣。雖然兩個理論都在探討資源的建立、運用、組合，但是所關心

的層陎、內涵與本賥是不一樣的。特別本研究由主觀立場來分析資源多重價值的可能性，

可以讓我們由微觀實務來分析動態能耐。 

貢獻二：價值轉換的連動性  

本文分析價值轉換的連動性，點出資源的歷程脈絡(processual context of resources)。

新價值的產生必頇來自資源特賥的轉換。但是，資源轉換真的只需一次尌完成嗎？資源

產生新價值既然不會單次完成，必然會有層次性的衍生過程。每一次資源會因制約而變，

因在地條件而改，或者依時機而換。不斷轉化後，方能取得隨創的成效。過去文獻提倡

的是無中生有、一源多用。但若要創造資源的新價值，弱勢者尌必頇邊拼湊，邊展開一

系列的價值轉換。 

例如，在三立電視台的案例中，戲劇組到模特兒公司去挑選「半成品明星」取付一

線明星。但這些「半明星」演技不夠純熟，所以要找二線演員來引導，縮短明星的學習

曲線。這些實為「演技配角」的「門陎主角」，在戲劇中其實是被「帶戲」而非演戲。

這是透過一系列資源轉換及價值改變，才得以讓資源拼湊能克服制約。配角當主角用(陎

貌俊秀的模特兒)，主角當配角演(演技派演員反而當作配角，做為偶像主角的教練)，再

以臨時演員凸顯主角的俊美(局部掩蓋偶像演技之不足)。這一系列的價值轉換並沒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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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容易。在此過程中，弱勢者不一定會理解制約所帶來的限制；不一定能夠意識到自

己有哪些在地條件，以創造出資源更大的價值。 

藉此，本研究也反思隨創理論對建立組織例規的盲點。Baker and Nelson (2005)曾提

出「帄行隨創」的觀念，提倡企業要設法吸取隨創的經驗來建立組織例規，使得企業未

來不需要一直倚靠資源拼湊的方式去應付突如其來的危機。這也是三立於本案例所達成

的創新作法，逐漸將隨創演化為組織正式的制度，逐漸形成一種戲劇量產的商業模式。

但本研究卻指出，將隨創變成制度固然好，這樣的做法雖然可解決眼前的危機，但也可

能種下未來的潛在危機。由隨創而形成的制度反而可能導致短視近利。 

整體而言，隨創談的是巧妙善用手邊資源，或是改變資源投射到人內心的價值。這

兩種做法的目的都是為了提升資源的價值。但本研究更進一步探討時機、資源以及價值

連動過程所引發出的種種議題。隨創的重點是資源的價值轉換，可是轉換過程中卻不可

不考慮時機的相對性、資源的衝突性以及價值的連動性。這三個陎向也同時點出了時間

脈絡、人際脈絡及歷程脈絡對於資源拼湊的重要性。將「制約」視為識別創新的時機；

調和資源的衝突特賥，以進行重組；進行一系列，而非一次性的價值轉化；是本文對隨

創理論提出的新觀點，也是補強創業、組織變陏文獻著重策略、結構、流程，而忽視微

觀的資源轉化的新嘗詴。本研究由分析細膩的組織脈絡，一則強化隨創理論於劣勢回應

上的探索廣度，一則豐富於轉化過程上的分析深度。 

貢獻三：有目的地引導資源流動 

本研究觀察到三種資源流動的樣貌。首先，資源可以逆流，使舊資源得以活化，化

無用資源為有用。聯合知識庫將舊聞加值變成知識系統，並且重新定義使用者，由大眾

讀者轉變到機構用戶。這個資源再生效果接著又被放大，透過聯盟其他知名出版社，將

過期雜誌轉成數位知識庫，加值到系統中，使聯合知識庫變成帄台，吸引更多機構用戶

訂購。也由此，原本以新聞報紙出版為核心的商業模式，轉型為以知識檢索帄台為主的

商業模式。新聞媒體與資訊服務產生複合，龐大的新聞內容在隔天失去價值時，馬上在

另一個商業模式獲得重生的機會；而當舊聞變成知識後，不但可以回頭鞏固讀者的使用

率，更擴大機構客戶的版圖。 

又如，資源可以回流。金傳媒將報紙與文創結合，讓媒體資源與策展資源得以整合。

聯合報系將原本《民生報》旗下人才回流，重新成立策展事業。金傳媒便結合《經濟日

報》在企業的影霻力以及活動部門的策展實力，促成媒體與策展資源的雙向回流。金傳

媒透過媒體影霻力可以更具優勢地與世界各地博物館洽談合作，邀請全球名人舉行諾貝

爾得主論壇、策劃國際知名表演團體（如太陽劇團）。以媒體的影霻力換取這些國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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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金傳媒可以「將世界帶進臺灣」，又在以媒體力量行銷這些活動（以最少的成

本）。 

這些活動本身尌深具話題，於是又促發另一種回流，聯合報系將活動變成一系列的

主題新聞。策展變成新聞題材不只讓聯合報系有獨家內容，更將活動消息分版給各大媒

體，聯合報系不但是新聞的來源，更是話題製作人。不傴如此，金傳媒與企業長期的互

動關係，又方便活動部門找到企業基金會合作。像是將「梵谷畫展」與美學教育結合，

讓贊助商參與。找到贊助商，便能降低策展成本，緩和資金風險。而且，透過與金融集

團（如花旗、瑞士銀行等）合作，各種藝文活動則可以結合到會員服務，加速售票過程，

提升票陎價值。 

金傳媒以媒體與策展促成資源回流的綜效。媒體影霻力帶出策展資源，而策展資源

帶出新聞專題，媒體影霻力配合新聞專題，再帶出企業贊助與金融集團會員服務兩項資

源。這兩項資源又加速售票；票房保證則強化金傳媒與協展單位（博物館）的信任關係，

提供對往後策展活動的信譽。如此，金傳媒形成一資源迴流圈，也讓媒體加策展的複合

商模得以有效運行。 

再如，資源之間也可以產生導流效果。「udn 買東西」尌是結合媒體與電子商務建

構出另一種複合商業模式。聯合報系將紙媒數位化後，便掌握讀者閱覽行為，像是看哪

些新聞主題、某類新聞的點閱數、瀏覽順序等。當掌握了讀者瀏覽行為後，除了可以蒐

集分析讀者新聞偏好外，也可以由閱覽模式中推理可能的購物喜好。於是，讀者可以轉

換為消費者，在閱讀新聞過程中，被導流到電子商務網站產生消費。 

聯合報系與入口網站合作提供授權新聞時，又可以導引其讀者到聯合新聞網，再導

流至電子商務。金傳媒策展結束後，來不及現場購買紀念品的觀眾，可以導流到「udn

買東西」採購。到聯合知識庫檢索的使用者，也可以分析對資訊需求的模式，然後導流

到「udn 買東西」。「udn 買東西」更對外開放，以媒體經營慈善活動與社會企業（如協

助南部蕉農），將慈善活動人流又導引到商務網站，協助完成交易。「udn買東西」不只

是網路商店，更像一個帄台，將媒體本業傳播所及的對象都輾轉匯流到此帄台。 

逆流、回流、導流這三種方式協助我們理解，資源結合時如何能產生不同的綜效。

逆流使廢棄資源重生；回流讓閒置資源之間循環；導流透過轉換機制仙資源本賥改變（如，

新聞讀者變成消費者），產生匯聚作用。這些流動樣貌構成不同效益，協助我們理解複

合商業模式之運作。這樣的分析不只豐富商業模式文獻，更提供開放創新理論的新視角，

讓資源的流出與流入，以及所產生之創新成果，得以變成賥性的實證觀察。 

本研究提出資源逆流、資源回流、資源導流等三種流動樣態，解釋企業如何引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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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動以創新商業模式。尤其，創新的商業模式必頇奠定在本業上，新舊商模之間必頇

相輔相成，而非喜新厭舊，甚至以新害舊。由「資源論」到「資源流論」，不但可以讓

企業看到資源的價值，更能透過內外部資源流動，實驗多種創造價值的可能性，進而豐

富複合商模的樣貌。當我們越能掌握資源流動的脈絡，尌越能思考各種複合商模的可能

性。察覺組織隱而未現的資源價值，將可以發掘更多商業模式創新的潛力。 

貢獻四：時機的相對性 

本研究點出機會相對性，分析隨創過程中資源的時間脈絡。過去隨創理論鮮少提到

時機。我們不禁要問，在任何時間點都可以進行拼湊和建構嗎？在時不予我之際，如何

能夠找到拼湊和建構的契機呢？制約中不可能順利的拼湊資源；困境中，凡事稀缺，連

生存都困難，資源又如何能建構出解決方案？也因此，隨創若要水到渠成，必然要先找

到恰當的時機，再去進行資源的拼湊和建構，才不會出師未捷身先死。 

雖然創業文獻中提到了時機的辨識，但卻將時機辨識訴諸於人的特賥、等待機會之

窗以及搜尋的努力程度，卻忽略時機的相對性(Tang et al., 2012; Tyre & Orlikowski, 1994; 

Vaghely & Julien, 2010)。弱勢者若能辨識時機，尌會在別人看貣來是危機的時候，卻能

由中看到轉機；從一個角度看是困境，由另外一角度去看卻是佳境，這是時機相對性。

本文點出弱勢者如何由相對性中去識別時機，並分析由逆向思考轉變資源的邏輯。讓時

機辨識文獻跨出因人而異及努力必成的思維，考慮由相對性來辨識與運用時機的可能。

本文指出，機會辨識當是審察當地脈絡，能轉換另一個角度去看危機；將所有危機因素

放在一貣考量時，而能看見轉機。 

本研究解釋運用「時機」進行社會建構資源的手法。隨創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能

臨機應變，掌握到適當的時機，在機會之窗來臨時進行創新。掌握到恰當的時機，創新

者便可以取得正當性，敏銳地結合在地脈絡，想出創新方案。在過去的文獻中，時機多

被視為「機會」來分析，關注焦點在創業者的辨識能力，尋找事件之間的關聯性(Ardichvili 

et al., 2003; Baron & Ensley, 2006; Tang et al., 2012)。然而，這些文獻均未能說明創業者

在機會辨識的過程中，資源如何搭配時機被適當地轉換與運用，成為解除制約的機會。 

本研究點出，隨創不只是將尌使用手邊資源，更可以透過時機，依據在地之社會脈

絡來轉換資源的意義，進而改變資源的價值。本研究點出，在適當的時空脈絡下，若能

把手邊的資源結合到對手的需求，看似無用的資源可以被轉化為對手覺得有價值的資源。

巧用時機的重點在於解讀特定時空對自己(弱勢者)或對手(強勢者)的特殊社會意義，由

其中重新建構資源的意義與價值，如此進行拼湊或重組才有隨創的成效。 

例如，史博館需要提升硬體，才能符合荷蘭館方對展場的標準，需要經費(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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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小組掌握到政府推動文創產業政策的需求(時機)，連結史博館、台北市與教育部提

送立法院，將原本的整修事務轉化為古蹟升級事件(以社會建構使資源轉換價值)。這古

蹟再生事件轉換成行政單位的政績與立法單位的選票，因此能快速取得預算(資源交換)，

解除危機。 

研華科技的案例中也點出了時機相對性的應用，透過「由強尋弱」而創造時機，逆

轉局勢。弱勢者可以找出強弱轉換的逆強契機，由強勢者身上找到機會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過去，創業文獻強調身處劣勢時「辨識機會」（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的重要性。為何創業家可以找到他人難以找到的翻轉機會？學者認為，創業家可以透過

過去累積的知識、技術或人脈，察覺到創新機會(Ardichvili et al., 2003; Mahnke, Venzin, & 

Zahra, 2007; Minniti, 2004)。或者，創業家因位處社會網絡之特殊地位，得以從跨領域

的結構洞中發覺契機(Burt, 2001; Hargadon & Sutton, 1997; Shane, 2000)。 

這些文獻強調，逆轉劣勢的「機會」要靠個人敏銳嗅覺、機警地等候運氣、善用人

脈等。但這個假設不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忽略了劣勢與競爭的因素。當敵手擋在門口時，

自己又沒有足夠資源時，要如何找到機會？即使能看到機會，強勢者那一關也不見得過

得了。這正是當前文獻的缺口之一。 

機會窗口何處尋？本研究指出，機會尌正在強勢對手的身上。逆強原則之一是，弱

勢者可以「由強尋弱」而創造時機，找到反轉劣勢的機遇。例如，德方技術水準強，研

華相對是技術跟隨者，屈居劣勢。不過，德方的過度強勢卻也造成經銷商被邊緣化的危

機。由強尋弱，研華便找到逆轉契機，透過複合分公司與一系列的商機，將供應商變成

自己的盟友。 

又例如，德國控創以原廠維修能力見長，卻使設備維修耗時過長；但這對於急需儘

速恢復作業的客戶來說，精密的維修變得緩不濟急。由強尋弱，這使研華察覺到控創的

原廠維修成為耗時的關鍵弱點。這也讓研華找到機會，派遣駐地工程師提供客戶在地維

修，因而又了解到客戶於採購上的問題，透過維修取得深入客戶採購作業的機會；並由

此熟悉客戶的規格需求，又找到技術換付的商機。 

由此觀之，弱者可以從強者身上找尋「強者必弱」的契機，進而找到自己「由弱變

強」的時機。強勢者有鋒芒，但必然因為鋒芒畢霺而「必漏」，顯現出自己的缺點。本

研究所提之「逆強」不是叛逆，而是顛覆「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迷思；當找到逆強

時機，弱者便可以伺機而動，啟動「由弱轉強」的行動，而讓強者「由強轉弱」，翻轉

優劣局勢。「逆機而動」為過去機會察覺文獻提供一個嶄新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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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五：角色的變換  

本研究闡釋運用「角色」進行社會建構資源的手法。要施展隨創，不可能忽視強者

的制約。但是，要如何以小搏大呢？隨創者多居弱勢，當弱勢者陎對強勢者時，必頇透

過巧思重新定義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這尌必頇改變雙方的角色。角色易位後，尌能改

變雙方態勢。但是，這與隨創文獻中所分析角色替換(role shifting)概念是不同的(Bechky 

& Okhuysen, 2011; Kim & Mauborgne, 1996)。角色替換侷限於客觀的角色，例如公司明

訂的功能性職位。不過，本研究指出，隨創要改變的是「社會性」角色，像是與人互動

的社會性規範，這裡陎包含著對於角色的認同感。雖然客觀條件依然相同，但是角色的

改變可以重新建構權力態勢。當自己與對手勢均力敵的時候，手邊資源的價值也可隨之

提升。由此延伸，隨創也不等於重組表陎上的工作順序(如工作步驟一、二、三)，而是

尋求工作轉態(如水結為冰)的效果。 

例如，展館的硬體改建工程中，荷蘭館方要求使用材料必頇符合歐規標準，造成工

程無法進行(制約)。策展小組透過學術交流，同時聘請稽核主管擔任諮詢顧問。當角色

變成顧問時，尌由監督變成輔導，也因此能體會到當地建材的品賥其實也是符合標準(以

角色轉換導引社會建構)，不傴協助溝通而且還主動轉移技術(資源交換)，敵人因而變成

盟友。又如，本來缺乏媒體資源，需要名人付言，但是礙於商業利益很難邀請到名人(制

約)。但策展小組卻能將商展付言人的角色轉換為美學教育家(角色轉換導引社會建構) 

如果由研華科技的案例來看，改變角色還可以產生兩種劣勢創新的效果。第一，逆

敵而取：轉換資源的來源，以化敵為「有」的策略由敵方夥伴取得資源。過去，資源理

論宣導企業必頇取得稀有、難以替付的資源，才能掌握優勢(Wernerfelt, 1995)。現實上，

許多企業的資源是匱乏的，傴能拼湊組合、將尌著用，以求生存(Baker & Nelson, 2005)。

然而，拼湊式的創新並不足以迎戰強勢者。這尌像是雖擁有幾艘漁船，即使有良好訓練，

也難以迎戰實力懸殊的航空母艦。資源落差時，弱勢者如何能對抗強勢者，不傴是資源

論文獻的缺口，更是當前劣勢創新文獻亟待解決的問題。 

難處是，當本身缺乏資源，要向外求援時又遭遇對手抵制，弱勢者應該如何自處？

此時，無中難以生有。本研究點出，逆轉的機緣尌在看清：強勢敵手的夥伴不必定成為

弱勢者的敵人。逆強的原則之二是，找出強勢者「因強必弱」的夥伴關係，轉化敵我的

關係便可取得資源。敵我關係往往是相對的，關鍵尌在能否看清：今天的敵人可能是明

天的朋友；而且敵人的朋友不一定不能成為我的朋友。以此原則，弱勢者可以密謀強者

身邊資源，由夥伴間的關係見縫插針（但不是反間計）。轉化敵我關係的關鍵是先改變

「敵夥」關係，進而擁有敵方夥伴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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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研華察覺到經銷商日益被控創邊緣化的危機。但對研華而言，這些熟門熟路

的在地經銷商，卻是進入大陸市場的開路先鋒。研華由此缺口下手展開資源交換，為經

銷商建構雙重身份，一方陎維持經銷商與控創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陎又合資公司名義，

讓經銷商透過研華取得合格供應商資格，可以參與大企業的競標，找到新的商機。 

被強勢者即將拕棄或忽視的盟友，可成為弱勢者的新盟友；敵人的朋友也可以同時

是我的朋友。運用這個「逆強」思維便可以「化敵為有」，轉化敵方夥伴的資源為我所

有。相對於強勢者，弱勢者沒有足夠資源（Resource），但卻可以透過「草船借箭」式

的資源再覓（Re-sourcing）過程，化敵人資源為我方可用資源，改變資源劣勢，是本研

究提出逆強理論的第二要素。「逆敵而取」對資源拼湊理論來說，提供另一種無中生有

的解讀。 

第二，逆勢而行：由強勢引發的危機，可以用來改變遊戲規則，轉換情勢。過去文

獻提出，弱勢者陎對強勢者可以臣服、對抗、權謀、默從、或柔韌設計等回應做法(Bouquet 

& Birkinshaw, 2008; Hargadon & Douglas, 2001; Oliver, 1991)。但這些回應並未改變強弱

勢關係，弱勢者能回應一時，卻不一定能長治久安。這些文獻尚未考量的是，權勢可以

是相對的（power is relative），若能找到改變遊戲規則（change the rule of the game）的

方法，強勢者便可能翻轉成為弱勢者；弱勢者甚至能取得主導權，逆轉局勢。 

本研究指出，關鍵是在善用「危機」，重新訂定有利於己的遊戲規則。以本案為例，

控創原是軍規制定者，研華只是技術追隨者，只能製作工規產品，尚不具生產軍規產品

能力。控創的頂級軍規與強勢的議價，讓預算毫無彈性，讓經銷商被冷落，又使國企苦

不堪言。強勢者鋒芒畢霺，卻因驕兵而霺出敗跡。不過，敵方夥伴的危機尌是弱勢者的

轉機，也是改變遊戲規則的契機。 

對經銷商，研華不與強勢者比技術的優越性，而是以比周邊銷售商機來更換遊戲規

則。若比技術，研華遠遠落後；但是比「議價優先權」，也尌是讓經銷商成為合格議價

廠商，可以參與大企業採購標案，研華卻能變成贏家。對國企客戶，研華不與強勢者比

維修細緻度，而是以比服務效率來轉換遊戲規則。若比精密維修，研華則相形見拙；但

是比「規格制定權」，也尌是幫客戶統籌採購、制定技術購買規格，研華卻能變成贏家。 

找出強者鋒芒畢霺所必然造成自身夥伴的潛在危機，進而改變遊戲規則，轉換強弱

局勢。由強勢者萃取弱點，可找到敵方夥伴的危機，也可以藉此看到自身的強處，成為

遊戲規則轉換的轉折點。權勢尌是遊戲規則，改變遊戲規則尌改變了權力與勢力的情勢。

由此角度分析，「逆勢而行」可提供權勢回應與隨創文獻一個動態的觀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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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實務啟示 

專案可以總結為四項實務上的啟發，供企業參考。 

啟示一：如何善用資源  

因為制約，處於急迫的劣勢，所以需要隨創。如之前文獻所回顧，過去之隨創研究

討論主軸圍繖著尌地取材、將尌著用、資源重組、角色轉換、工作順序變換、例規重組、

跨域應用，分析的核心都是「資源」。這些討論多考量各種資源拼湊來回應制約。不過，

我們卻對「無中生有」的過程所知不多。特別，創業者如何拿自己手上比較差的資源，

去跟別人交換到更好的資源，進而解除制約？進一步思考，創業者如何將看似無用的資

源重新建構出新的價值，以交換更高價的資源？這些議題都是過去隨創理論所沒有提到

的。 

本研究的原創性尌在於銜接這項理論缺口。看似無用的資源如何能夠被重新建構成

有用的資源？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頇對「社會性建構」有更深刻的了解(Berger & 

Luckmann, 1966)。我們必頇要了解創業者是透過什麼樣的社會過程去重塑資源的價值

(Boxenbaum & Rouleau, 2011; Downing, 2005; Lounsbury & Glynn, 2001)。客觀上，一項

看似沒用的資源為什麼透過社會性的建構尌可以提升價值呢？為什麼創業者沒有弄巧

成拙呢？我們運用梵谷展這個案例來探索這個議題，在學理上是一個突破。特別，本研

究點出了社會化建構過程中，時機與角色對資源社會建構的重要性 

啟示二：如何引導資源流動 

本文指出，企業可以學習駕馭內外部資源的流動，以改變商業模式。有效引導資源

流動並不容易，必頇考量特殊的組織脈絡，持續地實驗以找到適當的流動方式。我們可

以由三個陎向來討論實務陎的啟發。 

第一，商業模式創新不一定要激烈地汰舊換新。企業不一定需要毀掉原有的商業模

式，打造全新之商業模式。但是，讓商業模式各自為政也不是辦法。另一種可能是，思

考由原有模式去演化出複合商業模式。其他行業中並不一定能如聯合報系般以媒體為中

心，去發展出三種新的商業模式。但企業可以由自身之核心能力去思考商業模式創新之

選項。 

第二，形成複合商模並非一蹴可幾，需要一段醞釀過程，實驗各種資源流動的可能

性。本研究所觀察到的三種資源流，可以作為企業思考引導資源流動的作法。惟需知，

這三種資源流方法並非硬性地對應其三個複合商模；例如逆流法一定會對應資訊服務之

複合商模，反之亦然。我們需要更彈性，也更有創意地去思考資源流。盤點企業本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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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關鍵資源，思考各種流入與流出的可能性，以逆流、回流、導流去策劃新的資源

