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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過去研究對於不同產業進入時機是否
影響廠商營運績效，多從進入順序先後所
產生之「先發者優勢」或「後進者優勢」
觀點來說明進入時機優勢。本研究主要參
照組織生態學觀點，認為對於一群相似廠
商(物種)而言，最佳存活時機即是資源豐富
且競食者少之期間，亦即當共生者越多使
得互補性資源不斷產生，則廠商即使未必
努力奮起亦能生存，此時該廠商出生率高
而死亡率降低，因而廠商所發展價值鏈上
下游之共生關係使得跨入上下游廠商數目
越多，越有利於其取得關鍵資源及互補性
因素，此一時期廠商進入之成功率必然增
加；然而，當競食者眾多且企業資源與互
補性因素可獲得性降低時，產業環境勢必
不利於新廠商進入市場。
本研究認為當互補廠商增多使得供應
來源無虞，同時市場需求增加或規模或策
略定位相似之競食者減少所形成之「個別
因素有利期間」將彙整組合成「產業有利
期間」，當廠商於需求強勁、供應無缺，
並且相同定位之競食者少之產業有利期間
進入則可相較於其他時期進入之廠商掌握
更多競爭優勢，此即廠商所擁有之時機優
勢；其次，影響產業有利期間之個別因素
則可分為互補因素(與廠商之價值單元呈
互補者)與競食因素(與廠商之價值單元呈
互相競爭者)等兩類。
本研究採取質性專家訪談與產業歷史資料
分析方式，選取半導體（DRAM）產業、
人壽保險業以及量販業進行深入回顧式個
案研究，以期對進入時機議題提出重要研
究命題。本研究針對三個產業回顧歸納出
七個命題，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個別因素有
利程度呈現階段性或週期性起伏而富有時
機意涵，同時產業有利期間乃是個別因素
有利情形之組合，不同互補與競食因素之
起伏也造成產業有利期間之起伏；再者，

廠商如果在產業有利期間採取行動進入
(如：投入重大資源承諾)則可享有時機優
勢，廠商還必須在產業有利期間到達前，
促使所有必要條件與能力均已達可用水
準，方可享有時機優勢，而且在產業有利
期間到來之前的準備期間內，及早或適時
採取培養條件或能力之廠商較能有效利用
時機優勢；最後，在產業有利期間進入並
且擁有遞延效果之價值單元的廠商，將更
能享有持久性時機優勢。
綜上所述，判定產業有利期間需要分
析所有互補與競食因素之起伏變化，而廠
商必須於有利期間來臨之前預作各項準備
工作，方能於有利時機來臨時即刻投入產
業中，並享有較長之有利期間，充分利用
時機優勢，同時廠商應於有利期間努力培
養或積極獲取極具正向遞延效果之價值單
元，進而享有長期之時機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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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Previous studies adopt the ideas of
different entry orders which are called “The
first mover advantage” or “The late entrant
advantage” to explain the sources of firm’s
different performance.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a firm can get its entry advantage
depends on whether it enters the market at a
time during a beneficial period of the focal
industry.
This study initiates a new concept of
“beneficial time period of the industry”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 which
means that as the industry evolves, there
exists some periods that are abundant of

而截至目前為止，研究此一產業進入時機
之相關文獻實證所得結果仍不甚一致，且
由實證數據的結果亦無法說明在何種環
境條件下該採何種進入時機以獲得最大
的績效(Nakata & Sivakumar, 1997)，故對
於廠商的實務涵義不高，有必要深入探究
在什麼樣的環境條件配合下，決定適當的
進入時機；或在某一進入時點下，廠商應
採取的策略重心為何。特別是在高度不確
定性之下的新興產業或市場中，最佳時機
的掌握是策略分析的結果，也是致勝關鍵
之一(司徒達賢，民 84)。

resources and lack of rivalry. An entrant will
survive easily or acquire valuable resource
cheaply during the period which is defined as
“timing advantage” in this study. But a firm
has to be well prepared to catch the “good
timing”, so the resource base matters.
There are some key factors that combines the
industry’s favorable period .Each factor has
its own lifecycle during the industry’s
evolution, such factor includes resources and
complementary populations. We need to
inspect individual factor’s lifecycle to predict
the favorable period of an industry.
In sum,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good
timing is not necessarily at the early stage of
an industry. By the historical method and
case study, it shows that the good timing
exists in some time period of the industry
lifecycle. And when a firm enters the market
(commits resources) during the favorable
period, it will enjoy the “timing advantage”
and performs better than other firms that do
not enter during the favorable period.

