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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有關企業成長的討論，文獻上有兩個缺口：(1)配適對績效存在不一致

的關係；(2)不同配適類型間是否存在不協調的關係(incompatible)(例如：替

代關係) 。透過三個階段的分析，本計畫探討企業如何追求配適、企業在不

同成長階段分別追求何種配適類型、不同類型的配適是否存在互補與替代關

係，以及分析方法對於配適與績效關係的影響，期望增加對這兩個文獻上缺

口的瞭解。 

關鍵詞：策略配適、企業成長 

 

Abstract 

        F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strategy  research  regarding  firm  growth. 

Although there are findings  in contingency studies, some key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such as:  Is external  fit more  significant  than  internal  fit or  is  the 

later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form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ts substitutive or complementar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t and performance? Drawing on  the  results of a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fit and how fit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Keywords: Strategic fit, firm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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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綜觀這幾十年來的管理文獻可以發現少有一個論點可以像權變觀點一樣，被

廣泛的應用於許多領域，包含策略管理(e.g., Venkatraman and Camillus, 1984; Zott 

and Amit, 2008)與組織結構的設計(e.g., Chandler, 1962; Hamilton and Shergill, 1998)

等。所謂權變觀點指的是『組織效能決定於組織的特徵與組織所處的情境是否配

適(fit)，當兩者配適時則組織會產生較佳的績效』(Donaldson, 2001)，因此權變的

主張即是依據不同的情境選擇不同的作法，而且彼此愈配適，績效愈好。然而這

樣的主張隨著實證研究的進行不斷的受到質疑，因為實證上配適對績效影響一直

沒有一個一致性的定論(mixed empirical support)，使得兩者的關係一直是個待解

的問題(Pennings,  1975;  Schoonhoven,  1981;  Venkatraman,  1989;  Meilich,  2006; 

Peteraf and Reed, 2007)。 

此外，對於組織管理的研究而言，組織追求與外部環境以及內部結構的配適

已經成為一個共同的想法(Burns  and  Staker,  1961;  Lawrence  and  Lorsch,  1967; 

Thompson, 1967)，因此對於管理者而言，必須致力於追求組織內外的同時配適。

然而 Miller(1992)認為這樣的概念並非總是成立，因為有時候內部配適與外部配

適會因為本質上的衝突，而出現彼此無法協調並達成一致(incompatible)的現象，

亦即不同類型間的配適不一定總是以『互補』的關係出現，因此 Miller(1992)認

為不同配適類型的追求應該有先後順序上的差別，並指出未來研究可以針對不同

配適類型出現的先後順序採用縱斷面的研究方式進行探討。根據 Venkatraman 

and Camillus  (1984)的分類，配適可以區分成策略和環境的外部配適(external  fit),

策略、結構和資源的內部配適(internal fit)，以及內外部的整體配適（integrated fit）

三類。 

對於上述兩項研究缺口‐‐配適對績效存在不一致的關係，以及不同配適類型

間是否存在不協調的關係(incompatible)(例如：替代關係)  ‐‐本研究希望透過以下

三階段的研究提供可能的解釋。首先，本研究將透過個案訪談的方式，探討企業

如何追求配適，以及企業在不同成長階段，分別追求何種類型的配適；其次，根

據 Venkatraman(1989)的主張，作者認為實證方法的不同是造成配適對績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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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致的原因，因此本研究將以 Venkatraman(1989)建議的六種方式，進行實證