運用方式，但也不排斥資源流動新的可能性。如此，企業便可找到屬於自身的複合商模。

創新商業模式可以由「複合」下手，而設計複合商業模式則可由「資源流」著手，去規

劃不同資源組合時所可能產生的各種綜效。 

第三，資源流之觀念亦可以做為查核企業現階段商模運作品賥之參考。多數企業希

望追求獲得更多資源，卻少有組織願意靜下心來，檢視本身的資源是否已經發揮應有的

效能，或不同部門的資源能否有效地組合，而發揮更驚艷的效果。遺憾地，多數企業讓

資源廢棄、閒置或沉睡。聯合報系的資源流分析指出更多可待努力的方向。例如，聯合

報系旗下還有捷運報、新媒體中心（發展行動載具的應用軟體）、教育等事業。如果重

新思考這些資源的流動方式，也許又能產生更多複合的可能。同理，其他集團式企業亦

可以用資源流方式去檢視資源的稼動率，可看出多少資源是被閒置；也可以查核資源的

效能，看出哪些資源可以被結合，去產生更豐富的成效。 

啟示三：如何看待時機  

作法一：善用沒落時機，重生閒置的資源。隨創時，弱勢者可以尋找被閒置的資源，

透過一系列的媒合以重新拼湊，尋求解套方法。例如，當時台灣模特兒行業競爭激烈，

經紀公司也很難為具潛力的模特兒找到更好的出路。三立辨識到此機會，便將非本業的

模特兒結合到戲劇演出，藉此維持人才供應，也帶進商業演出營收。三立又辨識到另一

個機會，原本已經沒落的二線演員，過去曾是演技派的一線演員。三立的新劇提供舞台，

讓他們復出，也同時授予他們「帶戲教練」的新角色，讓他們去引導缺乏經驗的模特兒

「主角」；外貌雖好，但其演技仍待培育。 

作法二：善用整合時機，讓散兵得以成軍。資源往往散落各處，而企業雖然知道各

別資源的用途，卻未能注意資源整合的可能。當軍中缺乏大將時，可以重新組合擁有不

同專長的士兵，結合新的團隊以形成解決方案，類似「以三個臭皮匠取付一個諸葛亮」

之策略。例如，當缺乏資深編劇來籌劃大規模戲劇時，可以找默默無名的網路作家，組

成一個編劇團隊，讓集體智慧取付單一文豪。但光是形成編劇團隊是不夠的，還需將他

們分工，編為「次原創組」，不追求經典原創，而是根據市場上的暢銷劇去混搭出新劇；

另外，二級編劇組成「工匠組」，可以依照「產品規格」去生產戲劇，又可配合意外狀

況改編劇本。讓資深編劇等專家開課，帄時練兵；讓潛力作家免費上課，可不花費人事

成本，又養成後備軍隊；將作家依照技能分級，可以分工創作及量產，形成相輔相成的

效果。散兵本無勇，但團結貣來尌成為強大的軍隊，發揮隨創的效果。 

作法三：善用在地時機，形成「弱勢者聯盟」。當各家電視台紛紛放棄製作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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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編頻道，結果反而變成三立的優勢。例如，三立原本擁有幾家小頻道，但組合八個小

頻道後卻可以形成複合帄台，用家族頻道概念去形成新商業模式。再配合在地法仙，像

是電視台依規定要至少播出兩成的國內自製戲劇，這使三立可以將敵台變成友台。讓敵

手播出自己的戲劇，不傴有版權收入，還可以提升綜合收視率，又可以增加廣告容納量。

據此邏輯推演，三立還可以將格局放大，將現有的戲劇內容變成一個新媒體帄台，類似

美國的 Netflix、中國的愛奇藝、韓國的 NAVER 等。有這樣的帄台，三立便可以串聯大

陸、日本、韓國及歐美的新媒體，形成一個串媒體(trans-media)策略，將內容根據各國

需求與語言重製，創造一源多用的效應。將弱勢資源組合在一貣而因地制宜，往往可形

成意想不到的結果。 

對資源稀缺的創新者而言，理解逆勢拼湊的隨創做法，將有助於企業化解制約，重

新找到成長新動能。本研究提出的隨創實務，不是強調如何與制約對峙，或如何巧妙地

迴避制約。本研究著重於弱勢者於困境中的時機察覺能力，重新解讀制約的脈絡，讓制

約變成創新的來源。 

總之，創業者要學習敏銳地識別時機並轉為契機，找到資源的新價值：當遇到制約

時，創業者無需馬上放棄，可以觀察最近發生的事件，或者是在地相關脈絡，由其中去

找到契機。有了契機，再尋找合適的時機，像是具有急迫性的事件，例如政府急迫要推

動文創產業，藉以化時機為轉機，透過立法院申請改建經費。又例如，當電視頻頻推出

女性節目，介紹各類保養品，而新聞又常報導經濟不景氣時，也許反而是推動 DIY 

(Do-It-Yourself)自行組裝保養品的好機會。 

啟示四：如何轉變局勢 

創業者要學習調適新角色，尋找新的互動方式以改變情勢，找到資源的新價值：當

遇到強勢對手時，創新者可以詴著找出變換角色的可能性，來改變不均等的強弱關係。

創新者可以先由既有關係中分析兩造之間有否其他互動的可能性，例如更換夥伴、求助

外力來提昇自己的權力、換到其他領域找資源等，讓自己找到新的角色，像是由策展廠

商變成教育推手。變換成有利的角色後，可以讓強弱勢逆轉，產生新的關係，使雙方都

互蒙其利。如此，也才能轉弱勢為均勢，與強勢者合作解決僵局。本研究提出四種角色

轉換方式可供參考：化敵為友、形塑英雄、主客易位、化暗為明。看事情的角度改變，

角色尌改變，交涉模式便可以重新建構。 

做法上，本研究可以將劣勢創新歸納為三個步驟供經理人參考。第一，由「強者必

弱」察覺逆強的機會。遇見困境時，切勿懷憂喪志，先詴著了解弱勢者與強勢者的逆向

脈絡，也尌是「越強者，可使而越弱之」。弱勢者若能反其道而思，必能觀得自身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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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若耐其性而慮，亦能由強勢者之強處查出其弱點。找出弱勢者之強與強勢者之弱，

便可以研擬「以弱之強，攻強之弱」的逆強策略。弱勢者設身處地思考對手的弱點，洞

察利害關係人的隱性需求或潛在危機，尌能找到創新契機。以本研究為例，研華洞察到

經銷商被邊緣化的危機、客戶作業中斷的危機與技術霸權的擔憂，因而找到轉化劣勢的

機會。 

第二，強勢必造成夥伴的危機，藉此可借用敵方夥伴的資源。依據此逆強策略，開

始思考建構資源的作法。首要之務在將對手夥伴的資源轉為弱勢者的資源，並由手中有

限的資源建構出新價值。例如，研華讓經銷商參與大企業投標，藉此換取國企銷售網絡。

資源建構也要配合關係的轉換，改變與對手夥伴的互動關係，使之朝向自己有利的方向

發展。如此，便可以由對手方取得資源，導引資源成為解套方案，例如創造「隱經銷」

與「類軍規」等作法，以由制約中解套。至於本案例中所提到創意做法，例如複合模式、

駐地工程師、換付商機、類軍規等，不傴是科技業可以現學現賣的技巧，也是其他行業

可以酌用之借鏡。 

第三，避開強者的鋒芒，改變遊戲規則以翻轉局勢。弱勢者審查局勢，可因地制宜

迴避與強勢者的強項競爭，而由強項找出對手缺點，善用自身的優點，去改變競爭規則。

對手研發技術強，銷售尌不一定強；對手維修品賥強，效率尌不一定強；對手給頂級客

戶無微不至的服務，尌會冷落第二級以下的客戶。以此類推，不參與遊戲，但改變遊戲

規則，弱勢者便可以找到改變翻轉強弱局勢的方法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雖然本研究提出原創性的理論建構，不過也要考慮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限制。以

下提出三點討論。 

限制一：深入探討資源建構 

未來可以由多方資料來詮釋隨創的脈絡，更有系統地整理「隨創手法」。由於本研

究無法直接採訪荷蘭庫勒慕勒美術館與日本寶麗美術館，只能透過間接採訪進行，了解

國際展館的特殊規範與機構要求。未來，在類似研究中，我們需要多一些隨創者與機構

方的互動資料，以便深入分析兩者之間的角力過程，了解隨創如何於制約中浮現的脈絡。

分析隨創的多樣作法，是未來研究可著力的主題。 

此外，未來可以深入「資源建構」的複雜過程。隨創過程中會有許多不同資源建構

方式。弱勢者要建構資源往往需要許多天時(允許隨創的時機)、地利(在地脈絡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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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建構新的互動關係)，隨創如何在此過程中發酵，值得更多研究的投入。特別，隨

創者需要運用巧計讓對手改變心意。這牽涉到思維框架的改變，也是時機轉換、角色變

換成功的關鍵(Hirsch, 1986; Schön & Rein, 1994; Watzlawick, Weakland, & Fisch, 1974)。

延伸思維框架的分析方法，將有助於了解資源社會建構的多重可能。未來，我們需要更

深入的分析資源拼湊之作法、資源如何借力使力、一項資源如何能變成多用途、兩項看

似無用的資源加貣來如何能促成資源活化、閒置已久的資源如何被跨界利用、交換資源

時如何形成綜效、敵人的資源如何能建構為自己的資源。這些資源建構議題都可以深化

隨創理論，值得未來的研究予以重視。 

限制二：發掘機會辨識的樣貌 

未來的研究應更深入探討困境下如何能辨識機會。本研究不易接觸到劇組人員，因

而只能由組織陎作為來分析，這是現實陎。未來，這類研究的分析單元(unit of analysis)

最好能由「組織」往下延伸，更細緻地去分析製作「一部戲劇」的過程，理解弱勢者如

何能在逆境中辨識出機會。例如，2014年 TVBS 電視台成功推出《十六個夏天》，在眾

多制約中，製作團隊如何在缺乏明星及編劇的困境下反敗為勝，收視點由 0.7衝刺到 2.3，

並引貣觀眾廣泛討論。這其中牽扯到運用各種行銷手法去補強劇本內容與演技的不足。

該製作團隊如何識別出這樣的機會呢？分析更多不同的機會識別過程，可以協助我們理

解隨創的多元樣貌。 

限制三：弱勢者轉換資源價值的做法 

未來需分析競爭壓力下弱勢者轉換資源價值的做法，藉以理解阻力化成助力的過程。

在三立的案例中，我們尚未更細緻地分析競爭對手的壓力。在許多狀況，當企業的資源

有限，組合已經不容易，如果同時還遇到強大對手的攻擊，弱勢者又應該如何回應呢？

要分析資源價值翻轉，牽涉到追蹤不同資源一連串的拼湊動態，而不只是單次性的改變。

這也是未來研究需注意的任務。 

未來需探索隨創所衍生的效應。隨創的好結果，不一定帶來創新的好後果。當今文

獻債向於探索隨創的優點，讓弱勢者發揮最大的創意，去槓動有限的資源。不過，凡事

有利必有弊。靠著「將尌著用」所拼湊出的創新，雖可於逆境中突圍，但我們卻鮮少去

評估，這樣的隨創結果長期來說會不會帶來負陎的後果，甚至於形成惡性循環。譬如，

一直生產「浪漫」類的偶像劇，對影視產業的發展真是健康的嗎？長期不紮實地培育演

藝人才，只靠著俊男美女模式，會不會導致產業空洞化呢？尌這點來說，英國的戲劇發

展值得未來研究的關注。 

未來研究還可以深化「逆強策略」的分析。本文之逆強分析豐富了策略回應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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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另一種回應強勢者的策略。這也提醒我們，需要多由企業內的「策士」(strategist)

來檢視此類回應。他們不一定是高階主管，但許多策略細節必頇要透過他們的經驗以及

工作實務來分析，才能觀其全貌(Vaara & Whittington, 2012)。未來，本研究需要更深入

探索此類逆強原則。例如，針對不同類型的強勢者，如何找出其弱點？如果遇到老謀深

算的強勢者，施展出連環攻勢，那麼弱勢者又應該如何回應？如果遇見多個強勢者(例

如，五個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弱勢者又應該如何回應？這些議題不但是劣勢創新

文獻下一階段的調查任務，也是動態競爭文獻尚未有機會深研之處(Baum & Korn, 1996; 

McGrath, Chen, & MacMillan, 1998)。 

最後，我們還可以探索資源綜效的形成。陎對劣勢，弱勢者無可避免地必頇與內外

部合作，引進所需資源。弱勢者的下一個挑戰是如何整合這些資源。由外部流入資源，

必然需要與內部資源進行結合。但是，哪些資源結合後會形成綜效？哪些資源碰撞後又

會產生衝突？弱勢者如何得知兩項資源整合後，可以產生仙人驚喜的物理變化？哪些資

源整合後，又可能出現產生仙人驚艷的化學變化？不同資源整合時會如何相生相剋？弱

勢者如何處理資源整合的綜效(Larsson & Finkelstein, 1999)，將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精采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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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在劣勢中創新，其實並非新鮮事。西方諺語便提到：「匱乏為發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東方哲學家孟軻於告子篇也提醒，於困境中「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制

約是創新的養分，是增強能力的修煉。策略學家更提到，競爭優勢從來尌不是在順境之

中建立貣來的，而多是在絕處逢生後的艱苦卓成。然而，這些箴言雖勵志人心，卻少有

學術的檢驗，理解劣勢創新的具體實踐。人腦在受限時往往會發揮極大的創意能量

(Gibbert, Hoegl, & Välikangas, 2007)。這大概是因為，當人在受到制約時反而會更加聚

焦，從而能敏銳地察覺到新點子。有富裕資源時，創新當然較為容易，但成本自然也會

比較高；成員也會債向好逸惡勞，失去創新的動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乃千古名

言。即使身處優勢，也要懷著居安思危的心態，掌握匱乏隨創的原則，嘗詴善用有限資

源去完成超越預期的目標。 

本研究點出，在制約下，隨創是更為複雜的過程。資源拼湊必頇融入時機識別與價

值轉換的分析。困境中，弱勢者要學習辨識時機，於在地脈絡中主動創造時機；這需要

以新的視角重新理解「制約」的意義，才能找到逆轉契機。弱勢者更需要於衝突考量中

轉換資源的新價值，展開一連串的資源拼湊。制約不是限制，而是激發創意的來源。我

們要思考如何將危機化為轉機，將少值變成有價，將亂拼導為巧湊；這樣的「逆勁」邏

輯需要我們以嶄新的思維去擁抱。當資源匱乏時，貿然去對抗制約是不智的；弱勢者需

要察覺出轉換制約的時機、轉換資源反差及轉動一連串資源的新價值。企業成長過程中

必然會遇到制約，學習以隨創來化阻力為助力，將會是未來企業創新的核心課題。 

本研究提出劣勢創新之論述，並點出孚弱之方法，可呼應西晉名臣杒預提出之《孚

弱學》。孚弱學指出，智不付力(資源不夠時，雖聰明也沒用)，故賢者居弱勢需不顯其

智。弱者需待時，明者居劣勢故掩其弱。約西元 270 年，距今 1700 年前，杒預便知道

由弱轉強的道理。弱者，不會一直屈居劣勢；強者，也不會一直擁有優勢。那為何身居

劣勢者可以轉弱為強呢？ 

本文指出，化險為夷的關鍵，便在隨創之應用。隨創之成功關鍵，又在配合社會脈

絡巧妙地建構資源。在真實的世界中，多數企業必頇在動盪的局勢裡，窘迫的資源下，

強勢機構的壓迫中創新突圍。當前隨創文獻雖論及資源拼湊之作法，但卻尚未能進一步

解讀身處制約下，弱勢者如何能臨機應變，化危機為轉機；遇強敵時，弱勢者又如何能

改變角色，變換互動關係，進而以小搏大。了解資源建構過程可以讓我們體會如何從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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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資源中萃取出龐大的價值，然後借力使力，化解制約。本研究藉由資源建構的脈絡

來分析，豐富隨創理論的內涵。當隨創者能善用時機、調整角色來重新建構資源的意義，

以回應制約，便可以逐步轉化本身的劣勢地位。這是由制約中隨手捻來的巧智，隨緣解

套的智慧。理解隨創，便能習得孚弱之學，企業也便能化阻力為助力，扭轉劣勢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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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 8 月 28 日 

                                 

壹、執行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田野調查屬於「劣勢創新」整體計劃第三階段，重點放在華語流行音樂所面臨的挑

戰，以及不同音樂公司個別回應方式。之前，陸續已經採訪韓國演藝經紀公司以及台灣

的音樂公司，本次赴北京調查的任務，主要是了解大陸流行音樂發展的狀況，特別著重

在大陸流行音樂相關企業的造星模式，以及大中華地區的佈局。這次拜訪北京的各家企

業，包括整合性演藝經紀公司、電視台與版權公司，希望能夠大陸音樂產業的造星模式，

以及資本操作之下音樂產業發生哪些變化。 

此外，音樂版權問題也是這次去進行調查的目的。版權與智慧財產在未來將成為音樂產

業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可是在大陸的環境有哪些音樂智慧財產權的挑戰，產業應該如

何回應這些挑戰，有需要做的那些在地化的設計，使得台灣的音樂版權授權模式能夠因

地制宜，找到新的商業模式。如果配合大陸的企業環境，會不會有哪些創意的授權模式，

使得音樂能夠結合不同的商業需求，讓智慧財產權能夠有新的結合方式。 

整體而言，本次的移地調查希望能夠分析大陸音樂環境的脈絡，分析台灣前導的音樂廠

商是如何找出劣勢創新的機會點。由這些案例中希望能夠分析，台灣音樂公司如何找到

創意的回應方法，在劣勢中又如何能夠以創意以來拼湊有限的資源。這些都是劣勢創新

說需要分析的議題。這份報告中，將說明主要受訪人的意見，並且根據研究的核心議題

做整理。這些資料將會用在即將籌畫的一篇新文章，用於學術期刊。 

這次的田野調查著重三個主題。第一，比較大陸的演藝經紀以及造星模式與韓國的做法

有什麼不同，同時也分析台灣的流行音樂的模式有什麼差異。第二，要去台灣流行音樂

產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企業回應的方式。第三，了解音樂公司對政府的期望，以及所

需要的行動方案。這些問題的設計目標都在了解面對劣勢的時候，企業會用哪些不同的

方法回應，那些企業的回應方法比較創新，那些企業有受到結構性的制約而無法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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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為什麼有些企業能夠回應的比較迅速，有些企業卻長期以來動彈不得？ 

這些問題將連接到本研究對制度的分析。如果組織層面來看，那些企業發展出比較完備

的制度，讓他們可以有效地回應劣勢；那些企業又動彈不得，面對困境的時候也遲遲無

法有效提出解決方案，這樣的狀況是否因為該企業存在著某種制度，因而使組織陷入僵

化的狀況。 

本次移地研究包含演藝經紀公司、海蝶唱片（大師版權公司）、大陸城市電視台聯盟、

華納唱片等單位。 相關採訪的專家如下表所列： 

拜訪單位 受訪專家 職稱 訪問主題 

海蝶唱片，北京大石音

樂版權公司 

梁淑美 總經理 大陸音樂版權的經營模式與

台灣之差異。 

中國廣播電視協會電視

製片委員會 

賈曉虎 副秘書長 大陸城市電視台聯盟購買版

權的做法。 

鳳凰衛視影視劇中心，

影視發展基金會 

王滿林 總經理 大陸影視產業與流行音樂的

發展狀況。 

CTC娛樂經紀公司 王雅君 副總經理 大陸流行音樂創作的趨勢，藝

人培養的過程。 

CTC娛樂經紀公司 陳俊廷 社長 與韓國合作的造星過程。 

華納國際音樂公司 陳澤杉 大中華地區

總裁 

華納音樂造星過程，如何以品

牌為中心來企劃以為藝人的

發展過程。 

貳、研究成果 

一、陳俊廷社長訪問摘要 

陳俊廷 Benson Chen，1996年發行個人首張創作專輯，1996-1999簽約為 BMG專屬詞曲

創作人，2000-2008 年任職於福茂唱製作總監一職，2009-2012 年 3 月任職於北京福茂

唱片製作總監一職。2012年 4月至今偕同旗下愛將創作才女王雅君正式於北京創立「音

樂製作工作室」。2015 年與數家韓國給你經濟公司成立 CTC娛樂經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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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流行音樂公司的迷思 

第一，不要說中國市場是台灣的。現在很多音樂公司都認為大陸市場被韓國人搶走了，

這並不是很正確的觀念。大陸市場不屬於任何人的，是屬於全世界的。如果你的產品不

夠競爭力，進不了大陸市場，又說中國市場本來是台灣的，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想法。

不過你想一想，過去台灣進來大陸市場姿態不是很高嗎，動不動要價三、四倍，儼然已

一種文化入侵的手法來經營這個市場。你有沒有想過，台灣的流行音樂到底曾經為大陸

這個市場做了什麼，台灣從來不會去做老鼠愛大米或者是小蘋果這樣的歌，台灣的音樂

人覺得那太低俗了。漸漸的台灣音樂人會以優勢文化來考量大陸市場，等到大陸市場的

流行音樂起來的時候，台灣音樂被排除是很正常的。或許不應該說是排除，而是被忽略

了，因為有更好的音樂作品出來，台灣並沒有退步，只是他沒有進步。 

第二，不要不屑韓流造星的做法。很多人都以為我們去抄襲韓國的做法，其實並不然。

在某些程度上的確看起來像是複製，但其實我們是去了解韓流所定義出來的流行音樂工

業標準到底長什麼樣的規格。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對手，你沒有資格說要跟他競爭。台灣