故若單純從先發者、後進者，亦或者
是追隨者(中期進入)的角度來分別觀察此
一進入時機的問題似乎太過狹隘，因為這
牽涉到廠商資源與當時產業內所需關鍵
成功因素之間配合的問題，以「時機優勢」
一詞似乎較能符合實際的情形。事實上個
別廠商的成功，取決於其本身資源能力的
發揮是否能與產業內關鍵成功要素(Key
Success Factor)相配合，以先佔者優勢為
例，其優勢之產生主要是由於市場環境產
生變動或是有不對稱之情況產生時，容易
帶給最先採取行動之廠商在市場上有主
導之機會，如果某一廠商擁有特殊資源
(Unique Resources)，而在市場持有較高的
獲利率或是較大的市場佔有率(Lieberman
& Montgomery, 1988)。故「早期進入」並
非先發者優勢的來源，而在於先佔者是否
能擁有產業早(發展)期時成功所需要的資
源或能力。此外，由於各產業內個別要素
之有利情形會隨時間經過而產生週期性
變化，故需視公司進入時該產業時個別要
素有利狀況，以及對重要個別因素所組合
之產業有利期間的掌握狀況，才能獲得成
功(司徒達賢，民 90)。

Keywords: Timing advantage, Industrial
beneficial period, Complementary
factor, Competition factor,
Organizational ecology.
二、前言與研究目的
在技術變動快速的環境下，由於產品
生命週期的縮短，新興產業(emerging
industries)不斷地出現，故對公司而言，如
何發展出成功進入這些新興產業的相關
策略議題就顯得相當地重要(Schoenecker
& Cooper, 1998)，其中又進入時機此一議
題受到最多的重視(Huff & Robinson,
1994;Robinson & Fornell, 1985)。在過往對
此一進入時機的研究往往一分為二，以所
謂先發者(first-mover)或後進者(latentmover)的角度來觀察(Lambkin, 1988)，然
1

事實上，依循組織生態理論之觀點，
後進者也是另一種策略配適下的結果，使
得進入得「早」不如進入得「巧」（洪明
1

洲，民 86），進入策略應與產業中各種互
補與競食因素變化趨勢達到配適，這也可
以說明不同產業中個別因素對於時機優
勢之影響效果。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此一
「時機配適」概念--特定產業中互補與競
食因素所彙整成整體產業有利期間與廠
商對本身資源與能力準備以及完成時機
之配合，來嘗試說明外在產業個別因素變
化與整體有利情形起伏對廠商進入特定
產業所能掌握時機優勢之關聯性。現階段
產業生命週期縮短，整體技術及產品更新
速度加快，使得各廠商都必須考慮到進入
新產業所須面臨互補與替代因素變化之
時機問題，以免錯失成功良機，也更凸顯
此一研究問題之重要性。
三、文獻探討

過去探討先發者優勢之文獻大多依
循「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 view)
來加以解釋，認為早期進入者多利用自身
的資源與能力贏得進入先機，故得以善加
利用其資源才能獲得資源優勢(Lieberman
& Montgomery, 1998)。Mitchell (1989)就主
張，廠商的資源條件和進入時機及往後績
效密不可分，但後期學者多認為，資源基
礎論學者的說法陳義過高，缺乏實質的驗
證基礎。以上介紹雖然是根據傳統文獻以
「先發」和「後發」的二分法來探討進入
時機和產業環境及廠商能力之間的配適
問題，然而正如本文所提及，這種二分法
並不十分恰當，故行銷文獻近來發展出以
產品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進入(Shankar et
al., 1999)之觀點來研究進入不同時機的問
題(Lambkin & Day, 1989)之。其最重要的
貢獻在於認知到：不同的產品生命週期階
段，產業市場內部的特徵也會有所改變，
所以在不同的進入時機，廠商應配合不同
外在環境因素之變化，以作出最有利的策
略配適(Shankar et al, 1999)。這與本文的
觀點相當接近，也可以證明本文研究此一
「時機優勢」問題符合整體學術研究之趨
勢。而事實上，不僅產品，產業中的各活
動及價值單元：如土地、行銷以及研發(司
徒達賢，民 90)之有利期間有起伏變化，
外在環境之互補與競食因素也會產生週
期性變化，使得企業所能掌握之時機優勢
亦會隨著時間而更動。

