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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try to understand people’s mental and behavior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s 

preferenc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of stock markets in this thesis ; Basing on behavioral 

finance studies,we found that humans would change their attitude of risk and return when the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 on the other side,research on investment psychology also indicates that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market returns on investment benefit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e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s preferenc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stock market by issuing questionnaires on the internet across three different  region: Taiwan, HongKong, 

Macau,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this thesis by using basic statistics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est and Chi-square test as the analyzing too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ovels preference, demographic variables,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investment 

character were significant which leads to specific investment bias and disposition effect. 

 We hope the result can help investors to review their own novels preference corresponding to the 

investment style which cause investment bias and disposition effect as a measure of their personal investing 

bias, creating a better investment performance. 

Keyword : Novels Preference, Investment Character, Investment Behavior, Disposition Effec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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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Germany stock market guru André Kostolany once use the word “drunkard” to describe the stock 

market ,as in the stock market is not completely rational , and the stock price usually affected by investors’ 

psychological factors.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indicates that investors tend to make irrational investing 

decisions, this explains that investing behavioral bias is regular , and often to have consistent tendency. 

 Kahneman & Tverskey (1979) developed Prospect Theory which indicates that when investors is facing 

uncertainty , their investing decisions and behavior will change relatively . Besides that , modern behavioral 

finance believe that when human are making decisions , they tend to use past experience , instinct or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decision making basis , and they will be affected by mental , behavior , mood , prices and 

market trend,which differents tha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finance .But even though we can eliminate the 

factor of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 individual investors will also be affected by their internal factor and 

psychological reaction which leads them to make irrational decision. 

 According to Bandwagon effect , individual investor tend to follow other investors’ action , imitating 

others’ stock buying and selling , which occurs the Bandwagon effect . Shiller(1984) discovers that investors’ 

judging error are often occurs in group , not a random occurrence . This certified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of 

investors. 

 Guo(2008) indicates that investors will be affect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factors while 

they are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 which occurs irrational judging , as known as investing behaviour bias , 

which shows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limited attention of investors. Base on the theory we quotes above , 

we believe that investors’ decision making are , sometimes do not match the 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 . 

 Investors’ psychological factors are often a major role when it comes to the affection of investing 

behaviour , which leads us to our research motives 1 :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6 investment characters 

(Gloomy , Aggressive , Impulsive , Gambler , Safety First , Confidence ) by Chang(2008) , and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investing behaviour bias , using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information , and hopefully , to provide advises for different styles of investors , which indicates the reason of 

the irrational decisions made by them.  

 We added the element : 6 investors’ novel preferences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 Detective novel , 

Time Travel novel , Historical novel , Romance novel , Adventure and Sci-fi novel) to our studies ,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of investors’ novel preferences and their investing behaviour .  

 Investment Psychologic emphasizes that the investing behaviour of investors are irrational , we added 

novel preferences of investors as an element to advance our analysis of investment character ,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r not the difference of element will affect investors’ psychological factors when they make investment 

decisions , as our research motives 2. 

 Our research purposes is to provide individual investo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investing 

behaviour, as an evaluation for their future investing strategies by analy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s’ 

novel preferences , investment character , investing behaviour and disposition effect . Base on the theory of 

Behavioural Finance and Investment Psychology , we give out questionnaire in different region (Taiwan , 

Singapore , Malaysia , Hong Kong and Macau)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 as the basis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vestment character , actual trading information , performance and novel 

preferences . Our specifics research purposes 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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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investigate if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novel preferences and investment character , 

investing behaviour , disposition effect , demographic variables . 

2. To investigate if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investing behaviour , 

disposition effect , demographic variables .  

3. To investigate if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investing 

behaviour , disposition effect , transactions statistical variables.  

 

2. References 

There are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ehavioral finance and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a lot of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other topics integrated 

analysis and review, Wurgler(2002)；Daniel etal (2002). This chapter is not just focusing on the integrity and 

the behavioral finance, such as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or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ecause it will lead to the 

topic out of focus. Base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We divided into 5 specific variables ：(1) 

Investment Character; (2) Overconfidence;(3) Herd Behavior;(4) Disposition Effect;(5) Cognitive Dissonance. 

 

I. Investment Character 

 Chang (2008) indicates that investor tend to become quite a different person when they invest, as 

we divided investors' character into 6 different types, each of them have an unique investment 

personaliti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i. Gloomy Investor 

 Gloomy Investor are often worry about their profit and loss as a wrong decision will cause destructive 

result to investor .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 just as George Soros said that his investment decision has only 

1/3 of chances making money, investo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market before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ii. Aggressive Investor 

 Aggressive Investor are often affected by their emotion while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because 

of these emotional impacts, they tend to make horrible decisions about the timing of buying and selling the 

stock , which leads them always take actions at “bad timing”. 

 

iii. Impulsive Investor 

 Impulsive Investor tend to deal with things with their instinct. They might buy a stock just because a 

hunch in their mind which often leads them to purchase the stock without considering. They often think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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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ck they holding will always be a market trend, as the stock price will always raises. But when the price 

falls ,they will feel desperate. 

 

iv. Safety First-Investor 

 Safety First-Investor are often over considering the risks of investment. They te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essential risk of investment anytime and anywhere so that it makes them very nervous. But they still invest 

as well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earn money quickly, even though they feel its difficult. 

 

v. Gambler-Investor 

 Gambler-Investor tend to have a gambling personality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can control the stock. At 

a certain degree, investors pay the money and time to invest, they expected to earn profits through investment. 

But individual investors often ignore the market information and focusing in the stock price , which often leads 

them to have insufficient analyzing. 

 

vi. Confidence-Investor 

 Confidence-Investor have a common feature : self-confidence. Self-confidence investors are mostly risk 

lovers, thinking that they are aware of the truth in pursuing wealth, they like accepting challenge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bigger reward comes with bigger risks. 

 

II. Overconfidence 

 Behavioral Investors are often irrational . Many literature also indicates that people have the illusion of 

control. Odean (1998); Liu (2011)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Daniel, Hirsheifer and  Subrahmanyh

（1998）,Kahneman & Riepe（1998）explains that the individual is often an optimist and usually feel that 

they are more talented than ordinary people, and overestimate their own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Self-

attribution error is self-confidence and skills-related phenomenon Langer (1975), which means to have the 

tendency of overconfidence while evaluating their self-assessment bias. 

 

Many literature argued that one of the main factor leading to excessive trading in stock market is 

overconfidence . De Bondt and Thaler (1995); Odean (1998a)The concept of overconfide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explain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the stock market, De Bondt & Thaler (1995) even argued that this 

concept may be the most instructive finding in psychological judgment. Odean (1998a, 1998b) mentioned that 

investors who are overconfidence often overestimate the accuracy of their information and their ability , 

therefore excessive trading makes profit earning even harder for investors. 

 

III. Her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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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d behavio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bability of individual adoption increasing with respect to the 

proportion who have already done so. As more people come to believe in something, others also "hop on the 

bandwagon" regardless of the underlying evidence. 

  

 Chang (2010) analyze the herd behavior of investors as the herd behavior generally occurs when the 

information is unknown, the lack of investment targets, investors will seek the views of other people.  

 

IV. Disposition Effect 

 Kahneman &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indicates that investors tend to hav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risks when they facing different situation of gains and losses. Investors are often avoid risks when their 

investment is making profit , and tend to pursuit risks while occur losses , hoping it will bounce 

back .Shefrinand Statman (1985) applied the prospect theory to investment behavior, indicates that investors 

in the sale of stocks will appear the behavior "Selling profit , keeping losses" resulting in tiny gain and big loss, 

which is one of the disposition effect. 

 

V. Cognitive Dissonance 

 Cognitive dissonance explains that when individuals perceive two concepts that conflicts, prompting the 

individual to give up or change one of the concept to accommodate another cognition to reduce the confusion 

caused by the conflict. Cognitive dissonance are often occurs when it comes to investment as investors assume 

that the stock prices will raise but it turns out the opposite way , the cognitive dissonance will occur. 

 

3. Methodology 

I. Framework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ollowing topics : novel preferences , investment character , 

demographic and transaction variables , investing behavior , disposition effect ; Provided by interviewee , we 

sketched a framework , showed in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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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ramework 

 

II. Scale Design 

 Table 1 shows the variables of our research , which includes : Investment Character ; Investing Behavior ; 

Disposition Effect ; Novel Preferences ; Demographic and Transactions Variables . This study uses Likert 

Interval Scale with 1 being “Strongly Disagree” and 5 “Strongly Agree” as measure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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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s Scale Design 

Variables Second Variables 
Number of 

questions 
References 

Investment 

Character 

Gloomy Investor 2 

Chang(2009) 

Aggressive Investor 2 

Confidence-Investor 2 

Safety First-Investor 2 

Gambler-Investor 2 

Investing 

Behavior 

Overconfidence 5 

Zhang(2004) ,Yan(2008)Questionnaire 

Mental accounting 5 

Herd Behavior 5 

Selective Attention 5 

Avoiding Regret 5 

Disposition Effect 

Tiny Gain and Big 

Loss 
2 

Shefrin & Statman (1985) , Kahneman & 

Tversky(1979) 
Excessive Trading 2 

Stopping Gain and 

Keeping Loss 
2 

Novel 

Preferences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7 ─ 

Detective Novel 

Time Travel Novel 

Historical Novel 

Romance Novel 

Adventure & Sci-fi 

Novel 

 

No Novel 

Preferences 

Demograph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 
17 Zhang(2004) , Wu(2008) 

III. Material Origin 

 The subject of the study are individual investors who invest in stock market among three different region : 

(1)Taiwan ; (2)Singapore & Malaysia ; (3)Hong Kong & Macau . The questionnaire were issued from May 3rd 

2016 to July 22nd 2016 , with 98% of reliability . Error Value were below 0.05 ,the effective response samples 

are  

n=�̅�（1−�̅�)∙（𝑍/𝐸)2=0.5∙0.5∙（2.326/05)2=541.  

 The questionnaire were issued on Google Form , targeting random volunteers and collected 541 

questionnaire with 519 valid samples ,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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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ta Analysis 

 Base on the needs of research topic and hypothesis , this study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factor analysis ,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 chi-square test and variance ANOVA analysis as analyzing tools. 

 

I. Hypothesis Analysis 

 Base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interviewee from different regions(Taiwan , Singapore , Malaysia , 

Hong Kong , Macau),this study hope to understand whether if there is correlation among individual investors’ 

novel preferences , investment character by analyzing demographic and transactions variable provided by 

subjects. Besides that , base on 5 different variables in framework (Novel Preferences ; Investment Character ; 

Investing Behavior ; Disposition Effect ; Demographic and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 , this study listed 

10 hypothesis (H1-H10) , to study if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 among them. The result of hypothesis 

validation analysis is shown in Table 2. 

Table 2 Hypothesis Validation Analy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validation 

H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novel preferences and 

investment character 
Hypothesis valid 

H1-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investment character 
Hypothesis valid 

H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novel preferenc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Hypothesis valid 

H2-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overconfidence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valid 

Historical Novel valid 

Romance Novel valid 

Adventure & Sci-fi Novel 

valid 

H2-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mental accounting 
Hypothesis Invalid 

H2-3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herd behavior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valid 

Detective  Novel valid 

Time Travel  Novel valid 

Romance  Novel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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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ure & Sci-fi Novel 

valid 

H2-4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Historical Novel valid 

Romance Novel valid 

H2-5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avoiding regret 
Time Travel Novel valid 

H3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novel preferences and 

disposition effect 
Hypothesis valid 

H3-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tiny gain and big loss 

No Novel Preferences valid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valid 

Time Travel Novel valid 

Adventure & Sci-fi Novel 

valid 

H3-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excessive trad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valid 

Detective Novel 

Adventure & Sci-fi Novel 

valid 

H3-3 There isn’t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Stopping Gain and Keeping Loss 
Hypothesis Invalid 

H4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novel preferences and 

demograph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Hypothesis valid 

H4-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der valid 

Age valid 

Region valid 

H4-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novel preferences 

and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Operating Habits valid 

Performance in last 5 years 

valid 

H5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Hypothesis valid 

H5-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overconfidence 
Hypothesis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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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mental accounting 
Hypothesis valid 

H5-3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herd behavior 
Hypothesis valid 

H5-4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Safety First-Investor valid 

Gloomy Investor valid 

H5-5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avoiding regret 
Hypothesis valid 

H6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disposition effect 
Hypothesis valid 

H6-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tiny gain and big loss 

Safety First-Investor valid 

Gloomy Investor valid 

H6-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excessive trading 
Hypothesis valid 

H6-3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stopping gain and keeping loss 

Confidence-Investor valid 

Aggressive Investor valid 

Gloomy Investor valid 

H7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demograph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Hypothesis valid 

H7-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Gender valid 

Age valid 

Region valid 

Annual Income valid 

H7-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Trade Frequency valid 

Major Investment valid 

Performance in last 5 years 

valid 

Average Time Studying Stock 

Market valid 

H8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demograph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investing behavior 
Hypothesis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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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overconfidence 

Age valid 

Region valid 

H8-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mental accounting 
Region valid 

H8-3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herd behavior 

Age valid 

Education valid 

Region valid 

H8-4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Age valid 

Education valid 

Region valid 

H8-5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avoiding regret 

Age valid 

Education valid 

Region valid 

H8-6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mental accounting 

Performance in last 5 years 

valid 

H8-7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herd behavior 

Trade Frequency valid 

Average Time Studying Stock 

Market valid 

H8-8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Trade Frequency valid 

Profit Sources valid 

Performance in last 5 years 

valid 

Average Time Studying Stock 

Market valid 

H8-9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avoiding regret 

Length Of Time Investing 

valid 

Operating Habits valid 

Profit Sources valid 

Average Time Studying Stock 

Market valid 

H9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demograph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disposition effect 
Hypothesis valid 



 A Study between Investors’ Novel Preferences and Investing 

Behavior in Taiwan, Singapore, Malaysia, Hong Kong and Macau 

 

 

12 

H9-1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tiny gain and big loss 

Region valid 

Annual Income valid 

H9-2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excessive trading 

Gender valid 

Age valid 

Education valid 

Region valid 

Marital Status valid 

Annual Income valid 

H9-3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Stopping Gain and Keeping Loss 

Education valid 

Region valid 

H9-4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tiny gain and big loss 

Trade Frequency valid 

Amount Invested valid 

Operating Habits valid 

Method Of Order valid 

Performance in last 5 years 

valid 

Operating Habits valid 

Average Time Studying Stock 

Market valid 

H9-5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excessive trading 

Trade Frequency valid 

Length Of Time Investing 

valid 

Operating Habits valid 

Cash/Credit Transaction valid 

Profit Sources valid 

Performance in last 5 years 

valid 

H9-6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specific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stopping gain and keeping Loss 

Trade Frequency valid 

Length Of Time Investing 

valid 

Operating Habits valid 

Performance in last 5 years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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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Time Studying Stock 

Market valid 

H10 There is significant deviations between transaction statistical 

variables and region 

Operating Habits valid 

Average Time Studying Stock 

Market valid 

 

II.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i. Reliability Analysis 

 Reliability in statistics is the overall consistency of a measure.A measure is said to have a high reliability 

if it produces similar results under consistent conditions. Various kinds of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with values 

ranging between 0.00 (much error) and 1.00 (no error), are usually used to indicate the amount of error in the 

scores. 

 

 This study uses Cronbach’s α as an measurement of Reliability. The reliability is consider as highly 

reliable if the value of Cronbach’s α is bigger than 0.7 , meanwhile the reliability is consider as poor if the 

value of Cronbach’s α is lower than 0.35. Wu(1984) 

 

 The Reliability of Questionnaire of the study is shown in Table 3 as the value of reliability is 0.77~0.97, 

which show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study. 

 

ii. Validity Analysis 

 Validity of an assessment is the degree to which it measures what it is supposed to measure. This is not 

the same as reliability, which is the extent to which a measurement gives result that are very consistent. Within 

validity, the measurement does not always have to be similar, as it does in reliability. However, just because a 

measure is reliable, it is not necessarily valid (and vice versa). Validity is also dependent on the measurement 

measuring what it was designed to measure, and not something else instead.Validity (similar to reliability) is a 

relative concept; validity is not an all-or-nothing ide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validity. 

Table 3  Reliability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α 

1st Section   Investment Character  Question 1-12  .590 

2nd Section   Investing Behavior        Question 13-37  .868 

3rd Section   Disposition Effect  Question 28-43  .648 

Overall   Question 1-43  .89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liability_(psych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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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 

 Using region (Taiwan , Singapore , Malaysia , Hong Kong , Macau ) , novel preferences , investment 

character and investing behaviour as the subjects of Cross-match Test , this study divided the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 

 

I.Taiwan City Area 

 The novel preference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Taiwan city area are :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 

Detective Novel , Time Travel Novel , Romance Novel ;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Taiwan city area who prefer Time Travel Novel and Romance Novel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Safety First Investor while investors who prefer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and 

Detective Novel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Gloomy Investor. 

 Both Safety First and Gloomy Investor do have the Overconfidence of Investing Behaviour and the Tiny 

Gain and Big Loss of Disposition Effect, as shown in Figure 2. 

   

Figure 2 Taiwan City Area Cross-match Test 

 

  



A Study between Investors’ Novel Preferences and Investing  

Behavior in Taiwan, Singapore, Malaysia, Hong Kong and Macau. 

 

  

15 

II. Taiwan non-city Area 

 The novel preference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Taiwan non-city area are :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 

Adventure and Sci-fi Novel.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Taiwan non-city area who prefer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and Adventure and 

Sci-fi Novel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Gloomy Investor and tend to have the Selective Attention of 

Investing Behaviour , as shown in Figure 3 

Figure 3 Taiwan non-city Area Cross-match Test 

 

III.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novel preference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are :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who prefer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Gambler-Investor and tend to have the Overconfidence of Investing Behaviour , as 

shown in Figure 4 

Figure 4 Hong Kong and Macau Cross-match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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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novel preferences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re Detective Novel and 

Historical Novel.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ho prefer Detective Novel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Aggressive Investor while investors who prefer Historical Novel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Gambler-Investor. 

 Individual investors who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Aggressive Investor tend to have the Mental 

Accounting of Investing Behavior while who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Gambler-Investor tend to have 

the Overconfidence and Avoiding Regret of Investing Behavior. 

 Also , Individual investors who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Aggressive Investor tend to have the 

Stopping Gain and Keeping Loss of Disposition Effect while while who have the investment character of 

Gambler-Investor tend to have the Excessive Trading and Stopping Gain and Keeping Loss of Disposition 

Effect , as shown in Figure 5. 