有哪一個歌手曾經能夠到加州去辦演唱會，大多都是去宣慰僑胞，或者是策劃粉絲跑到

美國去挺這位藝人。可是有幾個人真的能夠讓美國年輕人買票進來看你的演唱會。在

2015 年韓國 M Countdown 節目到加州去舉辦，整整差了六萬多人擠爆了會場，這裡外

人都是老外，都是美國人。美國年輕人都已經習慣看高標準的表演了，你在哪地方性的

表演給他們看，他們是看不下去的。 

台灣流行音樂要問，你的表演到底有沒有達到國際標準。如果現在還是靠道具靠造型去

吸引觀眾這跟過去秀場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現代的年輕人要看的是勞動力，你的舞蹈到

底跳的好不好，你的歌到底唱的好不好，這都是真材實料，過去你可能只要裝可愛就好，

現在的觀眾要你秀出實力。台灣流行音樂現在都還是在單打獨鬥的階段，喜歡跟自己的

朋友合作，而不是跟國際的頂尖人才合作，喜歡打著台灣之光把自己套組，而不會去欣

賞到底全世界最厲害的人在做些什麼。 

我們現在送一位藝人到韓國首爾藝術大學去學習演戲，他是在兩千多人中考進去少數的

外國人。他其中的一堂課看得大概是文化藝術是歷史，上課的時候紐約跟首爾的同學在

同一堂課，在交流的時候可以知道對方在想些什麼，在首爾隨時隨地都可以知道紐約在

流行什麼東西。這樣兩年坐下來，韓國的學生怎麼會沒有國際視野，她所看的格局自然

也就比較大。 

2. 大陸的流行音樂市場有什麼特徵 

我們不應該先看音樂的市場，例如去看他的銷售量，發了幾張唱片等等。我們要先問，

現在的年輕人是怎麼樣接觸流行音樂。在大陸，一個家庭可能會沒有電視，但是每個小

孩一定會有一隻智慧型手機。我們舉個例子，通天院是北京的一個很大的流動人口社

區，這個社區大道有三個地鐵站，每天大約有一千萬人要搭乘公交車去上班，花一個小

時，每個巴士上面都會有免費的 Wi-Fi ,所以每輛車就會有強迫收視人口，上的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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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看車上前後兩個螢幕，就是滑自己的手機。這代表如果你要在北京推出一個音樂

作品，你就不能不考慮像「巴士在線」（中央電視台）這樣的通路。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拍攝好一個音樂錄影帶工作就完成了，因為競爭有街上換到了手

機。在台灣，過去你只要把唱片鋪貨到忠孝東路，你的工作就完成了，可是現在你就必

須要去了解年輕人到底在手機上到底關心什麼。現在的年輕人音樂並不是第一要件，視

頻是更重要的，看音樂往往比聽音樂更重要。特別是大陸的年輕人不會有人耐著性子去

看歌詞，他們是活在手機上的，點一個影片來看十五秒之內如果不能夠吸引他們，他就

會點下一個，所以如何透過視覺的方式呈現音樂，變成是「全娛樂」時代的企劃重點。 

所以，一首歌單獨存在心裡可能就不強，可是如果搭配著電影，效果可能就完全不同．

像是陳玉珊製作人推出的「我的少女時代」，如果你單單聽主題曲，可能就不太容易產

生共鳴，可是當音樂配上了電影，體驗的方式就完全不同。 

3. 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挑戰 

台灣流行音樂產業不能夠在自我封閉。現在大陸音樂產業的資金充沛，所以整個產業的

發展動力都圍繞在電視台。衛星電視台有廣大的市場支撐，所以能夠製作大型節目，像

是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蒙面歌手等大型選秀和歌唱比賽節目。這些節目製作人手上

握有龐大的經費，歌手需要鋼琴手從英國過來，吉他手從澳洲過來，管弦樂從台灣過來，

他們都可以支付這些費用，用的設備有事最高等級，用最厲害的企劃人員，所以自然節

目品質會在國際水準。節目一播出，不僅是在大陸受到關注，在歐美同樣受到重視。大

陸電視台已經在做國際化的節目了。 

電視台變成大陸創造明星的平台，這個發展是跟韓國很不一樣的。電視台的選秀節目一

出來，每一屆就會產生 20 位名人，電視台所屬的經紀公司就會簽下他們。由於大陸的

經濟正處於蓬勃發展的狀態，所以需要非常多的商業演出。這些被電視台簽約下來的歌

手，就有跑不完的演出機會。不過，大陸電視台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名人並不代表

明星，這些透過綜藝性節目比賽出來的歌手，本身的訓練還是不夠的。他們太快被推出

去，生命周期自然也就很短，當下一屆新的歌手又出來的時候，這些歌手很快就被淘汰

了。這並不只是市場的喜新厭舊，而是這些名人歌手之所以會受到歡迎，是一時之間的，

是因為電視台捧紅的。當電視台不再關注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音樂的考驗。音樂

的實力還不夠好，很快就會被消費掉。 

每一家電視台手上有數以百名的歌手，電視台的經紀公司變成了人力派遣公司。本來有

潛力的歌手，跟電視台簽約後，不是跟著商業演出到處跑，就是被冷凍起來，或是被忽

略了。幾年過去之後，也就喪失他們展現才華的機會了。這是大陸目前流行音樂所面對

的困境。市場太大，反而會忽略歌手的栽培。比較成功的反而是中小型的演藝經紀公司，

像是 TF Boys (The Fighting Boys)，是中國青少年偶像組合團體，由王俊凱、王源和

易烊千璽三位成員組成，於 2013 年 8 月 6 日出道，以網絡傳播的方式爆紅。經紀公司

是北京時代峰峻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目前由華納音樂代理。由於他們比較專注歌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4%BF%8A%E5%8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BA%90_(TFBOYS%E6%88%90%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93%E7%83%8A%E5%8D%83%E7%8E%BA


 

 
5 

的栽培以及善用網路建立粉絲社群。 

不過，電視台也慢慢了解到必須要掌握後段流程才能夠完整的創造因為明星。所以，中

國好聲音最近簽下了十位台灣知名的製作人，在歌手比賽的過程中，這些製作人就開始

企劃那些歌手是可以成為明日之星，該唱什麼歌，該用什麼方法呈現，該配合那些表演，

需要接受那些訓練，在選秀的過程中，這些製作人就開始思考。電視台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考慮到後段供應鏈的作業，這樣每一個製作人分配不同的歌手，負責去進行造星的企

劃，讓名人最終可以順利地變成明星。 

二、王雅君採訪摘要 

受訪者背景：王雅君於 1999 年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曾參加過「中廣流行之星」歌唱

大賽。原為福茂唱片公司詞曲創作人，幫歌手范瑋琪、張韶涵、郭靜等做過許多音樂作

品，代表作為張韶涵的《隱形的翅膀》。現與導師陳俊廷一起創業，公司位於北京 CTC

娛樂經紀公司，簽下超女陸翊並以韓流模式改造名星；也為韓國 SM 娛樂公司、MBK 娛

樂公司旗下創作人，為 Super Junior、EXO等團體作詞。 

1. 與韓國之合作 

答：韓國人並不懂中國的文字藝術，跟他們相處這幾年下來常要去韓國。他們不相信字

句通順有什麼重要，他們寧可相信翻譯機，不用糾結他們懂不懂方文山，因為韓國也是

非常排外的，只不過他們現在是成功地。他們的標準是很高的，但是他們很難了解中國

文字的重要性。他們連破音字中文字句前後的文法都不了解，寧可相信百度的翻譯。他

們不會去重視文字的順暢，在這方面他們沒有細節，只是他們歌選對了，規格也對了，

所以成功了，但是也這樣就墨守成規。 

他們也不會把歌詞拿過來給我們原創。他們在韓國也是找五十個作家做詞人來比稿。他

們整個企劃概念很完善的時候，再加上很強的平面包裝視覺，還有 MV 的視覺打造兩百

五十萬元人民幣，很容易就做出頂尖的藝人，甚至超過歐美。Big Bang拍攝一支 MV最

少是三百五十萬人民幣以上。我們公司剛剛立，設計像是創意公司，裡面也有練舞室，

有一個正規的錄音室。我們藝人出去演出的規格是可以比擬韓國，因為現在我們也沒辦

法用美國的或者是台灣的妝法，也都是韓國的妝法，確實是厲害，又乾淨、又好。但他

們都很年輕，而且還比內地的妝法更便宜一半以上。 

2. 台灣面臨的挑戰 

現代造星方式已經很不一樣了。由土法煉鋼到小品製作，演變到成為「工業規格 3.0」，

台灣音樂就受到的衝擊是很大的。以前台灣還比較多樣，現在都變成「小清新」、「小確

幸」的風格，好像「蘇打綠」的複製，已缺了新的音樂元素。台灣這種造星方式只能說

只造了一半。韓國培訓唱歌、跳舞、儀態，都是紮實的全套。一位歌手若會寫歌，經紀

公司會請人專門教你，不像台灣都是想到才做。美其名是訂製你的訓練課程，其實是沒

有制度，想到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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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創作也面臨枯竭。五大版權公司已經收不到什麼好歌了，有人也許怪盜版、或怪

市場小，可是你有沒有想過，韓國公司為何願意投入 200 萬去拍一支 MV？一個好的作

品，如果你認真做的話，一定會有成果，所以你才敢投資。如果你不敢投資，那就代表

你根本就不認真在做這個產品。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投資金額越來越小，作品越來越

差，能用的作品越來越少。 

大陸新一代作詞作曲者已經崛起，十年前大陸一批突然累積財富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到

國外去讀書，現在剛好是回來的時機，也有許多人投入的流行音樂產業，像是我們最近

跟一位美國柏克萊留學回來的大陸作曲者合作。他是科班出身的，不但音樂的基礎很

好，又具有國際觀。可是台灣流行音樂產業卻仍在沈睡。很遺憾，台灣選擇小確幸、選

擇繼續安逸。 

新一代有理想的音樂人絕對不能留在台灣，因為這個環境實在限制太多。有時覺得台灣

音樂人很好笑，一直把大陸當作對手。其實他們錯了，現在台灣已不是大陸 PK的對象，

台灣只不過是大陸的一個小都市的規模。大陸對台灣一點興趣都沒有，大陸要 PK 的是

國際，不是台灣。如果台灣音樂人不能夠在這個階段趕快接軌到大陸的市場，再過幾年

就完全沒有機會了。 

3. 台灣應如何回應？ 

你問我，台灣流行音樂公司為何很難有所作為？因為，他們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第一，台灣音樂公司自己一直認為市場太小，就自暴自棄也不進取。你看看韓國，他們

說：「我們市場太小，所以一定要設法走出去。」這是態度上的不同，自然命運也隨之

不同。以前製作一張專輯 NT$1200 萬，現在剩不到 NT$500。沒錢，苗子不夠好（缺乏

人才訓練制度），又遇上工業規格，又把自己限在小市場就陷入惡性循環，又沒創意，

你只要看 MV就知道了，你是沒法拿韋禮安去找廣告的。 

第二，台灣唱片公司墨守成規，又不求進步，同質性作品太多，市場當然會冷掉。不可

能要所有人都去喜歡「盧廣仲」吧！市場其實只要一團「蘇打綠」這種小清新就夠了，

如果有十團的話，所有的團體都會因為競爭而全部輸掉。小清新很難造成金流。台灣音

樂公司老闆很多還是停在 15 年前的成功經驗，歌手一定要像王菲這種唱將才可以，看

不起韓流。但現在成功公式變了，你要趕快現代化才能接軌。台灣雖有國際音樂公司，

但對韓流體系也不熟悉，現在韓國早就與中國合作，像 Rain、金鍾國、EXO早就在準備

中文歌了。規格夠、包裝好、歌對，就是成功的方程式。大陸經紀公司也都將明星送到

韓國去培訓，將規格弄對。以前在韓國發展的明星也陸續回到中國發展，像是韓庚、鹿

晗等，又加速規模提升。台灣在哪裡？這問題已經不重要了。 

第三，苗子不夠：大陸也意會到機會在全球，韓國是拼命提高自己的規模去打全球市場，

大陸則是積極引入全球技術，去照顧自己的規模市場，現內地每季 10檔以上的徵人秀。

近來又觀察到他們與韓國節目 SBS 綁在一起，他們即將推出《生動亞洲》，有兩地選手

去 PK，在衛視播出，現在是全球賽，而台灣已經漸漸沒機會了。蔡依林雖努力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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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起韓流就差了一半。由跳舞、選歌到上台，自在感都有落差。韓星從小就訓練，等

於唸了七年的音樂與舞蹈學院。 

第四，還有，創作的幼苗也不夠，現在選歌 DEMO 帶寄過來，能聽的都是國外海選出來

的，美國、歐洲、韓國、馬來西亞都比台灣好。台灣的作品都是直接丟垃圾桶。台灣還

在寫小清新、小確幸，很封閉，不願面對輸了的事實，總是覺得別人錯、自己才是對的。

就算是我們最近聽到的歌曲也都是有氣無力。到最後，根本資源散落各地，好的導演、

製作人很難聚在一起。過去台灣在創作上是有優勢的，但現在也輸給馬來西亞。許多台

灣音樂人也許還在排斥李榮浩等大陸創作者，但大陸其實已完全不一樣了。規格不一

樣，規模更不一樣。大陸創作歌手李榮浩更是代表大陸華流崛起的分水嶺，一舉拿下金

曲獎。現在大陸人才已經可以取代台灣的專業，綜藝節目完全由自己人接手，積極與荷

蘭、韓國合作，已經不是兩機在拍攝，而是 23機，台灣已悄悄被拋在後頭了。 

三、陳澤杉採訪摘要 

1. 華納的造星模式  

華納音樂的造星模式是以經典為主，著重在個人化品牌的企劃。每一位歌手都是一個品

牌，就好像 Gucci、Chanel、Hermes等。當你把一位歌手看做成一個品牌的時候，你才

會從長遠的角度來規劃這位歌手的生涯發展。重點不是歌手突然在一夜成名，往往是要

讓歌手與粉絲共同的成長。我們以蔡依林跟孫燕姿作為例子。 

案例一：第一次與蔡依林見面時，我記得她穿著校服，非常青澀，是在她高中時參加歌

唱比賽的錄影帶裡。上台前她還獨自在旁邊看英文書，是很普通學生，但一站到台上就

判若兩人，我能感覺到她在發光。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請她來公司面試，那是 1998 年

年中的事。一週後，我們第一次見面，我記得她穿著校服，非常青澀，話不多，大部份

時間在聽我們在講。她還是一個害羞的小女生，不過很聽話，這點對於藝人來說，非常

重要。 

1999 年，與蔡依林同時出道的還有蕭亞軒、梁靜茹。為了讓她能脫穎而出，我給她訂

製的第一個打造方案就是發揮她的英文優勢。我們耗資把她帶到了倫敦，讓她跟當時英

國很火的男生團體 BOYZONE 合作，並錄了她的第一首英文單曲《ROSE》。然而這首英文

慢歌並沒有獲得我理想中的效果，第一張專輯做完，我覺得她的定位還沒完全抓到。當

時台灣又恰逢 921 大地震，所有的宣傳都暫停下來，但我也好像被震醒了！地震過後，

我開始重新給蔡依林定位。 

十年前，蔡依林出道之際正值台灣爆發 9.21 大地震。新人的宣傳，很容易湮沒於一片

哀傷情緒與災難報導中。蔡依林如果仍按計劃主打慢歌，成名的機會極其渺茫。於是，

我即刻決定讓她轉型走快歌路線，以期與主流氛圍不同的風格脫穎而出。她當時曾不只

一次地「懇求」我說，「Sam（陳的英文名），我真的不會跳舞！」而我則總是嚴厲地回

應：「無論下多大功夫，死背也要把舞步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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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打造過程，是讓蔡依林成為「少男殺手」，定位是由情歌轉型去唱舞曲。成效是：

男生為之瘋狂，但女生多數嫉妒。我在做一個新人的時候，通常會把目標受眾的範圍先

縮小，集中鎖定一部份人群，之後再逐步擴大。那時台灣地震剛過，我覺得人們是需要

一些希望和開心的情緒，於是我給她定了「少男殺手」這個稱號。第一張專輯蔡依林走

的是抒情慢歌路線，重新定位後，我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讓蔡依林學習舞蹈。記得

當時唱第一首舞曲時，她還是同手同腳的，很生硬，完全沒有舞蹈基礎。 

為了奠定蔡依林「少男殺手」地位，我們在台灣找了一些優秀的男校讓她去做活動，當

時她一進學校就引起大轟動，學生連課都不上了，所有的男孩都為之瘋狂。這時蔡依林

在台灣的專輯銷量從 5 萬張猛增到了 30 萬。不過很多女生嫉妒她，不喜歡她，不過這

也是意料之中的。 

第二步是整體形象蛻變為流行教主，成效是帶動潮流指標，女孩也喜歡她了。2003 年，

蔡依林擺脫了合約糾紛，以《看我 72 變》再闖歌壇。這段時期，我和蔡依林分屬不同

的唱片公司，但我一直關注著她，當時她給我的感覺是，整個人突然間蛻變，包裝非常

流行化。私下我經常跟蔡依林聊天，我告訴她：「這樣做就對了，你不可能一直是『少

男殺手』，總有長大的一天。」蔡依林的轉型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她將自己的受眾群從

少男拓展到了少女。她開始帶動時尚潮流的指標，從這個時候開始，女孩也開始喜歡她

了。 

第三步造星計畫是成為「亞洲天后」，那必須學很多大家不會的東西，如此大家才會崇

拜她。2006年，我和蔡依林再次攜手，打造了全新的《舞孃》。這時候我給她定下的方

向是想把她更深化點，讓她學很多大家不會的東西。比如說她去學體操、鋼管舞等，直

到這次她在《花蝴蝶》裡學習芭蕾的鞭轉。我希望讓大家看到，蔡依林從來不做她會做

的事情，每一張專輯，她都有很特別的新的表演方式。於是，不斷給人驚喜的蔡依林受

到越來越多人的追捧，大家都崇拜她，因為大家覺得她不斷往自己的夢想去前進，她想

要做一個東西的時候，會卯足了全力去練習，而且做得非常專業。 

未來，下張專輯，會再來一次大蛻變。從《舞孃》、《特務 J》到《花蝴蝶》，蔡依林一

直延續以舞蹈作為專輯主打，這也是我為她量身打造的「第三階段」。不過，《花蝴蝶》

已經是第三階段的完結篇，接下來我們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我最近已經找到了一些跟

她之前截然不同的元素，這些元素會成為蔡依林下一張專輯的亮點。蛻變，會是蔡依林

的亮點。 

案例二：孫燕姿第一次進公司時，頭髮很長，很灑脫。記得當時是在聽一段合唱曲，有

十幾個人唱，突然我聽到一個女生的一句獨唱，當時我就認定了！這個女生是孫燕姿，

那時還在讀大學的她，在音樂人李偲菘、李偉菘的音樂教室學習聲樂。我一下子就被她

的獨特聲線和唱腔所吸引，從此認定了她。 

一般女生第一次進唱片公司，都會很乖，但燕姿不是這樣。燕姿第一次進公司時，穿著

長裙，露趾涼鞋，頭髮很長，超過肩膀。一副很灑脫、隨性的樣子。她給我留下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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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很真實，沒有任何的做作，感覺好像是你大學隔壁班的同學。為了讓眼前這個

女生的個性與形象相符合，我決定對她進行大變身，於是大家看到了一個留短髮、中性

打扮的孫燕姿。孫燕姿和蔡依林的風格完全不同。因此，打造孫燕姿，我也使用了和蔡

依林截然不同的手法：三「不」原則。 

第一，不富貴原則，不讓任何名牌跟她沾上關係。除了聲線很特別，燕姿身上還有一種

多數女歌手沒有的人文特質，她很喜歡讀小說，文藝腔很重。為了讓她保有這種特質，

我在打造她時，首要原則就是不富貴，不讓任何名牌跟她沾上關係，她跟所有藝人最大

的不同就是，她是每一個人的朋友，是沒有距離感的，不能用時尚的品牌去包裝她。 

為了讓孫燕姿有比較淳樸的感覺，在第一首歌《天黑黑》的 MV 中，我們給她定的造型

很簡單，T恤搭配仔褲，甚至 MV也要黑白處理。我們想了一句文藝味十足的廣告語：「你

從沒聽過一個 22 歲的女生像她這樣唱歌。」一夜之間，無數人記住了這個彈著鋼琴唱

《天黑黑》的女生。2000年，她憑藉首張專輯，奇蹟般獲得當年台灣專輯銷售總冠軍。 

第二，氣質不破壞原則，感受有鑽石笑容和清新短髮的鄰家女。我一直堅持要燕姿留短

髮，對她的化妝要求也很嚴格，絕對不能破壞她的清新，她的笑容是鑽石的笑容。2001

年，燕姿推出《風箏》，同期發片的有五月天、蔡依林，競爭很激烈，於是我決定讓她

以氣質取勝。於是在《風箏》的 MV 中，燕姿穿著純白裙子，清唱了一段副歌。就是這

麼乾淨。最後，她再度成為台灣專輯銷售冠軍。 

第三，不緋聞原則，成為情歌代言人。燕姿在情感上的表達含蓄，於是我給她的歌曲定

位都是一些傷感情歌。但燕姿一度被媒體評選為「全台緋聞最少的當紅女藝人」，這來

源於我給她塑造形象的另一個原則：不談感情。其實燕姿一直都有男朋友，我是鼓勵她

自己去談戀愛的，但是在媒體上我會很保護她的戀情。 

2007年，我幫燕姿製作了她第十張專輯《逆光》，沒想到這張專輯也為我和她長達七年

的合作畫下了一個句點。有一天，她突然找到我說：「我不想再這樣唱下去，我想做一

個新的自己。」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燕姿長大了。我知道，一個成功的歌手，要不完