過去有關企業進入時機對於經營績
效影響之研究結果大致認為先進入者之
經營績效較後進入者為佳，因為先進入者
可享有口碑效應(word of mouth effects)以
建立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知名度，並獲得
顧客認同與信賴(Lilien & Yoon,1990)，先
進入者也因較容易佔有消費者心理認知
空間，形成穩定消費者偏好，進而造成後
進跟隨者的進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
(Bain,1956)，故先進入者具有上述優勢，
而能有較佳的績效表現(Biggadik,1976;
Robinson & Fornell, 1986; Lambakin,1988;
Lieberman & Montogomery,1988; Pan &
Chi,1999; Laura & Luthans,2001)。另外，
部分學者認為後進入者可享有先進入者
對整體環境初始投資的搭便車效應(free
rider effects)、避免技術世代交替時的風險
等，使得先進入者反而陷於競爭劣勢之中
(Aaker & Day,1986；Baldwin & Childs,
1969；Fudenberg & Tirole,1985；Ghemawat
& Spence,1985；Guasch & Weiss,1980；
Liebermen,1987；Mansfield, 1981)，故後
進入者亦可享有競爭優勢而創造較佳的
績效。
2

以往之討論多重視個別單一產業因
素之探討，因此很難將整體產業的特徵表
明出來。這是因為，其焦點放在個別組織
的行動上，但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因為
任一處理環境問題的策略之成敗是要看
系統中其他相似(或非相似)組織的策略而
定，故將研究層次放在族群(population
level)會較有成果。從此一個角度出發，所
謂「廠商(組織)與環境變遷(產業生態之演
變)之間的配合」，其實與 70 年代開始由
2

Aldrich(1979)、Campbell(1969)、Hannan &
Freeman(1977, 1984, 1989)等學者所提倡
的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 Ecology)中
所謂，「環境會隨時間而演化，因此產生
選擇(selection)的不同標準，為因應此一標
準的變動，組織必須經由適應性的行為
(adaptation)來達成和環境配適的行為與結
構(Campbell, 1969)」之觀念是相當吻合
的。組織生態學原本的目的集在於探討組
織型態的多樣性(Hannan & Freeman,
1977)，及不同時點組織與產業的演化過程
(Aldrich, 1999)，因此它對整體產業的變遷
及改變多以整體系統的觀點出發，詳述物
種間的互動與生態環境變化間之關聯性
(Hannan & Freeman, 1989)。

從彼此數量之消長或同步增減來加以說
明。假設以兩個物種之數量為兩軸，則物
種數量消長關係可對應出至少三種聯動關
係：一、如果兩個物種之反應曲線均為負
斜率，則表示彼此處於「競食」狀態；二、
如果兩個物種之反應曲線均為正斜率，則
表示彼此處於「共生」狀態；三、「掠食
─被殺」之關係，較不會發生在經濟層次，
故在此不于討論(Hirshleifer, 1977)。所謂
「競食」代表「相互激烈競爭現象」，競
爭起於爭奪資源，故具有相似競爭利基特
質之物種彼此競爭程度十分激烈，故物種
會採取利用資源、降低競爭(著重在利用資
源而忽視競爭者的存在)及干擾對手競爭
（以傷害競爭者來取得資源）等策略來限
制競爭行為；而共生則代表雙方在某種程
度的依存關係，也就是兩者會有集體行為
的產生，所以彼此會相互聯合以抗拒環境
之改變，故當共生者越多，個體本身的生
存就更為有利(Hannan & Freeman, 1977)。

組織生態學是以演化理論與「群體生
態」的觀點，分析組織的生存、死亡，以
及組織問的互動關係，試圖以長期資料解
釋組織與產業的變遷來為探討組織形式的
差異與多元。群體必須與生態環境中其他
團體共同演化，共同演化使得整個生態系
統呈現多重均衡(Hawley , 1968；Meyer and
Scott, 1983)。產業演化過程中由於出現「變
異(Variation)-選擇(Selection)-保留
(Retention)-適應(Adaptation)」的產業與組
織演化過程(Aldrich, 1979；Campbell,
1969)，組織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必須不斷調
整，以配合產業的不斷變遷。這是因為在
組織生態演化觀點中，組織行動是為了對
抗環境壓力以降低敗亡，故在面對競爭和
失敗風險時，策略行為在於適應環境的壓
力。不難發現，組織生態學中所重視「出
生率」及「死亡率」等概念，雖是解釋組
織的繁衍，如新公司的設立，但廠商進入
新市場其實也代表另一種「出生」的概念，
故以下將進一步解釋組織生態對「組織個
體之出生與死亡」之解釋為何。