分析，以驗證 Venkatraman 的主張是否正確；最後，呼應 Miller(1992)的論點，

本研究期望透過個案訪談與實證的方式，找出影響不同類型配適間存在不協調

(incompatible)的因素。 

二、 文獻探討 

        文獻討論分成兩個部份，第一部分探討環境、策略及資源之關連性；第二部

份探討配適模型的應用。 

1. 配適的理論基礎 

過去對於配適理論主要分為兩部分，分別為外部配適與內部配適。在外部配

適方面主要為結構－行為－績效模型(structure‐ conduct‐performance, SCP)；在內

部配適方面則為資源基礎觀點(RBV, Resource‐Based View)。 

在 SCP模型方面，自 1970年代後期以來，在策略管理對績效影響的研究中，

主要的理論基礎來自於產業組織經濟學的概念 (Hawawini,  Subramanian  and 

Verdin, 2003)，認為產業結構特性是影響績效的主要因素(Porter, 1980; 1985)。SCP

模型指出廠商績效主要是受到改廠商所處的產業環境所影響，產業結構決定了廠

商行為(行為只是對產業環境的反應)接者影響績效，假如最後廠商沒有反應行

為，產業結構將直接影響績效(Porter, 1980; 1985)。因此此模型除了利用更實質的

方法來描述產業結構外，也確立了發展適當的策略(行為)以獲取較佳績效的模式

(Hoskisson et al., 1999)，因此可以作為環境與策略配適的理論基礎。 

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based  view,  RBV)已在策略管理領域扮演多年的主流

角色，因為累積資源可為企業帶來競爭力(competitiveness)或經濟租(economic 

rent)。也就是說，當企業具有豐富的資源時，無論外界環境如何變化，企業亦能

因其強大的競爭優勢而持續生存與成長(Penrose, 1959; Wernerfelt, 1984)。RBV視

企業為資源的組合，而且強調企業應致力於獲取具有價值、稀少、不易模仿、不

可替代等特質的資源(Barney,  1986)。當企業的競爭優勢是由 VRIN 資源組合所形

成時，將使競爭對手無法順利模仿與取代，進而產生競爭優勢及提升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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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y, 1986; Wernerfelt, 1984)。因此資源基礎觀點(RBV)認為組織可以透過資源

的運用追求創新，並藉由策略行為影響績效(Barney, 1991; Nohria and Gulati, 1996; 

Cheng and Kesner, 1997)，因此 RBV可以衍生為策略與資源配適的理論基礎。 

由以上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得知一個完整的配適架構(圖 1、圖 2)應該包括

內部配適，外部配適及整體配適。即環境與策略間之配適稱之為外部配適，策略

與資源間之配適稱之為內部配適，內外部間之配適則稱之為整體配適。本研究之

基礎想法為：(1)高內部配適(internal  fit  focus)與績效有正相關；(2)高外部配適

(external fit focus)與績效有正相關；(3)整體配適(integrated fit)與績效有正相關。 

 

 

 

 

 

 

 

圖 1研究架構圖(I) 

 

 

 

 

 

圖 2研究架構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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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同的配適分析方法 

Drazin and Van de Ven(1985)認為隨著權變觀點的發展，配適至少有三種分析

方法，分別為天擇分析法(selection  approaches)、交乘法(interaction  approaches)

以及系統分析法(systems approaches)，而每一種配適方法都有其適用情境、理論

意涵以及對應的分析方法，其中(1)天擇分析法：純粹以探討權變因子與組織因

子間的關係為主，並不討論對組織績效的影響，主要精神在驗證環境變數與結構

變數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因此可以採用相關係數或迴歸係數來表示。(2)交乘法：

認為組織績效來自於權變因子與組織因子的交互作用，所以交互項變數對組織績

效之影響在 MANOVA  或迴歸模型(regression)的檢定中必須是顯著的，以此來驗

證配適的存在。(2)系統分析法：認為配適來自於權變因子、組織因子與績效間

的一致性，因此高績效樣本群在某個特性情境下應該存在一個理想的配適型態，

若是越偏離此一理想型態，績效就會越差，而偏離的原因則來自於各個因子與理

想值的不一致。由此可知探討配適的分析方法，在 Drazin  and Van  de Ven(1985)

的主張中可以初步劃分成三大類。 

在上述分類出現後，Venkatraman(1989)進一步針對策略管理領域內相關的配

適研究進行整理，利用(1)理論關係明確程度，亦即配適函數形式的明確程度；

與(2)配適概念對特定準則變數的依附程度，將配適區分為六種不同概念的分類

架構，分別為中介模型(fit as mediation)、調節模型(fit as moderation)、配合模型

(fit as matching)、型態模型(fit as gestalts)、構型離差模型(fit as deviation)以及共變

異模型(fit as covariation)。 

其中中介模型 (fit  as  mediation)對於配適與否主要以是否具有中介

(intervention)效果來判定，可以利用路徑分析來驗證；調節模型(fit as moderation)