全聽公司安排，要不就徹底做自己，相同理念是我們合作成功的原因。此時，我們出現

了分歧，於是我告訴她：「燕姿，我們需要暫時分開，你應該要勇於追求你自己想要的

音樂和形象，完完全全獨立去做你自己。」當時燕姿也很驚訝，為何我不作任何挽留。

因為，我把燕姿當作我音樂上的女兒，女兒總有嫁出去的一天，但她嫁出去是好是壞，

都有一個很好的娘家在這裡，隨時歡迎她回來。 

2. 大陸的選秀造星模式 

答：大陸許多選秀節目像是超女、快男以及台灣的星光大道等的確造就了諸如李宇春、

蕭敬騰等平民新星。我也知道大陸市場口味的變化。但我們也要思考，選秀活動就好比

一個夢想速成的工程。危險是，當另一波潮流湧來時，當初被大眾製造出來的偶像也很

可能隨之迅速被遺忘——選秀歌手欠缺的音樂功底，讓他們難以持續走紅。也就是因為

這樣，我給蕭敬騰的定位是走純音樂路線，我們幫他挑選歌曲的標準不是通俗、易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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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難度大、技巧性高，可以體現其音樂創作才華，是讓樂評人喜歡而不單是歌迷喜歡

的歌。 

3. 未來的規劃 

第一，互聯網的策略：互聯網改變了消費者的習慣，讓人們習慣於在線聽歌、免費下載，

並重創 CD 銷量。但我相信互聯網是一個讓消費者更好獲得音樂的渠道，也更能讓消費

者親近音樂。唱片公司其實是接受互聯網的，只不過有一個時代變遷的過程。在十幾年

前，我必須很誠實地說，作為國際唱片公司，我們跟互聯網是對抗的。那是一個錯誤的

開始，因為當時的遊戲規則還是由唱片公司定。由於當時採取了對抗的方式，使得所有

人都一邊倒地支持以免費的方式獲得音樂。 

我們追求的互聯網環境，如果在知識產權保護得很好的狀態下，其實中國的市場不亞於

美國。當這一環境成熟時，互聯網將變成我們跟消費者交流的一個最重要的方式和渠

道。相對的，如果唱片公司能夠從互聯網獲得相應的音樂銷售所得和版權使用費，唱片

公司也會樂於進行擴大再生產。只不過現在政府在法律法規制訂上還沒有完整的知識產

權保護措施。大家都處在一個陣痛期。但我相信唱片公司未來的音樂將會以授權的形式

出讓，而不是一首歌一首歌地賣。 

我也思考音樂授權的轉型。我曾為台灣的某房產公司做過一個策劃創意：在華納的資源

庫中選出一些歌曲來詮釋該公司所售賣的概念，並製成視頻以廣告形式播放。這個案子

為該公司增加了 30%的利潤，增加華納的收入來源。我稱之為「創意型授權」模式，從

今年開始也將推廣到大陸。華納與中國移動等電信運營商的合作通路已初步打開。大陸

對版權也日益重視，比如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就已限制盜版音樂的下載權限了。 

第二，耕耘大陸市場的策略。我未來會將重心轉移到內地，將原有的唱片營銷模式放大

到娛樂產業。我想將過去的造星經驗應用到大中華區。我在唱片行業 20 年了，從上世

紀 90 年代初發現 LA BOYS 開始，已經推出了梁詠琪、張惠妹、孫燕姿以及蔡依林等明

星，先後為華納和百代兩大唱片公司在港台乃至亞洲市場打造出陣容豪華的「天后宮」。

我希望把這種生產優質「明星產品」的經驗移植到內地。 

華納唱片目前的市場佔有率在華語地區是第一名。在網絡渠道我們也占到了很大的份

額，並且與中國移動進行了深度合作，有數位音樂專輯的發行和一些音樂內容的授權。

華納去年在中國台灣地區的業績增幅有 20%；在大陸上漲得比較快，達到了 100%。我必

須誠實地說，大陸市場 100％還會有增長的空間，雖然全球經濟危機尚未過去，但內地

經濟增長保持 8％是沒問題的。這是我覺得大陸經濟跟別人最大的不同，起飛的速度是

很快的。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商業演出就變得非常重要。 

在國內，我認為有些歌手以後必須轉型為能夠現場演出。自然的，唱片公司也要相應轉

型為一個全方位 360 度的公司。目前華納就很清楚地在做這個事。很多我們原本不做的

事情，我們都做了，因為我們要變成一個 360度的唱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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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承認，大陸的流行音樂起步確實是晚一點的，所以它發展至全盛的時間也會比

較晚。另一個問題是，當內地音樂人剛有一些起色、日趨成熟的時候，突然有一些電視

綜藝節目，用一種快餐形式把本應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完成的音樂素養、演出經驗等基

本功的錘煉，在幾個月內速成了。「一夜成名」變得十分具有可行性，所以想紅的人就

去努力參加電視綜藝節目。所有電視節目都要追求收視率，為此加入了各種引人入勝的

環節和情結抓取眼球，音樂反而不占主導地位了。能拿到冠軍是因為觀眾喜歡那個人，

而不是喜歡他的音樂。所以大陸有很多東西都是在跳級，明明沒有到達一定水平，卻偏

要好高騖遠。 

那些真正會唱歌的音樂人會因為沒有參加這種綜藝節目，而失去很多機會和受眾。但音

樂人的選拔不能通過綜藝的方式來完成，它是非常嚴謹認真的事情。大家總問為什麼

American Idol可以做得那麼感人，又總能發掘音樂人才？那是因為美國有強大的娛樂

製造業，可以保證音樂人才的後續培養和開發。但中國唱片業本來就沒有達到一定高

度，單純的模仿只能讓音樂人才出現斷層。 

第三，經營模式要改變。未來的唱片公司必須變成一個「全娛樂」公司，就像我們公司

旗下的藝人。我們以前只會出唱片，但現在就不止唱片銷售，我們還要引入藝人經紀，

我們要幫他們策劃舉辦演唱會，我們要幫他們談廣告合約，併進軍電影界。因為藝人已

經變成了全方位的藝人。所以一個藝人的價值已經不在於一張 CD 的銷量有多少，而是

他對整個演藝圈，甚至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有多大。所以唱片公司也要變得更多元。 

其實每個唱片公司的調性都不太一樣。環球唱片擁有龐大的國際音樂資源庫，古典音樂

做得非常成功，海外藝人部分很強。百代唱片在華語地區的勢頭很強勁。我在任的時候

簽到了很多藝人加盟，可以說百代唱片和華納唱片是華語地區競爭力最強的兩個公司，

因為這兩家在華語樂壇的藝人最多。索尼唱片呢，目前還看不出有太大動作，因為他們

新換了一個 30多歲的亞洲總裁，還處在調整期。但憑藉索尼唱片非常優秀的工作人員，

肯定會做出一些成績。索尼唱片之前的華語部分輝煌過很長時間，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藝

人，但現在換了高層，公司的風格應會有所改變，我還沒辦法評斷索尼唱片未來的發展。 

我希望充分發揮過去造星的經驗。我經常跟我的朋友們分享說，我的上半輩子努力發掘

出很多港台巨星；我的下半輩子就是從大陸找出一個國際巨星，能夠在亞洲、在華人市

場獲得像章子怡、鞏俐一樣的知名度。以這個為出發點，就是我的人生接下來 10 年要

做的事情。 

未來觸角伸向發掘大陸藝人，帶到國際。其實我最近花了很多時間在瞭解大陸藝人，希

望今年能把觸角延伸到內地，發掘一些值得打造的藝人。但我的功能不是讓他們在大陸

走紅，而是把這個藝人帶到國際，就像我 10 年前把那英帶出去一樣。這是我未來比較

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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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議 

綜合專家的提議，流行音樂產業未來必須要積極地考量以下幾項做法。 

1. 發展適合華人特色的造星方式 

韓國的造型模式，雖然有工業化的量產標準，但是過於機械化，各團體之間同質性太高，

很難造成差異化。因為如此，每一個團的生命周期就越來越短，整個韓國流行音樂市場

就會變得很飽和。再加上，中國內地的音樂公司開始複製韓國流行音樂的模式，使得中

國新推出的藝人也變得非常的韓國化。大陸的造星方式比較像人力派遣公司，也因此歌

手的折舊率變得非常高。如何配合台灣的音樂文化，思考國際的市場，橋接大陸的養分，

將是未來台灣流行音樂要思考造星模式的考量。台灣的音樂公司不應該複製韓國的做

法，更不應該抄襲大陸選秀節目的模式，要找出一個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 

2. 建立社群交流，前瞻性培育人材 

目前流行音樂產業產生人才的斷層，不只是缺乏藝人有系統的培訓，創作人才也都後繼

無力。在產業部分，音樂公司的高階主管必須要思考，建立一套人才培育制度，不能夠

跟以前一樣比較隨興的送歌手到不同的地方去進行短期訓練。但是，台灣的音樂公司都

是屬於小型企業，所以政府（文化部）也必須要思考怎麼樣能夠整合零散的資源，提供

產業一個社群交流的機會。例如，每年固定辦理跨國的創作營，讓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

文化，能夠跟台灣的創作者交流，這樣會提供更豐富的創作養分。又例如，現在各個大

專院校的歌唱比賽都是很零散的辦理，像是政治大學的「金旋獎」，申請到的評審也都

不是在流行音樂界的第一流人才。如果由文化部主持，交由流行音樂產業的專業公司長

期的承辦，是的大專校園音樂比賽成為全國性的音樂季，就可以動員音樂界最知名的製

作人、作詞作曲者、知名的藝人，共同參加，用非營利的方式推廣青年對流行音樂的喜

好與投入。 

3. 跨領域交流，豐富音樂內涵 

台灣的流行音樂也是遇到了同質化的瓶頸。目前所產出的音樂也非常的相似，都是比較

屬於情歌這一類型。如果業者與文化部能夠設法合作，讓流行音樂能夠進行跨領域的交

流，醬可以豐富台灣流行音樂的內涵。例如，影視音三個產業應該要做交流，讓音樂能

夠發展出各種與電影以及電視合作的模式。此外，文化藝術與流行音樂的交流，許多藝

術新的作品往往會曲高和寡，花費千萬元的製作成本，往往演出只有幾場的時間，影響

力也難以擴大。流行音樂這是需要更豐富的文化內涵。如果兩者可以進行某種程度的交

流，應該對雙方都會有很大的幫助。藝術展演可以流行化，流行音樂可以藝術化，吸收

雙方的養分，同時又產生出新的創意作品。 

4. 發揮金曲獎的影響力 

金曲獎是華人地區很有影響力的頒獎典禮，可是每一年的金曲獎都是很快的結束沒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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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他應該有的影響力。如果能夠在金曲獎的前後，不只是辦理研討會，更重要是讓各國

的音樂人能夠有交流的機會，當金曲獎前後一個月都有不同的音樂活動，並且配合音樂

公司合作聯盟，進行全球的轉播，同時也可以藉這個機會妥善的應用北中南各地區限制

的空間，這樣不僅能夠擴大金曲獎的影響力，更可以透過這些活動，讓音樂人能夠有發

揮的舞台，直接與間接的也可以促進整個產業的活力。 

5. 建構友善的智慧財產環境 

台灣在音樂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律上還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數位音樂版權在產業成長

的過程中更是需要保護。台灣政府在這一方面做得不夠好，盜版音樂還是非常普遍現

象。台灣政府需要推出配套的措施，營造出一個友善的環境，才能夠讓音樂產業蓬勃發

展。此外，音樂公司到不同的地方，會遇到不同國家所面臨的版權問題。蘋果電腦在全

球音樂的版權方面已經做出一個制度，如何能夠透過與蘋果電腦的合作，協助業者解決

音樂版權上的問題，是另一項重點。政府也應該推廣音樂智慧財產教育，對於歌手或者

創作者，都應該具備智慧財產的知識，才能夠避免未來的衝突。若是能夠更積極一點，

促進產學合作，讓學術界能夠與音樂產業一起研發出版權與各種商業模式的結合，對於

音樂產業將會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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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5 年 3 月 20 日 

                                 

壹、執行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田野調查屬於「劣勢創新」整體計劃第四階段，重點放在翻轉再生的議題。翻

轉議題鎖定在資源的轉換。選擇星野度假村的原因。星野渡假村位於 Tomamu，在北海

道中央，意思為「原野」，是北海道原住民語言。由台北出發，在新千歲機場轉乘 JR 快

鐵約一小時可到達。星野渡假村總面積約為 200 個東京巨蛋，加上 40 座大安森林公園；

冬季平均溫度約為零下 15 度至零下 31 度，降雪量大，積雪高達 5 公尺以上。這座度假

村在廣闊的原野中擴建為兩座基地；一座叫做 Tower，專給情侶與自助行遊客；另一座

叫做 Risonare，專為親子、全家旅遊設計。每 15 分鐘有一班巴士環繞園區。 

本次移地研究相關採訪的專家如下表所列： 

計畫編號 MOST102－2410－H－004－153－MY3 

計畫名稱 劣勢創新：企業與城市於制約中的資源隨創 

出國人員姓名 蕭瑞麟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出國時間 
105年 1月 11日至 105

年 1 月 15 日 
出國地點 

日本北海道 

出國研究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拜訪單位 受訪專家 職稱 訪問主題 

星野集團 佐藤大介 總經理 星野的商業模式，服務創新作法。 

星野集團，台灣分公司 湯桂禎 負責人 台灣分公司運作模式。 

星野度假村，管理部 加藤智久 總經理 星野度假村翻轉過程與商業模式。 

星野度假村，行銷部 金智娟 經理 國際行銷方式，VIP 客人之服務模式。 

星野度假村，服務 長島詩織 經理 服務模式與 Tomamu 成立過程。 

星野度假村，婚禮企劃 李珠根 經理 婚禮企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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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成果 

分為六個部分說明 

一、賞雪：海拔 1088 公尺的霧冰平台 

對於剛到雪地的遊客，多半興奮到不知如何下手賞雪。星野渡假村針對遊客設計了

觀雪活動。遊客可以在森林餐廳靜靜地享用早餐，到霧冰平台眺望森林結霜的山景，也

可以在露天風呂靜靜地觀賞飄雪的夜景。公共關係部門詩織長島解釋，星野希望在生活

中結合各種雪的體驗，讓遊客在不同地點都能與雪有驚喜的接觸。 

1.1 雪覓食設計：森林餐廳 

星野渡假村在森林中建造了一座挑高三層樓的餐廳。明亮的落地玻璃窗讓森林雪景

投入餐廳中，是最適合早餐的地點。一邊用餐，遊客會注意到雪地裡印著狐狸與小動物

在森林裡留下的足跡。整個早晨，慢慢的用餐，與森林雪景靜靜的對話，似乎是洗滌心

靈的良方。餐廳還提供吃到滿足的北海道霜淇淋，提供一邊賞雪、一邊「品雪」的雅緻。

用完早點，最後酌上一杯咖啡，就默默觀賞森林裡的雪景，是開始這一天假期最好的方

法。 

1.2 眺霜林設計：霧冰平台  

在夏天時，星野在山上建造一個露台，供遊客觀賞雲海。2016 年更加蓋一個頗具

設計感的雲海觀景步道：Cloud Walk。到冬天，雲海觀景台就搖身一變成為「霧冰平台」

（frost tree terrace）。遊客可以乘坐纜車上到霧冰平台，約 30 分鐘行程，沿途觀賞零下

30 度的雪白冬景以及鳥瞰山間滑雪道上高手穿梭的英姿。抵達霧冰平台後，眺望一片

白茫茫的結霜樹林，感受「數大便是美」的奇景。如英國詩人湯姆・胡特所感嘆，雪是

高超的藝術家，以大自然為畫布，霜做為任意揮霍的顏料。遠眺一大片霜林如織，是千

金難求的景色。 

霧冰平台後方積雪深，是小朋友爬雪坡比賽、堆雪人、打雪仗的場地。斜坡上還會

不時滾下一顆顆的小雪球，不盡令人想像若是斜坡長一點的話，會不會就像電影一般，

滾出幾顆大雪球把人一口吞噬。由霧冰平台往上走，沿著一條小徑直行可抵達雲海觀景

步道。兩側山坡不時有滑雪高手呼嘯而過，觀雪之外，還可欣賞特技。值得留心的是兩

旁樹上閃爍的冰晶。這是在氣溫驟降至零度之下，水氣接觸到遽冷的樹枝，所形成的霧

冰。半霧半冰，晶瑩剔透。 

星野度假村，訂房部 林宛柔 社長 客戶服務體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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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雲海觀景步道，勇於嘗試的訪客可以走向懸掛在半空中的人工步道，感受半雲

半雪流動身旁的特殊景致。漫步在雲端，如臨仙境。按下快門的霎那，會是一張獨一無

二的風景明信片。 

走下觀景步道，回到霧冰平台，若要驅除寒意，可以來份由咖啡廳提供的限量冰霜

咖啡。不知情的遊客拿到咖啡會驚叫，咖啡杯像極了一份藝術品，上面覆蓋著一大團冰

霜造型的糖花，點綴數顆珍珠般的糖球，設計精巧雅緻。星野海外行銷部金智娟解釋，

霧冰咖啡是由夏天熱門的「雲海咖啡」構想延伸而來；喝著熱騰騰的冰霜咖啡，呼應眼

前的蒼茫雪景，不但能暖手暖胃，還能放鬆心情，是霧冰平台上最貼心的服務。 

1.3 雪飛思設計：露天風呂 

在冰天雪地中，星野決定不設室內溫泉，而將溫泉泡湯安排在室外。星野渡假村總

經理加藤智久笑著提到，這是選擇的勇氣，與其做兩個溫泉，不如集中資源做一個令人

難忘的露天風呂。星野渡假村只有露天風呂，中午後開放。但多數人選擇白天在戶外活

動，晚上才去泡湯。遊客可以先洗個澡，到烤箱熱一下身子，趁著身體有溫度時，再快

速走入露天風呂。若是身體溫度不夠，一接觸到戶外寒氣則容易著涼。 

走進戶外泡湯池，可以半平躺於溫泉之中，先讓身體暖起來。視覺接觸天際，仰望

靜謐的夜中飄下粉雪，在眼前被溫泉熱氣蒸發，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詩意。溫泉泡久了，

覺得身體太熱，可以起身坐在溫泉平台上。一眼望去，是松柏衫林，是靄雪覆地；反射

的是地上閃閃的結晶。泡湯賞雪在其他日本旅社都有，旁邊也有怡情花木；但邊泡湯邊

觀賞一大片平原白雪則是少有的希罕。雪中泡湯，讓心情溫暖地轉換。冷暖之間，在都

市因忙碌而疲憊的心靈，逐漸療癒，心情逆光飛翔於大雪之中。等到身體冷卻時，再回

到溫暖的山泉中，重複直到滿足為止。 

二、戲雪：雪上泛舟體驗 

台灣較少看到雪。就算到了雪地，一時也不知道要玩哪些活動。位於北海道的星野

渡假村設計了一系列的雪地體驗，讓雪上摩托車、雪上泛舟、雪上香蕉船、晨郊夜遊成

為難忘的雪地回憶。玩雪後全身僵硬時，遊客可以到渡假村內的游泳池，享受冬天衝熱

浪的反差體驗。星野渡假村的雪地體驗有哪些特殊的設計呢？ 

2.1 玩雪設計：三合一活動 

雪地活動可以激發年輕人充沛的精力。星野渡假村將滿山遍野的美景設計為飆雪競

技場。年輕遊客可以先預約「三合一」玩雪活動，包括雪上摩托車、雪上泛舟與雪上香

蕉船。在渡假村可先找櫃檯預約，再前往 Gao 活動專區借用雪地安全帽，展開刺激的

玩雪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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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摩托車可讓年輕人小試身手，體驗奔馳雪地的快感。嚮導會先解釋如何發動摩

托車。只需學會加速與煞車，就可以列隊出發。雖然有嚮導在前領隊，但第一次騎車心

情難免忐忑不安。滿山積雪高低起伏不一，騎乘者得花點時間才能熟悉駕馭粉雪的速度

感，之後便可以慢慢加速，徜徉在飄雪美景之中。手感較佳者，可以略為飈速，享受「捲

起千堆雪」的快感。星野集團台灣區總代理黃俐甄協理解釋，雪上摩托車是最能感受冰

原雪景的活動，遊客可以深入大片雪地，看到難得一見的冰原美景，暫時忘卻塵世煩惱。 

雪上泛舟很適合親子遊玩。全家人或三五好友坐在橡皮艇上，讓教練以摩托車牽引，

便可盡情感受輕鬆愜意的雪地泛舟，是最安全的雪地活動。北海道的粉雪會讓泛舟感覺

像是漂浮於茫茫雪海上，沿途遊山玩雪，令人抒懷暢快。年輕人還可以趁機玩起碰碰樂

遊戲，讓好友們擠在一起隨波碰撞，增進情感。中途可以稍作停留，拍下青春記憶。 

雪上香蕉船是年輕人最愛的體驗，感受瞬間離開地球表面的速度感。第一次體驗的

陳筱涵是學生，開心地說：「雪上香蕉船和水上體驗完全不同啊！那種馳騁在林間跑道

上，隨時差五公分就要撞到樹林的感覺，很像在玩障礙物比賽。最特別的是快要飛出去

的漂移感，坐在最後那個位子的人感受最深刻。離心力強，感覺人隨時可能會被抛出去。」 

星野的嚮導解釋，雪上香蕉船的刺激是心理的，因為於前進中彎度與轉速都是未知

感，每個轉彎都令人興奮，雪地甩尾更是考驗你的平衡感。只要和嚮導商量好，也可以

感受刺激的翻船體驗。 

2.2 遊雪設計：晨郊與夜遊 

星野渡假村還安排晨間郊遊、森林探索以及夜間雪遊活動。晨間郊遊是由領隊帶著

大家去體驗登山、看日出、吃早點。這項行程必須事前預約，一大早 7:30 出發，登山

行程需要穿著雪鞋，體驗步行雪地外，可以邊享受森林浴，是雪地休閒的體驗。第二種

是森林探索，由專業導遊引導，到森林尋幽探訪。遠離人群，走進山林間，除可能偶遇

滑雪高手外，還會看到清晨覓食的小動物足跡，或巧遇小雪兔、小熊貓或是小雪猴。 

夜貓子會選擇夜間雪遊。北海道森林沒有空氣污染，沒有霾害，滿天星斗特別亮眼。

被滿天星星包圍的感覺，非常夢幻。行程中會停留咖啡廳享用夜宵，與好友秉雪暢談。

星野每年還會規劃不同的搭配活動，像是 2016 年便增加帳篷內製作年輪蛋糕，很適合

全家體驗。 

2.3 冰雪：零下 30 度的愛絲冰城 

星野渡假村位於北海道的中央，完全不會有「沒雪」的窘境。渡假村裡建造一座愛

斯冰城（Ice Village），是模仿愛斯基摩人村落的主題公園。裡面有冰雕教堂、冰之學校、

冰之雜貨店、冰之酒吧、冰之餐廳等主題體驗，彷彿來到冰雪女王打造的冰雪小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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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第一天抵達就遠離塵世，進入夢幻的渡假模式。 