 

Figure 5 Singapore and Malaysia Cross-match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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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ggestion 

I. Taiwan City Area 

 Individual Investor of Taiwan city area tend to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occurring Overconfidence ,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is type of investor should judge their action and decisions more rationally by 

improving analysis toward stock markets and do not make harsh decision about investing to prevent occurring 

Tiny Gain and Big Loss. 

 

II. Taiwan non-city area 

 Individual Investor of Taiwan city area tend to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occurring Selective Attention ,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is type of investor should improve their information coverage towards the stock 

market , preventing buying the stocks in same or highly correlation industries and buying the same stocks over 

and over . By improving the coverage of their information toward stock market , investor sh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oward market and have various choices of stock , facing the investing performance rationally , 

avoid ignoring the chances within potential risks. 

 

III. Hong Kong and Macau 

 Individual Investor of Hong Kong and Macau tend to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occurring 

Overconfidence ,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is type of investor should do more research toward stock market by 

using various analysing tools and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placing an order , to prevent the weakness 

of Gambler-Investor which is too obsess with their own instincts .  

 

IV.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dividual Investor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end to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gambling 

investment” , Investing in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is a form of gambling , which is a very bad habit ,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is type of investor should understand the market trend and put more effort in studying 

the stock market to have more knowledge in stock markets . Another point that worth attention is that investor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hould consider the potential of stock more often , do not sell the stock when it 

inched up to prevent missing the chance of big 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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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growing number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igration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reflects 

the phenomenon of globalization. Taiwan government legally opened the gates for migrants in 1989. It is no 

doubt that Taiwan is one of the Asian countries which have a rapidly increasing of immigrant women have 

moved to Taiwan through commercially arranged marriages. This study aims to give the insight view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hese women faced when they migrate to Taiwan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employed to adapt to 

Taiwanese culture. Twelve married Vietnamese women living in Taiwan were interviewed to share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adaptation process in Taiwan. These interviews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develop theme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data. The findings not only reveal that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a number of adaptation challenges, but als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they 

employed to settle, integrate and belong to the host country.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s, this paper also offered 

several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Keywords: Vietnamese women, transnational marriage, adaptation, accul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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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 most recent two decades have seen a huge increment in the scale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worldwide 

movement in Asia (Hugo, 2003). It is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gration flows shared the feature of 

gender imbalance, women outnumber men. Research into this trend has focused emphatically on that connected 

with labor migration. (Lim and Oishi, 1996). Besides the purpose of work movement, there a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women migrating to different countries through marriage. Generally, this movement involves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in which intermediaries is an essential part (Wang and Chang, 2002) and in that the 

majority are between men of wealthier countries marrying women from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this trend has gotten fairly less consideration from researchers. 

Taiwan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is trend is rapidly developing. The proportion of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that Vietnamese women married to Taiwanese men before 2016 is always in top places 5 among 

countries in Asia.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re are more than 103,000 

Vietnamese women immigrant to Taiwan through marriage and this number is forecasted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the next years.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with new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become to the most 

concern of these women.  

Taking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challenges that Vietnamese 

immigrant women faced after they migrate to Taiwan. The analysis of how they adapt to the new culture in the 

host country was also included. 

2. Challenges of Adaptation 

2.1 Adaptation 

The adaptation of immigrant to their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social has conceptualized by many 

researches on migration in the past. It is a multifaceted process including diverse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Aroian, 1990; Berry et al., 2002; Walsh and Horenczyk, 2001; Ward, Bochner and A. Furnham, 2001). From 

a wide point of view, the adjustment is a procedure of progress and change in accordance with new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Berry et al., 2002).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understanding in research on 

the best way to characterize and measure adjustment when starting living in a new culture which is different, 

it has been recommended that “culture shock” is the first stage most migrants experienced, which has critical 

results for their prosperity (Ward Ward, Bochner and A. Furnham, 2001). The level and results of this “culture 

shock” and taking the adjustment may rely on upon many elements, such as the culture difference, migration 

motivation and expectations (Berry et al., 2002). 

Adaptation of immigrants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way toward "fitting in" to the society of settlement 

and working effectively in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Ward, Bochner and A. Furnham, 2001). On the past 

research,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of adaptation process have been determined. (Ward, Bochner and A. 

Furnham, 2001). The first is acculturation adjustment, which depends on the way of life learning approach and 

reflects the capacity to take part in valuable association with a new culture. The other is a mental change, which 

encourages the individual's feeling of prosperity, positive evaluation of circumstances and general fulfillment 

with lif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Vietnamese women who immigrate to Taiwan through 

transitional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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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adaptation 

Acculturation adaptation is a process of adaptation to another culture that involves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competence in adjusting to the new culture and facing new challenges (Berry, 2006; Furnham, 1997; 

Tadmor, Tetlock, & Peng, 2009). In other words, it is a modification of a culture as a result of contact with 

other cultures (Berry, 1994; Gibson, 2001; Sandhu, Portes & McPhee, 1996; Schwartz, Unger, Zamboanga & 

Szapocnik, 2010). During this process, cultural features are exchanged, and the original cultural patterns of 

either or both groups may be altered; however, the groups remain distinct (Kottak, 2004). According to Said 

(2004), “the world does have a real interdependence of parts that leaves no genuine opportunities for isolation” 

(p. 878). 

Immigrants’ acculturation-adaptation process involves change a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riginal cultures and the host cultures (Berry, Phinney, Sam and Vedder, 2006; Sam and Berry, 2006). Costa 

(2008) defines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as “the change process that takes place when groups or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socio-historical contexts come into continuous contact affecting the original culture patterns and 

creating new power dynamics for all and between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p.12) 

Throughout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 immigrants are not passive receivers of the host culture, but rather 

they are active agents of their own acculturation process.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hat immigrants adopt 

determine the acculturation strategy (Berry, 2001). Berry (1980) highlights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 variables that play a vital role in a bi-dimensional model. The individual level variables include 

features: individuals’ motives of immigration,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demographics, the length of stay in 

the host country,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The group level variables include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culture, host culture and overall acculturation style of that group. These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 

variables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within a bi-dimensional model. 

In contrast to Berry’s acculturation model of domain and strategies, some other scholars suggest that the 

acculturation processes occur in stages, such as Hertz (1997) and Schmitz (1997). Hertz (1997) elaborates upon 

three stages of adaptation: pre-immigration ( the individual is excited to migrate); coping stage (feelings of 

fulfillment but later turning into anger and frustration and later acquiring skills for adjustment) and settlement 

(adjustment to a new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Schmitz (1997) explains five stages of adaptation in a new 

culture: pre-contact with the host culture, initial contact, conflict, crisis, and adapt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ome other demographic factors that also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such as children, religion, 

financial situation, marital status (single), length of stay and lack of social support (Osmun and Allen, 2001; 

Khan and Watson, 2005; Golding and Burnam, 1990; Hovey and Magana, 2000; Ma, Quinn Griffin, Capitulo 

and Fitzpatrick, 2010). It is a tough decision for immigrants to decide how much to adapt. There are a number 

of studies which reveal that there are individual variations and subjective preferences to the adaptation and 

acculturation process (Ryder, Alden, and Paulhus, 2000; Berry, 2001). 

3. Research Method 

Grounded theory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is one of the popular principles were utiliz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s a managing apparatus for the data analysis. The qualitative approach allows the researcher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of individual encounters of im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of Vietnamese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In this case, there is no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before to give sufficient data generating hypotheses, 

a qualitative, exploratory study of this kind acts as a valuable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detailed and rigorous 

research in the future (Gee, Ward, and Ecclest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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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ed theory is a method and a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It is targeted for 

building a principle "grounded" in data,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at data. The approach is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by using labels and descriptive code for the collected data, then meet up under analytic 

themes. These techniques are targeted for producing theoretical ideas that depict and clarify aspects of human 

experiences and enable the researcher to comprehend advancement and change in mental processes. (Charmaz, 

1995). 

3.1 Measur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ll be selected to carry out in this study. It was supposed to be a 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a set of 7 questions that help the interviewer (researcher in this case) to get vital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through direct discussion. The questions were designed to illustrate 

the issues related to challenges when trying to adapt in Taiwan,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hose problems.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initially designed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in English and then translate into 

Vietnamese because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do not speak English, their native language is Vietnamese. 

Moreover, this also allowed the participants easy to express the deep feelings about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fter the Vietnamese ver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nstructed and all concepts were checked for 

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 it was back-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rislin, 1986). 

3.2 Research participation 

For fulfill the research purpose, this study will conduct convenient sampling which is 12 females. They 

are identified as Vietnamese women who married with Taiwanese to migrate to Taiwan.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in Taipei city, representativeness will be limited in this study; however, in order to generate more 

representativeness, some demographic variables will be controlled. 

Table 1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average age of the informants was 31.3 years. 

At the time of the interviews, the interviewees had lived in Taiwan for an average of 8.5 years. Twelve of the 

participants had Vietnamese junior high school diplomas. Nine of the women had met their husbands through 

commercial marriage brokers. 

Having a similar background helped researcher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ticipant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me from the same country with all participants, it is considered that researchers 

from an insider perspective. This insider role allowed her to conduct research with a population of which she 

is also members. She shares a similar identity, language, and experiential base with the participants. This insider 

role also allowed her a more rapid and complete acceptance by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typically 

more open with us so that allowed for a greater depth of data to be gathered. Throughout our study, the 

researcher has developed a close friendship with the participants. She met our participants at their workplace 

or their houses; therefore, this relationship allowed the participants easier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ir 

life and experiences when liv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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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rticipants 

Name (Age) 
Years in 

Taiwan 
Children Education in Vietnam Current job 

Lan (36) 14 1 Junior high school Owner of Vietnamese food restaurant 

Huong (33) 14 2 Senior high school Attendant at a spa 

Xuyen (30) 10 2 Senior high school Staff at a nail salon 

Giang (34) 4 2 Junior high school Chef at a food stand 

Hao (35) 9 1 Junior high school Owner of Vietnamese food restaurant 

Hang (32) 14 2 Senior high school Owner of Vietnamese food restaurant 

Tan (25) 4 2 Senior high school Assistant cook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Luong (26) 6 2 Senior high school Staff at a massage spa 

Thanh (26) 5 1 Senior high school Worker in a food factory 

Nga (37) 10 2 Senior high school Tour guide 

Ha (32) 7 2 Senior high school Assistant at an immigrant women agency 

Tuong (28) 5 1 Senior high school Staff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3.3 Procedure 

Each of the participant interviews was conducted in Vietnamese and took about 60 minutes. The 

interviews were audio-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in Vietnamese. Using 7 interview questions as a guideline, 

each interview was examined line-by-line for specific coding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Vietnamese concepts 

and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ll initial codes and categories were done in English. The names for the underlying 

engaging codes (and later for a few classes also) depended on the participants’ answers and if it was necessary, 

they were translated directly. 

After identification of the specific major categories, the researcher identified themes that emerged from 

interviews. Themes were identified by analyzing words and meanings from the interviews. The words and 

meanings from each interview that fit within each major coding category were cut and placed into their specific 

major category folder. Some parts of the transcribed data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used as quoted to 

illustrate th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Aaptations of Vietnamese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26 

4.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1 Problems in adapt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Vietnamese brides experienced in their process of adaptation to life in 

Taiwan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main themes: feelings of isolation,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Feelings of isolation in a new environment 

Participants described a variety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connecting with the larger society 

after their immigration to Taiwan. They revealed a number of hardships exhibited through mental, social and 

physical symptoms which added to their settlement difficulties. They were feeling afraid of going out publically 

and for most of them, there was a strong sense of being “different from others”. For example, som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used to stay home all of the time and were feeling isolated and segreg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y had no relatives or friends to socialize with after immigrating to Taiwan. During that 

time, they also compared their life in Taiwan with the one they used to enjoy back hom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y explained their experiences of isolation where they had limited or no contact 

with the larger world and felt segregated and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All participants shared that at 

the beginning, they stayed home all the time because they had to take care of her new family and do housework. 

However, the main reason for they preferred staying home and being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s that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cope with a new lifestyle due to immigration. For example, Lan elaborated on her 

experiences in the beginning of her immigration to Taiwan. She described that she preferred to keep herself 

segregated from others due to lack of familiarity with her new surroundings: 

“I had a fear that I came from a certain environment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here. I could not go out for 

a whole year . . . my husband had to go out for work and I stayed home alone. It was very stressful to stay alone 

but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Hang explained that her emotional experiences were intense and stressful after immigrating to Taiwan 

and she felt isolated in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 around her: 

“When I came here, I imagined how my living is better and happy but due to the hardships and feelings 

of isolation. I could not sustain my interest in doing anything. I felt as if I was going to collapse due to being 

socially segregated . . . there were many days when I was completely alone when I did not receive a single 

phone call or called anyone else and I felt as if I was cut off from the whole world.” 

Participants reported feeling isolated and miss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Many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y had no one with whom they could socialize with since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were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and the outside world seemed “strange” and “cold” to them. Their feelings of 

isolation due to the absence of family members were stressful for them which kept them further away in 

forming social relations after their immigration to Taiwan. Like many other participants Xuyen described her 

experiences of social isolation because her immediate family was not with her: 

“We used to live together in Vietnam . . . I never felt so bad like here. We had no relatives or Vietnamese 

living close by here . . . it seemed like a new world with different people; we were like strangers to them . . . 

there was no social life; everything was barren . . . I was confused what to do?” 

Hao expressed similar emotions to Xuyen that due to lack of family support she was not able to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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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felt cut off: 

“I felt low after coming to Taiwan because obviously, it was not the same here. I came to Taiwan when I 

was very young, just 18 years old, so living far away from my parents is so hard to me. I was missing my own 

family to support me; days seemed to me like years as time was stuck somewhere. I used to cry a lot and did 

not dare to contact regularly with my parents because I scared that if I heard their voice, I would miss them 

more …”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of social isolation increased as their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challenges 

became intense and they were more time away from their loved ones. For example, Nga expressed that she was 

emotionally disconnec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ecause her social reference group was drastically changed: 

“Being away from social context was difficult to tolerate; our social relations were left behind; 

emotionally we were suffering due to their loss but physically we were living here. It was very stressful and 

socially isolating.” 

Like Nga, Huong also expressed her sadness and lack of confidence if she would ever be able to see her 

relatives whom she had left in her home country. These feelings of uncertainty were stressful for her and caused 

social isolation in a new land: 

“There were many challenges in the sense that you were far from your roots and your loved ones. I came 

to Taiwan after my marriage and was not able to see my parents after that. It did not feel good and I was not 

sure if I would see them again. My feelings of uncertainty led to a lack of interest in my surroundings and I 

became socially isolated.” 

All participants explained experiencing intense feelings of social isolation due to living without their loved 

ones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groups. Isolation and hardships of settlement made life so difficult for them 

that they were stressed and lacked the motivation to move on in their settlement process  

Difficulties with Chinese 

Participants identified a range of experiences with English language difficulti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ir 

hardships in pursuing settlement in their post-migration period. They expressed that language difficulties 

compounded their adaptation challenges in every aspect of their life. Their challenges multiplied due to 

difficulties in communicating, understanding or listening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se challenges were 

perpetuated in a number of ways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initial stage of settlement in Taiwan such as in 

getting to know their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searching for a job and developing social 

networks. They explained that these challenges led to further hardships and feelings of distress during their 

adaptation process. 

Luong shared her feelings of being constrained and dependent on her husband due to difficulties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I felt as if I was just following my husband and looking up to him to handle things for me. I was not used 

to interacting in English, even though I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 a little bit; I still was not used to 

having complete interaction in Chinese. I used to feel sad over my dependent condition” 

Most participants shared their struggle when everything happens around them in Chinese. Ha said that: 

“I felt like I was deaf and dumb and even illiteracy. I could not speak Chinese and also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people talked to me. I had nobody to talk to … I really want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y husband family and my neighbor but it seemed to be too difficult when I could not get anything they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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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they were angry because I was not able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want … I could not socialize with 

them … I felt like I was an outsider …” 

Similar to Ha, Thanh was so confused when she had to go out: 

“I really hated to go outside, people speaking in Chinese; stores, restaurants, direction signals, and 

transportations… all in Chinese and I did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I feared to talk with others and I always got 

lost if I had to go out alone …” 

Luong also explained her challenges as follows: 

“I faced many hardships due to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 went to a restaurant 

but I was not able to order something because I was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 name of dishes delivered to me 

in Chinese. I was got dishes which were not my favorite many times due to not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ings 

properly. . . it was because of limited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 . . it was not an easy thing to face . . . So 

eventually I did not take a meal outside although I really want to” 

Many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ir difficulties with English which negatively impacted their process 

of settlement in a new land. They not only discussed their own challenges with Chinese but also shared that 

they experienced a tough process of socializing with others due to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ir 

post-immigration period. The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led to further adaptation hardships and 

challenges.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The category of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reflects participants emotional setbacks due to harsh 

experiences of “being different” and at a “lower status than the others” that many participants faced in their 

new country. These setbacks led to certain compromises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elf-respect. Experiences of 

inequality were perpetuated in a number of ways and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which were considered by 

participants to be underlying factors for most of the acculturation challenges. 

Most participants shared that Taiwanese people have a prejudiced view of Vietnamese brides and they 

found themselves at a lower rank in society. For example, Hang expressed her difficulties due to coming from 

Vietnam: 

“They think that Vietnam is less develop than Taiwan and we come to Taiwan for money, for getting a 

better life. My husband loves me but I still know that he still despised me for the purpose of my immigration. 

It was not clearly but I can felt it. It was sad and upsetting” 

Ha got married to her husband through her sister's introduction and she moving to Taiwan just because of 

the desire of living with her husband together. However, she was very upset about the racist remarks which 

people made about Vietnamese brides: 

“I was very stressful when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not only due to my language problem, but also 

the prejudiced view about Vietnamese brides. They were enthusiastic when talking with me, but if they know 

I am a Vietnamese bride, they would completely change their attitudes. They treated me coldly and indifferent. 

It was very heartbreaking to receiving this treatment after leaving everything behind in order to settle here” 

Huong shared he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pain caused by her mother in law’s discrimination: 

“My mother in law really care about me but she did not like other Vietnamese people, especially 

Vietnamese brides. She used to not allow me to contact with other Vietnamese women because she scared that 

they are not good and entice me into doing bad things. She changes her mind that now but at that time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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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liness, I used to become sick.”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described their personal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due to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within the Taiwan society which caused their distress. Although Taiwanese people do not make 

their negative prejudices of Vietnamese brides so obvious, these still created further difficulties for them to 

acculturate during their post-immigration period. 