認為配適呈現的是兩變數間的交互作用對績效變數會產生顯著影響，因此可以透

過調節迴歸分析法(moderated  regression  analysis  , MRA)與子群分析法(subgroup 

analysis)進行分析；在配合模型(fit as matching)的觀點中，配適與否的判定主要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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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理論建議，且根據理論推導變數間的關係，因此並不涉及對績效的探討，然而

Venkatraman  (1989)  認為兩變數間是否配合仍可利用其對績效的影響來進行驗

證，所以就配合模型觀點而言，強調的是兩變數間的相互配合程度，而研究者若

想要知道變數的組合搭配是否可改善績效，則必須於事後進一步納入績效變數進

行檢定，主要的驗證方法為離差分析法(deviation  score  analysis)、殘差分析

(residual  analysis)與變異數分析(ANVOA)；共變異模型(fit  as  covariation)在於探討

一組經由理論衍生的變數呈現的內部一致性現象對績效的影響，因此可將配適定

義為『搭配性(coalignment)』，並將搭配性視為隱藏構念(latent  construct)，所以

可以利用權變因子與組織因子的因素萃取尋找構面背後的共同因素，再進一步探

討該共同因素對績效的影響，主要的分析方法為二階因素分析(second‐order 

factor analysis)；在構型離差模型(fit as deviation)方面，首先假設變數間有一理想

型態存在，愈是偏離此理想型者會導致較低的績效，一般採用歐幾里德距離法 

(Euclidean  distance)  衡量各構面值與理想值間的距離，若距離愈大表示愈不配

適，則組織績效愈差，因此距離與績效間的相關性應為負相關，藉此描述配適的

存在；形態模型(fit as gestalts)係指研究變數間達成一致性的程度，然而此一致性

只代表變數間暫時性的平衡關係，意即此關係結構隨時會因為變數間構面值的不

同而有所改變，進而產生另一種新的平衡關係，驗證方法為集群分析。 

由此可知，研究上探討配適的分析方法，經由 Drazin  and Van  de Ven(1985)

以及 Venkatraman(1989)的分類與整理後，讓後續的研究者在方法的選擇上有一

致性的共識。 

三、 結果與討論 

1. 企業如何追求配適? 

一般而言，企業創立初期，資金的來源通常來自於創業基金以及銀行的借貸

(Henderson, 1999)，因此並不存在餘裕資源，由於草創初期，企業以存活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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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使得企業通常以特定的利基市場，做為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對象，透過快速

回應市場需求，提高存活的機會，然而草創期由於資源有限，因此企業成長並不

是靠餘裕資源的運用而來的，反倒是運用僅有的資源力求滿足市場的需求，藉此

提升存活的機會；爾後隨著企業成功的存活下來，並且獲得生存的正當性

(Legitimacy)以及顧客基礎後，如此一來企業才得以透過提供顧客所需的產品提升

營運績效，逐漸累積餘裕資源，企業也才開始構築以餘裕資源為基礎的自發性成

長模式。 

而本研究透過四家個案公司的訪談，搭配次級資料的分析，發現環境、策略

與資源三者的配適確實會正向影響企業績效；此外，企業在不同階段追求的配適

類型亦不相同。相關結論摘要如下： 

(1)企業追求配適構型的前提，必須事先建立有價值的核心優勢，然後透過

價值活動間的緊密搭配，傳達核心優勢的效果。 

(2)在草創階段，企業由於缺乏資源，因此僅能建構以暫時性單一核心優勢

為主的配適構型(內部配適或外部配適)。 

(3)在草創階段，企業建立配適構型的過程中，有助於餘裕資源(包含財務性

餘裕資源、機器廠房、管理能力以及員工技能)的累積。 

(4)餘裕資源與創業家精神可驅動策略更新，在配合外部互補資源的運用，

導引企業成長與擴張的方向。 

(5)企業追求配適的構型會隨著企業的擴張與成長的需要而改變，企業需要

的核心優勢將會不斷的增加，並且逐漸由追求單一核心優勢的配適類型轉向追求

多核心優勢的配適構型(整體配適)。 

(6)企業建構配適構型時，當價值活動間關係愈緊密、愈複雜時，愈容易形

成阻隔機制，競爭優勢愈能持久。 

2. 配適方法對於績效的影響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環境(Munificence、Dynamism)、策略、餘裕資源(s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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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配適與績效間存在正向關係，並可以得到以下結論： 