因此從產業生態觀點出發，當競食相
同資源之廠商者越多，則此一時機對於該
廠商(物種)就十分不利，此時產業內的死
亡率高、出生率低，不適合繁衍(進入市
場)；反之若某一時段，當共生的廠商愈
多，其互動結果下會使得許多對個體生存
有助益之互補性的資源不斷產生，因此個
體的生存即使缺乏本身的努力仍相當容
易，此時該物種之出生率高而死亡率降
低。故簡言之，競食個體多時，個體組織
之資源可得性明顯降低，將不利進入；而
共生個體多時，個體組織之資源可得性明
顯增加，互補性資源增加，此時物種(產業)
之承載能力增加，廠商此時進入將會獲得
許多利基(niche)生存空間(Hannan &
Freeman, 1989)。進一步來說，物種(產業)
的變遷過程中，由於許多資源可得性的不
斷變動，因此對於不同產業會產生有利於
生存之期間轉換，而其變動的主要原因包
括 1.自然的不可抗因素 2.廠商的互動關係

組織生態觀點對於物種間(位於不同
產業別或價值鍊之廠商間)關係之解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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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競食與共生)。所以由於環境中的資源
會產生變動，也就是許多個別產業所需之
關鍵成功因素之供給與需求會不斷變化，
因此也就造成不同時點，不同產業(物種)
的盛衰。

化或質化的研究，目前學術界並無定論，
然而過去的實證結果，對於數據資料背後
連結性卻未能提出良好解釋，故首先提出
先佔者優勢的 Lieberman and Montgomary
(1998)也曾提及，若要對進入順序相關議題
有更深一步的認識，深入而詳細的產業個
案調查是較為適合的(pp. 1121)。故本研究
將採用「文獻回顧法」與「個案研究法」
進行研究，且採行所謂「複個案設計」
(Multiple-case design)，亦即同時針對多個
個案予以描述、分析與比較，這主要是考
慮到其在理論建構上所具備的較健全程序
(Yin, 1994)。而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
和「文獻回顧法」的另一項原因在於，本
研究在於跳脫以往的文獻，發展出適合的

進一步衍生之，其實即使在同一產業
(物種)之不同定位廠商也可以視為是個
別的次物種，其競爭資源的強度也是很激
烈的(Hirshleifer, 1977)，這些廠商間若是
欲獲取的利基空間相似，所欲奪取的資源
也會相似，此時若是資源的可得性或產業
的整體承載能力被自然性因素所限制，則
進入的廠商勢必會經歷嚴格的競爭，因為
競食的效果較強；反之，若彼此的利基空
間不同，定位不同，所須之重要關鍵資源

進入時機配適觀點，故仍屬探索性階段，
問題的自變數與因變數及衡量方法，均有
待確定，故採取個案研究法進行研究。個
案研究採深入訪談、長時間參與觀察，比
較可以深入了解進入時機之相關配適的議
題，洞察研究問題的相關變數(Yin, 1994)。

不同，則會相安無事，此時進入市場之成
敗與自然性因素之關聯性較大。甚至於若
彼此發展出價值鍊上下游之共生關係，則
進入數目越多越有利於關鍵資源及互補
性因素的取得，廠商的進入成功機率增加
(出生率增加)。
四、研究對象及方法
本研究之訪問對象包括產業專家及廠
商，茲詳述如下。由於本研究牽涉到績效
的相關議題，故無法針對目前的新興產業
作出立即性的研究，故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將利用回顧的訪談方式，對目前在產業中
的成功廠商作出訪問，了解其當初的進入
時機相關配適問題，以了解其績效的來源
是否來自於當時進入時機所產生的優勢。
本研究共挑選 3 個產業(半導體 DRAM 產
業、人壽保險業及量販業)作為主要的訪問
對象，並各挑選 2 家以上主要廠商。不過
在進行廠商訪問前，先與對樣本產業十分
熟悉的學術界及實務界產業相關專家進行
訪談，以求先行歸納出產業內的重要價值
單元及其優勢生命週期的演變，以便進行
往後的研究。