4.2 Adaptation strategies 

“Looking inside and exploring strengths” led to moving ahead 

The phase “looking inside” captures participa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ocess of self-analysis 

that promoted their self-confidence to be resilient and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After a confused period of facing 

many challenges when entering into new society, nine participants discussed how “looking inside” boosted 

their self-reliance and self-confidence in order to come out of depression and to feel energized to accultur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Taiwan context. They explained that the process of “looking inside‟ generated further 

trust in their person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ir problems to overcome their challenges. 

Participants’ self-reflections not only helped them to depend on their inner strengths but also to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for a better life in Taiwan as what they expected when deciding for their immigration. 

For example, Xuyen explained that when she experienced numerous challenges after coming to Taiwan, 

she became depressed. After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of “inner observation”, she realized her capabilities to 

explore her options of settlement in a new land. She reported that the process of self-analysis was an “eye-

opener” for her, and she became aware of her strengths that she always possessed but due to difficulties in her 

post-immigration life, they were pushed behind. As the result of recognition of her personal strengths, her self-

trust and self-reliance were increased, and she became determined to face her acculturation challenges and 

depression courageously. Thus, she reported a positive change in her life as the result of self-realization of her 

“inner strengths” which encouraged her to stay persistent with her struggle: 

“Sometimes you do not remember what qualities you have, but by looking inside you can explore your 

strengths.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me when I was going down . . . when I realized my inner strength, it worked 

as a light at the end of a tunnel . . . it motivated me to continue my efforts to settle here [Taiwan]. 

Like Xuyen, most of the other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ir persistence and self-reliance generated a 

cognitive shift, which helped them to re-connect with their internal strengths to cope with their post-

immigration life challenges. As a result, this cognitive shift generated resilience and further enhanced 

participants’ coping capabilities. For instance, Tan explained that when she realized that she was still the same 

person who had previously been able to cope with her challenges before, her thinking style was changed. 

“After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initially, I thought as if I was a total failure . . . my life in my home 

country was full of courage, then I realized that I could use the same skills to find my way in Taiwan. . . I 

continued tried my best with patienc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hardships in my way. . . I 

persistently kept on moving forward which boosted my energy to face post-immigration challenges in Taiwan 

in order to settle here [Taiwan].” 

When Tan realized her internal strength, she felt empowered to deal with her challenges after immigration 

to Taiwan. When participants realized their personal capabiliti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lf-reflection, they 

started to trust themselves and noticed changes in their thoughts which eventually brought positive changes in 

their abilities to deal with post-immigration challenges. 

Almost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that their process of “looking inside” was instrumental in upl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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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internal psyche. As a result, they became motivated and received positive energy to face their life 

challenges courageously. They reflected on a process of internal growth that was driven by their self-reliance 

and self-confidence to trust in their capabilities in the face of adaptation stress and depression. 

Learning Chinese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competency in Chinese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facing their 

acculturation hardships and depression. Many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y gained self-confidence and felt 

empowered by learning Chinese. Chinese learning process had a two-fold benefit: participants gained self-

confidence and enhanced their opportunities to integrate into Taiwan society. This way, learning Chinese was 

an added benefit for these participants, and this ultimately helped them to deal with their acculturation 

challenges and mental health issues. 

Many participants discussed learning Chinese as one of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eir coping capabilities 

which led to their settlement in Taiwan. After her immigration to Taiwan, Lan stayed home most of the time. 

Her life was confined within the “four walls” of her house. As a result, she felt isolated and depressed and was 

hopeless about her future. However, when her Chinese was improved, she could share this feeling with her 

husband and thanks to his supports and encouragement, she felt better.  

Like Lan, most participants faced difficulties when trying to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And learning 

Chinese allowed them to open a door to connect with society. Tan shared that her views about learning Chinese 

highlighted the way she gained a sense of self-confidence as well as being able to establish social connections 

with other new immigrants: 

“My life changed when I started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a community center . . . learning Chinese helped 

me a lot. . . while learning Chinese, I was able to develop a social circle. . . mostly people in that circle were 

facing the same challenges and offered support to each other. I will recommend this to every newcomer to go 

out and to learn Chinese . . . this will help you to reduce your depression as it helped me.” 

Hang reported improvement in her life and in her overall settlement process when her language skills 

improved: 

“This is a fact wherever you go; you need to learn the language of that country. If you do not know the 

language, then you are lost . . . when my Chinese skills were improved, then I noticed myself strong enough to 

deal with my challenges …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husband family was improved after picking up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it helped me in my settlement process.” 

Thu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enveloped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an environment of 

empowerment, which they believed was a buffer against depression. They felt more confident and integrated 

after gaining competency in Chinese and developing a friendship through social network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husband family because language as a tool 

to help them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Therefore, learning Chinese helped in coping with depression and 

this eventually led to positive adaptation. 

Extending social connections 

The phase “Extending Social Connections”, refer to the support that participants received from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as well as from some organizations (Immigrant Family center, Development Networks for 

Immigrants, etc.) during their process of adaptation in Taiwan.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shared that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y members, friends, and connections to the larger immigrant women community wa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them to see their life circumstances positively. Participant’s strong connection with their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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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s eventually helped them to cope with their adaptation challenges and stress effectively. From 

participants’ responses, two sub-themes emerged under Extending Social Connections which include Receiving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nd Reaching out to Community Resource. 

Receiving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y received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during their process of adaptation in Taiwan. For example,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they received a 

boost from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within their sociocultural context to uplift their mood and to empower them 

to face life challenges after immigration to Taiwan.  

With regards to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most participants appreciated their husbands’ support to 

uplift them from depression and to face post-immigration difficulties courageously in finding their goals in 

life. For example, Lan described that support from her husband and his family was indispensable to deal with 

adaptation stress and to get settled in Taiwan: 

“When I came here, my husband provided me support at each and every step. Whenever I was feeling 

down emotionally, my husband empowered me to pull myself to go ahead. He always encouraged me to take 

the positive perspective of things and to view challenges as a temporary phase of life. It helped me to feel 

stronger to move ahead.” 

Thanh also appreciated her husband’s support and considered his support helpful not only in going through 

the settlement hardships but also strengthening her marital relationship: 

“My husband’s support helped me to look at the good things in Taiwan . . . Although at the beginning, he 

still had some prejudices about Vietnamese women, I cannot deny that attitude and support, I can never 

forget . . . it enhanced my trust on him and further rooted our marital relationship which eventually helped me 

to come out of depression and to work towards settling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partners, many participants were thankful that their husband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parents in law and siblings helped them face life challenges during their adaptation process. For example, Ha 

described how her parents in law supported her in getting familiar with Taiwanese lifestyle. She was thankful 

that through their support for cooking Vietnamese foods, which had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her settlement 

process: 

“As a new immigrant, I wanted to fit in and to look like the other Taiwanese brides in Taiwan … but the 

first challenges I had to encounter is Taiwanese foods. At the first time eating Taiwanese foods, I felt it was so 

terrible … too sweet, too much oil. Fortunately, my parents in law knew it and allowed me to cook Vietnamese 

foods to eat but I still have to eat Taiwanese foods to get familiar. Thanks to them I was easier to cope with the 

homesick and hardships of my life.” 

Those participants who did not receive support from husband and their family in law tried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ir hometown through long distance phone calls. For example, like some other 

participants, both Luong and Nga had no support from husbands and explained that they relied on their parents 

in Vietnam for emotional support. Both Luong and Nga reported that their parents’ support promoted their 

sense of inner strength despite the challenges and barriers that were in the way of their settlement. They both 

stayed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ies through long distance phone calls and considered their support as 

“very essential” for them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and acculturation stres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Taiwan 

lifestyle. 

Luong and Nga missed their family presence in their life after coming here, which led to their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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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y started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over the phone, they realized that her regular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gave her strength, encouragement and hope to stay strong in face of harsh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in Taiwan: 

“Even though they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were not here [Taiwan], they provided me full support 

to get out of the stress. I had a phone with me all the time and that was my main mode of contact with my 

family . . . I had to contact my family back home every day before going to bed to explain details of my day. 

In case of emotional stress or low mood, I used to consult them for my immediate support and it helped me a 

lot in my settlement proces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gaining support from spouses, family members participants also appreciated receiving 

support from their friends. They considered their friends’ support as instrumental in reducing their emotional 

stress and depression as a critical aspect of their positive post-settlement adjustment. For example, Thanh 

considered a support of a friend could be a great help to cope with adaptation challenges and depression: 

“If you have a good friend, someone from your own country who can speak to you in your own language, 

then it is a great help. Definitely, this friend can help you to come out of depression . . . If someone is here who 

can guide you, then your time is not wasted. Luckily, I had a friend who helped me so much. I am thankful to 

her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Assistance adapting from Immigrant Community Centers 

Assistance adapting from Immigrant Community Centers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which led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udy to overcome adaptation challenge during their settlement and 

integration process. This is the way newcomers received help from non-profit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Ten participants made positive comments about the services that they received throug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However, two of these participants noted limitation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supporting 

newcomers to find employment in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s. Otherwise, all of them were happy with the 

settlement assistance that they had received to integrate with the Canadian lifestyle such as 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services, language classes, educations,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s. Almost all 

participants were happy to get connected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however, some of them were 

concerned that they had been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earlier on in their 

settlement process which could have saved efforts and time in their adaptation struggle as well as in overcoming 

depression. They were thankful to the founders who were support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which provided 

free settlement services to newcomer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talked about the services that they had received from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how these services helped them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 lifestyle and to adapt to changes in their post-

immigration life in Taiwan.  

Many other participants also considered support from community center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settlement process, particularly in assistance adapting to living in Taiwan 

For example, Tuong shared her views about the support that she received from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adapting Taiwan lifestyl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help newcomers in many aspects. They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ese lifestyle, local customs, employment, education, basic rights, etc.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proceed 

further in my settlement venture without their support . . . they helped me a lot and I am thankful for their 

support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stress reduction and coping with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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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also thanked a community center, which offered her a training course and then getting a job. 

“I got support during my difficult time . . . I was not aware of many of the community services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community staff who encouraged me to take part in a training course and get the certificate. 

Thanks to this, I was easy to find a job.  I cannot forget her support . . . a great help was offered . . . I will 

recommend others to go to community centers for help. 

Many participants shared that community centers offered them individual support as well as an 

opportunity for social networking. Thus, support from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helped participants to face 

adaptation challenges which eventually opened mor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 networking for them. For instance, 

Ha provided an example of the way in which her social networking garnered solace to deal with adaptation 

hardships and isolation: 

“Gradually, when I started going out, I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the same as I thought before. I was 

apprehensive before going out that something bad might happen to me. Thanks to the staff at the community 

centers who helped me completing my application forms and also motivated me to join the support group. 

When I started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my life situation and circumstances changed in a positive way. It 

definitely brought confidence, new hope, and new energy; otherwise, staying home all of the time was pulling 

me towards depression.” 

Similar to Ha, Huong describ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er social contacts and the positive changes in 

her life. She also noted that the confidence and empowerment that was engendered by her contact with the 

greater Taiwanese community: 

“You need to have social contacts; otherwise, there is too much isolation here [Taiwan] for newcomers. 

After talking to my friends and getting socially involved, I was able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opportunities for 

me in life . . . it helped me so much to uplift my mood and face life challenges courageously; otherwise, I was 

staying home and thinking there was nothing left in my life anymore. I liked the social networking groups 

offered by the community center.” 

5.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No single research investigation can comprehensively address every aspect of the tremendously complex 

experience of immigrants. By focusing on the adaptation of Vietnamese women who moved to Taiwan through 

transnational marriage when faced with adaptation challenges, this study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consider a 

small but critical aspect of the rich experiences of these immigrants. Through the use of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the study provided more detailed experiences of adapt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to overcome 

hardships and challenges. Participants demonstrated how during a 3-5 year period they coped with the 

adaptation challenges in the midst of depression eventually, leading to settlement and belonging in Taiwan.  

The issue of mental health and related phenomena that immigrant women experiences in the adaptation 

process are one of the problems need to be concerned. Consistent with past research, many participants reported 

serious levels of mental misery and other emotional wellness issues, for example, depression and nervousness, 

which were connected to their issues identifying with adjustment and culture adaptation. Nonetheless, due to 

the language barriers and not be introduced the health service offered Taiwanese government, their issues might 

be ignored by health experts and left untreated. In the case that these symptoms left untreated, these may prompt 

significantly more significant psychological health issues, requiring muddled and more costly intercessions 

later on.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se problems, immigrant people could be given general knowledge about mental 

trouble and emotional wellness issues, and the available health services. This knowledge ought to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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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 issues emerging from 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issues and would be particularly useful if 

distributed in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For this situation, this knowledge would provide guidance on how and 

where to look for suitable help and furthermore encourage immigrant' training on Taiwan ideas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other identified implication from this study is the issue of language procurement and the essential to 

revise rebuild the current method in instructing Chinese to new immigrants. Language fluency as a critical 

instrument in their effective resettlement and a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to create a position in their new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Nevertheless, current programs do not cover the cultural norms as well as the 

custom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do not consider the structure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A bilingual 

teacher for each ethnic group is necessary, who is satisfactorily prepared and equipped for finding proper 

systems for teaching Chinese on the premise of a particular native language, could make a more profitable 

condition for immigrants and prompt more effective results in the language procurement. 

In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ty within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requests that differen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makers take consideration into small demographics, represented to by 

around more than 100 separate ethnic groups, to encourage their social incorporation into Taiwan culture. 

Different issues experienced by these ethnic groups ought to be tended to in the zones of both research and 

social strategies to empower mor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new migrants into Taiw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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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countries, as a result, has been focusing on promoting creative sector in order to develop new 

product and service, Taiwan is one of those country. Taiwan pays attention from large-scale manufacturing to 

the drive by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ese factors help improving Taiwan’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advantage. This study examines to quantify the extent to which Taiwan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study Taiwan's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progress two widely used 

indexes are calculate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and 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RSC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rt crafts, new media and performing art. 

Especially art craft products. 

Keywords: Creative industries,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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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troduction 

In most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economy associated with cultural industries is 

gradually being absorbed and reflected i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Yusuf, 2005). In 2008 

the world economy faced its dangerous crisis. Resulting in economy that have relied heavily 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ve experienced problems, such as a decline in manufacturing, that have produced high 

unemployment and factory closings (Lee, 2015). When facing the impact of changing economic,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ocal industries try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and through a process of innovation, let old things 

become new and fashionable (Hsu, 2013). Technical progress and new products have influence adjustments of 

the economy (Koekkoek, 1984).  For that reaso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revitalization have gained attention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ovement is aims to revitalize declining industrial cities and vacant factory sites through 

arts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Yoshimoto, 2003). Because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s usage knowledge through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Nowadays creative industrie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Creative industries can be both high-tech and high-touch, are highly 

creative and with potentia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rng, 2012). 

According to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n enterperise in Taiwan(2004), Points out that large-scale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no longer enjoy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aiwan; in order to create new 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Taiwanese industry needs to adopt the new concept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developing new areas of production where innovative design is the core element. In 2002,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aiwan (CGT) initiated the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focusing on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toward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ecause incorporat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elements into the knowledge economy has become crucial for improving Taiwan’s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Lee, 2015). Later in 2009, a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named “Creative Taiwan” was formed. The plan is set 

for execution between 2009 and 2013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Lin, 2010). 

Afterwards Taiwan’s faltering economy, an increase in both fuel and electricity prices and poor harvest in 2012 

trigger inflationary fear, owing to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Chou, 2012). Firms in these industries can 

develop mor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from constructing a unique configur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Horng, 2012). Particularly external competitiveness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export goods and services in order 

to afford imports (Herciu, 2013) 

The gradual reduction in trade barriers led b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ore emphasis is now being 

placed on promoting export competitiveness (Ilyas, 2010). Countries will specialize in and be net exports of 

good in which they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Benedictis, 2001). Recently, the number of the scientific 

studies to evaluat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untry, sector or industry is increasing (Startienė, 2014).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is measuring tools for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sector, perform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dustry sectors, the plan target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a particular sector (Startienė, 2014). Many literature measures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Balassa, 1989; Herciu, 2013; Ilyas, 2010; Nath, 2015: Oelgemöller, 2013; Stângaciu, 2013) 

for specialization in commodity or industry.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methods involves the concept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ed by Balassa (1965). Although pros and cons of the Balassa index are still debated in the literature, it 

stands as the most widely use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Serin, 2008). In the literature numerou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used the Balassa index (Bhattacharyya, 2011; Herciu, 2013; Ilyas, 2010; Nath, 2015: 

Oelgemöller, 2013 and Stângaciu, 2013) to identify a country‘s strong sectors.The Balassa index tries to 

identify whether a country has 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ather than to determine the underlying 

sourc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Utkulu, 2004). According to Belassa, the concept of RCA pertain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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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trad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commodities. Balassa’s index is useful for 

assessing whether a country has specialization in the export of a product in relation to a particular group of 

countries (Hadzhiev, 2014). From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measure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 element of this study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section 2 describe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research; section 3 presents the results; section 4 provides 

conclusions. 

2. Methodology 

This study, we use is generally made of Balassa’s concept of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RCA was developed by Balassa in 1965 and compares a country’s share of world exports in a sector to its share 

of exports overall (Harzing, 2013). RCA index is way to measure competitiveness’s commodity or industry of 

country. The RCA have these advantages: “easy to calculate, widest used method, used to underlin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industry, reveal country’s weak and strong export sectors (Startienė, 2014). However, Balassa 

index fails in trade theory because is based previous theory is on the actual realization of bilateral sector’s trade 

flows (Leromain, 2013) because The index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wo-way trade flows (imports in the 

same industry), as the index ranges from zero to one. If the RCA is above one the country is specialization in 

that sector and if the RCA is below one it is not specialization. From Balassa’s index is computed in order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own” country trade performance only. One can derive another version of RCA form 

Balassa(1965). That is RCA2, it measure of a country’s RCA recognizes the possibility of simultaneous exports 

and imports within a particular commodity or industry (Utkulu, 2004). The RCA2  above one indicates that the 

qualitative structure of export have advantage over the qualitative structure of import. 

However, trade and other policy impediments, which may enhance exports through the use of export 

subsidies or shield domestic production using tariffs and non-tariff trade measures, distort RCA (Bojnec, 2001). 