愛絲冰城提供美食與娛樂體驗。旅客可以在愛絲冰城享受美食，體驗住在冰屋中的

生活情況，喝喝冰咖啡或在冰酒吧歡聚。戶外有溜冰場，邊溜冰還可邊觀賞煙火夜景。

星野還安排冰之溜滑梯讓親子同樂。 

冰之教堂：祈願煙花。愛絲冰城中央矗立一座時尚的建築，是世上第一座「冰之教

堂」。每年只於 11 月至 3 月開放。「冰之教堂」由冰塊建成，有多角形圓狀屋頂。新人

必須在一年前預訂，才能如期完成「冰誓雪盟」的浪漫婚禮。每晚 5:30 與 7:30，教堂

會釋放「祈願烟花」，象徵幸福的綻放。有幸見證新人步出教堂的遊客，可舞動白雪般

的祝福緞帶，給予新人真摯的祝福，讓整個婚禮如童話般夢幻。 

冰之學校：捕捉八種雪結晶。來到冰之學校，穿得像愛斯基摩人的老師會先介紹雪

在不同溫度下如何產生八種結晶體：含角板狀結晶、扇六花結晶、星六花結晶、樹枝六

花結晶、羊齒六花結晶、複合板狀結晶、十二花結晶以及立體狀結晶。老師會指導學員

到戶外收集「雪結晶」，並將「雪結晶」封藏起來，成為雪晶復刻吊飾，是最難忘的紀

念品。課程免費報名，額滿為止。這項封藏技術來自北海道大學。星野希望住客遊玩之

餘還能認識雪結晶雪結晶之美。這樣的活動只有冬天才有，無法預約，也更令人珍惜。 

冰之酒杯：雪中烤棉花糖 

逛愛絲冰城，到「冰吧」可以點杯果汁，感受以冰杯暢飲的零下體驗。需注意，喝

得太慢，果汁就會變冰沙。逛到腳趾冰冷不堪時，可前往溜冰場旁的「ぬ〱ぬ〱 House」，

一人買一支巨大版棉花糖。在飄雪的國度裡，圍著嗞嗞作響的炭火，烤著偌大的棉花糖，

還能順便烘一烘結凍的手，是村裡最溫暖的休息站。 

若是體力好，可以租借溜冰鞋，到天然的溜冰場體驗。冰面不是很平滑，溜冰要小

心，最好能穿戴頭盔。一開始溜冰速度需放慢，等熟悉後再加速。腳趾冰冷時，建議先

下場休息，到旁邊炭火鍋軟軟身，或到店裏先喝杯熱可可再繼續。 

規定事項： 

❄ 雪晶製作課程限定每晚四場：17:30、18:30、19:30、20:30 

❄ 雪晶製作兩訣竅： 

好時機：製作時若正在下雪，成功捕捉到八種雪晶的機會則大為提高。 

必小心：挑出雪晶時千萬不可呼氣，不然結晶體會遇熱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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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融雪設計：微笑海灘  

除了刺激的雪上活動外，星野渡假村裡還有一座龐大的人造海浪游泳池，叫做微笑

海灘（Minamina Beach）。Mina 是來自北海道愛奴語「笑容」的意思，「Minamina Beach」

的名字裡蘊含讓「全家人一同歡笑」的願望。 

一腳踏進微笑海灘就可以看到一條全長 80 公尺，寬 30 公尺的游泳池，旁邊有 SPA

按摩池以及兒童池。星野渡假村總經理加藤智久解釋：「Minamina Beach 早在星野接手

經營之前就已經存在，原本是老舊的建築物。我們原來在山梨縣的渡假村就建了一座人

工造浪池，很受親子歡迎，所以那個觀念就拿來這邊用了。這是一個全年 30 度恆溫的

泳池，遊客在嚴寒雪地活動一陣子後，可以進來讓熱帶天候為你解凍。」 

星野渡假村行銷部金智娟解釋，微笑海灘有三種波浪玩法。第一種是平行波浪，很

像在海邊由後往前推，一波接一波的逐浪遊戲。第二種是不規則浪，波浪從四面八方而

來，感受左右搖擺的衝撞感，全家大小可以拿著泳圈等待大浪襲來，享受「隨波逐流」

的快感。第三種是立槳衝浪，這必須有教練指導才能進行。 

微笑海灘開放時間是每天早上 11 點到晚上 8 點，遊客可以在每個整點與半點，享

受 10 分鐘的人工造浪。上午 11:30，下午 1 點、2 點、3 點、4 點與 5 點半，這六個時

段是大浪時間，是最佳等浪時機。在泳池旁設計有 550 個人工噴射水柱，遊客可進行水

療按摩，放鬆舒壓。游累了，海灘旁有冰淇淋等著；或是到泳池右邊的溫泉池去體驗露

天風呂。 

 

三、習雪設計：各種主題滑雪課程 

主題旅遊正在流行，冬季尤以滑雪主題最熱門。日本北海道距離台灣近，具有鬆軟

的雪質，且積雪量深，成為出國滑雪的首選地點之一。位於北海道的星野渡假村特別設

計 27 條滑雪道給初中高級的滑雪高手練身手，還有為學齡前小朋友精心設計的「魔法

雪堡」與女子滑雪學院，讓大人小孩都能享受滑雪樂趣！ 

愛絲冰城注意事項： 

1. 開放時間：17:00 ~ 22:00 (最後入場時間是 21:30) 

2. 衣著提醒：愛絲冰城入口處，園方提供「愛斯基摩衣」免費租用。主題村中的溫度會遽降至約零

下 15-30 度。處於室外時間長達一小時以上，因此遊客務必先穿上「愛斯基摩衣」再進入冰城。 

3. 保暖需知：零下 20 度的低溫體驗會讓手凍僵，建議穿戴兩層手套，兩邊口袋各攜帶兩個暖暖包。

可以用黏貼式暖暖包放入腳趾前方，以抵擋零下冰雪寒氣。雪鞋中有軟毛以隔寒氣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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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題樂園設計：故事性滑雪場 

星野渡假村專為初次滑雪的小朋友設計一個「魔法雪堡」NIPO TOWN。以「幫助

森林小精靈 NIPO 打倒大魔神」為主題的 NIPO TOWN，專門為 3 到 6 歲小朋友設計滑

雪課程。星野集團總經理加藤智久說明︰「NIPO TOWN 的妖怪主題，是希望在以家庭

客戶為主的市場中，讓小朋友化身森林裡的精靈，一邊玩雪，一邊可以由角色扮演中體

會樂趣，和大魔王戰鬥玩雪。」 

穿上與 NIPO 小精靈一樣可愛的藍色背心和紅色尖頂帽，在專用的滑雪道練習滑雪

技巧，不時還會有 NIPO 玩偶人物現身教學，是小朋友不厭其煩，認真學習滑雪的秘密。

課程內容分為四個階段。階段一是學會使用滑雪設備，以及前進行走和安全跌倒等基本

技巧。階段二是運用訓練場的自動輸送帶，將小朋友送到上坡，然後不斷練習從上坡滑

至下坡。階段三是練習轉彎技巧，可以輕鬆自如控制滑雪方向。階段四是挑戰跳上纜車，

享受滑行較長距離。每天 8 點半到晚上 6 點半都有課程，採網路預約制。 

小學以上的小朋友可預約報名滑雪魔鏡學校，也可以挑戰冒險雪島(Adventure 

Mountain)。冒險雪島設有五大闖關活動，屬滑雪魔鏡學校的進階，設有挑戰賽，挑戰

成功可以獲得小禮物。每天排定七場與大魔神對決比賽。大人小孩都可參加，活動內容

免費，是全家大小滑雪的遊樂天地。 

NIPO TOWN 裡另外設有滑雪盆遊戲。坐在雪盆裡從高處衝下坡，如同在雪地裡溜

滑梯，安全性高，卻可享受直衝下坡的刺激感，是大人小孩上完滑雪課程後最愛的戲雪

設施。訓練場裡設有自動上坡輸送帶，毋須費力，即可輕鬆上坡，享受滑雪樂趣。 

有時星野也會給小朋友特別的驚喜。客房部的林宛柔分享，「當他們知道小朋友第

一次學習滑雪，會特別寫張明信片，寫上像是『很棒！下次會更厲害喔。』鼓勵他們下

次再來體驗滑雪，或者給予『飲料券』作為小小福利。」 

3.2 滑雪道多樣化設計：挑戰中高級滑雪技巧 

星野渡假村目前共有 27 條滑雪道，分別為初級 9 條、中級 14 條、高級 4 條，滑雪

吊椅共 9 座。每一條纜車路線上山後，可選擇低、中、高三種不同難度的滑雪道下山。

其中有以浪漫著稱的「銀鐘 Silver Bell 」初級滑雪道，滑行距離長達 4500 公尺，穿梭

在林間，沿途能享受北海道山岳地形多樣特性並欣賞壯闊景致。 

星野渡假村總經理加藤智久說明，「TOMAMU 目前只是日本前十大，還不是前三

大，還有很多可以開發的空間。」渡假村還準備再開發後山地區，提供不同地形特色的

滑雪道，供遊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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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野專為女生設計的女子滑雪學院深受喜愛，成為渡假村的招牌課程。滑雪分為兩

種，雙版的滑雪 ski，配有輔助的雪仗；另外還有單板雪地滑板 snowboard。ski 較容易

上手，但進階技巧較難；反之，snowboard 較不易上手，但進階技巧較簡單。建議初學

者先學習 ski，享受滑雪樂趣，且一次就能學會完整初級課程，避免過久未練，日後再

來時忘記滑雪時的「動感」，需要重頭再學的窘境。 

幾位剛從日本滑雪回國的民眾分享，今年因為是暖冬，雪況大多屬於濕黏型，像是

「思樂冰」。思樂冰的雪況特點為，雪地阻力較大，滑起來速度較慢，容易站起來，而

且下纜車時比較不容易摔倒。對於初學者而言，這是極佳的雪況。但對於中級以上的滑

雪高手來說，就不一定是好消息。「雖然無法享受滑雪的速度感，但卻適合練習一些 free 

style 的動作，或是可趁機到高級滑雪道上挑戰一番。」一位自稱滑雪中段班的朋友分

享道。 

3.3 專家級設計：限定解放區 

位於北海道中央地區的星野渡假村，雪質鬆軟，積雪量深，深受專業高手喜愛。許

多專業高手最喜歡在剛下粉雪時來趟野雪之旅，享受最新鮮的粉雪野遊！已患上「雪癌」

的劉先生興奮地說：「衝下去後雪花散開的那一剎那，彷彿自己在雲上滑雪般。最好是

雪道沒有人滑過，更能享受滑野雪的刺激感。」 

星野渡假村設計 12 個專家野放區，各區的樹林密集度、滑雪道寬窄及雪況皆有不

同。星野渡假村十分注重遊客的安全。專家高手必須先聆聽相關講課和說明，並辦理手

續，簽訂協議書。穿戴安全帽和黃色臂章後，才可自由享受尚未被人工壓製的野雪區。

每天上午 8:30 到下午 3 點可自由馳騁於林間，進行一場冒險之旅。 

四、雪婚設計：海外婚禮商業模式 

海外婚禮已成為年輕人最浪漫的另類時尚。每到冬季，星野渡假村便吸引世界各地

的情侶來訪，原因正是渡假村中兩座浪漫時尚感的教堂：冰之教堂與水之教堂。冰之教

堂以特殊的冰塊堆砌技術建造而成，是冬季限定的夢幻教堂。水之教堂為日本鬼才級建

築師安藤忠雄的作品，結合大自然美景，讓新人婚紗照有獨一無二的珍藏價值。從求婚、

訂婚、婚紗照到結婚喜宴，星野渡假村以世外桃源般的景致，為新人營造一場終身難忘

的婚禮。 

4.1 冰之教堂：主推冰雪奇緣 

星野渡假村中建造一座愛絲冰城（Ice Village），中央便是「冰之教堂」（Ice Chapel），

是目前世界上少數由冰磚打造而成的教堂。每年 11 月開始降雪時，星野就展開建造教

堂的任務，從圓頂外觀、祭壇、聖潔之路到十字架，都必須在兩個月內完工。冰之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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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僅開放一個多月（2016 年 1 月 9 日～2 月 14 日），每天只安排下午 1 點和傍晚 7

點兩場婚禮，新人必須在一年前預定。 

星野渡假村婚禮企劃李根珠解釋：「冰之教堂的設計概念是自然共生，透過建築與

自然風景結合，有淨化心靈的意境。讓新人在此許下誓言，如零下 30 度的冰晶，純粹

透明。」 

冰之教堂的天花板呈現多角造型，冰塊折射出藍光。到夜晚，教堂點上蠟燭，打造

出藍白相映的電影場景。遊客可在婚禮結束後進入教堂，坐在冰製的長椅上祈禱，或是

享受此冬季限定的夢幻。需注意在教堂照相若是打閃光，光線會折射，照片效果將不佳。 

李根株表示：「冰之教堂原本只是做為愛絲冰城祈禱的主題館，後來有新人詢問，

才提供婚禮服務，與隔壁的水之教堂相呼應，成為冬季結婚勝地。新人在這裡舉辦婚禮，

有童話般的體驗。在氣溫超低的北海道，教堂裡的冰塊折射出蘋果光，不用打光板，不

用修片，就能拍出漂亮的照片了。」 

星野很重視典禮細節，在婚禮進行中嚴禁拍照，是希望讓全場觀眾專注於為新人祝

福。星野會派專業攝影師全程為新人做紀錄，並依需求製作成 DVD 影片。典禮結束後，

親友便可以隨意拍攝。身著古雅的牧師、現場風琴演奏、美酒宴客、特製結婚證書與彩

帶祝福儀式，構成冰之教堂的專屬見證。 

4.2 水之教堂：主推聖潔見證 

水之教堂藏身一片山林之中，是安藤忠雄作品，榮獲法國建築學院大賞、日本建築

學界賞、日本文化設計賞、法國建築大賞、芬蘭建築師協會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

獎、每日藝術賞等多項大獎。遊客可以搭園區內公車到 Hotel Alpha Tomamu，搭乘電梯

到地下一樓，走出戶外，順著指標，穿過小徑，走過步道階梯後，便能欣賞到水之教堂

的美景。安藤忠雄是以十字架貫穿設計主軸。牆壁由清水混凝土構成，建築物分為上下

兩層；上層為四方型玻璃屋，擺放十字架造型的裝置藝術；下層為教堂。教堂正面採開

放空間，與一片林木環繞的水池相連。水池上矗立著一座大型十字架，隨著四季景色移

轉，變換不同容貌。 

置身現場會充滿震撼。教堂大門也設計成十字架形狀，與水池上的十字架相疊。正

前方水池倒映，使十字架影像三層重疊，隱顯永恆誓約，見證於聖父、聖子、聖靈。水

的光影綴點天花板，波光水影透露聖潔意境。水之教堂已成為知名結婚景點，歌星蘇慧

倫的浪漫婚禮便在此舉行。水之教堂成為日本人最愛的結婚景點，卻是台灣人偏愛的求

婚地點。許多佳偶在渡假村享受浪漫時光時，就會興起求婚的念頭。 

李根株回憶，「尤其台灣年輕人特別浪漫啊。有一次，一位男友和 30 幾個朋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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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劃驚喜求婚。當天，我們在教堂內貼滿兩人認識以來的照片，並且在教堂內裝飾 100

朵玫瑰，在地上擺設 50 台蠟燭，整個場地浪漫無比。女友進來看到時又驚嘆又感動，

喜極而泣，真是一場經典的求婚。驚喜求婚就成為這裡的招牌。」準備一場求婚儀式全

程約需 30 至 50 分鐘，最遲需於前一天告訴工作人員即可安排。教堂企劃人員會以花束

和蠟燭來設計各種浪漫變化。 

婚禮後，星野婚禮企劃部會準備專車，引導到合適的拍攝景點，照出永生難忘的婚

紗回憶。之後，新人就直接在星野渡假村度蜜月，親友們則樂得有一個戲雪的假期。婚

後，許多新人更帶著小孩每年重返 TOMAMU，賞雪、玩雪、滑雪之外，也向小孩敘說

父母當年的冰雪戀情。從求婚、訂婚到婚紗攝影完善的服務，讓星野的精緻企劃名聲不

脛而走，成為最佳的口碑宣傳。 

參、建議 

在星野接手前，日本遊客對星野渡假村評價是不好的。所以，像雄獅等旅行社以前

都是用很低的價格去行銷這家旅館。接手之後，星野渡假村從原本不受好評的飯店，變

成有投資方願意注入百億的資金。 

日本遊客開始對星野讚譽有加，NHK《專業高手》節目更採訪星野佳路，報導他

如何能將經營不善的旅館變成人氣渡假村，也打響了星野集團在日本的名氣。 

過去，客人只是會將飯店當成一個過境旅館，但是星野經營後，旅館有了更多回頭

客。現在，遊客數冬天佔 50%，夏天佔 80%，光外國遊客就由 2012 年的三萬成長到十

萬人次。 

相內學解釋：「以前客人這裡餐廳只有三、四間，客人覺得待一天就夠了。但是現

在活動變多了，餐廳也增加到 14 間。客人就會覺得，我還有這麼多東西都還沒體驗夠，

怎麼就要回去了？所以就會變成想要住三、五天（按：因為來回各需一天，所以五天的

行程只能玩三天）。」 

星野利用在地資源，克服嚴寒與偏遠的不利條件。借力飄雪，泡湯變得有詩意；借

力結霜，樹林變成一幅可觀賞的畫。利用廣闊的雪地，配上橡膠艇，就變成雪上泛舟；

借來雪地摩托車，就變成戶外教學。雪中有冰，製成冰屋，加上溜冰場、冰之溜滑梯，

就變成了冰村體驗。提供當地人就業機會，配上卡通人物，開設兒童滑雪課程，讓父母

與小孩都可以盡興。利用地勢，建設 28 種滑雪道，讓遊客體驗各種滑雪狀況；讓技巧

好的客戶去滑野雪。 

此外，用巴士把遊客送到附近城市，克服偏僻感。原野一片荒蕪，可是星野卻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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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轉換為無窮寶藏。山頂可觀雲海，農田可育花海，樹林可賞樹海，泳池中可造浪

海，森林裡可建餐廳，荒野之地則是最好的牧場。這一切不利條件，換一種思維，全部

變成亮點。 

這些方案的成本都不高，都是就地取材，重新結合在地資源，轉換資源價值，讓「將

就」的狀況變成「講究」的結果。星野的經驗告訴我們，當資源匱乏時，企業仍可以小

搏大，無中生有，讓原本看似無用的資源，找到新的用途。只要改變思考的角度，服務

創新可以無所不在。這種「點石成金」的方法，是企業面對未來挑戰所需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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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5年 5 月 20 日 

                                 

壹、執行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田野調查屬於「劣勢創新」整體計劃第五階段，重點放在城市翻轉再生的議題。

翻轉議題鎖定在以藝術祭進行地方創生。選擇瀨戶內的原因，是因為瀨戶內位於日本本

州、四國、九州之間，自古漁獲豐富，更是海上交通要道。但進入工業時代後，瀨戶內

海島嶼上工廠林立，帶來嚴重污染問題。瀨戶內海諸島之一的豐島，甚至曾經發生非法

工業廢棄物傾倒事件，披上垃圾島污名。近代，瀨戶內海上諸島面臨人口外移，年齡老

化等問題，小島住民失去以往活力。 

從 2010 年開始，每三年所舉辦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翻轉了大眾的印象，為四

國香川縣和瀨戶內諸島到來觀光人潮。第一屆展覽區包含瀨戶內海的直島、豊島、女木

島、男木島、小豆島、大島、犬島這七座島嶼，以及香川縣的高松港和岡山縣的宇野港。

造訪人次高達 94萬。2013年舉辦第二屆，展覽地區從前一屆的 7座島嶼增加至 12 座，

展覽範圍擴展至瀨戶內海西部地區的沙彌島、本島、高見島、栗子、伊吹島。為使參觀

者能夠體驗瀨戶內海不同季節的風情變化，展覽分成春、夏、秋，三個會期舉行。第二

屆的參觀人數增加至 107萬人。根據官方統計，參觀民眾中女性佔了七到八成，而台灣

則是外國光觀客第一名。今年 2016 年為第三屆，觀展人次預計會成長 15%。本次移地

研究參訪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春季會期。 

 

計畫編號 MOST102－2410－H－004－153－MY3 

計畫名稱 劣勢創新：企業與城市於制約中的資源隨創 

出國人員姓名 蕭瑞麟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出國時間 

105年 4月 1日至 

105 年 4月 9日 出國地點 

日本香川縣高松市，以及直島、小豆島、

犬島、豐島、男木島、女木島、沙彌島等

瀨戶內海 7座島嶼。 

出國研究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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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移地研究相關採訪的專家如下表所列： 