五、重要名詞定義
有鑑於本研究乃為一探索性取向之研
究，因而有必要對於重要名詞給予明確定
義，以利後續產業案例與研究命題說明。
以下乃針對各個重要名詞定義分述如下：
(1)產業的有利期間：是指需求強勁、供應
無缺、並且相同定位之競食者少，此一期
間可持續到需求飽和、供應出現瓶頸、競
食者大幅增加為止；(2) 產業個別因素有利
期間：包括互補因素與競食因素，前者是
指與廠商之價值單元呈互補者，其中可分
為生存資源與共生族群；後者是指與廠商
之價值單元呈互相競爭者，或定位相同
者。所謂個別因素有利期間是指某一期間
內互補廠商越多、供應來源越多、市場需
求越多，或是競食者越少、規模或策略定
位相似者越少，則表示該期間該要素越有
利；(3)時機優勢：是指在其他條件一致下，

關於進入時機的相關研究，該採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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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因進入時間落在產業的有利期間而使
之相對於其他時期進入之廠商擁有的競爭
優勢；(4)行動時機：是指投入第一筆重大
且不可回復性之資源承諾(Commitment)之
時間點；本研究採用行動時機觀點比進入
時機更有意義，因為成立公司未必有重大
行動，而且現有公司之多角化亦與成立時
間之關係不大；培養條件或能力之行動：
是指配合較長之準備期間，開始小量投入
資源以培養條件或能力之資源承諾；(5)準
備期間：是指培養策略上所需之條件或能
力至可用階段之時間；(6)準備完成：是指
策略上所需之條件或能力準備工作完成，
可以有效運用之狀態，而準備期間之完成
即謂之準備完成(Ready)。

商決心跨入半導體產業耕耘奮鬥且建構先
進廠房設備(如：12 吋晶圓廠)之後，則取
得先進 DRAM「製程技術」之重要性將逐
漸提高，此時廠商是否能即時至國外技術
授權母廠學習與移轉尖端製程，將會影響
到後續產品良率改善與量產出貨時程；再
者，當 DRAM 廠商成功移轉先進製程技術
至國內晶圓廠之後，則「量產管理能力」
之重要性亦逐漸提高，因而高效率量產管
理之廠商較有能力善用先進半導體廠房設
備，迅速降低單位製造成本以發揮低價競
爭優勢；最後，當大多數廠商皆能量產出
貨而導致市場供過於求時，擁有「全球佈
局能力」之 DRAM 大廠則較有能力提供下
游廠商(如：大型系統廠商 HP 或 IBM)良好
品質與銷售服務，故掌握全球行銷與佈局
能力的廠商將可提高產品供貨服務效能，
進而獲取市場上競爭對手難以超越之競爭
優勢(蔡俊鵬，民 88)。

五、產業特性
(一)、DRAM 產業
DRAM 屬於大宗產品(commodity)，不
同廠商所生產 DRAM 顆粒產品差異性不
大，使得廠商必須加速製程技術的提昇，
以期生產 IC 顆粒單位成本下降速度較國際
DRAM 市場價格下降速度來得快，同時
DRAM 產品生命週期變化迅速。故在追求
低成本與生產效率優勢之趨勢下，DRAM
製程技術演進相當快速，也促使不同世代
產品替換時程逐漸縮短，擁有研發與製程
技術優勢的寡占國際大廠(如：三星、美光)
具有主導市場產品供需和價格的力量，並
可在市場早期導入階段即跨入新世代產品
市場以獲取較高利潤，台灣 DRAM 廠商主
要扮演國外大廠外包合作代工廠之分工角
色，故半導體產業進入與退出障礙極高之
特性，在半導體景氣循環週期中，台灣廠
商必須慎選在景氣波段趨近谷底階段進入
DRAM 產業，方能在產業景氣復甦時，發
揮量產優勢以獲取利潤(曾瑜玉，民 92)。