From precedent argument of Balassa’s index. Vollrath (1991) suggests the logarithm of RCA as the 

solution to the asymmetry problem of the RCA index that is the revealed symmetr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RSCA), it is the best measur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lthough all measures have their pros and cons 

(Laursen, 1998, 2015). Several literature offer to use RSCA (Nath, 2015; Laursen, 2015; Stângaciu, 2013). 

RSCA is an enhanced formula of the Balassa index and it clearly expresse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respectively in the exports or the imports of a product in a certain area (Stângaciu, 2013). 

Indicator has values between minus one to plus one, and it is positive when the area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exports or disadvantage in the imports, or it is negative when there is disadvantage in exports and 

advantage in imports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Using RCA, RCA2 and RSCA indexes, to measur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arry out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Consequently, the RAC index is define as: 

 

Where: 𝑥𝑖𝑗  denote the value of Taiwan’s export of creative industry 

  𝑋𝑡𝑗 denote the value of Taiwan’s total export 

 𝑥𝑖𝑤 denote the value of world exports of creative industry 

 𝑥𝑡𝑤 denote the value of total world exports of all commodities 

And another version is RCA2; it is determined by following formula: 

RCA= (xij / Xtj)
) / (xiw / X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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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𝑚𝑖𝑗 denote the value of Taiwan’s import of creative industry 

 𝑚𝑖𝑤 denote the value of world import of creative industry 

Next the Balassa index (RCA), it is expressed as follows:  

We divided commodity export and import into 7 products grouping (art crafts, audio visuals, design, new 

media, performing arts, publishing and visual arts),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for measure RCA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 

3. Results 

 This section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RAC, RAC2, and RSCA indexes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is 

study we divided creative industries  for goods and service. 

Table 1 lists the Balassa index value (RCA) calculated for 7 products grouping namely: art crafts, audio 

visuals, design, new media, performing arts, publishing and visual arts. 

Table 1 RCA value for 7 products grouping in Taiwan’s creative industries 

Products 200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rt crafts 1.24 1.46 1.44 1.38 1.49 1.52 1.54 1.50 1.68 

Audiovisuals 1.21 0.25 2.86 2.48 2.42 2.98 0.56 0.95 0.51 

Design 0.67 0.44 0.40 0.37 0.37 0.38 0.35 0.31 0.35 

New media 0.52 0.22 3.86 5.41 6.80 6.27 7.36 8.18 6.70 

Performing arts 2.24 1.35 1.28 1.03 1.11 1.12 1.04 0.91 1.15 

Publishing 0.07 0.13 0.15 0.16 0.17 0.22 0.21 0.23 0.27 

Visual arts 0.20 0.42 0.45 0.41 0.36 0.32 0.33 0.29 0.19 

Note: RCA values vary from 0 to 1 that mean the RCA is above one the country i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at 

product and the RCA is below one it is disadvantage.  

  

RCA2 = (xij / mij ) / (xiw / miw )

RSCA= (RCA- 1) / (RC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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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in the table 1 show that in the art crafts, performing art, Taiwan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s 

measured by Balassa index. Including new media, although it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aiwan had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after that until 2012. For confirm 

that these products have real advantages. There is one more method that can be measured that is RAC2. The 

Table 2 has shown the RAC2 value for 7 products grouping in Taiwan’s creative industries. 

Table 2 RAC2 value for 7 products grouping in Taiwan’s creative industries 

Products 200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rt crafts 9.14 11.80 12.10 11.91 10.97 10.78 9.54 9.68 8.47 

Audiovisuals 3.02 1.79 4.68 4.10 3.68 3.29 3.00 0.97 0.51 

Design 3.18 1.53 1.24 1.13 1.02 0.98 0.94 0.79 0.82 

New media 1.44 0.89 2.96 2.80 2.79 3.52 4.07 6.68 7.27 

Performing arts 4.73 3.25 3.03 2.56 2.39 2.23 2.06 1.82 2.21 

Publishing 0.16 0.24 0.32 0.35 0.35 0.43 0.45 0.52 0.63 

Visual arts 2.11 0.52 0.54 0.65 0.71 0.55 0.48 0.44 0.46 

Note: Above 1 indicates that the qualitative structure of export have advantage over the qualitative structure of 

import. 

The value of  RCA2 in Table 2, confirm that Taiwan’s qualitative structure of export have advantage  in 

art crafts, performing art and new media products. The calculated values of RSCA have been presented in 

Table3. 

Table 3 RSCA value for 7 products grouping in Taiwan’s creative industries 

Products 2002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rt crafts 0.11 0.19 0.18 0.16 0.20 0.21 0.21 0.20 0.25 

Audiovisuals 0.10 -0.60 0.48 0.43 0.41 0.50 -0.28 -0.03 -0.33 

Design -0.20 -0.39 -0.43 -0.46 -0.46 -0.45 -0.48 -0.53 -0.48 

New media -0.32 -0.64 0.59 0.69 0.74 0.72 0.76 0.78 0.74 

Performing arts 0.38 0.15 0.12 0.02 0.05 0.05 0.02 -0.05 0.07 

Publishing -0.87 -0.78 -0.75 -0.73 -0.71 -0.64 -0.66 -0.63 -0.58 

Visual arts -0.66 -0.41 -0.38 -0.42 -0.47 -0.52 -0.50 -0.55 -0.69 

Note: RSCA>0 that mean the product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RSCA<0 that mean dis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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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ble 3 show that the art crafts show positive RSCA, new media has positive RSCA after economic 

crisis (after 2009) and performing art has positive RSCA between 2002, 2008-2013,and 2015. Taiwan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ose products. 

 In order to, more clearly indicate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hat it is new sourc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aiwan (can see in the Table 4). The table 4 shown comparison RCA value in each industry. 

Table 4 shown comparison RCA value in each industry  

Sector 

industries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Manufactured 1.35 1.30 1.24 1.21 1.16 1.15 1.18 1.21 1.14 1.19 1.24 1.17 1.15 1.10 

Agriculture 0.66 0.68 0.70 0.70 0.68 0.67 0.70 0.74 0.64 0.66 0.68 0.64 0.62 0.57 

Creative 0.64 0.58 0.61 0.55 0.54 0.45 0.45 1.04 1.10 1.13 1.08 0.96 0.98 0.96 

All Food 0.18 0.18 0.17 0.16 0.13 0.12 0.14 0.13 0.13 0.14 0.16 0.13 0.15 0.16 

Note: RCA values vary from 0 to 1 that mean the RCA is above one the country i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at 

product and the RCA is below one it is disadvantage.  

From the Table 4,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crease RCA value since 2009 passing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second position following the manufactures taking the strongest competitiveness position. 

4.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present measur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aiwan’s creative industries using RAC 

index. We can confirm that our results are reasonably stable. The value of RAC, RAC2, and RSCA indexes 

showed that Taiwan has specialization in art crafts, new media and performing art.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regarding all the indices in hand, the commodity groups having the highest RCA values are art crafts and new 

media. Especially art craft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every year; the craft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key industries to be promoted by the country (Lin, 2010). From this study, indicates the government and relate 

organization will have create of public policies for support creative good export each products for creates 

competitiveness of country. Limitations are inevitable of this study, we cannot calculate RCA index of creative 

service side becuses incomplete of the data. Further stud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cloud be comparative 

between Taiwan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or competito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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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affect country's competition, whether top managers of those firms 

pursuit their private benefits by using 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ose firms and the 

country.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explores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6 to investigate the CAPEX, cash 

inflow and insider share ownership ratio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Taiw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ash flow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CAPEX, and the influence of 

cash flow on the CAPEX increases as their insider share ownership ratio (top managers) increases. These 

result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theory, but consistent with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anies with relatively low Cash Inflow and 

relatively high Insider Share Ownership (shareholdings) Ratios could experienc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blems, leading to managers proposing opposite investment strategies to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Keywords: 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 cash inflow and insider share ownership ratios. 

 

摘要 

    物聯網產業影響國家競爭力，物聯網公司管理階層是否會利用資本支出來追求其

本身的私利對這些公司以及其所屬的國家，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基於此， 本研究以

追蹤資料深入探討 2006 年至 2016 年台灣物聯網產業上市公司資本支出、內部資金

與內部人持股比例比例之間有何關聯性。本研究發現物聯網產業內部資金與資本支出

是顯著正相關，而且內部資金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力隨內部人（高層管理人員）持股比

例的增加而增強。這樣的發現與過剩內部資金理論(Jensen（1986）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Theory)不符，但與資訊不對稱理論(Myers and Majluf (1984)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一致。實證結果發現低內部資金、內部人持股比率較高的公司，

會因資訊不對稱問題造成經理人制訂出和投資機會相反的投資決策 

關鍵詞： 資本支出、內部資金、內部人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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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上下距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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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上下距離一樣 

(28pt, 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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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蔡英文政府執政後，重點發展五加二創新產業：亞洲矽谷(物聯網產業)、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

慧機械、國防航太，根據台北美國商會 2017-02-20 日發布的《2017 年商業景氣調查》顯示，有 84%的

在台美商認為這項政策將改變台灣的經濟結構，而五大政策中影響最大的是亞洲矽谷。政府主推五加

二創新產業，並將主要預算加重投資在五加二產業中，例如行政院從科技預算 1078 億元中，特別區隔

100 億元的預算支援五大創新產業，根據台北美國商會調查，84%的美商認為五加二創新產業政策將

改變台灣的經濟結構，58%的受訪美商認為將影響區域和平與兩岸關係，55%認為將改變社會安全網

絡。針對五加二產業政策對自身在台產業的影響，58%認為對物聯網業者影響重大，45%影響到製藥、

生技業者，認為綠能產業政策有影響的受訪者有 43%，智慧製造為 41%，國防產業為 18%。值得一提

的是，受訪美商認為亞洲矽谷對其影響至鉅，尤其是網路、資安業者。 

亞洲矽谷計劃的背後核心是發展台灣的物聯網產業，根據行政院的規劃，台灣在物聯網經濟商機

占全球規模由 2015 年的 3.8%提升至 2020 年的 4.2%，並在 2025 年提升至 5%；同時，此一計畫也將

促成 100 家新創事業成功或企業在台灣設立研發中心；培育成立 3 家台灣國際級系統整合公司；促成

2 家國際級廠商在台灣投資(資本支出)；並將建立 1 個物聯網產業虛擬教學平台。亞洲矽谷由「推動物

聯網產業創新研發」及「健全創新創業生態系」2 大主軸建立，主要目的在於連結矽谷和國外創新資

源，把在矽谷創業者拉進來執行中心做幫忙，他指出，國發會只有在桃園總部的預算而已，預算都在

經濟部、科技部，「也希望在第一季在立法院能通過一些幫助人才移動的法令，包括對人才的所得稅

率課稅標準。」目前亞洲矽谷除了在桃園高鐵站附近設立辦公室以外，也在美國舊金山設立辦公室，

總統蔡英文今年 2017-01-14 日過境美國時還在美國加州舊金山為行政院「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

在矽谷的辦公室揭幕。 

    影響公司資本支出(投資)的因素很多，除了配合政策及政府的獎勵原因以外，企業本身必須

考慮到包含了 Q 值、現金流量、公司規模... ... 等因素， 但是除了這些因素之外，現代的財務學已經

融合了行為因素加入討論，包含 Jensen（1986）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所提出的「代理問題」

與 Myers and Majluf (1984) Asymmetric Information 所提出的「資訊不對稱」都足以顯示傳統的財務

理論無法解釋現象都是由於「人」所造成的，而傳統財務理論的基本假設「人都是理性」早已不再符

合實際的狀況，在探究更多的經濟事件之後，可以證實人才是主導各種經濟事件的主要原因，本文基

於這種原因，探究公司資本支出、內部資金與內部人持股比例之間的相關性。  

(1) Jensen (1986)實證結果意味著:高內部資金、內部人持股比率較低的公司，會因「代理問題」造

成經理人制訂出和投資機會相反的投資決策。 

(2) Myers and Majluf (1984)實證結果實證結果意味著:低內部資金、內部人持股比率較高的公司，

會因「資訊不對稱問題」造成經理人制訂出和投資機會相反的投資決策。 

    Chen and Liu (2013) 提出(1)公司治理越好的企業獎勵經理人資訊公開的報酬也越高。(2)公司

治理越好的企業「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也比較低;即公司治理越好的企業「資訊越公開」，企業的市場

價值也比較高。(3)內部人持股比例越高的企業「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也越嚴重;即內部人持股比例越高

的企業「公司治理」也越不好。(4)公司治理越好的企業「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也比較低; 即公司治理

越好的企業「企業的市場價值」也比較高。 

提出(1)公司治理越好的企業獎勵經理人資訊公開的報酬也越高。(2) 

    Teng and Liu (2011)提出(1)台灣過度自信之經理人在景氣起伏較大的時候，具有高度的投資現

金流量敏感度，顯示過度自信經理人在景氣波動時，會依據手邊持有現金的多寡進行投資方案，若手

邊的現金越多變會進行越多的投資計畫，可能會有 「過度投資」的情形發生，而當手邊現金過少的時

候，可能會有「投資不足」的情形發生;(2)而當景氣較為平穩的時候，過度自信經理人則不具有顯著的

現金流量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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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昱成和劉維琪(2005)研究在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之下，推論經理人的

個人因素，對投資的影響。陳昱成和劉維琪(2005)將內部人解釋成廣義的經理人，透過其持股比例，結

合 Myers and Majluf (1984)的資訊不對稱假說與 Jensen(1986)的自由現金流量假說，建立一新模型，說

明企業現金流量與資本支出成正相關的原因。陳昱成和劉維琪(2005)模型論證出(1)在內部人持股比例

低的環境下，自由現金流量假說比較適合解釋現金流量與資本支出的正向關係，會有過度投資的現象，

(2)而當內部人持股比例增高時，資訊不對稱假說比較適合解釋此種關係，過少投資現象發生。 

 

 

    企業要成長必須要有投資(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資本支出(Capital Investment，簡稱 

CI)在企業中是指長達一個會計期間上的支出，在以企業追求價值極大化的條件下，CI 應該是以能夠

讓企業本身價值提升，股東財富能夠增加為原則。淨現值(NPV0 為正的投資越多企業越能永續經營，

好的資本支出越多，企業股價的報酬率也就越高，故企業應審慎評估各種資本投資的方案。但也有經

理人以個人私利、為了掌握更多資源、為了擴充公司的規模、建立個人企業帝國的亂投資，導致公司

未來股票報酬降低的情況。  自由現金流 

    許多文獻指出內部資金(Cash inflow)是資本資出(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的一項重大

因子理論。依據 Fazzari, Hubbard and Peterson(1988)的模型，自由現金流(Free Cash Flow)對資本支出

的影響尤其重要，特別是內部資金較不足的公司。 

    在普遍社會上，有許多資本額較小的早餐店，作業員與設備不足，時常導致無法應付早餐潮

瞬間的來客數，以至於常讓顧客等上好一段時間，甚至常有因為趕工或是為了加速製程，使得品質無

法均一，長時間下來，品質低落的產品加上顧客所耗費的時間成本，將造成對於早餐店的刻板印象。

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上櫃公司中，若資本支出對於機器設備的資本支出不足，導致產能無法應付

訂單需求應而錯失商機，若勉強接單，常會造成訂單延遲出貨，或是品管不良的情況，對於公司的品

質與商譽皆是一大傷害。 

    但是為什麼明知產能不足卻不增加資本支出生產線呢？這些公司行號共同的特色是其內部

資金不足，使用外部融資的能力跟意願低下，因此許多文獻亦指出，企業在籌措資金時，偏好使用內

部資金大於外部融資。 

    企業在使用資金時常偏好使用內部資金而不是外部融資，主要是因為外部融資有資訊不對稱

（Myers（1984）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的問題，因此如果企業使用外部融資必須負擔額外的

成本，依據 Myers and Majluf (1984)的模型解釋，當公司經理人認為外部資金成本較高時，容易傾向使

用內部資金，但是如果內部資金少，資本支出也會相對減少，甚至可能放棄淨現值為正數的資本支出

案，而 Calomiris (1993)指出低度資本支出會造成經濟蕭條及景氣支循環。 

    但是有另一種解釋指出，不是外部融資成本較貴，而是內部資金較便宜。依據 Jensen (1986)

過剩內部資金理論（Jensen（1986）Free Cash Flow Theory），以經理人的觀點而言，內部資金成本是

比較便宜的；或者是經理人較能自由運用的，當經理人視內部資金越多，則成本也較便宜時，容易傾

向作較多的資本支出，甚至於連淨現值為負數的資本支出案也資本支出，因而產生過度資本支出，根

據過剩內部資金理論，過度資本支出的誘因是來自於經理人可以從過度資本支出中獲取私利，然後過

度資本支出的代價則由外部股東共同承擔。如果企業內沒有過剩的內部資金，則經理人將不會過度資

本支出，因為採用外部融資時，資本市場將會對經理人的行為有所約束。對於擁有過剩內部資金的公

司，該理論主張經理人將遵循大量使用內部資金的資本支出準則，這樣的資本支出行為將很自然地導

致資本支出與內部資金的正相關。 

    上述兩種理論均認為「內部資金與資本支出是顯著正相關」，即經理人偏好使用內部資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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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本支出，上述兩種解釋方式，對於個別公司的財務決策及總體經濟資本支出行為涵義不同，因此

研究上述哪一種解釋比較符合國內企業資本支出行為便格外重要。本研究目的在於決定影響［經理人

偏好使用內部資金做資本支出］的背後因子，是因為資訊不對稱使公司外部融資不易，因而依賴內部

資金；或是因為經理人的私利，使公司偏向使用內部資金做為資本支出。即 Jensen (1986)過剩內部資

金理論，以經理人的觀點而言，如果內部人持股比率較低，容易傾向作較多的資本支出，甚至於連淨

現值為負數的資本支出案也資本支出，因而產生過度資本支出(過度投資)。即內部人持股比率較高的

公司較能減少資本支出決策錯誤的可能性。事實上．股東大眾將資金交予企業去做經營運用及資本支

出，形成一種代理關係，在代理理論中．主理人（資本支出股東）與代理人（專業經理人）之間存在

契約關係，主理人授權代理人在一定權限內，以主理人的利益為最高原則，代其執行企業事務，但代

理人與主理人的目標不完全一致，因此在面臨企業決斷時，代理人常會滲入個人立場，因而產生代理

問題。 

過去，資本支出的研究多在探討資本支出是否具有資訊內涵，而被討論最多之議題乃是資本支出

宣告是否可以增加公司價值。許多的研究發現資本支出宣告能提升公司價值或股價報酬率。而學者們

所秉持的原因，乃是假設經理人為了追求股東價值極大化，其會選擇淨現值大於零的資本支出計畫，

因此公司宣告資本支出計畫意味著公司價值提升，然而最近研究卻顯示經理人從事太多的資本支出計

畫產生較多的代理問題，因此這些過度的資本支出計畫不僅沒有提升公司價值，反而造成公司價值的

減損 (Harford, 1999)。如何降低代理問題所造成經理人偏離最適投資決策乃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議題。