(1)本研究驗證 Venkatraman(1989)的觀點，顯示不同的配適概念，必須選擇

不同的分析方式，因此分析方法的錯誤引用可能是造成配適與實證結果不一致的

原因。 

(2)在雙變數模型下，本研究結果傾向證實干擾觀點，而配合(matching)觀點

僅在環境變動(dynamism)與組織剩餘的配適獲得支持，至於中介觀點則未獲支

持，顯示研究者若採用雙變數觀點探討配適與績效的關係時，必須更注意配適模

型的採用，避免因為驗證方法的誤用而造成實證結果的偏誤。 

(3)在配適的系統觀點中，研究結果顯示 fit  as  covariation、fit  as  profile 

deviation以及 fit as gestalts皆獲得證實，差別僅在於 fit as profile deviation能夠

進一步指出餘裕資源與環境中資源豐富程度是影響企業績效的主要因素。整體而

言，系統觀點由於考量的變數較多，包括的現象較為完整，因此相對於雙變數模

型而言，比較容易呈現配適的現象。 

3. 不同配適類型間是否存在不協調的關係(incompatible)(例如：替代關係)?可能

的影響因素為何? 

對於組織管理的研究而言，組織追求與外部環境以及內部結構的配適已經成

為一個共同的想法(Burns and Staker, 1961; Lawrence and Lorsch, 1967; Thompson, 

1967)，因此對於管理者而言，必須致力於追求組織內外的同時配適，所以研究

上大多以互補的角度看待不同配適類型間的關係。然而 Miller(1992)認為這樣的

概念並非總是成立，因為有時候內部配適與外部配適會因為本質上的衝突，而出

現彼此無法協調並達成一致(incompatible)的現象。 

對此，本研究發現，由於資源的使用存在門檻效果[例如：廣告投資對於銷

售額的影響(Bemmaor, 1984)、研發投入對於生產力的影響(Motta, 1992)]，造成組

織缺乏資源時，組織僅會追求單一類型的配適，而無法同時兼顧內部配適與外部

配適。而企業在草創初期，由於缺乏資源因此以追求單一類型的配適為主(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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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適或外部配適)，此時不同配適類型呈現替代關係，然而當企業累積足夠的餘

裕資源，則不同配適類型會由替代關係轉為互補關係。而餘裕資源正是影響不同

配適類型呈現替代或互補關係的關鍵因素。 

四、 計畫成果自評 

具體而言，本研究有四點貢獻。首先，本研究採用不同時間點的研究方式探

討個案公司的策略配適演進過程，其研究方法本身能夠更貼近配適的動態本質，

並瞭解個案公司在不同成長階段的配適重心與調整的經過。而相關文獻顯示除了

Siggelkow  (2001, 2002)的兩篇研究外，並無相關且具體的研究是採用質性研究的

方式進行驗證，而大多數的研究仍以量化的方式為主，因此本篇研究採用個案研

究的方式探討國內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中企業成長的配適現象，有助於瞭解國內

企業如何追求配適。其次，本研究結果呼應 Penrose(1959)企業成長理論，作者

認為企業仍否持續成長的關鍵在於管理能力以及餘裕資源。第三，本研究證實

Venkatraman(1989)的主張，不適當的分析方式是造成配適與績效關係不一致的原

因。最後，本研究透過實證的方式驗證 Miller(1992)的主張，作者認為不同類型

配適間可能存在不協調(incompatible)的現象(例如：替代關係)，而餘裕資源的多

寡則是影響不同配適類型呈現互補或替代關係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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