歸納台灣 DRAM 廠商之演進歷程可
知：台灣四大 DRAM 廠商（華邦、茂矽、
南亞、力晶）皆先後於 1995 年或 1996 年
跨入 DRAM 市場，此一時機進入市場主要
考量即與半導體景氣循環週期息息相關，
進入 DRAM 產業初期皆以建立六吋到八吋
晶圓廠為主，其中力晶與南亞較早設廠完
成量產，而茂德與華邦則較晚設廠完成量
產，在以八吋晶圓廠為 DRAM 生產主體時
期，所有廠商皆致力於移轉更先進製程技
術，以期發揮量產之成本優勢，所移轉之
先進技術由早期 0.35 微米、0.25 微米、0.18
微米、0.15 微米，及至目前以 0.13 微米或
0.11 微米為主之製程進步，也帶動十二吋
晶圓廠投資建廠之必然趨勢(尤其 0.15 微
米製程以下必須轉以十二吋廠來生產)。
(二)、人壽保險業
我國人壽保險業的發展過程和政府管制法
規的實施與開放有很大的關聯性，故壽險
業發展過程與政府政策息息相關；壽險業

至於在各階段之重要價值單元部分，
廠商初始跨入 DRAM 產業首重「高度事業
企圖心(意願)」與「財務投資能力」，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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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單元可分為：人員訓練、再保、資
產管理、特許執照、資訊系統、產品設計
及精算、業務人員、通路、品牌、服務等(司
徒達賢，民 90)。以下將針對產業階段中各
價值單元有利程度演變來說明之：
第一階段(民 51-民 60)中「特許執照」
為最重要之價值單元，任何早期進入的廠
商，只要獲取此一特許執照，便能在市場
中獲得壟斷利益，國泰、新光等早期進入
者就是由於獲得此項重要價值單元，便持
續在市場中保持優勢。這種特殊性的管制
措施，對早期進入的廠商而言其實就是一
種「來的巧」或是「命好」的時機優勢。
在民國 51 年時政府開放執照到限制市場開
放的時間點只有相隔不到八個月，自此到
民國七十六年開放美商進入本國市場的二
十五年間，國泰及新光等早期進入的人壽
公司在缺乏競爭的前提下持續成長。因
此，讓國泰人壽之所以能獲得此一績效的
關鍵點在於「市場執照的限令」恰巧出現
在其成立之後，而非其進入的時機較早。

壽險公司積極利用其教育訓練制度吸引保
戶及業務人員的加盟，所有服務人員具有
相當的專業知識，在售後服務直接面對客
戶時提供專業、快速的高素質服務，因此
「教育訓練」及「服務」實為本階段之公
司成功與否重要性急速增加的價值單元。
第四階段(民 83-民 88)及第五階段(民
88 以後)中發現，產品設計精算及資產管理
的能力隨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日漸重要。以
產品設計精算為例，早期台灣的保險業受
到政府的監督與限制，保險商品相同性
高。但隨社會環境改變、金融自由化、國
際化的政策及保險市場放影響，保險業者
必須針對消費者設計各種保險產品以配合
其需求。至於資產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增加
則與財務投資市場開放及市場投資報酬利
率下降等動因相關，因此也同樣說明了廠
商配適時機優勢的情況。
(三)、量販業

自民國 78 年豐群集團引進荷商萬客
隆，同一年底統一與法商家樂福合作，兩
第二階段(民 61-民 75)市場管制仍存
家國際知名量販業者同時進入台灣市場以
在，然而此時適逢經濟快速成長，利率攀
來，引爆台灣物流革命，此種新零售業態
升，能大量擴展保單的「業務人員」之價
縮短零售通路，以低廉的價格、齊全而眾
值性遽然增高，這一股「業務員大量招募」
多的品項造成旋風，提供顧客一次購足的
的趨勢雖仍隨第三階段中的國內經濟持續
方便。量販業發展受環境影響頗大，如家
成長而保持不墜。國泰成功案例則說明了
庭生活型態、交通狀況、國民所得等，其
本研究所強調個別因素有利期間所顯現之
中又以法令限制與修改影響量販業發展最
時機優勢。
大，早期由於工業區不得經營銷售，商業
第三階段(民 76-民 82)政府開放保險市 區住宅區不得經營加工倉儲，使得業者面
場後，這些新進的保險公司擁有專業人才 臨無處可去窘境；在萬客隆公司挑戰台灣
及對教育訓練的重視，且將「保戶服務」 土地分區使用法規的不合理，並歷經斷
觀念引入，洞察消費者需求，並以實際的 電、罰款乃至關店事件之後，政府終於在
教育訓練工作培養專業人員，以求保戶服 83 年 6 月通過「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暨工
務工作的落實。由於開放美商保險公司來 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使量販業
台設立之前，本土舊保險公司尚不重視， 就地合法。雖然有上述法規可遵循，終使
且消費者也還不注重此一觀念，保險市場 量販業的土地使用規則明確化，但其中牽
處於少數幾家公司獨佔的封閉狀態，此時 涉捐地、建蔽率、環評以及土地變更等事
標榜高品質「教育訓練」業務人員的外商 宜，須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周折良久，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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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期間進入產業之廠商便可容易存活下
來；有鑑於諸多競食與互補因素會呈現動
態消長之變化趨勢，綜合結果未必會呈現
最佳點，但能呈現相對有利之期間，而且
互補與競食因素相當多，其組合亦有權重
問題，因而部分因素具有關鍵影響力，其
有利期間幾乎等同於產業之有利期間。以