Jensen (1986) 發現代理問題較為嚴重，則投資與現金流量敏感性越高。Pawlina and Renneboog (2005) 

則發現大股東持股越高，則投資現金流量敏感性越低;Pindado and Torre (2009) 則發現 當內部董事持

股較多的公司，能夠降低經理人過度投資與投資不足(低度投資)的可能性。而 Fama and Jensen (1983) 

認為內部控制機制能夠有效的降低代理問題並使得經理人的利益和股東趨於一致，Jensen (1993) 則認

為完備的監督機制必須建立在以獨立董事為主的董事會結構、提升經理人持股和董事會成員持股比

率。 HarfordandLi(2007) 認為經理人薪酬會影響經理人的投資決策，當公司從事購併活動後，經理人

薪酬有顯著提升，但公司價值卻隨著購併活動增加而減少。Arslan (2008)認為經理人希望擴大公司規

模來建立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或外部名聲，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卻會導致經理人從事太多的投資計畫。  

 

    傳統資本預算決策，通常會由部門經理提出預算計畫，再由董事會審核並分配資本支出預算。

然而，經理人為避免被刪減預算，通常會誇大資本支出計畫金額，導致多數的資本支出計畫其實沒有

帳面的效益。本質上，經理人的資本支出決策應該配合公司未來的成長性，才能創造更多的股東財富。

一些研究針對這樣的議題來討論經理人資本支出的時機。研究發現當公司面對較高的資本支出機會，

經理人宣告資本支出，則股價有正的異常報酬，相反的，當公司面對較低資本支出機會，經理人從事

資本支出宣告會有負的異常報酬。 

一些研究發現代理問題顯著影響經理人資本支出決策，經理人為了自身薪酬、職位、資本支出風

險等因素，會使得其資本支出決策偏離股東價值極大化的原則，高階經理人偏好短期能產生成效的資

本支出計畫，因此長期才能看出績效的資本支出計畫並不受到經理人的青睞。Harford (2008) 則發現

公司執行購併活動後，經理人薪酬有顯著提升，但公司價值卻顯著減少。經理人總是希望擴大公司的

規模來建立自己公司地位或提升自己在外部的名聲，然而大規模的資本支出計畫並無法增加股東利

益。 

    本研究的基礎在於檢視內部持股比例對［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變數代號 fx］的影

響。其中內部人持股比例，代表公司決策當局與股東利益一致的程度，［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

度］則代表，企業偏好以內部資金融通資本支出的影響程度。 

本研究認為，如果［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是由於經理人的過度資本支出內部資金偏好，

那麼當經理人的利益變為與股東一致時，經理人應該吸收更多自己過度資本支出決策的後果。這種利

益一致性應該傾向較低的去浪費內部現金，也因此減少［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 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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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是由於資本市場對企業不對稱資訊所造成的，

那麼面對被高估的外部融資成本時，當經理人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一致性較低時，經理人較不在乎採

用被高估的外部融資成本，而當經理人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一致性較高時，相對來說經理人就比較在

乎，而不願使用被高估的外部融資。這些效果應該會增加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依賴程度，也因此增

加了［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 

    本研究採用經理人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做為內部決策當局與股東利益一致性的代理變數，如

果經理人有過度資本支出內部資金的傾向，則我們預期［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將隨內部人

持股比例的減少而遞增。反之如果是資訊不對稱提高了融資成本，則我們預期［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

的敏感度］將隨內部人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遞增。 

 

    為了研究公司內部持股比例對［ fx :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影響效果，本研究參考

Fazzari, Hubbard and Peterson(2000)，他們的迴歸式是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Tobin’s Q 和其他控制變

數的線性複迴歸。他們將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分成高中低三組，以離散型變數出現，但本文則採連續

型，且考慮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內部資金的交感項，對資本支出的影響效果，如果【（公司內部人

持股比例）´（內部資金）】交感項的係數為正數，則表示內部資金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力，因內部人

持股比例之增加而遞增，反之，如果交感項的係數為負數，則表示內部資金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力，因

內部人持股比例之減少而遞增。本文以物聯網產業為樣本，嘗試了解上述兩種理論哪一種較適合物聯

網產業。結果顯示：［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隨公司內部持股比例增加而遞增。即就是，物

聯網產業與股票市場間所呈現的資訊不對稱，足以解釋公司資本支出與其內部資金成現正相關的原

因。即如果交感項的係數為正數，資訊不對稱（Myers（1984）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ory）獲得支

持，即內部人持股比率較高的公司，內部資金越少投資越少。反之即如果交感項的係數為負數數,內部

資金理論（Jensen（1986）Free Cash Flow Theory）獲得支持，即內部人持股比率較低的公司，內部資

金越多投資越多。 

 

貳、文獻探討 

    有兩種理論都是主張「內部資金與資本支出顯著正相關」，但是造成［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

敏感度］提升的理由有著完全不同的主張。Fazzari, Hubbard and Peterson (2000)則提出內部持股比例高

的小公司較可以解釋他們的看法，即是內部資金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力，小的公司比大的公司來的顯著。 

    但 Devereux and Schiantarelli (1990)卻是指出內部持股比例低的大公司比較解釋他們的看法，

即是內部資金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力，大公司比小公司來的顯著。 

2.1 ［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與資訊不對稱的理論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相較於外部投資人，公司管理階層對於公司本 身其價值有著較多正確且

擁有外部投資人不易取得之資訊，亦即，當公 司的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時，公司管理階層與外部投資

人存在「資訊不 對稱」的現象。 Miller and Rock(1985)指出，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公司管理階層

跟投資大眾比較起來，更加了解公司真實盈餘，且發放股利的決定權亦在於管理階層，故公司若宣告

有一淨現值為正的投資機會，將使投資大眾相信 CI 會導致公司盈餘成長，進而增加未來現金流量，故

融資宣告對股價有著正面的影響，此觀點為資訊不對稱假說主要之依循; Myers and Majluf (1984)以資

訊不對稱之論點，假設經理人所掌握之資訊，無論是公司內部訊息或者投資機會，皆優於外部投資人

的情況下，且經理人的行為是以追求股東最大利益為前提下， 經理人會選擇在公司股價被高估時來發

行新股，股東因而獲利，而在公司股價低估時，選擇向債權人融資。而公司融資以內部資本為最佳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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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如需向外融資亦以舉債優於權益融資為考量，此主張即為融資順位理論 (pecking order theory) ，

融資順位理論是指由於公司經理人與外部投資人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使得公司在進行融資決策

時，偏好優先使用交易成本最小的資金來源，亦即內部資金(保留盈餘)，其次為舉債，最後才考慮使用

發行新股的方式。 

    Donaldson (1961)深入研究二十五家大公司的總結是，經理人在資本支出時較偏向先使用內部

資金，Pinegar and Wilbricht(1989)調查 176 間公司的經理人，有 84.3%的經理人偏向先使用內部資金在

資本支出上，Fazzari、Hubbard and Peterson (2000)發現，先天上較不容易融資且低股利的公司中，內

部資金緊緊地影響資金的支出。Fazzari、Hubbard and Peterson 三位認為因資本市場對這些公司的財務

透明度存有資訊的不對稱，以至於外部融資較困難；外部融資成本較高，所以資本支出主要是依靠內

部資金。然而低股利的目的是要保留更多內部資金，便於以後擁有不錯的資本支出機會出現時，把握

先機以內部資金獲利性的資本支出來源。 

    Myers (1984)資訊不對稱理論提出資本支出的先後順序為，內部資金、舉債與發行普通股。也

建議各企業應該維持低股利政策以提高保留盈餘，當淨現值為正的資本支出機會來時，可使用內部資

金，少用過高成本的外部融資。另外，Myers 提出一種因低資本支出所衍生的負債代理成本。公司的

價值是現有的資產價值加上未來的資產價值，如果說經理人一旦發現有破產危機時，則會放棄淨現值

大於零的資本支出計劃，當公司破產時，經理人也會跟著被更換，因此保守的經理人會朝向盡量迴避

舉債的資本支出，因此未來的資本支出會佔公司價值比例愈高，也存有負債時，經理人愈有可能放棄

此資本支出的方案。 

    Ward Brown(1999)將公司依資訊不對稱程度分為高低兩組，發現在高度資訊不對稱那一組有

顯著的［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因此 Brown 認為顯著的 

［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之背後的原因是較高資訊不對稱。然而並沒有考慮到代理問題，

因為有些股權分散且保留盈餘豐富的公司，也呈現出顯著的［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而這

些股權分散且保留盈餘豐富的公司，可能有顯著的代理問題。 

    Whited(1992)發現營運困難的公司中，資訊不對稱行為更為明顯，可能是外部融資代價過高，

因此有可能放棄正淨現值的資本支出案。Whited(1992)指出在低股利公司子樣本群中，其［資本支出對

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大於高股利公司子樣本群。Whited(1992)也指出小規模公司子樣本群中，［資本支

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大於大規模公司子樣本群。以及高內部人持股比例的公司優先使用內部資金，

而不願使用外部融資發行普通股，因為發行普通股便降低了內部人持股比例，控制權也變下降了。 

 

    Oliner and Rudebusch(1992)研究有那些公司屬性會影響［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結

果發現是資訊不對稱問題。Carpenter(1993)把焦點放在舉債與資本支出的關係，結果發現舉債比較容

易的公司，［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較大，他解釋這種結果與過剩內部資金理論是不符的，

因為內部資金將因付債息而減少。Calomiris and Hubbard(1995)研究股利與資本支出，結果是支持資訊

不對稱的理論。Jalilvand and Harris(1984)研究發現小公司由於外部融資成本過高，所以，資訊不對稱

行為較為明顯。 

    此外，Leland and Pyle(1997)指出內部人持股比例較高時，資訊的透明度則較低，比較不容易

從資本市場融資，因此［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的背後原因是資訊不對稱。如果內部資金少，

則資本支出也就少，且若內部人持股比例愈高，則資本支出與內部資金敏感度也較高。 

    最後，Himmelberg and Peterson(1994)發現在以研究發展為主的小規模公司，如內部資金多，

則研發支出與資本支出兩者也愈多，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公司與資本市場資訊不對稱之原因，使公司外

部融資成本太貴，迫使公司以內部資金為主要考量。簡單來說，資訊不對稱理論主張:［經理人偏好使

用內部資金做資本支出］敏銳度，隨著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6%81%AF%E4%B8%8D%E5%AF%B9%E7%A7%B0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E%8D%E8%B5%84%E5%86%B3%E7%AD%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E%8D%E8%B5%84%E5%86%B3%E7%AD%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5%84%E9%87%91%E6%9D%A5%E6%BA%90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88%E4%BD%99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BE%E5%80%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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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與過剩內部資金理論 

    另一種是 Jensen(1986)的過剩內部資金理論，Jensen 認為［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大

於零的背後原因，不是 Myers 等人所主張的資訊不對稱，而是公司內部與外部人之間的代理問題

(agency problems)。他認為經理人視內部資金不同於外部融資的背後原因，不是 Myers 等人所說的外

部融資成本太貴了；而是內部資金太便宜了，以致於有時經理人會過度的使用內部資金於資本支出上。

Jensen 的自由現金流量理論可分為兩點:(一)當公司所掌握的現金流量 越高時，其代理成本也越高，此

時適當增加負債融資可降低現金流量的 代理成本，亦即當公司有較高的現金流量時，若進行負債融資

股價將會 有著正向反應。(二)高現金流量且低成長機會的公司，比較容易有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

的情況，若其融資目的為投資時，其宣告時股價會 有負向的反應。 Jensen(1986)所提出當自由現金流

量越多時，經理人越有可能會造成過度 投資與濫用的現象，高自由現金流量但低成長機會的公司，其

經理人與股東之間存在有相當大的利益衝突。 Jensen (1986: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認為，當

公司的自由現金流量越多時，經理人跟股東間的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 將會越嚴重，因為當公司 

擁有著高自由現金流量時，經理人為掌握資源，會將資金投資在於淨現值 (NPV)為負之投資案上。

Jensen(1986: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也發現，高自由現金流量且低成長的公司，經理人和股東

之間有很高的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提出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認為公司並非為單

一獨立個體，而是由多個利益群體所構成，包括股東、員工、以及經理者等，彼此間以各種契約對其

行為加以約 束，在各個利益群體所追求利益不同之情況下，產生了所謂的代理問題。而代理理論

(Agency Theory)有以下四點之假設:(一)代理人及主理人皆以追求本身私益為 優先考量、(二)代理人與

主理人皆為風險趨避者、(三)代理人與主理人所追求之目 標不一致、(四)代理人與主理人之間存在著

資訊不對稱，故在雙方中間存在著資訊落差的情況。   

    Strong and Meyer(1990)以紙業為樣本，將資本支出分成維持產能方面的資本支出與自由裁量

的資本支出，且將內部資金分成總內部資金與剩餘現金量(即稅後息後正常資本支出之後的超額內部資

金)兩種，結論是剩餘內部資金會被浪費在自由裁量的(discretionary)資本支出案，且股價反應是負面的，

因此支持過剩內部資金理論。Deverevx and Schiantarelli(1990)發現英國的大公司有過度資本支出的傾

向，並指出是大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低且股權分數，造成內部人與外部人的代理問題。 

    過剩內部資金理論認為若內部資金多，則資本支出也多，因有一部份浪費性的資本支出膨脹

了總支出(為了打造自己的企業帝國亂投資)，且若內部人持股比例較少，則資本支出與內部資金敏感

度惡化變大。Titman, S., Wei, K. & Xie, F. (2004) 發現大幅度增加資本投資的公司隨後實現負的基準調

整回報。 對於具有較大投資自主權的企業，即現金流量較大，負債比率較低的企業，資本投資/回報

關係的負面反映顯示為更強。 

    最後在 Jensen(1993)研究 1979~1990 間，美國前 452 大的 COMPUSTAT 公司，結論是內部監

控的不足，所以有代理的問題，也有浪費資本支出的問題。簡單來說，過剩內部資金理論主張:［經理

人偏好使用內部資金做資本支出］敏銳度，隨著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的減少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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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3.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是採用台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擷取物聯網產業者，從西元 2005 年到

2016 年之年底資料(有些公司無 2005 或 2006 則取 2007 至 2016 年資料) 

，經刪除遭漏值及離群值後得到 257 個有效樣本。 

3.2  研究變數衡量即迴歸式的建立 

    個別企業成長發展靠逐年的資本支出，本文以函數 I = f (x,..)表示，其中Ｘ為內部資金。而

國外數學模型及很多文獻(Stulz(1990))已證實，如果內部資金愈多則資本支出也愈多，即資本支出對內

部資金的一次微分為正數，變數代號
¶I

¶x
= fx > 0。 

    為了驗證 fx大於零的背後原因是資訊不對稱理論或過剩內部資金理論，所以本研究的被解釋

變數是 fx，而解釋變數則是資訊不對稱理論或過剩內部資金理論。 

 

3.2.1  被解釋變數：［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 fx  

    本文之資本支出(Ｉ)的衡量方式如下：【［(廠房+設備+土地)年度的增加量】÷資產總額】。

本文之內部資金(Ｘ)的衡量方式如下：【(稅後淨利+折舊-資本支出) ÷資本總額】。資本支出及內部資

金之所以皆為除上資產總額是為了標準化，讓規模大小的公司在進行分析時能在相同的標準上。 

3.2.2  解釋變數：資訊不對稱理論或過剩內部資金理論 

¶I

¶x
= fx = g Y, e( )………………………………………………………………………(１) 

(1)式中的 fx  為［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是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一次偏微分，用以

表示「若內部資金少，則資本支出也愈少」，低度資本支出之傾向，也用以表示「若內部資金多，則

資本支出也愈多」之過度資本支出可能傾向，Y為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 e  為殘差項，且與Y互為

獨立。(１)式的意義是指［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受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影響。(１)式的理論

基礎係來自過剩內部資金解說與資訊不對稱理論，即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會影響［資本支出對內部資

金的敏感度］，此外尚有其他因素也會影響［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但本文不討論這些其

他因素。(１)式等號的右邊是多項式或指數或其他形式都有可能，本文探討(１)式家族內的最基本型，

以方便日後推廣，因此提出(２)式如下： 

¶I

¶x
= fx = g Y, e( ) = a0 +b´Y +e……………………………………………………(２) 

當然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影響［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的模型，除了(２)式以外尚有其

他型式，但(２)式是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影響［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的最基本模型。由(２)

式 可 得 ( ３ ) 式 如 下 ( 省 略 e ) ：

I = a1 +b1 ´X +b2 ´X ´Y…………………………………………………………(３) 

3.3  分析方法 

    本文為驗證性研究,，為了驗證「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的背後原因是資訊不對稱理

論或是過剩內部資金理論，所以採非線性回歸以驗證公式(３)中之係數項 b2
 是正或負，如果是正數，

則支持資訊不對稱理論；如果是負數，則支持過剩內部資金理論。公司內部持股比例(Ｙ)對企業資本

支出的影響，是出現在公式(３)的交感項；然而有沒有可能是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單獨地影響企業資

本支出呢？因此提出公式(４) 

I = a2 +b3 ´X +b4 ´Y……………………………………………………………………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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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公式(３)與公式(４) ，如果公式(４)的係數項 b4
不顯著，則單獨

的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Ｙ)對企業資本支出(Ｉ)的影響不顯著，而如果公式(３)的係數項 b2
顯著，則

表示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Ｙ)對企業資本支出(Ｉ)的影響是透過內部資金(Ｘ)。 

肆、資料分析結果 

 表 1 為本文三個變數的敘述統計量，資本支出(Ｉ)及內部資金(Ｘ)的平均數分別是 8.42%及

11.07%，上列數字已除上資產總額經過標準化，所以沒有計量單位，而內部人持股比例(Ｙ)的平均數

為 36.45%。 

    比較 Hadlock(1998) 所做的美國樣本的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平均數 17%，中位數 10%，然而