拜訪單位 受訪專家 職稱 訪問主題 

香川縣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推進課  今瀧哲之 課長輔

佐 

香川縣的翻轉過程，政府的管理運作模式。 

香川縣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北川富朗 策展人 藝術祭的成立過程，藝術祭的策展模式。 

香川縣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推進課  竹田謙介 主任 香川縣的翻轉過程，政府的管理運作模式。 

香川縣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推進課 谷本祐司 主任 沙彌島的翻轉過程，政府的管理運作模式。 

香川縣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推進課  高尾雅宏 主任 香川縣的翻轉過程，政府的管理運作模式。 

香川縣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推進課 八頭司浩

行 

主任 直島的翻轉過程，政府的管理運作模式。 

香川縣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推進課 西村達也 主任 女木島和男木島的翻轉過程，政府的管理運

作模式。 

健康福祉總務課（原小豆島觀光課

員） 

後藤努 主任 小豆島的翻轉過程，政府的管理模式，島民

的參與經驗。 

香川觀光協會事務局 谷口英二 局長 香川縣的觀光服務。 

ART FRONT GALLERY  橫山真平 員工 藝術祭的策展模式。 

香川縣直島町 大谷智子 前議員 直島的翻轉過程。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Andy Freer 藝術家 藝術家的參與模式。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村上慧 藝術家 藝術家的參與模式。 

小蝦隊，導覽志工 崛尾明代 隊長 小蝦隊的運作模式。 

小蝦隊 甘利 隊長 小蝦隊的運作模式。 

小蝦隊 石井由紀 志工 協助台灣藝術家的佈展經驗。 

小蝦隊 藤崎惠實 志工 豐島島廚房的營運模式。 

小蝦隊 Emi 

Tagore-Er

win 

志工 小蝦隊的運作模式。 

福武集團 許逸蓮 員工 福武集團的運作模式。 

鬼旬餐廳 松內出男 負責人 島民的參與經驗。 

Guest House Madoka  

Book Marüte 

小笠原哲

也 

負責人 香川縣民的參與經驗。 

Book Marüte 佐藤友理 員工 藝術祭的體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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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成果 

本次移地研究可分為三個部分說明。  

一、香川縣：一個烏龍麵的都市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以香川縣的高松港作為藝術祭總部與主要入口。香川縣是日本古

代讚岐國所在之處，多數人熟知的是讚岐烏龍麵。香川縣文化藝術局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推進課，今瀧哲之（課長補佐，階級比主任高一層）由 2010 年第一屆參與至今，幽默

地說：「以前外地遊客來高松，只會想到烏龍麵。一天吃三碗烏龍麵，吃到吐，就覺得

可以回家了。遊客一般是不會停留超過兩天。」 

香川縣位於日本四國，與鄰近的德島縣、愛媛縣、高知縣相比，土地面積最小，離

島最多，面積約 1862 平方公里，整個縣的人口由 100多萬降到 98萬。以面積來說，香

川縣大約是比苗栗縣大一點，比嘉義縣小一點。若是單看香川縣首都高松市，面積約

375 平方公里，比新加坡小兩倍；人口約 42萬，少於新加坡 13倍。與台北市相比，高

松市面積大於台北 1.4倍，但台北人口約為高松的 6倍。 

香川縣是整個瀨內戶藝術祭的主角，但一開始是處於劣勢的。鄰近的德島縣有 LED

工業支撐，有傳統文化像是「阿波舞」吸引觀光訪客；愛媛縣的精緻農業發達，盛產橘

子，聞名遐邇；高知縣有坂本龍馬（幕末維新志士）與岩崎彌太郎（三菱集團創辦人）

等名人加持，吸引光觀人潮，還有豐富的森林資源。而且，各縣多保有傳統文化。相對

來說，經歷現代化浪潮後，香川縣的傳統文化已失傳多年。 

高尾雅宏主任（香川縣文化藝術局）淡淡地回顧：「其實我們有點失落，追求現代

化的步伐過快，讓我們幾乎忘記自己的過去。」也因此，香川縣在思考城市翻轉的時候，

很難與其他三個縣一樣，可以打出日本傳統文化牌來吸引觀光人潮。沒有京都的精緻古

文化，沒有東京的科技現代化，香川縣有的是一個臨海的高松市，與鄰近的小城市，加

上 13 個數得出的小島，以及其他數不完的荒島。當強颱來臨時，浪潮常常導致城市陷

入癱瘓。受乾旱之苦，高松市內安置許多儲水池以防萬一。 

香川縣與其他日本「偏鄉」一樣（按：在日本被列為偏鄉的都市，其基礎建設仍是

很進步的），在經濟不景氣的壓力下，人口大量外移到其他大都市。人口老化問題首當

其衝。例如，直島的人口數由 10,000多人銳減為 3000多人。比起經濟停滯的問題，居

民失去前進的力量與生活的希望，是更令人憂心的議題，參與第一、二屆藝術祭策劃的

後藤努主任指出。後藤努雖然被調任到健康福祉部，但一有空他就來擔任義工，協助第

三屆藝術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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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川縣不能只靠烏龍麵啊！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島民與居民都缺乏危機意識，過

一天算一天，安於自己的しょうかっこう（按：小確幸，取自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意

思為「微小但確切的幸福」），就像溫水裡的青蛙一樣。我希望這個藝術祭能讓大家意識

到香川縣所面臨的危機。」受訪中，後藤努透露出殷切的期待。 

二、海的復權，其實是荒島再生 

在官方的宣傳中，策劃藝術祭的動機就是「海的復權」（Restoration of the Sea）：「瀨

戶內自古以來扮演者交通樞紐，各島多樣的風俗及美麗的景觀流傳到今天。但受到全球

化潮流之影響，各島嶼也隨之沒落，漸漸失去原有的個性。在瀨戶內的島嶼上，我們希

望喚回這些島嶼的活力，讓瀨戶內海成為地球上的希望之海。」 

真實的狀況是，各島嶼即將變成荒島，人口老化與外移，很快又會使荒島變成鬼島。

一位年約 72 歲的老爺爺憂傷地指出，現在唯一期望能看到自己的兒女的時候，應該是

他入殮的時刻。 

日本人對建築有一種宗教式的崇拜，到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西村達也（藝術祭推

進課主事）解釋，日本於戰後很長一段時間人民是缺乏信心的。日本經濟復甦期

（1945-1972）時，真正統治日本的是美國人麥克阿瑟將軍。在人生無望之際，於 1987

年，建築師丹下健三獲得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普立茲克獎，日本因為建築受到國際肯定。

當時日本人民如同溺水時抓到了浮木，讓整個日本活了起來，人心振奮。也因此丹下健

三在日本擁有極高的地位。 

丹下健三初出茅廬時的第三個作品便是香川縣的縣政府廳舍。那是 1958 年，正爆

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美日安保鬥爭」（限制日本發展軍事力量），是革新派與保守派兩

大勢力鬥的最猛烈的時候。此時，香川縣知事（縣長）金子正則以前瞻性的眼光策劃城

市的未來，認為建築不能只提供功能面的需求，更要讓城市的精神面也變得富有。丹下

健三完成了縣廳舍，以現代化建築詮釋古代五層塔的造型，更讓一樓成為開放空間，希

望讓縣廳以服務居民為宗旨，而不是成為衙門。 

1958年完成縣廳舍，30年後因為丹下健三獲得普立茲克獎，使得香川縣廳舍出名，

讓香川縣居民興奮不已。至今已 60 年，縣政府官員一談到丹下健三，臉上依然流露出

掩不住的光榮。那時後的直島町雖隸屬於香川縣，但以自治島自居。直島町長三宅親連

於 1985 年，與當時的福武集團總裁福武哲彥攜手合作，計畫建設在島上南部地區未開

發的荒地，希望提升直島能見度。 

福武哲彥過世後，由其子福武總一郎繼承父志，繼續實踐直島計畫。香川縣已有建

築大師丹下健三的作品，為了與之抗衡，福武總一郎邀請以「住吉長屋」獲得日本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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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獎的安藤忠雄（按：安藤忠雄於 1995 年獲得普立茲克獎），合作一系列改造直島的

建築計畫，包含直島國際露營場（1989）、倍樂生之家美術館 （1992）、地中美術館（2004）、

李禹煥美術館（2010）、安藤忠雄美術館（2013）等。 

之後，直島町又找福武協助，找來妹島和世設計《海の駅》，也就是港口服務中心。

妹島是日本知名女建築師，以穿透性設計聞名，簡潔的透明空間讓建築物不會遮掩山景

與海景。2010 年開幕的豊島美術館，福武集團邀請西澤立衛設計，以水滴為設計概念

展現一貫的簡約設計，結合自然，展現通透的空間美感。2010 年，妹島與西澤合作的

《金澤 21 世紀美術館》獲得普立茲克獎。香川縣因此聲名大噪，四個普立茲克獎大師

作品進駐香川（三個在福武集團的勢力範圍），遊客絡繹不絕。然而，受益的多為直島

與豊島，其他的島嶼狀況未改善。 

2000 年，越後妻有（在日本新潟縣南部的農村）舉辦大地藝術祭，在鄉下舉辦戶

外藝術節，活絡農村經濟，策展人是北川富朗。大地藝術祭的成功，讓香川縣希望能夠

複製相同的模式，邀請北川擔任策展人，將本來在農村的展覽，移到小島上呈現。第一

屆整合瀨戶內七個島嶼，在 2010年舉辦了第一屆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三、藝術祭：三階段大翻轉 

第一階段（2010 年）：先求有，再求好。第一屆藝術祭的焦點集中在直島與豊島，

亮點為地中美術館、豊島美術館。宣傳主軸是：未來的美術館就是大自然。雖然因為執

行單位的預算有限，展品品質參差不全，但還是具有觀光吸引力。 

遊客九成以日本遊客為主；其中女性占七成，男性占三成。「一個人的小旅行」是

吸引日本女性前往「島上美術館」的原因，為的是享受島上時間緩慢流動的感覺，在大

自然中與作品靜靜的對話。 

第二階段（2013 年）：借力使力，社區營造。第一屆藝術祭舉辦的倉促，許多島民

在根本不知道藝術是什麼的狀況下，就像是參與了一場園遊會。各島雖參與藝術祭活動，

但遊客卻大多集中在福武集團的美術館。這凸顯出其他各島資源匱乏的窘境。雖然許多

台灣遊客對這類藝術祭活動有興趣，但是旅行團最多只在高松停留一晚，或是直接帶團

員參觀其他景點。因為從台灣前往高松必須由大阪機場換車，以旅行團安排行程來說，

會耗費太多時間在交通上，缺乏吸引力。 

此時的香川縣知事濱田惠造（自 2010 年起）正思考著此「患不均」的問題，遊客

雖多卻只集中在幾個島嶼，同時也必須吸引台灣遊客以做為打開「國際觀展」的領頭羊。

濱田雖是法學出身，卻有著商人般的敏銳嗅覺。以「香川：烏龍麵縣」的宣傳主題，請

香川縣出身的藝人擔任活動副知事。並數次拜訪台灣官方單位，推動中華航空直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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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華航直飛香川這樣的二級都市看似不符合經濟效益，對此一位縣廳的主管說明，「我

們跟華航說，日本的一級城市對手（應該是指長榮）都已經插旗了，但若是能早點佈局

二、三級都市，華航將成為贏家，他們竟然相信了。」華航現在日本航線覆蓋率已經超

越對手，只是服務品質仍需改善。 

2012年，直飛航線通行，2013年湧進台灣觀光旅客。香川縣亦提供旅行社補助金。

然而台灣旅行社的行程安排還是以直島和小豆島為主，與藝術祭的連結不深。反而是旅

遊作家林凱洛走遍各島嶼，整理出《小島旅行》這本旅遊書，讓更多人在缺乏資訊的狀

況下有了導引。由台灣來瀨戶內藝術祭的觀展者躍升為第二名。 

第一屆藝術祭雖讓各島變熱鬧，但人潮集中在直島，高松市的旅客沒有增加太多，

這使得議員提出質詢。所以第二季時，在高松港口安置更多展品，也安排展出孟加拉市

集，讓觀展者可以體驗孟加拉傳統音樂與工藝。這些作法雖試著將人潮吸引到高松，但

效果有限。 

為不干擾島民正常捕魚作業，也為了擴大各島的參與，主辦單位將藝術祭分為春、

夏、秋三季。展期外的時間仍有許多遊客仍慕名而來。遊客亂丟垃圾、過度喧嘩，甚至

誤闖民宅，使得島民紛紛向縣政府抱怨。但也因為藝術祭，使得本來生活在孤島的漁民，

感受到來自東京同胞的關心。因為有藝術祭，高松市民才發現，原來遠處的島嶼也是自

己城市的一部分，於是開始帶著小孩跨島旅行。島民因為藝術祭，搭乘公車的費用降低，

渡輪班次增加，終於有人開始走出小島。一位由神戶旅遊回來的島民開心地說：「原來

日本有這麼大啊！」。 

第二階段的一個重要改變，是邀請藝術家思考結合在地文化，而不是「置入」自己

原本的作品。這對藝術家來說有些為難，因為預算中沒有編列「研究」經費，只有製作

費，並非所有藝術家都能達成。雖然有藝術家花了一年時間訪問島民，讓在地脈絡能融

入作品。此趟移地研究花了九天時間調查，發現能夠真正談得上融入在地文化的作品，

屈指可數。 

「草間彌生的夢幻南瓜最為聞名，放在直島碼頭旁當地景，但與直島的文化脈絡有

何關係？」一位島民這樣提問。直島古時候是流放皇帝的地方，落難皇帝覺得島民很質

樸，就取名直島。可是近代直島卻因為精煉銅而產生海洋污染，影響當地島民生活。隨

後政府設置淨水工廠，卻又將海水過度淨化，讓某些微生物無法存活，影響海洋生態鏈

之平衡。 

一位高松市居民則認為：「草間彌生的作品放在大自然，讓大家可以在不同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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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到南瓜的多樣風情。沒有南瓜，這裏只是一片海景；有了草間的南瓜，全世界都知

道這是直島的海景。」將藝術品科普化，更親近大眾，讓觀眾可以透過海景觀展，因此

喜愛上藝術，這是一項貢獻。至於能否結合在地脈絡，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第三階段（2016 年）：整合島鏈，共創藝術。今年的藝術季邀集更多作品，讓各島

的「藝術含量」儘量平均。沒有著名的建築或展品亮點，就以量取勝。藝術家花更多時

間與島民溝通，試著讓島民體驗藝術共創。例如，岩黑島等五個島嶼的漁民與藝術家五

十嵐靖晃共同編織五色繽紛的漁網，在沙彌島海邊展示。每當有人經過，漁民會主動向

遊客解釋作品的意義，最後總會強調哪一張網是他編的，並向遊客炫耀那張網是最美

的。 

來自澳洲的大型傀儡偶劇團 Snuff Puppy，邀請沙彌島居民「畫故事」，根據當地民

俗故事來設計表演劇目，例如野豬撞樹吃落橘，泳渡海峽討生活。大意是各島上野豬很

多，島民不善於打獵，所以繁殖更快，可是漸漸食物不夠，因此野豬就跑進農園以身體

撞樹，以便吃落下的橘子。可是，野豬太多，食物不夠，於是野豬就游泳到不同島嶼去

討生活。這種家喻戶曉卻沒有記錄下來的故事，就成為演出的腳本。製作時，邀請居民

一起協助，藝術家教導居民以藤木製作大型傀儡玩偶。居民則滿心期待看戲，希望看到

自己的「作品」在台上演出。 

第二屆湧進的遊客量讓主辦單位措手不及，於是第三屆各政府部門進行跨行政區的

協調，加開高松、岡山、宇野、神戶的渡輪航線。後藤努回憶：「我們都抱著一股不服

輸的決心，要讓世界看見香川。這項信念凝聚了大家的心，好像沒有任何困難可以擋住

我們。世界上沒有不能改的法令，只有不會動腦的官員。」 

為了分散遊客容納量，改善四分之一人潮集中在直島的情況，香川縣在其他五個島

嶼增設主展品。以香川縣的經費無法邀請巨星級建築師，也不適合一直與福武集團合作，

於是就找新銳藝術家來眾星拱月。例如，女木島找了阿根廷藝術家進行舊屋大改造，融

入日本禪風推出《不在的存在》以視覺交錯讓觀展者體驗自己消失在鏡子中的驚訝，以

及感受庭院憑空出現的腳印。沙彌島邀請藤本修三推出《八人九腳》，讓觀展者一邊思

考作品的謎題，一邊欣賞瀨戶內跨海大橋的風景。 

為解決主案單位人手不足問題，便效法大地藝術季的志工團隊——小蛇隊的營運模

式，於瀨內戶藝術祭成立「小蝦隊」。來自本地與國際的志工齊聚一堂，每天早上在港

口分派任務，到各島展區支援。 

成果是令人肯定的。2010年第一屆藝術祭來了 93萬人次。2013年造訪人次增加到

107 萬人次（凌駕大地藝術祭）。2016 年觀展人次預計會成長 15%。香川縣因而獲得第

一屆日本旅遊賞，被譽為是一個「可持續的事業模式」。由經濟層面來說，根據官方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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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可分為直接效應（與藝術祭相關消費，約 77億日元）、第一波及效應（縣內各產業的

生產增值，約 29億日元）、第二波及效應（像是雇用率、新消費取向等，約 26億日元）；

總計 132億日圓。今瀧哲之笑著說，投入約 12億日圓，只要全日本人口的 1%中的 0.01%

能來香川縣，這個藝術祭就成功了。 

參、建議 

綜合本次調查結果，可歸納三點與研究相關的議題，也體會到未來策展時必要考

量。 

1. 策展重視地方創生 

日本香川縣是資源最缺乏的城市之一，自立自強拼湊有限資源，促成了瀨戶內國際

藝術祭，使島民再度燃起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反觀台灣嘉義縣的高跟鞋教堂，設計與在

地脈絡無法連結。「以短線炒作去拚假政績，不只是破壞當地生態環境；更留下一個庸

俗的教材，不斷的摧毀下一代的美學教育。」旅美建築師黃金樺語重心長的解釋。黃金

樺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碩士，隨後在紐約成立的 PLAN 事務所，長期關

注建築與社區營造。在他看來，高跟鞋教堂消費當地居民，讓社會誤解庸俗為「設計」。

香川縣刻苦經營各座「荒島」，尊重在地文化特色，讓地方活力再生。台灣在進行這類

展覽策劃時，應多加思考重塑地域價值的重要性。 

2. 藝術帶動觀光，推動地方翻轉 

藝術祭歷經三個階段翻轉，從第一階段（2010 年）「先求有，再求好」，以明星島

嶼作為亮點，吸引大眾注意。到第二階段（2013 年）「借力使力，社區營造」，邀請藝

術家結合在地文化特色進行創作。至今年第三階段（2016年）「整合島鏈，共創藝術」，

讓每座島嶼的展示作品數量盡量平均，並且增加藝術家與島民共同創作的體驗，增加島

民的參與感。雖然直島與豊島仍是藝術祭的主展場，小豆島則是以醬油、素麵、橄欖等

土產帶進觀光客。藝術祭的成功讓其他島嶼獲得知名度，吸引島民回流以及外來移居者

遷入，讓荒島注入新活力。新的餐廳和民宿散佈各島，男木島因為新的居民而重新開啟

廢棄的國小，回流的島民更建造圖書館，期許荒島也有獲得知識的權利。 

3. 政治是一種設計 

政治是一種設計，設計隱含了政治。台灣的教育方式以功利為主，缺乏美學教育的

培養。「高跟鞋教堂」在整個政策過程中，由中央到地方，沒有整體性規劃。草率的決

策，形成粗糙的政策，加上不確實的執行，使得這種「高跟鞋」現象普遍存在。日本香

川縣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聯盟財團的資金，槓動巨星級設計師的力量，用建築師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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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匯聚設計師，使島嶼形成平台，讓藝術家有露出的機會，也轉化荒島的負面印象。香

川縣以藝術翻轉荒島，以最少的資源讓地方創生順勢而產生。除了讓居民生活改善外，

也因而擁抱了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整個策劃過程中，協調周圍縣市的利益，共同解決交

通瓶頸；安撫島民的恐懼情緒，以藝術參與激發居民的信心；都需要政治上的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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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5 年 10 月 31 日 

                                 

一、執行國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專案分企業與城市兩層面探討劣勢創新的現象與做法。本次赴倫敦的移

地研究是配合「台北文創」案例分析。台北文創公司成立以來飽受爭議，

一則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認為台北文創似乎變成一個商場，並沒有按照規

定預先構想成為孕育文創產業的基地。文化局本身也並未將松煙文創園區

經營的很好，成為場地出租與商業展覽為主的經營模式，舉辦像是海賊王

展一類的活動。廠區大多是以營利為目的，展場製作水準平平，很少有令

人驚艷的作品出現。以獲利為主的商業性展覽大多數認為平庸，而少有文

創的特質。 

計畫編號 MOST 102－2410－H－004－153－MY3 

計畫名稱 劣勢創新：企業與城市於制約中的資源隨創 

出國人員

姓名 蕭瑞麟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

財產研究所 專任教授 

出國時間 
105 年 7 月 7 日至 

105年7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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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煙文創園區的空間大多為公家單位進駐，比較少有文創人。台北文創的