者在土地使用上仍是遊走法律邊緣。
而量販業的重要價值單元與策略資產
又可分為「市場調查與商圈評估」、「商
品採購」、「供應商配合系統」、「人力
資源」、「存貨管理 POS 系統」、「商品
陳列與賣場氣氛」、「退貨處理與售後服
務」、「資訊蒐集與運用能力」等。產業
發展早期重視有形的競爭優勢包括優惠的
價格，賣場的動線等，隨著競爭的白熱化，
上述的競爭點已是必要條件，業者必須從
無形的競爭優勢下手，如售後服務，購買
環境等(彭杏珠,民 88)。 而未來趨勢為有概
念的購物中心，且由價值導向轉為重視愉
悅性及服務的消費文化。塑造差異性，提
昇休閒與娛樂功能，引進各種專櫃滿足各

人壽業為例，民國 60 到 68 年與民國 75 到
87 年間產業中競爭者相對較少，市場需求
相對較高，與產業互補的外在因素如政府
法令，人才市場供給，消費者市場需求(所
得水準)、保險接受度、利率水準、金融市
場成熟度等因素之有利程度較高。

命題三：在產業之有利期間採取行動進入
（投入重大資源承諾）之廠商，享有時機
之優勢。由於廠商採取行動進入時必須考

種日常服務性消費，走分眾市場釐清定
位，賣場規劃朝專業經營(如生鮮食品)，提
高服務品質，擴大賣場以複合式經營。

量到部分重大資源承諾存在著前置時間
(lead time)問題，使得廠商若在產業發展有
利期間到來之前過早投入重大資源承諾，
則無法享有時機之優勢；在產業發展有利
期間過去之後才投入重大資源承諾者，亦
無法享有時機之優勢，量販業中 Tesco 太
晚進入台灣市場以及民國 83 年之後才投入
人壽保險之業者皆為例證。

六、命題推導與結論
彙 整 以 上 三個產業之回顧式個案探
討，本研究可得七個命題如下：

命題一：產業個別因素的有利情況各有起
伏變化。個別因素有利情況之起伏變化可
以曲線來表現之，當曲線尚未上升時表示
有利期間未到，當曲線呈成長趨勢時則表
示該因素之有利期間已到，至於曲線呈現
消退趨勢時則表示該因素有利期間已過；
有鑑於個別因素有利程度會呈現階段性或
週期性起伏，時機優勢也更富有意義。
DRAM 產業與技術母廠之上下游互補關
係、資金有利程度變化、人壽業執照因素，
以及量販業之土地因素皆為例證。

命題四：在產業之有利期間到達前，企業
之所有必要的條件與能力均已達可用水準
者，可以享有時機之優勢。 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 亦 強 調 擁 有 內 部 能 力
（proficiency）才能掌握環境機會，人壽業
中南山人壽與安泰人壽之成功即是在國內
人壽產業有利期間到達之前，便已具備重
要必備條件與能力，而能有效掌握人壽產
業時機優勢；同樣地，量販業之家樂福亦
是另一佐證範例。