台灣物聯網樣本的公司內部人持股比例平均數 25.59%，中位數 23.32%。表示台灣物聯網樣本的公司

內部人持股比例較美國的高，資訊不對稱可能較美國的明顯。因為本文的樣本是物聯網，而 Hadlock 

的樣本是 1976 年的 435 家公司，其中有 318(73%)家事製造業(SIC codes 2000-3999)。因為台灣與美國

的國情不同，產業結構不同，可以適用的理論可能也不同。此外我們發現公司規模較小的公司，內部

人持股比例較高，隱含市場與公司開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較大。 

表１：資本支出、內部資金、內部人持股比例敘述統計量 

變數 樣本數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資本支出(Ｉ) 257 8.42% 5.10% 10.01% 

內部資金(Ｘ) 257 11.07% 10.33% 7.76% 

內部人持股比

例(Ｙ) 

257 36.45% 34.29%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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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是三個變數的相關係數，其中內部資金(Ｘ)與資本支出(Ｉ)有 0.187 的線性相關是三個變

數中最高的。顯示內部資金的確在資本支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內部人持股比例(Ｙ)與資本支出

(Ｉ)的線性相關僅 0.081，顯示內部人持股比例(Ｙ)直接單獨影響資本支出(Ｉ)的可能性不高，可能是

透過內部資金(Ｘ)。 

表２：資本支出、內部資金與內部人持股比例線性相關係數 

變數 資本支出 內部資金 內部人持股比例 

資本支出(Ｉ) 

 

1.00 .187** .081 

內部資金(Ｘ) 

 

.187** 1.00 .125* 

內部人持股比例

(Ｙ) 

.081 .125* 1.00 

註：*表示在 10%顯著水準下顯著  **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顯著，樣本數等於 257。 

    表３是公式(４)的回歸結果，是資本支出(Ｉ)對內部資金(Ｘ)、內部人持股比例(Ｙ)的複回歸，

在 5%顯著水準下，由 p-level 得知內部資金(Ｘ)的係數項相當顯著；然而內部人持股比例係數項“不

顯著”，所以內部人持股比例對資本支出的影響不考慮線性而考慮與(Ｘ)的交感項，即公式(３)會比公

式(４)有更加的解釋力。 

表３：公式(４) I = a2 +b3 ´X +b4 ´Y 資本支出回歸結果 

變數 

 

係數 係數之標準

差 

t 值 p 值 

截距 

 
0.0441 0.0078 5.4802 0.0038 

內部資金(Ｘ) 

 
0.2713** 0.0333     8.3915 0.0022 

內部人持股比例

(Ｙ) 
0.0004 0.0004 0.9500 0.3430 

註：**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顯著， R2=0.40 

 

    表 4 是本文公式(３)的非線性估計，在 5%顯著水準下，交感項係數𝑏2為正數且顯著。即本樣

本支持資訊不對稱，表示若內部人持股比例增加，則【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也增加。 

表４：公式(３) I = a1 +b1 ´X +b2 ´X ´Y  資本支出迴歸結果 

變數 係數 係數之標準 t 值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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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截距 

 
0.0575  0.0048  11.3501  0.0000  

內 部 資 金

(Ｘ) 

 

0.2399**  0.0370  2.7508  0.0132  

( 內 部 資

金)*(內部人持股

比例) 

0.0053**  0.0018  2.8349  0.0037  

註：**表示在 5%顯著水準下顯著 R2=0.44 

 

伍、結論 

5.1  成果與貢獻 

本研究針對台灣物聯網公司加以分析與討論。理論上，當內部人持股大量減少，公司狀況可能告

急，未來營運狀況可能要大打問號。反之，當內部人持股大量增加，內部對其展望則看好，股價自然

就會上漲。因此得知［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與內部人持股比例同方向變化，即樣本顯示在

內部人持股比例（資訊不對稱） 較高的公司中，內部資金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力較大，若內部資金不足，

則易形成資本支出不足或放棄淨現值為正的資本支出案。具體而言，本研究的成果包括以下二個部份： 

5.1.1  發現［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與內部人持股比例正相關 

本文以台灣物聯網業者從 2005 年到 2016 年為樣本，從內部人持股比例的角度來分析，結果顯示

支持資訊不對稱理論適用本文樣本，這種結論與美國的樣本是相似的，Houston and James（1996）以

1980-1993 的美國公司為樣本，結論也是影響［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背後的原因不是過剩內

部資金理論而是資訊不對稱理論。  

5.1.2 提供股東大眾作為判斷股價漲跌之參考 

就台灣的物聯網業者而言，資訊不對稱得到支持。因此當物聯網業者增加廠房設備時，若需要外

部融資則資本市場似乎比較可以放心。因總體而言，過度資本支出之浪費行為，在物聯網並未得到支

持。  

台灣的物聯網業者之所以能上市且存活下来，就已經証明了經營團隊表現不錯，因此經營團隊為

股東創造了價值（value- creating），而事實上很多的物聯網業者都有員工配股制，每一位員工都知道

如果公司盈餘多則配股多，經理人每年也都有配股，股票的價值佔經理人總財富很大的比重，因此互

相激勵互相牽制，以致於經理人不易有過度資本支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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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Myers（1984）資訊不對稱理論隱含公司的價值與 

［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同方同變動，是有效率的資本支出（value- creating），站在全

體股東立場想，為了不稀釋現有股東的權益，所以不引用高成本的外部融資。然而 Jensen（1986） 過

剩內部資金隱含公司的價值與  

［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反方同變動，是浪費內部資金的資本支出（value- destroying），

經理人為了自利，從公司資本支出中獲私利，犧牲了外部人股東權益。如果以台灣的資料實証的結果

是支持過剩內部資金理論，則資本市場眾股東當看到某大公司的資本支出中內部資金比重很高時，則

要提防該資本支出的宣告會帶來股價的下跌。此外政府部門對於符合過剩內部資金理論中所描述的大

公司，應該設計稅負的機制，迫使此類公司將過高的內部資金以股利發放。反之，政府對於符合資訊

不對稱理論中所描述之小公司的內部資金是否發放股利，應該持中性角度，甚至協助此類公司取得合

理成本的外部融資， 鼓勵正淨現值資本支出案的開發，以振興經濟。 

內部人持股比例與［資本支出對內部資金的敏感度］是同方向或反方向變動尚需考慮公司的屬性，

如規模、股利政策等。 

5.3  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以內部人持股比例當做預測變數，本文並未探討有那些因素會影響內部人持股比例，也沒有

探討有那些因素會影響公司的所有權結構，雖然探討如何激勵經理人朝向公司價值極大化的文獻很

多，但是如何設計機制，使經理人當面對資本支出決策時，可以拋棄資訊不對稱理論或過剩內部資金

理論的影響，進而以公司全體利害相關人的福祉為考量，則留待日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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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治理角度探討對資本支出決策的影響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the Capital 

Expenditure Decision  

呂素蓮 Su-Lien LU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教授 

李國榮 Kuo-Jung LEE /國立屏東大學院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張秋燕 Chiu-Yan CHANG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碩士 

摘要 

本研究以 2011 年至 2014 年台灣上市公司電子產業與非電子產業之季資本支出，探討董事會結構

與股權結構對於公司投資決策效率性之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在公司投資機會愈佳時，公司愈會增加其

資本支出。電子產業方面，董事會規模，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與資本支出比率呈現顯著負相關。在非電

子產業方面，董事會規模、經理人持股比率與資本支出比率呈現正相關，公司規模與資本支出比率呈

現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資本支出比率、公司治理、董事會結構、股權結構 

ABSRT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n capital expenditure decision by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ample are 

quarterly capital expenditures of electronic and non-electronic industry firms listed in Taiwan,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from 2011 to 2014. We test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investment decision by 

employing panel data regressions which consists of variables such as firm’s investment opportunity, board 

structure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shares of managers has a negative relation with capital  expenditure, the size 

of board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ve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apital expenditure. In the 

none-electronic industry, the size of board and shares of managers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capital 

expenditu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companies and capital  expenditur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Keywords：Capital Expendit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Board Structure, Ownership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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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資本支出是指企業長期投入一筆資金，換取未來的利益及發展，讓企業本身價值提升，股東財富

增加以達到公司價值極大化的目標。當前世界情勢走向國際化與自由化，隨著科技發達、技術不斷創新的情

況下，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更是詭譎多變，為能在激烈的競爭洪流中佔有一席之地，必須不停的創新、不斷的成

長。而資本支出在公司經營發展過程中是一件很重要的投資決策，而公司也希望在投入大筆資金後，除

了有不錯的投資報酬外，在面對全球化競爭時，不但可以避免被淘汰，還可永續經營發展下去。 

Shin and Kim(2002)證實代理問題確實會影響到投資決策的效率性。企業管理階層執行過多資本投

資計畫時，會因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產生代理問題，在不考慮代理問題的情況下，公司經理人可以透

過不斷地投資來增加公司的價值，所以公司的資本支出宣告，對公司股東而言是項利多的消息，市場

會有正面的反應。但不斷擴充企業規模，會因此產生「過度投資」的問題，降低公司價值，損及股東

的權益。資本支出的投入雖然有助於提升公司價值，然而這些投資是否能有效率地運用仍須看公司治

理制度是否健全，公司治理機制之起因源於解決代理人問題，監督完備的董事會可以降低經理人過度

投資或投資不足的行為，使得投資計畫符合股東最大利益，如果公司的治理機制不甚健全，則資本支

出未必能創造出更佳的公司價值。 

如何讓管理階層用心經營，以消弭重大結構性缺失，是公司治理的重點之一。健全的公司治理機

制，對於企業投資策略之執行與經營效率的提升及增加公司價值績效具有正面的效益，透過監督功能，

讓股東獲得應有的利益報酬。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時，經營者將如何制定符合股東權益的投資決

策？本研究透過公司治理機制，降低代理問題，以董事會與股權結構的相關變數討論公司治理機制對

投資支出決策之影響。 

本研究探討公司治理機制下之董事會組成結構與關係人持有之股權結構對資本支出比率之影響，

公司治理機制架構較良好的企業是否擁有較高的投資效率(面對市場有較佳的投資機會時，企業投資支

出金額增加)?相反的，公司治理機制架構較差的企業是否會因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產生的代理問題而

造成投資效率較低（面對市場投資機會較差，仍然增加企業投資支出金額)?資本支出是企業追求公司價

值極大化的必要方式之一，在企業理財三個基本方向：融資活動、投資活動及收益分配中，投資活動

無庸置疑地是公司獲利和成長的重要環節。企業要如何有效經營管理並且永續經營發展，治理問題依

舊是個大家所關注的研究方向，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對於企業投資策略之執行與經營效率的提昇及

增加公司價值具有正面的效益，並透過監督功能，讓股東獲得應有的利益報酬，此正是本文之研究重

要議題。 

貳、文獻探討 

一、董事會結構對資本支出決策的影響 

就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而言，Fama and Jensen (1983)從代理理論觀點討論，當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

同時扮演著投資策略監督者與執行者的角色，降低了董事會的獨立性及制衡力量，喪失判斷的客觀性

及監督的力量，以至於對企業經營產生負面影響。Patton and Baker (1987)指出當總經理擁有董事長身

分時，會受到自身利益的影響而干擾董事會議，並因監督者和執行者是同一人，監督功能遭到質疑，且

董事長兼任經理人時容易受到日常生活雜務或個人職位利害關係的影響，而干擾其投資決策的判斷能

力，失去董事會存在之意義，無法發揮監督效能。闕月玲(2007)探討公司治理是否會影響公司投資對

現金流量的敏感度，結果顯示職位雙重性(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會削弱現金流量對投資的敏感度。然而，

Fosberg (1999)提出資訊流理論，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可以有效發揮溝通功能，使董事會具有迅速調整並

做出適當決策的能力，有助於推動投資活動。Donaldson and Davis(1991)認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更能發

揮管家理論的特色，協助管理層做出最佳的投資決策，降低投資過多或不足的代理問題，董事長身兼總

經理的公司能提昇經營績效，謀取股東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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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會規模對於資本支出決策的影響，Bacon (1973)發現董事人數較多，

各有不同的知識與經驗背景、技術及對經營決策的看法，制訂決策的執行效率會較小規模董事會所執行的品

質較佳。Zahra and Pearce(1989)指出董事會規模越大，利益範圍將會越廣泛，組織也隨之複雜，則經理

人較不易影響或掌控到整個董事會的決策過程，能避免經理人與董事會成員掛勾而產生弊端，以提高

董事會的監督效能。林家輝(2005)探討最適的資本支出投資決策與公司治理之間的相互關係，實證顯

示董事會規模與資本支出呈現正向相關，即董事會規模較大，越能發揮監督效果，資本支出較易受

到完整的監督而達到效率的使用，間接使得企業價值得以提升。闕月玲(2007)探討公司治理是否會影

響公司投資對現金流量的敏感度，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與投資呈現顯著正相關，代表董事會規模越大時

投資愈多可能代表著公司營運績效良好，因此會增加公司的公司投資。 

Jensen (1993) 與 Yermack (1996)發現，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有負相關，顯示董事會的規模

變大時，會因為溝通與程序上的問題而導致效率不佳時，共識不易達成，很難有效地發揮董事會應有

的功能，則決策效率將大受影響。胡國柳等(2008)探討公司治理與資本支出決策之關係，實證顯示董

事會規模與資本支出水平顯著負向相關，說明董事會規模大，董事會成員之間的能力和專長能更好換

互補，愈有助於發揮董事會的正面影響，會呈現負相關的原因，有可能是傾向於選擇較低的資本支出

水平。                              

就獨立董事而言，Kenser and Dalton(1986)認為獨立董事與企業實際經營者之間相互關係較疏遠，

所以自主性與獨立性較高，較能從公正立場及客觀角度上去看待經理人的投資決策，故獨立董事監督

功能較能發揮。Rosenstein and Wyatt(1997)的研究發現，選派專業管理者擔任獨立董事成員的優點在

於他們具備專屬公司應具有的知識，並可提昇董事會決策制訂的效能。Fama (1980) 也指出在公司董

事會中，獨立董事的人數比例越高，董事會在企業體的資本支出決策上的制訂較可以表現出獨到與客

觀的立場。Fama and Jensen(1983)的研究更發現，外部董事較內部董事更具有獨立性，獨立董事佔董

事會席次的比率越高，越能有效監督管理者的投機行為，較能保護股東的權益。葉銀華、李存修、

和施俊義(1998)的研究發現，最大股東成員擔任董事及監察人的比率愈高，公司價值就愈低。如果家

族成員擔任董事席位比率低或存在有獨立的法人股東，則其對公司的經營績效有著正面的效果。綜合

上述，獨立董事的存在將有益於資本支出計畫的審核，而更多獨立董事所組成之董事會將更嚴謹扮演

投資決策把關的角色。 

二、股權結構對資本支出決策的影響 

就董監事持股比率對於資本支出決策的影響。Goergen and Renneboog (2000)指出公司董監事持股

比率高低會影響現金流量對資本支出的敏感程度，董監事持股股數越多，更可發揮監督效用，降低經理

人投資決策錯誤的可能性越高。Pindado and Torre(2009)研究指出公司內部董監事持有之股權有較高的

集中度時，越能加速投資決策的效率性，並經研究證實公司內部董監事持股比率與企業經營績效呈顯

著正相關。Jensen and Meckling(1976)提出為當內部人持股比率愈高時，會因自身的利益和公司的長期

投資息息相關，更關心經理人所提出的投資計畫，故董監事持股比率越高，會用較嚴謹的態度來審核

經理人所提出的投資計畫，公司的投資決策較不會偏離股東價值極大化的原則。胡國柳等(2008)探討

公司治理與資本支出決策之關係，實證顯示股權集中度與資本支出呈現不顯著正相關，代表大股東在

公司治理中發揮監督作用較為有限，大股東不能有效地控制管理者的決策行為。 

就經理人持股比率而言，Alchian and Demsetz(1972)認為經理人不喜歡過高的研發支出，因為較具

風險性的研發支出隱含較高的失業風險，所以經理人不傾向失業風險較高的投資計畫。

Fama and Jensen(1983)認為經理人可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值而非股東價值極大化，而做出傷害股東財

富的投資決策。所以當經理人持股比率越低，因投資計畫損失風險由大多數的股東來承擔，這樣的狀

況越有誘因促使經理人採取更多投資計畫來獲取自身利益，因為一旦計畫成功，經理人將可獲取利益

並建立其在公司的威信，但如果計畫失敗，因其持股較少所以最終損失乃由大多數股東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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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機構法人對於資本支出比率的影響，Wahal and McConnell(2000)探討機構投資人持股與研發支

出與資本支出的關聯性，期間從 1988 至 1994 年，以 2500 家美國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發現機構投

資人持股與研發支出、資本支出的關係呈正相關。Baysinger et al.(1991)認為機構投資人相對於一般散

戶，更能夠利用投資組合來分散投資風險，因此更有能力承擔較高風險的長期投資計畫。林家輝(2005)

探討最適的資本支出投資決策與公司治理之間的相互關係，實證顯示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與資本支出

呈現正向相關，由於機構投資人相對於企業內部股東具較高的獨立性，故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越高越

能發揮監督效果，使資本支出較易受到完整的監督而達到效率的使用，間接使得企業價值提升。洪麗

芳(2004)探討股權結構、財務決策與公司績效間關聯性，實證顯示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與資本支出為顯

著負相關，可能是因為機構投資者較重視公司的短期利潤及股利發放，資本支出可促進公司成長但不

一定會增加目前的利潤率，反而限制了公司收益的用途。 

参、資料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選取台灣上市電子產業及非電子產業（包含食品、電器電纜、醫療生技、塑膠、鋼

鐵、電機及紡織等產業）為主要研究對象，相關財務變數資料來自於台灣經濟新報（TEJ）財經資料庫，

樣本期間為 2011-2014 年，共計 4 年，以研究對象之季資本支出比率做為主要研究變數，利用資本支

出比率和投資機會，討論公司資本支出效率性問題，進一步利用公司治理變數來討論不同治理機制下

的董事會，其所制訂的投資決策是否能夠符合公司現有投資機會。樣本選取限制每家公司必須持續 4

年公布四季的資本支出比率相關財務資料以作為衡量基礎，如果所選取的資本支出樣本或相關變數在

本研究期間內有所缺失或遺漏將予以刪除。選取樣本數為電子產業 362 家公司與非電子產業 211 家公

司，合計 9,168 個觀察值。 

肆、變數定義 

一、資本支出 

本研究之定義資本支出（CPR) 定義如下 

當季資本支出比率 =
當季固定資產總額 − 前一季固定資產總額 + 當季折舊費用

前一季銷貨收入
 

二、公司治理變數 

本研究分成二個構面：董事會結構與股權結構，探討公司治理，以下針對二個構面之變數分述如

下。 

1.董事會結構 

(1)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EOD）:虛擬變數，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設為 1，未兼任設為 0。  