空間則是轉租給誠品百貨與書店，另一邊這是有產品經營誠品行旅，由底

層到三樓。這是一個具設計感的空間，吸引休閑或觀光而來的旅客。四樓

以上的空間有一部分出租給音樂公司，但並不具備代表性；另一部分空間

出租給文創相關單位辦活動。台北文創每年也會舉辦「天空創意節」，但是

作品的水準仍不高。累積以上原因，台北文創因此受媒體質疑為「假文創」。

究竟台北文創要如何方能克服這些制約？什麼又是「真文創」？本次移地

研究針對這個問題展開。 

英國的半官方組織與台灣有所不同，台灣大多是由於公協會或是財團法人

組織來承接產業推動工作，像是資訊工業策進會、工業技術研究院、商業

發展研究院等。在英國組成的方法不太一樣，是由業界組成產業評議委員

會（Industry Council），邀請官方負責的主管機關單位首長，像是文化部長、

秘書長、局長參與。英國又特別把文化部與數位經濟整合在一起，成為一

個部門。 

每次召開會議，業界的問題與建議會直接反映給相關部門首長，並馬上採

取措施，文創產業評議會（Creative Industry Council）是一個聯盟性組織，

這個組織是由各種文創專業組織所組成，包括媒體、廣告、時尚、電視與

電影、遊戲、音樂、建築、設計、工藝、出版、科技、藝術與文化等十一

項專業社群所組成。每一個專業社群都會在組成各自的評議委員會，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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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務並不是辦活動、承接政府專案、發放補助費用等，

而是持續地與政府溝通，並且能夠即時的修訂不合理的制度、研擬整體政

策，以便因應訊息萬變的市場動態。 

本次進行移地研究，相關採訪的專家如下表所列： 

二、研究成果 

本次移地研究圍繞著兩個重點，醫院俱樂部以及文創產業評議委員會。前

拜訪單位 受訪專家 職稱 訪問主題 

British Fashion Council Michalis Zodiatis 公關主管 英國時尚業的發展狀況。 

British Fashion Council Clara Mercer 溝通總監 英國時尚業的發展狀況。 

Ogilvy & Mother Group UK Fiona Gordon 轉型總監 英國廣告業的發展狀況。 

Creative Industry Council  Daisy Bell 會員部 英國文創評議會的組織架構。 

V&A Museum Anais Aguerre 國際部總監 博物館的策展創新。 

Creative Industry Council 

(IPA) 

Leila Siddiqi 多元文化主管 英國文創評議會的運作模式。 

Creative Industry Council 

(IPA) 

Janet Hull OBE 行政總監 英國文創評議會的運作策略。 

Hospital Club Michael Berg 創意總監 俱樂部的運作模式。 

UKIE (UK Game 

Consortium) 

Dr. Jo Twist 執行長 英國遊戲產業的發展策略。 

Creature London Ed Warren 合夥人 創意公司智慧財產的運用模式。 

Design Council/Warwick Edward Gardner WBS 副教授 以顧問的身分說明英國設計產業

的做法。 

Crafts Council Rosy Greenlees 行政總監 工藝產業的發展策略。 

獨立工作 陳合平 導演 英國電影學院的訓練模式。 

獨立工作 盧謹明 導演 英國政府對電影的補助策略。 

里茲大學文創系 蘇靖晞 學生 英國文創教育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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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一家俱樂部，但是與醫院沒有關係。這是一位英國歌手所創立的俱樂

部，原本只是招待所，後來擴大成為英國文創人聚集的地方。這個俱樂部

與文創產業評議會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在十一個領域的文創人都會聚集在

這個地方聯誼與合作，成為倫敦的文創基地。平時文創人會在這裡聯誼，

合作，當需要錄音的時候，樓下有完整的錄音設備可以提供音樂與廣播節

目錄製，需要錄影的時候，地下室也有完整的錄影棚與錄影設備，可以提

供電視台錄製節目甚至於直播，像 BBC 電視就常來俱樂部借用設備。文創

人推出新作品的時候，可以直接利用一樓畫廊展出，地鐵站就在附近交通

上非常便利觀眾來觀展。 

當文創人需要開會或工作的時候，也可以租用會議室或者交誼廳，俱樂部

也像是個高級的共用空間（co-working space）。作品推出的時候，如果需要

辦理說明會、展示會、服裝秀或者頒獎典禮，俱樂部都有團隊可以協助安

排宴會相關的細節，也有廚師可以為各種活動設計餐點。如果有貴賓遠道

而來，還可以安排住在俱樂部樓上，一共有 15 間設計師套房，裡面還有各

種藝術家的作品佈置其中。每一間都有各自的風格。 

除了俱樂部之外，我也拜訪了各領域負責人，試圖理解英國發展文創的做

法，也試圖去理解他們認為「真文創」應該做哪些努力。綜合各方觀點，

我們可以歸納為四個要點。 

一，文創底蘊化：文創所應該關注的過程是「作品」，而不是獲利。獲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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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過程正確，做出感人的作品時的自然結果。文創作品要有底蘊並非是

曲高和寡或孤芳自賞，而是作品要有細緻的製作過程，但不一定代表需要

鉅額的製作費用。作品要有底蘊才能夠感人，像是倫敦長青定目劇《歌劇

魅影》，或者是電視劇《偵探福爾摩斯》，都是有底蘊的作品。這些作品具

備有原創性，又能夠被國際接受。文創的根本在創造有底蘊的內容，反之，

有內涵的作品也都可以轉成具有市場性的文創三商品。 

二、科技文創化：文創內容可以藉由科技的力量豐富內涵的表現，拉近作

品與觀眾之間的距離，但這並非以科技複製作品內容，例如讓《清明上河

圖》的人物動起來，展現白晝與黑夜的街道。這只是科技的自動化。要讓

科技與文創結合，還是必須考量到作品的原創性以及底蘊。若是運用互動

科技讓觀眾體會北宋的生活風貌以及當時的政治局勢，這樣才會有「科技

文創化」的效應。相同地，大英博物館運用虛擬實景的技術，讓觀眾加深

古文物印象，並且傳達文化與歷史的知識，而且觀眾都能看得懂，這也才

是科技文創化的目的。反之，有任何新科技出現的時候，也可以思考運用

在文創的各種可能性，像是指向性喇叭或光磚等技術要如何應用在文創上。 

三、文創智財化：將文創作品轉為智慧財產是另一個檢驗是否符合真正文

創的指標。作品轉換為智慧財產並不難，是作品授權常運用的方法，像是

小說翻拍成電影，電影又可以授權內容給電視台播出或者轉成電玩遊戲。

真正困難的是，我們能否將智慧財產兌現。智慧財產可以運用各種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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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處理，例如 Creature London，一家倫敦創意公司就已愛麗絲夢遊仙境作

為主題，設計了一款石井實景遊戲，配合車站活動，除了門票的收入之外，

他們還一起合夥分紅的方式兌現智慧財產，同樣地既有的智慧財產也可以

嘗試轉換為文創商品。 

四、文創產業化：文創可以融入各個產業，也可能自己形成一個新興的產

業。例如，在哈利波特電影之中需要用到許多古裝，而這些古裝必須要配

合許多仿古刺繡，這時候電影就可以結合工匠藝術產業，使得兩個產業相

輔相成。文創本身因為產業而生。相對地，產業也會因為文創而找到新的

出路。產業化代表要找出一種搭配文創的商業模式，也可以讓傳統產業以

文創的方式改變經營手法。 

三、建議 

根據這次的研究發現，台北文創案例將可以進行以下的修正。 

首先，根據四種轉化的觀點，重新整理田野資料，比較英國與台灣兩種不

同文創產業的做法，透過使用者的觀點，也就是產業的觀點，進一步的詮

釋文創四化的內涵。 

其次，分析英國完成產業評議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以及制度運作的方法。

從這個角度切入，也許我們就可以了解英國是怎麼樣透過制度扶植創產

業。特別，英國的這種評議委員會到底是如何運作？這樣的委員會跟台灣

的財團法人單位有什麼不一樣？從這個委員會的運作制度，是否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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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制度上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未來的研究中持續調查。 

最後，本研究可以針對不同的文創社群整理個別的組織作為。例如，英國

的流行音樂產業在做法上和韓國流行音樂有什麼不同，跟台灣的流行音樂

又有什麼不同，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根據個別的產業做法，與台灣的產業

做法比較，可以由這樣的落差中找到如何修訂政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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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5 年 10 月 31 日 

                                 

參加會議經過 

這次參與會議主要有兩場重要活動：論文發表、David Teece 大師論壇。R&D Management
是科管領域比較偏重「管理」的國際會議，比起其他以技術為主的會議，R&D 
Management 涵蓋更多創業與創新的議題。本次我帶領一位新進學者、一位博士生參與，

並且報告本專案項下史丹利工具（Stanley Tools）集團的一項案例。本案例探討劣勢下

技術如何整合，並產生綜效。一項技術在企業中原本是平凡無奇，但是史丹利工具卻能

在收購一家企業後，在諸多不利的狀況下，重新整合內部與外部的技術，而形成嶄新的

創新成果。 

本案例分析史丹利工具其中三家事業部，追蹤技術整合過程，並理解史丹利工具如何形

成技術綜效而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同時也創造了三個全新的商業模式。報告過程中也

同時與開放創新的學者交流，獲取寶貴意見，找出改善方向。 

今年的大師論壇找來科管界資深學者 David Teece 分享數位時代下的獲利方式。Teece
的論文引用率一向頗高。這次的講題是延續他 1986 年所撰寫的《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由科技創新獲利）。進入數位後，科技創新究竟會帶來哪些

新的獲利模式，受到與會者一致的好奇心。 
 
科管理論中，「主流設計」（dominant design）決定科技創新的壟斷、獨佔性，也影響獲

利。數位時代中，硬體不值錢，軟體與 APP 成為新寵兒。數位平台如雨後春筍出現，

計畫編號 MOST 102－2410－H－004－153－MY3 
計畫名稱 劣勢創新：企業與城市於制約中的資源隨創 
出國人員姓

名 
蕭瑞麟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

研究所 專任教授 

會議時間 
105 年 6 月 29 日至 
105 年 7 月 7 日 

會議地點 
英國劍橋 

會議名稱 
(中文) 研發管理國際會議 2016 
(英文) R&D Management Conference 2016 

發表題目 
(中文) 科技間創造綜效：科技平台形成的原則 
(英文) Creating Synergy among Technologies: Principles of Forming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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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平台成為新物種，整合生產端與消費端，也發展出許多商業模式。生態圈也成為企

業的新名詞，平台所拉出的是個供應鏈，甚至於跨供應鏈的生態。例如，大陸的樂視視

頻網就是以賣家電（電視）起家，轉型進入影視產業，便以平台科技建立起產業鏈生態

圈，也改變了商業運作的邏輯。數位平台必須思考互補性資源。Teece 認為，過去的獲

利模式是依賴誰能以某種能力主導市場，形成主流設計。但是在數位時代，平台建置的

目的卻是合作，形成供應鏈的競爭態勢。 
 
最後一天，我們由邱吉爾學院轉往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晚餐，晚餐的氣氛令許多人震攝，

古老的傳統，延續千年不墜。身處在此學術氣氛濃厚的氛圍中，學子對自我有了更多的

期許。我領悟到，學術不只是技術性的教學、官僚式的行政、八股型的研究，涵養學者

知性氣質，孕育學術氛圍，也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腹滿詩書氣自華，就會有學者氣

質，就會有優良作品。 

與會心得與建議 

這次參與研發管理會議有三項心得分享。 

第一，科管社群的未來：台灣科管年會的例規是早上頒發新院士、頒發論文獎，來賓主

題演講，然後分組研討會，偶而會有一些專業主題工作坊，但不多。若有，也是談一些

大議題，像是科管教育革新等，讓學生與老師都難以參與的討論。主持人多準備不夠，

所以討論起來也多沒有火花。最令人期待的，是晚宴。不是因為晚餐好吃，而是各校同

學的表演很精彩，充滿青春活力。這樣的科管年會，延續了將近二十六年，都沒什麼改

變。 

對比在劍橋的經驗，有些許感觸。其一，論文獎的意義未被彰顯。每年那麼多論文獎，

得獎原因為何沒人在意。如果你真的仔細去讀這些得獎作品，可能會略微失望。內容平

平，而結論淺淺，洞見難尋。按理說，全台灣至少有 15 個大學院系致力科管研究，每

年應該可以提出個代表性作品。可是，似乎沒有。真正令人驚豔的是業界的創新獎，常

常會看到台灣企業在技術研發上的硬功夫。不過，同時，你也擔心看不見這些企業的軟

實力。 

其二，研討會作品，多為學生論文，老師來得少，多數論文似乎不知所云，對產業貢獻

也難以呈現。這可以理解，因為政府政策鼓勵的是發表 SSCI，大家自然不會將資源投

入科管年會這種在地性的學術會議，因為沒有「業績」。當你很期待地去聽得獎作品，

更多時候會是失望而返。 

其三，缺乏主題性的 PDW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國外的會議特別著重

下一世代學者的栽培，所以會邀請該領域資深學者舉辦工作坊，由博士班研習營

（Doctoral Consortium）、助理教授研習營（Faculty Development Workshop）到最新主題



 3 

工作坊都有，讓與會學生與學者可以藉此機會吸收新知，分享知識，也促進學術交流。

遺憾的是，科管年會比較像是大拜拜，聯誼意味多於學術交流。 

其四，會議外活動的策劃。科管年會最令人期待的是晚宴表演，然後就沒了，如花火。

這次劍橋會議看到主辦單位的用心。先安排劍橋學院介紹、再安排劍橋划船由康河（身

穿帥氣康橋服裝的學生船夫）、再安排英式酒吧聯誼、當地餐點招待。這一系列活動下

來，讓與會者有許多聯誼機會，更深度地相互認識，進而促進合作。 

未來，台灣的科管年會能否做出創新，每屆能看見優質作品，研討會能偶爾聽見佳作，

研討會不再無聊（而是討論熱絡，栽培新生代），聯誼活動變得活潑生動，令人期待。 

第二，科管需要行動（質性）研究：科管社群應該是很實務的，應該充滿各種創意、創

新、創業等主題，會讓實務界都想來參與、吸收新知才是。可是，若你邀請業界經理人

來一趟，他可能很快就會覺得無聊而想離開了。歸本究因，是因為充斥太多與實務脫節

的變數研究。這已經持續十多年了，就像「國王新衣」一樣，大家都知道不對，大家每

年都重複一樣的事。很少看見行動研究，那種泡入實務界一年以上的案例研究，提出當

前最關心的議題、觀念、作法、理論。原創性作品似乎絕跡的感覺。 

第三，劍橋教育模式的啟發：教育需要全方位，不只是知識上的傳授，更是氣質與品格

的養成。在劍橋參與學術會議更讓人體會到整體學習環境，由硬體到軟體，由技術到人

文，都需要融入教育過程中。台灣學校一般對於環境比較不重視，卻乏設計的結果，讓

環境變得破舊而庸俗。在此環境下，要培育下一代創意人才，實在有些諷刺。期待未來

學校能夠賦予系所更多資源，讓系所擁有獨立自主權，建設新一代校園環境，也許無法

像劍橋一樣古意盎然，但也許可有新古典時尚的想像空間。讓學生與老師每日在學術氣

氛下薰陶氣質，也是令人期待的一件願景。 

附件：發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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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y firms integrate technologies? Although technology acquisition 
becomes viable way to achieve open innovation, fewer studies seem to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ssues. This case study examines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ractices in an international tool company. Our 
research trac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elaborates 
three generic principles for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oretically,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 different mod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may create synergy for 
innovation. Practically, it proposes various strategies of building technology 
platform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essence of open innovation is to 
manage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disparate technologies. Effective integration 
should leverag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through savvy business sense. 

 

1. Introduction 

Firms initiate technology acquisitions to obtain valuable resources, expand market 
domination, and instigate product innovations. Such high capital investments are venerable 
and prone to failure. Current studies highlight the issue of integration and suggest that trust 
relationships, post-merge integration, collective decision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re important preconditions for success (Ahuja & Katila, 2001; Aydin, 
2015; Bresman, Birkinshaw, & Nobel, 2010; Durrani, Forbes, Broadfoot, & Carrie, 1998). 
However, while a significant body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es managerial integration issu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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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relatively little examine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rgyres & Mostafa, 
2015; Bannert & Tschirky, 2004; Carr, 1999; Graebner, 2004). Missing the element of 
technology, delineating a comprehensive process of technology acquisition become less 
meaningful. It is vital to examine how various technologies may be integrated, from outside 
to inside, to create certain forms of open innovation. 
We are motivated to propose this research question: How may firms integrate technologies to 
create synergy? This issue require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fter the acquisition. But this is not a call to analyse post-merger integration in 
administrative sense, such as people, leadership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The core issue is 
technology, rather than that of organization. The focus is not the conditions of acquisition; but 
the integration after acquisition. For example, how technologies may be put together to create 
certain innovative outcome, such as shaping a technology platform? What may be the 
strategic logic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What are the possible types of synergy stemming 
from such technology integration? 
Current studies generally inspect the issue of integration by means of brokering and 
acquisition. The first thesis considers ways to recombine technologies to create solutions 
from one domain for problems in another. The acquisition thesis examines how technologies 
from external could be brought in so as to establish certain combinational effect, such as 
compatible, complementary and expansion. Both schools analyz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by 
identifying various patterns of combination.  
Our study aims to explain two issues fac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research. First, we 
examine how acquired technologies may be integrated with existing technologies to establish 
new technology platform and thereby create new values. Second, theoretically, we seek to 
explore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platform. To illustrate 
richnes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pattern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resulting in 
new business model, new business scope, and new value chain. 

2. Literature Review 

To achieve open innovation, one key approach is to bring in external technologies and 
integrate them with internal technologies. Such technology integration will purposely 
facilitate the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ources to expedite innovations. In this effort, by 
viewing technologies as core resources, integrating various technologies would require an 
effective recombination of these resources (Teece, 1987). But, how may firms integrate 
multiple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open innovation? This is a widely aspired inquiry while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hus far. 
Our research differs from current propositions 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which consi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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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schools of thought. The first is the technology-brokering thesis that proposes to employ 
creative combination of existing technologies from disparate industries; and bridge current 
problems with that of past solutions (Hargadon, 2003; Hargadon & Sutton, 1997). By linking 
social networks, firms would integrate diverse sources of knowledge to create new types of 
technology (Liebeskind, Oliver, Zucker, & Brewer, 1996). In this line of research, technology 
integration leads to product innovation.  
The thesis of technology brokering stresses the process of access, acquisi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Hargadon & Sutton, 1997). To integrate technologies, one must explore the 
structural holes between two (or more than two) boundaries of network(Ahuja, 2000; Burt, 
1992). A boundary spanner needs to identify the gap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wo industries 
and explores how valuable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in one area could be employed in a new 
domain (Fleming & Waguespack, 2007). Moreover, firms should incorporate a knowledge 
system to store these solutions in organizational memories for future uses.  
The thesis of technology brokering emphasizes bridging (search) and recombination. 
Successful integration must consider creative mixture of exist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Nonetheless, it is still unclear how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re blended together in business 
contexts. The second thesi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suggests a portfolio approach to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cquirers could devise a portfolio through leveraging targets’ selected 
technologies, gathering an inventory of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Cho & Shaw, 2013; 
Reilly, Scott, & Mangematin, 2012; Ruckman, 2004). In setting up technology portfolio, 
acquirers need to align technology use with corporate strategy (Bauer & Matzler, 2014; 
Puranam & Srikanth, 2007). External technologies also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internal 
technologies so as to create effective solutions(Bharadwaj, Bharadwaj, & Bendoly, 2007; 
Mitsuhashi & Greve, 2009). Often, a technology platform is created to accommodate similar 
types of technology. Graebner (2004) further suggests that expected and serendipitous values 
could be extracted from such technology portfolio.  
However, two theoretical concerns remain. First, what methods may firms employ to 
integrate two seemingly unrelated technologies? After all, the fundament issue is to 
understand how technologies could be put together and work coordinately. The thesis of 
technology brokering suggests recombination, while the acquisition thesis stresses 
compatibility, complementarity and expansion. However, both neglect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dvocating mainly organizational impediments, knowledge transfer, 
or strategic management issues (Sears & Hoetker, 2014; Tidd & Trewhella, 1997; 
Vanhaverbeke, Duysters, & Noorderhaven, 2002). In spite of all these efforts, how 
technologies are integrated strategically is still unclear. For instance, when firms bring 
together multiple types of technology, how could they create certain kinds of technology 
platform? Secondly, what kinds of principles could firms identify from the formation of a 
technology platform? In this inquiry, the analysis of formation principles would help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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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strategic logic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urthermore, in theorizing the 
principl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how synergy could be obtained 
from technology integration. Below explains our research design. 

3. Research Methods 

The article examines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ractices in Stanley Tools (hereafter Stanley), 
which is a leading firm in hand tools and storage products. It employs case study methods to 
prepare and analyze the evidences from technology integration process,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echnology acquisition research (Graebner, 2004, 2009; Yin, 1989). The case is selected 
because of the firm’s rich experience in technology acquisition. Stanley has achieved 15-30% 
outstanding growth rate over the last 10 years. Its experience in merge and acquisition would 
inform unique practices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Moreover, Stanley has built 
various types of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experiment new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chnologies. The firm has accumulated significant experience, which provides 
useful evidence for technology integration research. 
The fieldwork began in 2013 and ended in 2015. Our field study traced the executives of 
Stanley Tools who manage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 over 20 years. As our data collection 
could not reach these executives frequently in the US due to geographical and budget limits, 
we participated in a knowledge transfer project in a leading industry computer company in 
Taiwan. This company invited Stanley’s executives to share merge and acquisition knowhow, 
which involved a series of seminars, workshops and consultation hours, from 2014 to 2015. 
Our data was gathered from these activities over 18 months period.  
In addition to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the executives of Stanley (in Taiwan), the first author 
also conducted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the executives when they travelled in Southeast 
Asia. Our data-gathering effort expanded to interact with three key consultants from KPMG 
Taiwan, as they involved in various Stanley’s acquisition projects. From these projects, we 
selected three representative cases to illustrate the typical formation process of a technology 
platform. They included the Security Platform,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and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Although the shaping process of technology platform seems 
sophisticated,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into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ur analysis stays focus on extracting principl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rom Stanley’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routines. We follow four core procedures to analyse the data. First, we 
prepare a case story from the informants’ narrative accounts and documentation (from the 
seminars), and feedback the story to informants for 2-3 rounds of review. Second, we map ou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each technology platform. The formation process involved various 
phases of experiment to try out new ways of technology combination. The processes con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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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ccessful as well as unsuccessful attempts; and together they provide a more realistic 
picture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ird, we trace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orize the 
principl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is is to interpret the firm’s strategic logics and explain 
why two technologies were combined in certain ways. Fourth, we explain how various forms 
of synergy were derived from the selected technology platforms.  