命題二：產業之有利期間是個別因素有利
情況之組合，互補因素與競食因素之起伏
造成產業有利期間的起伏。由於廠商存活

命題五：在產業有利期間到來之前的準備
期間，及早（適時）採取培養條件或能力
之行動者，較能利用時機之優勢。由於廠

必需仰賴諸多資源，諸多個別要素變化情
況匯集組合成產業總體變化趨勢，使得個
別因素於產業歷程所呈現有利程度之綜合
變化結果便形成此一產業之有利期間，在
7

商即使在有利期間投入產業中，但仍尚需
具備各項條件或能力，然而諸多條件或能
力需要時間培養，因此及早投入才可在有
7

利期間完成準備(Ready)，越需要長期培養
的條件或能力，則準備期間也就越長。以
DRAM 產業為例，國內 DRAM 廠商從國外
技術母廠移轉先進製程後，還必須嘗試摸
索提高新製程技術良率，方能有效發揮本
身量產能力，因此 DRAM 廠商必須在產業
景氣復甦前及時培養採用新製程技術之量
產能力，方能掌握景氣復甦之時機優勢；
另外，家樂福利用出進入階段摸索台灣市
場的消費習性，找出最適合營運模式，等
待市場大幅成長時機到來，以及美商 AIG
集團入主南山人壽之後努力培養人才，直
到 76 年正式進入台灣市場時，該項條件皆
已成熟而能大舉開拓市場，亦為例證。

間就是跨入產業最佳期間。正因產業有利
期間有所不同使得該產業內廠商所面臨之
互補與競食因素特性也會隨時間演進而產
生起伏變化，同時各個廠商也會因為本身
策略定位與資源秉賦之不同，而形成對產
業有利期間之認知有所差異。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之重要管理意
涵有下列三點：一、由於產業有利期間之
判斷需要分析所有互補與競食因素的起伏
變化，因此廠商必須經常偵測搜尋重要個
別因素之演變訊息，方能較其他競爭廠商
更精準掌握產業有利期間之變化趨勢；
二、廠商必須於產業有利期間來臨之前即
必須預作各項準備，才能在時機一到立刻
投入，並享有最長之產業有利期間，充分
利用時機優勢；三、廠商必須在有利期間
努力培養或積極取得具有正面遞延效果之
價值單元，方能享有長期之時機優勢；若
產業前景面臨極大不確定時，則寧可保有
策略彈性，以避免錯誤投入之移轉障礙而
減損時機優勢。

命題六：在產業有利期間進入並擁有遞延
效果之價值單元的廠商，更能享有持久時
機優勢。在產業有利期間進入所獲取的因
素若對後續期間有利(有遞延效果)，則廠商
能享有較長期之先進優勢，否則只有短期
有效；再者，這些因素又分為進入時所取
得者(如：執照，土地)以及進入後趁有利期
間培養者(如：品牌知名度)，然而即使在產
業有利期間進入，若取得之價值單元有負
面遞延效果(加上資源移轉障礙)，則只有短
暫之時機優勢；量販業中萬客隆即是僅掌
握短暫時機優勢之佐證案例。

八、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依循組織生態觀點來探討「個
別因素有利期間」及其所組成「產業有利
期間」與廠商時機優勢以及績效表現之關
聯性，經由 DRAM、人壽保險以及量販業
命題七：享有時機優勢的廠商進入後績效 之回顧式個案探討結果所歸納出七個命
較佳。由 DRAM 產業、人壽業以及量販業 題，說明時機優勢不僅要考量於有利期間
之案例中皆可發現如果廠商能夠於產業有 進入產業之配適問題，還需注意廠商投入
利期間進入而有效掌握時機優勢之廠商 重大資源承諾以及準備期間對於掌握時機
(如：南亞科技、茂德科技、國泰人壽、南 優勢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主張廠商進入
山人壽、家樂福、大潤發等)，其績效表現 特定產業先後順序對於最終績效並無明顯
皆較其他產業內競爭廠商之績效表現來得 影響，營運績效應視不同產業環境有利期
佳。
間變化趨勢，以及廠商在適當時機進行資
七、結論
源承諾或完成準備工作之間相互配適結果
本研究所主張之「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而定，方能有效解釋廠商時機優勢與績效
可由三個產業案例對於研究命題之支持來 表現，此一觀點應對於目前學術主流專注
說明「廠商在產業有利期間進入即是巧」， 於探討「進入時機先後」觀點多所啟迪，
因此本研究認為最一般化之狀況：需求強 並可發展成更精湛之理論見解。
勁、供應無缺、相同定位之競食者少的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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