(2)獨立董事（INDIRD）：為虛擬變數，有聘任獨立董事設 1，未聘任設 0。 

(3)董事會規模（DIRSIZE）：為董事會人數。 

2.股權結構 

(1)經理人持股比率(CEOH）:經營管理人持有股數/總股數。 

(2)董監事持股比率（DIRH）:公司董監事持有股數/總股數。             

(3)機構法人持股比率（INSH）:機構法人持有股數/總股數。 

3.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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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規模（SIZE）：公司規模大小與資本支出比率高低有關，公司規

模較大時，會增加資本投資支出，故本研究加入公司規模當控制變數，以各公司總資產帳面價值取

自然對數作為衡量指標。 

(2)負債比率(DEBT)：負債總額/資產總額。為評估企業償債能力的指標，負債比率越低，代表

企業自有資金越充足，因應資本支出的能力越高。 

4.投資機會 

(1)投資機會(TQ)=(市場權益價值+負債帳面價值)/資產帳面價值 

(2)淨現金流量比率（NCF）：本期淨利與折舊費用加總後除以季初資產總額。 

(3)營運資本投資比率(WCI)：為現金和短期投資加總後除以季初資產總額。 

(4)銷貨成長率(SG）：為當季與前一季銷貨收入相減後，除以前一節銷貨收入。 

伍、建構研究模型 

本研究採用投資機會模型來探討資本支出比率與現金流量間的關連性，以投資機會模型作為基本

模型，資料內容融合時間序列與橫斷面資料，故使用 Panel data 作為估計模型的研究方法，並就固定

效果或隨機效果模型之選擇，採用 Hausman(1978)所提出檢定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何者較適

切的方法來確認模型之選擇。根據王育偉與鄭揚耀(2013)的研究，沿用 Shin and Kim(2003)的方法，採

用投資機會模型探討資本支出，詳述如下。 

CPRit a0  b1TQit  b2 NCFit  b3WCIit  b4SGit 𝛆it (1) 

其中，CPR 為資本支出比率，TQ 為投資機會，NCF 為淨現金流量比率，WCI 為營運資本投資比

率，SG 為銷貨成長率，i 意指公司，t 為研究時間。 

延續上述的投資機會模型，將董事會結構變數及控制變數加入基本模型中，以研究不同董事會結

構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如下列(2)式。 

CPRit 𝛂0  𝛂1TQit𝛂
2 NCFit𝛂

3WCIit 𝛂
4SGit𝛂

5CEODit𝛂
6INDIRDit𝛂

7DIRSIZEit  

 𝛂8SIZEit 𝛂9 DEBTit+ 𝛆i 
(2) 

其中，董事會結構變數包含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虛擬變數（CEOD），獨立董事變數（INDIRD）與

董事會規模（DIRSIZE）三個變數，其餘變數（TQ、NCF、WCI、SG）定義同 (1) 式。 

擴充上述 (2) 式，納入股權結構變數及控制變數，來研究不同股權結構對資本支出的影響。建構（3）

式如下: 

CPRit 𝛃0  𝛃1TQit 𝛃
2 NCFit 𝛃

3WCIit 𝛃
4SGit 

𝛃
5CEOHi𝛃

6DIRHit𝛃
7INSHit 𝛃

8SIZEit𝛃
9DEBTit +𝛆it 

(3) 

其中，股權結構變數包含經理人持股比率（CEOH），董事持股比率（DIRH），機構法人持股比

率（INSH）三個變數，其餘變數（TQ、NCF、 WCI、SG）定義同迴歸式(1)。 

最後，全面探討董事會結構與股權結構對資本支出比率的影響，如下列(4)式。 

CPRit 𝛄0 𝛄
1TQit 𝛄

2 NCFit 𝛄
3WCIit 𝛄

4SGit𝛄
5CEODit𝛄

6INDIRD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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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𝛄
7DIRSIZEit 𝛄

8CEOHit𝛄
9 DIRHit +𝛄10INSHit 𝛄11SIZEit    𝛄

12 DEBTit+ it 

陸、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針對所蒐集到的樣本資料進行簡單敘述統計量分析，以瞭解資料特性、樣本結構及資料分配情形，

各項變數之敍述統計表彙整於表 1。 

表 1.敍述統計 

  變數名稱 

電子產業 非電子產業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CPR 0.057  0.383  0.051 0.564 

TQ 1.304  0.672  1.282 0.734 

NCF 0.018  0.030  0.015 0.025 

WCI 0.251  0.156  0.147 0.122 

SG 0.023  0.439  0.035 0.486 

CEOD 0.314  0.464  0.263 0.460 

INDIRD 0.638  0.481  0.280 0.449 

DIRSIZE 9.379  1.880  9.687 2.761 

CEOH 0.018  0.023  0.008 0.019 

DIRH 0.194  0.132  0.231 0.140 

INSH 0.144  0.167  0.220 0.177 

SIZE 15.974  1.425  15.816 1.328 

DEBT 0.416  0.169  0.428 0.179 

註:CPR 為當季資本支出比率、TQ 為投資機會、NCF 為淨現金流量、WCI 為營運資本投資比率、SG 為銷貨成長

率、CEOD 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虛擬變數、INDIRD 為獨立董事變數、DIRSIZE 為董事會規模、CEOH 經理人持

股比率、DIRH 董監事持股比率、INSH 為機構法人持股比率、SIZE 為公司規模、DEBT 為負債比率。 

由表 1 可以看出，電子產業之平均資本支出比率略高於非電子產業，因為電子產業成長率高且具

未來性，目前仍是台灣股市的主流股，公司資本支出規模愈大，對公司未來的盈餘貢獻也就愈大，資

本支出計劃所增加的公司價值增加也就愈大，而非電子產業顯示公司間在投入資金進行資本投資有很

大的差異。 

為檢測不同資本支出比率高低所對應之董事會結構及股權結構等變數之差異，本研究採用平均數

差異ｔ檢定，相關檢定結果列於表 2 及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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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電子產業資本支出比率高低之差異性檢定 

Panel A 投資機會模型 

  自變數 
資本支出比率 

 t 值 P 值 
 高  低 

投資機會(TQ)   1.309 1.302 -2.288 0.022**   

淨現金流量比率(NCF) 0.023 0.016 -52.450 0.000*** 

營運資本投資比率(WCI)                        0.223 0.263 -22.076 0.000*** 

銷貨成長率(SG)                       0.045 0.013  -1.306 0.192 

Panel B 董事會結構 

   自變數 
資本支出比率 

 t 值 P 值 
 高  低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EOD)   0.277 0.331 -7.984 0.000*** 

獨立董事虛擬變數(INDIRD)                    0.670 0.623 -0.241 0.810 

董事會規模( DIRSIZE)    9.654 9.255  6.371 0.000*** 

Panel C 股權結權 

   自變數 
資本支出比率 

 t 值 P 值 
 高  低 

經理人持股比率(CEOH)   0.015 0.019 -85.956 0.000*** 

董監事持股比率(DIRH)     0.195 0.193 -12.445 0.000*** 

機構法人持股比率(INSH)    0.149 0.142  -8.924 0.000*** 

註:1.以資本支出平均數為標準，分出高資本支出比率與低資本支出比率，表中數字為各自變數的平均

數。2.***表示達到 1%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0%顯著水準。 

 

表 3.非電子產業資本支出比率高低之差異性檢定 

Panel A 投資機會模型 

  自變數 
資本支出比率 

t 值 P 值 
 高  低 

投資機會(TQ)   1.421 1.214   5.238 0.000**   

淨現金流量比率(NCF) 0.019 0.014 -54.324 0.000*** 

營運資本投資比率(WCI)                        0.134 0.153 -15.558 0.000*** 

銷貨成長率(SG)                       0.069 0.018   0.063 0.950 

Panel B 董事會結構 

   自變數 
資本支出比率 

t 值 P 值 
 高  低 

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EOD)   0.270 0.259 -2.454 0.014** 

獨立董事虛擬變數(INDIRD)                    0.361 0.241  4.11 0.000*** 

董事會規模( DIRSIZE)    9.812 9.626  1.309 0.191 

Panel C 股權結權 

   自變數 
資本支出比率 

t 值 P 值 
 高  低 

經理人持股比率(CEOH)   0.008 0.009 -79.273 0.000*** 

董監事持股比率(DIRH)     0.232 0.230  -9.560 0.000*** 

機構法人持股比率(INSH)    0.213 0.224  -9.46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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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以資本支出平均數為標準，分出高資本支出比率與低資本支出比率，表中數字為各自變數的

平均數。2.***表示達到 1%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5%顯著水準，*表示達到 10%顯著水準。 

 

從表 2 與表 3 之 Panel A 發現無論在電子產業或非電子產業之經理人確實依據未來投資機會來決

定資本支出比率。同時亦發現資本支出比率高的公司，會有較高的淨現金流量比率，顯示經理人持有

較高的淨現金流量時，其資本支出計劃也較多，可以有足夠的資金來應付公司的固定資本的投資計畫。   

表 2 及表 3 之 Panel B 是檢定不同資本支出比率下之董事會結構，可以發現擁有大規模董事會的

公司會有較高的資本支出比率，亦即董事會規模愈大時，越能發揮監督效果，對於經理人在資金、人

力、財務運用及技術開發上給予更多決策建議，而經理人也會從事執行更多的資本支出計劃，以提高公

司績效。 

表 2 及表 3 之 Panel C 是檢測不同資本支出比率下的股權結構，從表中可看出資本支出比率高的公

司，其經理人持股比率較低，資本支出比率低的公司，其經理人持股比率較高，說明了當經理人持有股

份增加具有股東身份時，因與公司利益趨於一致，對於資本支出投資計劃的執行將更審慎。我們也發現

內部董監事持股越多，越偏好長期投資計劃，資本支出比率高，但在機構法人持股部份，電子業與非電

子業呈現不同狀況，在電子工業公司中，機構法人持股越多的公司，有較高的資本支出比率，而非電

子業則是相反狀況。 

二、公司治理機制對資本支出決策之影響 

在董事會結構方面，表 4 發現在電子產業公司中，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資本支出比率呈現正相關

但不顯著，這種結果並不支持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會影響公司資本支出比率，但在非電子產業卻呈現了

顯著負相關，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會因職位雙重性，在考量資本支出決策時，較謹慎的評估未來的投資

機會，避免發生無效率的資本支出，降低投資計劃的資本支出比率。而在獨立董事方面，實證結果不

支持獨立董事存在會影響公司資本支出的增減。電子業董事會規模與資本支出比率是顯著負相關，表

示董事會規模變大時，會因為溝通與程序上的問題而導致共識不易達成，傾向於選擇較低的資本支出

水平，故支持小規模的董事會有較強的決策效率。 

表 4.董事會結構對資本支出比率的影響 

變    數 
電  子  業 非 電 子 業 

係   數 P 值 係  數 P 值 

C -1.048 0.060  -6.688 0.000*** 

TQ 0.009 0.606  0.017 0.554 

NCF 0.612 0.009***  -1.021 0.030** 

WCI -0.045 0.556  -0.074 0.696 

SG 0.016 0.190  0.116 0.000*** 

CEOD 0.023 0.399  -0.150 0.002*** 

INDIRD 0.005 0.898  -0.056 0.384 

DIRSIZE -0.007 0.394  0.022 0.180 

SIZE 0.066 0.064*  0.420 0.000*** 

DEBT 0.239 0.008*** -0.154 0.442 

F-statistic 
1.312 

(0.000)*** 

1.572 

    (0.000)*** 

Sample number          5,792 3,376 

Hausman Test 
28.469 

    (0.001)*** 

36.391 

    (0.000)*** 

Econometrics   Fixed Effects    Fixe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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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CPR 為當季資本支出比率、TQ 為投資機會、NCF 為淨現金流量、WCI 為

營運資本投資比率、SG 為銷貨成長率、CEOH 經理人持股比率、DIRH 董監事持股比率、INSH 為機

構法人持股比率、SIZE 為公司規模、DEBT 為負債比率。2.括弧()內為 P 值。***顯示為達到 1%的顯

著水準、**顯示為達到 5%的顯著水準、*顯示為達到 10%的顯著水準。 

從股權結構方面來探討，實證結果列示於表 5，發現經營者與所有權者及外部的持股比率，對於

公司投資計畫的多寡出現不同的情況。電子產業內部董監事持股比率越多，越偏好長遠的投資計劃，

會有較高的資本支出比率，由於本身利益和資本支出計劃息息相關，因此將更審慎的對經理人提出的

投資計劃方案評估，促使投資決策的決定更有效率。但兩大產業的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與資本支出比率

均呈現顯著負相關，表示在投資計劃的審核上，機構法人因擁有專業的研究團隊及較大資金部位，對

於投資持股公司，會以嚴謹態度監督經理人之投資方向，善盡資金管理者的角色。機構法人在監督功

能上較其他投資人擁有更完整的專業知識及監督技巧，因此可用較少的成本及較有效率的方式監督經

理人，因此當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越低，則公司越容易出現監督漏洞，而導致無效率的投資計劃容易產

生，因此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機構法人持股比率與資本支出比率呈現反向關係。 

表 5.股權結構對資本支出比率的影響 

變    數 
       電   子   業 非 電 子 業 

係  數 P 值  係  數 P 值 

C -1.019 0.069*   -6.120 0.000***  

TQ 0.015 0.375   0.013 0.669  

NCF 0.687 0.003***   -1.018 0.031**  

WCI -0.039 0.604   -0.048 0.802  

SG 0.014 0.240   0.116 0.000***  

CEOH -0.735 0.376   4.304 0.134  

DirH 0.630 0.001***   -0.084 0.744  

INSH -1.026 0.000***   -1.236 0.001***  

SIZE 0.062 0.081*   0.410 0.000***  

DEBT 0.249 0.006***   -0.145 0.469  

F-statistic 
1.389 

  (0.000)*** 

1.591 

   (0.000)*** 

Sample number 5,792 3,376 

Hausman Test 
50.941 

  (0.000)*** 

40.500 

    (0.000)*** 

Econometrics Fixed Effects Fixed Effects 

註：1.CPR 為當季資本支出比率、TQ 為投資機會、NCF 為淨現金流量、WCI 為營運資本投資比率、

SG 為銷貨成長率、CEOH 經理人持股比率、DIRH 董監事持股比率、INSH 為機構法人持股比率、SIZE

為公司規模、DEBT 為負債比率。2.括弧()內為 P 值。***顯示為達到 1%的顯著水準、**顯示為達到

5%的顯著水準、*顯示為達到 10%的顯著水準。  

本文研究以電子產業及非電子產業為樣本，從公司治理角度探討對資本支出決策的影響，由表 6

可看出兩大產業透過迴歸分析後之間的差異。 

就面對市場投資機會(TQ)，兩大產業均會掌握時機，增加資本支出比率，以創造更多的公司價值。

在淨現金流量(NCF)方面，電子產業方面呈現顯著正相關，而非電子產業方面卻呈現顯著負相關。資本支

出比率會因公司特性而有所不同，電子產業屬高成長特性公司，當公司處於發展階段，淨現金流量增加時，會積極

投資以擴大公司，而非電子產業公司已發展至穩定的成熟階段，則會減少投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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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長兼任總經理（CEOD）上，電子產業與非電子產業亦呈現不同狀況，電子產業方面，該變

數與資本支出比率正相關但不顯著，表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不會影響資本支出的比率，而非電子產業

方面，卻是顯著負相關，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同時扮演決策執行者及決策監督者的角色，容易因為日常

事務或個人的利害關係干擾其營運決策判斷能力，以至對公司資本支出計劃產生負面影響。而電子產

業之董事會規模（DIRSIZE）與資本支出比率呈現顯著負相關，董事會規模越大，可能因董事會成員

之間發生衝突的機會愈高，較難發揮董事會應有的功能，投資決策效率不彰。而非電子產業卻是正相

關但不顯著，表示董事會規模對資本支出決策的影響不明顯。最後，電子產業之董監事持股（DIRH）

與資本支出比率呈現顯著正相當董監事持股比率越高，因自身利益的考量較能發揮監督管理者的效

果，審核管理者提出的投資計劃更有效率，有助於公司價值的提升。而非電子業為負相關但不顯著，

表示董監事持股比率高低對資本支出決策影響不大。 

表 6.公司治理對資本支出比率的影響 

變     數 
電  子  業 非 電 子 業 

係  數  P 值 係  數  P 值 

C -0.970 0.084*  -6.885 0.000***  

TQ 0.014 0.399  0.011 0.707  

NCF 0.680 0.004***  -1.082 0.022**  

WCI -0.041 0.591  -0.072 0.705  

SG 0.013 0.272  0.116 0.000***  

CEOD 0.026 0.345  -0.143 0.003***  

INDIRD 0.014 0.723  -0.062 0.343  

DIRSIZE -0.014 0.089*  0.022 0.196  

CEOH -0.735 0.376  3.760 0.191  

DIRH 0.707 0.000***  -0.161 0.543  

INSH -1.076 0.000***  -1.171 0.002***  

SIZE 0.065 0.067*  0.451 0.000***  

DEBT 0.261 0.004***  -0.193 0.336  

F-statistic 
1.389 

   (0.000)*** 

1.626 

   (0.000)*** 

Sample number 5,792 3,376 

Hausman Test 
57.208 

  (0.000)*** 

51.329 

  (0.000)*** 

Econometrics Fixed Effect Fixed Effect 

註:1. CPR 為當季資本支出比率、TQ 為投資機會、NCF 為淨現金流量、WCI 為營運資本投資比率、SG

為銷貨成長率、CEOD 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INDIRD 為獨立董事虛擬變數、DIRSIZE 為董事會規模、

CEOH 經理人持股比率、DIRH 董監事持股比率、INSH 為機構法人持股比率、SIZE 為公司規模、DEBT

為負債比率。2.括弧()內為 P 值。***顯示為達到 1%的顯著水準、**顯示為達到 5%的顯著水準、*顯

示為達到 10%的顯著水準。 

柒、結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公司治理機制對資本支出比率之影響，本研究利用投資機會模型、淨現金流量、

短期投資與季銷貨成長率所估計出來的資本支出比率，確實能夠產生較多的投資機會，兩大產業之投

資機會皆與資本支出比率呈現正相關，表示當投資機會愈好時，公司會增加其資本支出。在電子產業

公司治理變數中、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聘任獨立董事、董監事持股比率越多的公司，為了自身職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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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及聲譽會努力盡心於經營績效的提升，花費較多的心力來審核每一件投資計

畫，促使公司資本支出可以創造出較多的投資，提高資本支出比率。而在非電子產業公司治理變數中，

董事會規模越大、經理人持股比率越多的公司，其所做的投資決策，更可以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資

本支出比率增加。兩大產業資本支出均與公司規模呈現顯著正相關，公司規模越大，愈能支持長期固

定資產投資計劃。電子產業一直扮演著主流股的角色，在投資決策執行上，追求高成長，負債比率是

呈現顯著正向關係，而非電子產業採取保守態度，在選擇投資支出專案時，與負債比率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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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股市四大指數之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互動結構之研究－
以矩陣自我迴歸模式之應用 

A Study of Grey VAR on Interactive Structure between Stock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Index–An Example of USA Stock Market 

張宮熊 Alex K.H. CHANG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栢添治 Tien-Chih PAI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美國四大指數，分別為道瓊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史坦普 500 指數與費

城半導體指數，研究期間為 2010 年至 2016 年，先收集股價資料並自行整理技術指標，並加入灰色矩

陣模型，把原始資料進行白化，再使用白化前後資料，進行 ADF 單根檢定檢驗是否為穩定序列，再進

行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及矩陣自我迴歸模型（VAR），探討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間的因果關係及

互動結構關係。 

白化前後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確實有存在因果關係，但經過白化過後資料會出現更多的因果關

係，而白化前後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也確實有存在互動結構，因此本研究結果發現，技術指標在美

國股市中也是可以預測股價的，因此美國股市不屬於弱式效率市場假說。 

關鍵字：瓊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史坦普 500 指數、費城半導體指數、技術指標、矩陣自我迴歸

模型(VAR)、灰色預測模型 GM(1,1)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ampled data from USA 4 big index,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NASDAQ 

Composite Index, S&P 500 Index, PHLX Semiconductor Index, Technical Analysis, research during 2010 to 

2016. First collect stock price data and calculation technical analysis, and then use GM(1,1) to whiten the 

original data, and use original data and written data into ADF test inspect whether stable sequence , and then 

procee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VAR, To explore between on stock return and technical analysis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ve structure. 