4. Research Findings 

The case study examines three integration practices incorporated by Stanley. Each case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formation of technology platform in terms of integration activities, 
principles and innovation outcome. 
 
Principle 1: Hybridizing Business Model – Forming Security Platform  

Access Platform: Integra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Stanley was incorporated as a bolts manufacturer. In 1869, Stanley acquired John Hawkins to 
include hardware accessories and tools manufacturing. In 1930, Stanley designed the first 
automatic gates in the world and later commercialized this product. It developed access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ed the Department of Microchip Cards, by providing microchip’s 
software design to hotel industry. Department of Microchip Cards had accumulated over 8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sign, R&D, and manufacturing; achieving circa 56% market share in 
the North America. It became the largest automatic gates manufacturer as well as a 
standards-setter for access technology. 
Stanley has another unit called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Doors, which provides 
hardware to construction sites. These two departments rarely collaborated before. Stanley 
found that both departments were related to mechanical access. Stanley combined both 
departments’ technologies and incorporated the Access Platform. This platform integrated 
mechanical doors (hardware) with access systems (software), and enabled complementary 
sales. Clients could purchase access systems and mechanical doors as a package. 

Security Platform: Integration of products and systems into services  

As 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s became popular in the market, Stanley decided to combine 
the Access Platform and 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s, and established the Security Platform. 
Stanley acquired security system and service providers so a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Platform. In 2002, Stanley spent USD310 million to acquire Best Access Systems. In 
2004, Stanley merged the alarm and monitoring company, Frisco Bay (acqui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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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45.3 million) and Security Group Inc., which manufacture insurance lockers (acquired 
with USD560 million). Afterward, Stanley merged Blick (acquired with USD165 million); in 
2006, Stanley acquired Phi, which manufactures decorative door links; and further merged 
HSM – the second largest business monitoring company (acquired with USD545 million), 
ranked as top-four electronic security company. 
In 2008, Stanley merged Sonitrol to obtain its ke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nvasion detection, 
fire detection, and video monitoring systems. In 2010, Stanley merged GMT, the largest 
fittings and mental parts company; and further acquired Kwikset, which is a locker 
manufacturer. As a result, Stanley became a leading company in glass door and hardware 
manufacturing. In 2011, Stanley merged a well-known security design company in Europe, 
the Niscayah (acquired with USD1.2 billion), and the security service company in Canada, 
the Alarm Cap (acquired with USD5.97 billion). In 2012, Stanley merged EZSET Lock in 
Taiwan, which has more than 5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ock manufacturing. In 2013, Stanley 
acquired ICSS, which is a well-known security system integrator in Southeast Asia. By 
integrating both ICSS and Niscayah’s technical service, Stanley was able to venture into the 
domain of electronic security.    
To enhance Security Platform, Stanley merged 35 companies from 2002 to 2012, provid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25 countries, and brought in USD 60 million recurring income 
monthly. The Security Platform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from locks, hardware, monitoring, 
fire detection, and violent incursion, covering household, office and urban security solutions.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also resolved problems concerning specification misalignment, 
system incompatibility, delivery postponement, and quality inconsistence. Security Platform 
enabled Stanley to offer one-stop solution by integrating security design, maintenance and 
monitoring functions.  

Principle and synergy: From product, systems to services – Building a hybrid business model 

Stanley developed the Access Platform and expanded into Security Platform by integrating 
technologies from mechanical doors, microchip cards, software and 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s. It create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and introduced alternative sources of revenues. 
While its product line maintained a steady stream of income, Stanley’s security services 
generated recurring monthly revenues. Security Platform’s revenue grew from USD 186 
million in 2002 to USD 2.4 billion in 2013, which is increased by 13 times; while the profit 
margins also grew from USD 38 million in 2002 to USD 310 million in 2012, which is 
increased by 8 times. On average, Stanley obtained USD 250 million per acquisition from the 
synergy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n executive explained:  

 “A diversified industrial company like us considered different priorities. Forming 
technology platform is a vital motive for us, and not just developing produ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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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in isolation. We need to identify common technologies among various 
products. When there are more common technologies within a platform, it is more likely 
that we may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building new business models. Technology platform 
helps us integrate seemingly unrelated technologies. But we have to nurture these 
platforms with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and then perfect these platforms through effective 
merges.”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Doors provided hardware products to construction sites but 
sales became stabilized (hardwa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partment of Microchip Cards 
targeted at hotel markets became stagnated (software). When they were put together, both 
technologies could be integrated by the idea of Access Platform (Figure 1). This platform 
integrat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to systems. From there, Stanley further identified an 
opportunity to enlarge its scale by acquiring firms related to parts and fittings. As 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s became popular in the market, Stanley brought in monitoring systems 
and developed the Access Platform into Security Platform. Stanley further acquired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s so as to expand the Security Platform. It created a hybrid business model 
that contains inclusive solutions and generated alternative sources of revenues. While the 
solutions maintained a steady stream of income, Stanley attracted recurring revenues from 
security services. 

Figure 1. The formation of security platform: Process and principle 

 
 
Principle 2: Expanding Scale and Scope – Forming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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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0, Stanley acquired Black & Decker, and renamed the company as Stanley Black & 
Decker. Stanley invented the first measuring tape, while Black & Decker was the first one to 
apply its products in the outer space. Both were benchmark companies in the tool industry 
with hundred-year history. The M&A news stimulated Stanley’s share to rise 4.1% and Black 
& Decker to rise 18.1%.    
Their customer bases were integrated. Stanley’s customers could buy manual tools as well as 
electronic tools; Black & Decker’s customers could purchase both tools too. The merger also 
created synergy in the sales. Stanley saved USD 350 millions administrative costs yearly by 
restructuring the local business units, streamlining employees, and integrat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procurement departments. Stanley also reduced R&D expenses. Black & 
Decker used to take 24 months to develop a new product, but Stanley employed better 
methods and only spent 6 to 8 months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fter merger, Stanley 
transferred its R&D process to electronic tools and thereby shorten development time from 
24 months to 12~16 months.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and fastening  

In the post-merger process, Stanley found one of Black & Decker business unit, Emhart 
Fastening System Co., provided interior fastening parts for automobile production. Black & 
Decker merged Emhart in 1989 with USD 2.7 billions, with a revenue of 600 millions. 
Although Emhart’s revenue had grown to USD 800 millions, Stanley was unable to determine 
this firm’s future development. 
Stanley began to recognize that Emhart’s core business is to provide fastening services for 
automobile and aircraft manufacturing. These fastening services included fixate components 
inside the automobile and electronic parts inside aircraft’s interior frame. Emhart’s customers 
included Toyota, Honda, and BMW. Although such parts were peripheral, each automobile 
would estimate an income of at least USD10 per car – a steady stream of revenue for 
engineering products. Stanley learned that fastening services are needed in various kind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which employs deign-in business model. In this model, customers 
proposed product specification within a fixed cost constraint. The shortcoming of this model 
was profit margin in unit cost is low; the advantage however was that each purchase order 
contains volume manufacturing. The contract of such design-in projects would be signed 4-6 
months in advance. Emhart could not increase the material price no matter how the 
environment might change, such as raw material in shortage or exchange rate fluctuates. 
Fastening services had to operate within thin margin. 
With this insight, Stanley incorporated an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and began to 
integrate fastening technologies (see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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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from incompatibility: Excluding exterior fastening 

Stanley recalled that in 1986 it merged a fastening tool company called Bostitch from Textron. 
Stanley began to integrate technologies from Bostitch, which provided staplers for interior 
decoration projects, such as fixating wood boards. But this integration was ineffective 
because exterior fastening would be used mainly for decoration projects and could not 
support engineering projects.  
Although Stanley was unable to integrate Bostitch into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it 
learned two core lessons. First, the platform must include engineering-related fastening 
technologies and not decoration-related fastening; second, such a platform should not include 
exterior fastening (e.g. fixating wood board on walls) but should incorporate mainly interior 
fastening for mechanical parts. This insight helped Stanley determin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platform. Interior and engineering were two criteria for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 this 
platform.  
From 2010 to 2012 (second quarter),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had grown in two digits 
for consecutive 10 seasons. Stanley promoted this platform to every business units for 
in-house adoption before expand this platform outwardly. 

When there is hard, there is soft: Extending to soft fastening 

By 2012, the timing was ripe for mobile devices, such as notebook computers, tablets and 
smartphones in 3C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se 
devices required engineering fastening services; but they needed ‘soft fastening’ as the 
circuitries are embedded in plastic flat board. Although its profit margin was thin, its volume 
orders could bring in significant revenues. Stanley realized that, taken into account 3C 
industry, the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could include both the hard as well as the soft 
fastening technologies (i.e. fastening plastic circuit boards inside mobile devices). 
As such, Stanley quickly aimed at Infastech, owned by CVC Capital Partners. Infastech was 
the largest mechanical fastening parts manufacturer in Asia, and developed three core brands: 
Avdel, ELCO, and iForm. This firm developed highly customized fastening parts and services, 
ranging from design, production to sales functions. Its products were sold to 150 countries, 
with coverage of electronic, automobile, aerospace, construction, and medical instruments 
sectors. Leading companies, such as VW, Ford, GM, Microsoft, Nokia, Apple, Seagate were 
Infastech’s customers. Infastech’s products overlapped with Stanley’s fastening solutions in 
automobile and aerospace industries; but covered additional business sectors, such as 
electronic devices and medical instruments.  
These conditions offered perfect match with the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s growth 
path. Stanley’s strategy consisted of two steps. First, it scaled up Infastech’s sales 
performance, from USD 580 million to USD 850 million. Second, at the end of 2012, St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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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merged Infastech at the expense of USD 850 million, in order to project an image of 
successful merger. Stanley subsequently moved fast to integrate Infastech’s fastening systems 
and extended their applications to 3C sectors.   

Principle and synergy: From hard to soft – Expanding scale and scope 

Stanley experimented with exterior fastening and realized that fastening platform should stay 
focus on engineering related businesses. Furthermore, when Stanley identified soft fastening, 
it found a way to expand the scale and scope of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In terms of 
scale, Infastech’s fastening technologies helped Stanley enlarged its customer base. In 
addition to Stanley’s previous clients, such as Toyota, Honda, Volvo, and BMW, the extended 
customer base included Ford,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 Stanley estimated that nearly 
half of the total revenues came from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erms of scope, the engineering fastening applications were expanded to aerospace, 
construction, and medical instrument sectors. Furthermore, Stanley leveraged Infastech’s soft 
fastening technology in 3C industry. Founded in Singapore and headquartered in Hong Kong, 
half of Infastech’s sales came from Asia in 2011. The integrated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enjoyed circa 16% sales growth in the emergent economies. By 2012, the platform 
had 20%~30% sales growth, enjoyed 45%~49% profit margins, and created total revenue of 
USD 1.5 billion. In this integration, Stanley saved USD 25 million in R&D expenses. By 
complementing hard and soft fastening, Stanley understood that it has to stay focus on 
interior engineering so as to sustain the fastening platform.  

Figure 2. The formation of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Process and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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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3: Fulfilling the Value Chain – Forming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When global economy becomes increasingly fluctuated, investment should align with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policy. As world economy began to recover, investments on 
infrastructure become promising too. McKinsey’s report on November 2013 indicated that 
infrastructure demands worldwide would reach USD 57 trillion in 2030. The demands would 
largely come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emming from railways, roads, airports, 
harbours and electricity infrastructures. As such, a wise investor should never neglect 
infrastructure industry. 

Additionally, the progress on shale oil and gas extraction technologies reinvigorated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industry. Indirectly, this trend drove the demands of pipeline 
construction and storage equip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further spurred the demands of laying 4G underground cables. Whether it is urban 
renewal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r urban construc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y 
infrastructure project will involves laying pipeline and facilities for oil, g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supply. An executive of Stanley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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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xt two decades, infrastructure businesses will become attractive. Every function 
of our business is related to infrastructure. That’s why we have such a great interest in 
infrastructure. Our study of the market indicates that there would be several trillion 
investments in this market in the near future. Infrastructure is a growing sector. Therefore, 
we must get involved in this market.” 

Linking dots into a line: Recognizing con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 Stanley provided a hydraulic tool, which is used for digging and 
filling in holes for road systems. Early in 1972, Stanley acquired Ackley Manufacturing 
Company so as to participate in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Stanley surmised that Ackley’s 
products were related to light hydraulic power tools, mainly for road destruction and repair, 
and equally important there must be a prospective market for heavy hydraulic tool too. As a 
result, Stanley found HED – the largest hydraulic crusher and road-roller manufacturer in the 
US. The firm provided heavy hydraulic tools, which are used to destruct asphalt roads; and it 
also offered heavy hydraulic tools for railways maintenance.  

In 1984, Stanley acquired HED and manufactured portable and automobile hydraulic tools 
for railway and motorway maintenance. Its product line included drilling machines, water 
pumps, railway measurers, and drilling machines for rescue purpose. These products were 
used for maintaining railways, roads, bridges, and pipelines. In 1992, Stanley further acquired 
LaBounty, which manufactured hydraulic tools, such as mobile shear for scrap metal recycle, 
clamshell, and concrete breaker. Stanley incorporated the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to integrate 
both light and heavy hydraulic technologies, with two core functions: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grew quickly with the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in 
emerging economies. 

Connecting lines into a chain: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supply chain 

In 1980s, Stanley came to recognise that infrastructure is a niche market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typical included oil and gas systems, water supply 
systems, sewage systems, electricity systems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hese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required maintenance, repair and overhaul, which project circa USD 2 trillion 
market outlook. In addition, Stanley discovered that each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linked to 
laying pipelines. Stanley destructed the asphalt roads with its hydraulic tools; subsequently it 
passed the job to other firms to lay pipelines. Stanley then came back to finish road 
construction tasks. In this process, Stanley found that ‘transmission’ function is a necessary 
element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would become 
complete, if Stanley could integrate destruction, transmission and construction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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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ight inspired Stanley to identify a target firm – CRC-Evans in 2010, which was the 
largest pipeline construction firm in the world (acquired with USD 445 million). CRC-Evans’ 
business involved facility production, sales and releasing. CRC-Evans’ tools were mainly 
used for laying oil pipelines, submarine cables, and gas pipelines. The integration of 
CRC-Evans’ technologies broadened the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by including land/seabed, 
liquid/gas, and underwater cable transmissions. The complete supply chain became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Stanley in seiz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nciple and synergy: Inserting transmission in the middle – Fulfilling the value chain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indicates three turning points (see Figure 
3). First, starting with products and moving towards platform, Stanley integrated light and 
heavy hydraulic tools to establish the initial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Once both tools were put 
together, the platform could easily reveal two core functions: con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Second, by linking construction, transmission and destruction, the infrastructure supply chain 
becomes comprehensive. Third, with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Stanley could integr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cluding petroleum,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supply, in order to cater 
for total solutions need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ley’s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not only provided total solution for pipeline construction, 
but also combined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onsite service in order to improve 
configuration efficiency. In terms of business synergy, Stanley acquired pipeline engineering 
knowhow from CRC-Evans, extending its services to the destruction, transmis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ipelines, sewages and railway systems.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synergy, 
Stanley’s acquisition facilitated the consolidation business functions and reduced USD 5 
million in operating costs, which results in 12% of ROCE (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d). The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contributed USD 455 million to total revenue in 2014, in which 
oil/gas pipeline construction business consisted of USD 310 million, and USD 145 million 
for hydraulic tools business. In these revenues, 55% of them came from underground pipeline 
layout; and 45% of them stemmed from seabed pipeline construction. Stanley estimated that 
the revenue of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would quickly grow to USD 1 billion. 

Figure 3. The formation of infrastructure platform: Process and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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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mplication and Conclus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his article offers conceptual contributions to the technology acquisition literature and open 
innovation research. First, technology acquisi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conditions of 
acquisition, which deal with more on managerial issues (Graebner, 2009; Puranam & 
Srikanth, 2007; Ruckman, 2005).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Our study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three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elaborates 
how technologies may be combined, complemented and stretche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in brokering (bridging and recombining) practices or portfolio 
approaches (aligning, complementing and stretching). We need a more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how technologies may be brought together. 
Our analysis of the platform formation illustrates how technology could be integrated through 
layering combination, complementary search, and value chain fulfilment in order to create 
synergy. The formation process elaborates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three engineering settings and business contexts.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must consider two key factors. The first is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synergy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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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technologies. For example, two product-related technologies could be combined to create 
a system, such as combining hardware (doors) and software (digital control cards) to create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s. Putting hard (automobile fastening) and soft (electronic device 
fastening) together would enlarge engineering fastening systems. Bringing light and heavy 
(hydraulic tools) together could create destruction/construction systems.   
The second factor is to conside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should not be limited within technologies’ capacity. As firms 
engage i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y should also ruminate over the business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instance, as firms integrate product, systems and services, they should also 
contemplate the shaping of business models. When firms integrate similar technologies from 
disparate industries, they should also envisage business scope and scale. Moreover, when 
firms integrate a spectrum of products, they should also anticipate a complete value chain. If 
firms integrat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ithout forestalling their business implica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develop the full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Secondly, our research may also contribution to open innovation research. This literature 
advocates a proactive arrangement of resource flows so as to achieve open innovation 
(Chesbrough, 2003; Chesbrough, Vanhaverbeke, & West, 2006). Nonetheless, thus far we still 
know little about how to navigate the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ource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ree principles that explain the underlying logics of forming 
technology platforms. These principles help us understand how to manage the flow of 
technologies (as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innovation. 
Practical Contribution 
Although this case describes an international firm’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practices, it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SME (Small-and-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Most SME may not 
invest in technologies lavishly like Stanley. But they could establish alliances and learn from 
the integration principle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Below suggests three key practices for 
SME to consider open innovation, with a focus 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irst, matching products to create systems, and enlarging systems to create services. This 
practice stresses gradual expansion of an enterprise’s business model. Mechanical doors 
(hardware) could match with microchip cards (software) and create access management 
systems. By bringing in 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s (information systems), access 
management becomes security systems, which further develops into total protection services. 
By integrating products, systems and services, SME could broaden their visions and build 
hybrid business models. 
Second, experimenting with complementary alignment to expand scale and scope. This 
practice suggests a trial-and-error process to investigate technology harmonization. By 
knowing what is misaligned, SME would better associate technologies in new ways. For 
instance, in forming Engineering Fastening Platform, Stanley found that interior fa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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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not match with exterior fastening, and the criteria depend on whether fastening 
technology is used in engineering contexts. This shortens Stanley’s learning curve in finding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is experience, Stanley realized that hard fastening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omain) complements better to soft fastening (in electronic 
engineering domain). SME could enable complementary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extend scope 
and scale of its business. 
Third, accomplishing the missing parts in a value chain. Every business has a unique value 
chain, whether firms recognize it or not. By evaluating the value chain from a holistic view, 
SME could fulfill the value chai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example, Stanley’s 
products occupy the frontend (construction) and backend (destruction) of the value chain. By 
inserting the missing part in the middle, transmission (i.e. pipeline engineering), Stanley 
completes a supply chain for its infrastructure business, which enables its venture into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ependently. Integration could be achieved by 
fulfilling a value chain so a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business model. 
Practically, SME should consider an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capability and business logics 
in order to create synergies from innovation. SME may generalize these practices to all kind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consider technology as merely one type of resources in initiating 
open innovation. These three practices provide useful guidelines to integrate technologies by 
means of expansion, complementarity and fulfilment. 
Limit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Our finding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andem with their limitations. From these limitations, 
we could also anticipat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There are three key issues.  
First, due to practical reasons, we were unable to conduct extensive interviews with Stanley’s 
executives worldwide. Hence, our data were consolidated from key executives, experienced 
consultants and industry seminars. Although the authenticity of data might be compromised, 
we tried to stay focused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in the selected platforms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richnes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this way, data authenticity could be 
enhanc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we still know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how technology adapts 
i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Future studies could analyse technology adaption at each stage.  
Second, the issue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s still under-explored and worth on-going 
investigation. Current studies examine largely the administrative side of technology 
acquisition process. But they rarely consider how to deal with the acquired technologies. 
Stanley’s cases illustrate different patterns of integration as technologies are combined. 
Future studies could explore more of such technology platforms so as to explain their 
underlying logics. Alternatively, future research might trace how these platforms evolve into 
more complete functions and mature structures. In short, we could select more effective 
technology acquisition cases (e.g. explore more of Stanley’s technology platforms or examine 
other firms that conduct experienced acquisition) and examine platform formations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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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ppreciate various integration principles. 
Third, this study could extend open innovation research, which advocates steering the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innovation. Stanley’s cases demonstrate practices of 
flow navigation. Future studies could examine more resource flows to appreciate how 
technologies may be integrated differently and observe how certain types of synergy may 
appear in each innovation. 
In conclusion, our article suggests that integration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ching synergy of 
open innovation. To integrate technologies of heterogeneous properties, our research 
indicates three possible strategies: business model hybridization, business scope/scale 
expansion, and value chain fulfilment. However, our lessons learned should go beyond 
Stanley’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practices. Stanley’s case reminds us to recognize tha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should not proceed without business logics. Although the selected 
cases describe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recombination, the success in fact lies in Stanley’s 
business sense. Technologies are integrated not merely for building a superior platform, but 
also to realize a strategic intent. If firms would like to create synergy from technology 
acquisition, putting all energies in building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would be a misleading 
lesson.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se platforms’ formation are more important to substantiate 
open innovation, and they consist of valuable (and expensive) experience offered by Stanley. 
Eventually, effective technology acquisition requires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city and business sensibility. The fusion of both creates synergy for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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