The before and after whiten data has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echnical analysis, but whiten date appear 

mor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before and after whiten data has interactive structure with technic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founds, technical analysis can prediction the USA stock market, this study doesn’t support a weak-

form efficiency market hypothesis in the USA stock market. 

Keywords：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 NASDAQ Composite Index, S&P 500 Index, PHLX 

Semiconductor Index, Technical Analysis, Granger causality, Grey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GVAR), 

GM(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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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市場是否有效率性，一只以來都是投資人與學者不斷的討論話題，學者巴伽利早在 1900 年便再

自己的博士論文中發現股價的隨機性後，出現了效率式場的概念，在 1959 年羅伯特也發現股價的數

列與隨機數列並無法區分出來，到了 1970 年由法馬發表效率市場假說，為往後的金融學奠定了重要

的基礎。 

就股票市場來說，是投資人在投資理財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的部分，要如何從如此眾多的股票

中選出一支優良有潛力的個股，是每個投資人都相要達成的目標，因此要如何判斷股票是否為優良股

的分析工具就非常重要了，一般來說，在股票分析工具方面，主要分為兩種，基本面分析與技術面分

析。 

基本面分析就是著重經濟層面與該公司的經營層面上去分析，透過財務報表所呈現的各項財務比

率去評估公司的營運績效，資本結構、獲利能力與長短期償債能力等等；而技術面則是以過去的歷史

股價、開收盤價與最高低價，去評估股價未來的走向，然而影響股價的因素十分複雜，技術分析不管

股價變化的背後原因，只針對其變化的量去評估。 

基於上述與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目的整理為以下幾點： 

（一）驗證美國股市四大指數之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二）驗證美國股市四大指數之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是否存在互動結構。 

（三）驗證美國股市市場是否符合弱式效率市場。 

貳、文獻探討 

現今年代資訊非常多，但因為網際網路的發達，因此要收集資訊是非常容易的，但因證卷市場股

價非常容易受到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產生波動，使得要預測股價走勢是非常困難的。由 Malkiel 提出

兩種現在用來分析資產評價的方法: 

(1) 磐石理論(firm-foundation theory) 

在磐石理論中認為，每一種投資工具都有標準的「真實價值」(intrinsic value)，可以藉由分析目前

以及未來的趨勢，而投資者可以在市場價值上漲或下跌時，進行買賣藉此獲利，理論上價格的波動最

終將會被矯正。 

(2) 空中樓閣理論(castle-in-the-air theory) 

空中樓閣為首的 Keynes 認為只要能預測其他人會如何看待此股票，就可以先下手為強，不必理

會股價在多少，因為你不論買在多少，只要能夠找到願意以更高價錢購買的人就可以脫手，因此都可

以獲得超額利潤。科斯托蘭尼所說「一切取決於一件事情，就是看傻瓜比股票多，還是股票比傻瓜多」

也是以空中樓閣為基礎的，因此空中樓閣也稱為博傻理論。 

1. 基本分析方法 

基本分析一般又稱為基本面分析，為檢驗一家企業的財務狀況，以及內部的運作情況，依照公司

的營運績效，反映在股價上，一般來說工淤營運績效佳，股價就會上漲，反之亦然，營運績效若不好，

股價自然會下跌。而檢驗一家公司的財務報表外還要考慮到非財務上的資訊，通常會考慮到三個面向

來進行分析: 

(1) 總體經濟學:包含國際以及國內的各項的經濟指標，如:通貨膨脹率、匯率、GDP 成長率、能源價

格等。 

(2) 產業分析:包括行業性質的分析、市場結構的分析、壽命週期的分析、行業穩定性的分析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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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的因素。 

(3) 個別公司分析:包括其價格、銷售量、負債、獲利、虧損等。 

其優點在於能夠反應該公司真實的投資價值，缺點則是無法利用公司財務報表等數據即時了解其

價值。 

2. 技術分析方法 

技術分析是建立在歷史將不斷重演，藉由百年以來的大量統計數據來預測分析走勢，技術分析主

要分為兩種分析方法，指標法的數據分析與形態學的圖形分析。 

以上兩種方式都各有人支持與反對，也都各有優缺點，至於到底哪一種方法比較有效，不論是學

術界與投資的名眾都沒辦法給一個肯定的答案，而本研究將會使用技術指標的角度來進行選主，並採

用一般投資者常用的技術指標作為依據，但因每個技術指標都會有盲點存在，可能無法適用在每個環

境，所以不能單靠技術分析就能夠闖天下。 

(1) 隨機指標 (KD) 

KD 隨機指標是由分析師 George Lane 所研發出來的技術指標，屬於較敏感偏向短期的指標，是投

資客常用的技術分析指標之一，因適合用在短期波動較迅速的市場。 

隨機指標因結合了移動平均與相對強弱指數(RSI)觀念的優點，計算上也包含了最高價與最低價，

比起只有用收盤價的移動平均線更能顯現出波動幅度大小，但是如果價格波動幅度過大，使最高價與

最低價出現在收盤價時，會導致整體的趨勢仍然往上，但是代表意義就會降低。 

一般來說 KD 兩縣的交叉點為買賣時間的依據，當 K 線由下向上穿越 D 線產生交叉，並 KD 值皆

處於低值區 20 以下，為買入訊號又稱黃金交叉；當 K 線由上向下突破 D 線產生交叉，並 KD 值處於

高值區 80 以上，為賣出訊號又稱死亡交叉。 

(2) 相對強弱指標(RSI) 

RSI 在 1978 年 6 月由 Wells Widerni 所提出的技術分析方法，其是透過特定時期內股價的變動情

況來計算市場中買賣力量對比，用來判斷股票價格內部本質強弱、推測價格未來的變動方向的技術指

標。 

一般來說 RSI 會介於 0 至 100 之間，而當高於 50 時代表目前為強勢市場，反之低於 50 為弱勢市

場，而上升超過 80 代表處於超買區，如持續上升則表示可能會在短期時間內反轉，若指標下降至 20

以下，代表處於超賣區，如持續下降，則表示在段時間內止跌回升，但超買與超賣區的判定，也會隨

者股票類型的不同而有所改變，RSI 通常只能做為一個警訊，不宜單獨使用，通常會搭配 K 線圖或者

其他技術指標搭配。 

(3) 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ACD) 

MACD 是源於移動平均線(MA)所計算出來的技術分析工具，於 1979 由 Gerald Apple 發明，其是

利用兩條移動平均線(MA)所計算出來的，通常使用 12 日以及 26 日來代表短期及長期。MACD 是對

股票價格與收盤價格做平滑處理，偏向趨勢類的技術分析指標，因此較穩重、趨勢性及安定等特性，

MACD 是用來判斷買賣時機和價格漲跌的分技術指標， 

(4) 威廉指標(W%R) 

威廉指標與隨機指(KD)數概念有些相似，並結合了相對強弱指數(RSI)，威廉指標利用了股價的波

動來判定超買與超賣現象的現象，可衡量循環期間的高低點，是一個短期有效的指標。其與 RSI 相同，

數值介於 0 至 100 之間。操作上當威廉線達到 80 時，代表市場處於超賣狀況，又稱為買進線；而達到

20 時，代表市場於超買狀態，又稱為賣出線，使用上可以搭配相對強弱指數(RSI)，確認訊號是否無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Wells_Wider&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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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5) 乖離率(BIAS) 

乘離率使用到了股票收盤價與移動平均線的差距，可以分析出股票偏離的程度。理論上，當股票

偏離平均線後，最終也會回到平均線的平衡狀態。使用上通常建議 7 日的負乘離達到 4.5%時買進，正

乘離達到 5%為賣出時機，但也會隨著期數不同，會有不同的買賣時機。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以美國股市四大指數之歷史股價及其製作乘的技術指標資料作為研究資

料，並計算歷史股價之日、週與月股價報酬率及技術指標，並加入或灰色自矩陣模型進行白化後，進

行 ADF 單根檢定確認研究資料是否處於平穩狀態，如不平穩數據則在往後動作排除掉，隨後進行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之間的關係，並剔除不具因果關係的變數，最後將有因

果關係的變數進行矩陣自我迴歸模型（VAR）中，進行兩種模式，分別為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及衝擊

反應，進行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的目的在探討變數之變異是來自變數本身或其它變數，還有變動後的

解釋的程度；而衝擊反應分析則是討論變數受到衝擊反應後的影響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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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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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及範圍 

美國三大證卷交易市場分別為紐約證卷交易所、美國證卷交易所與那斯達克證卷交易所，本研究

因避免使用單一類股分析，所以採用美國股市的四大指數，分別為道瓊工業指數、那斯達克指數、史

坦普 S&P500 與費城半導體指數。 

因為股票市千變萬化，因此太久遠的資料來表示現在的環境可能不太適合，因使本研究使用資料

採用近年來的股價資料，由於 2008 年曾發生金融風暴，全球的股票市場都崩盤，而經過了一年股價才

慢慢回到原來該有的水平，因此避免使用的這些資料，本研究期間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間的股價資料，共七年作為研究範圍。 

三、研究假設 

假設 1: 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假設 2: 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之間存在「互動結構」。 

假設 3: 美國股票市場為「弱式效率市場」。 

四、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選取於過去研究中，對股票價格較有預測能力之五項技術指標作探討，分別為隨機指標

(KD,J)、相對強弱指標(RSI)、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ACD)、乖離率(BIAS)以及威廉指標(W%R)，以下

說明各技術指標於本研究之操作性定義。 

1、隨機指數(KD,J) 

隨機指標為市場常使用的一套技術分析工具，屬於在短期較為敏感的指標，其適用範圍以短期投

資的技術分析為最佳。KD 的理論認為：當股市處於牛市時，收盤價往往接近當日之最高價；反之，

當股市處於熊市時，收盤價比較接近當日之最低價，該技術指標的目的即是反應出近期收盤價在該段

時期中價格區間的相對位置。 

公式計算 :  

𝐑𝐒𝐕 =
(今日收盤價 − 最近𝐧天的最低價)

(最近𝐧天最高價 − 最近𝐧天最低價)
× 𝟏𝟎𝟎% 

有了 RSV 就可以算出 KD 值: 

當日𝐊值 = 前日𝐊值 ×
𝟐

𝟑
+ 當日𝐑𝐒𝐕 ×

𝟏

𝟑
   

當日𝐃值 = 前日𝐃值 ×
𝟐

𝟑
+ 當日𝐊值 ×

𝟏

𝟑
   

如果沒有前日 KD 值，可以用 50 代入計算 

本研究中採用 KD,J 中的 J 值，其計算方式為: 

𝐉 = 𝟑𝐃 − 𝟐𝐊 

2、相對強弱指數(RSI) 

RSI 是利用股票上漲與下跌的幅度作依據的指標，其特性是利用一段時間內的買賣力量，作為超

買及超賣的參考，並搭配 K 線圖及其他技術指標一起使用，使自己能夠在較正確時機買賣，以達成多

賺少賠。 

計算 n 日的 RSI 值前必須先計算 n 日中上漲點數之移動平均及 n 日中下跌點數之移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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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日上漲點數移動平均 : 

𝐧𝐄𝐌𝐀𝐮𝐩 = [前一日𝐧𝐄𝐌𝐀𝐮𝐩 × (𝐧 − 𝟏) + 當日上漲點數 × 𝟐] ÷ (𝐧 + 𝟏) 

n 日下跌點數移動平均 : 

𝐧𝐄𝐌𝐀𝐝𝐧 = [前一日𝐧𝐄𝐌𝐀𝐝𝐧 × (𝐧 − 𝟏) + 當日下跌點數 × 𝟐] ÷ (𝐧 + 𝟏) 

n 日 RSI 值 : 

𝐧𝐑𝐒𝐈 = 𝐧𝐄𝐌𝐀𝐮𝐩 ÷ (𝐧𝐄𝐌𝐀𝐮𝐩 − 𝐧𝐄𝐌𝐀𝐝𝐧) × 𝟏𝟎𝟎% 

3、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ACD） 

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ACD)是由兩條不同時間的股價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EMA)來計算兩者之

間的 DIF，在使用 DIF 算出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簡單來說 MACD 就是長期與短期的平均線的差距，並

加以處理，用來判斷使否為買賣股票的好時機。 

先行計算出快速線(n 日 EMA)與慢速線(m 日 EMA,且 m 大於 n)。以此兩個數值，計算兩者間的

「差離值」(DIF),再計算 DIF 之 x 日 EMA,此即 MACD 值。 

 

𝐧𝐄𝐌𝐀 = [前一日𝐧𝐄𝐌𝐀 × (𝐧 − 𝟏) + 今日收盤價 × 𝟐] ÷ (𝐧 + 𝟏) 

 

𝐦𝐄𝐌𝐀 = [前一日𝐦𝐄𝐌𝐀 × (𝐧 − 𝟏) + 今日收盤價 × 𝟐] ÷ (𝐦 + 𝟏) 

 

𝐃𝐈𝐅 = 𝐧𝐄𝐌𝐀 − 𝐦𝐄𝐌𝐀 

 

𝐱𝐌𝐀𝐂𝐃 = [前一日𝐱𝐌𝐀𝐂𝐃 × (𝐱 − 𝟏) + 𝐃𝐈𝐅 × 𝟐] ÷ (𝐱 + 𝟏) 

 

𝐎𝐒𝐂 = 𝐃𝐈𝐅 − 𝐱𝐌𝐀𝐂𝐃 

4、乘離率(BIAS) 

乖離率可以讓我們得知股票是不是漲太多了，移動平均線屬於一條趨勢線，就趨勢而言，股價一

定會傾向靠近大趨勢來移動。若股價偏離平均線太遠的話，往平均線靠攏的機率就會上升，而且離得

越遠，股價拉回原位的機會就越大，因此就算股票是在多頭的走勢中，如果漲離平均線太遠的話，短

期內下跌的機率反而是很大的。 

公式計算 

𝐧日𝐁𝐈𝐀𝐒 = (目前收盤價 − 𝐧日移動平均價) ÷ 𝐧日移動平均價 

當收盤價小於移動平均價時，稱為正乖離，而當收盤價大於移動平均價時，稱為負乖離。 

5、威廉指數(W%9) 

威廉指標的數值為 0%至 100%之間，威廉指標數值越大時，通常表示市場超賣，是買入的時機，

數值越小表示市場超買，為離場的時機，因此威廉指標在衡量賣方時，通常都會與其他技術指標相反，

因此會在計算完成後，在乘負 1，使圖形能夠顛倒，以利觀察，而在本研究中，因無需分辨威廉指標

的圖形，因此計算完成後，並未乘上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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𝐖%𝐑 =
(最近𝐧天內的最高價 − 最近𝐧天內的收盤價)

(最近𝐧天內的最高價 − 最近𝐧天內的最低價)
× 𝟏𝟎𝟎% 

五、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統計分析以 ADF 單根檢定（Augrnent Dickey-Fuller, ADF）、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矩

陣自我迴歸模型（VAR）三項敘之。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以美國股市市場之「道瓊工業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史坦普 500」與「費城半導體指

數」四大指數為例。研究期間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七年的股價報酬率與根據

其股價計算之五項技術指標，包含隨機指標(KD,J)、相對強弱指標(RSI)、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ACD)、

乖離率(BIAS)以及威廉指標(W%R)，並使用灰色預測模型 GM(1,1)去除股市資訊中的雜訊(Noise)，並

運用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以及矩陣自我迴歸模式(VAR)分析變數在日、周、

月期間對股價的影響，並比較其五項技術指標再白化前後對股價預測能力的差異。 

一、ADF 單根檢定 

在處理時間序列時，首先要先確定時間序列是否處於穩定狀態，如果序類位處於穩定狀態下而去檢定

時，許多統計量將會失效，因此在進行迴歸分析前，要先檢定數列是否穩定。 

如果數列會隨者時間慢慢改變，又不會回到原來水平，稱之為非定代時間序列，若數列不會因為時間

而改變，且會慢慢回復原本水準，稱其為定態時間序列。 

本研究 ADF 單根檢定分析的結果，其模型在考慮截距項及線性時間趨勢時，股價報酬率與公司財務

指標之 p 值皆小於 0.01，達到 α=1%的顯著水準，表示時間序列資料已呈穩定序列。 

二、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 

    Granger 因果關係於 1969 年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萊夫·格蘭傑（Clive Granger）提出，Granger 

因果關係是一種檢定時間序列 a 是否為時間序列 B 之間的是否有存在因果關係，藉由自我迴歸模型中

透過一系列的檢定而找出變量之間的時間落差關係。 

    進行 Granger 因果關係前的第一步驟，需使用兩種準則來選取適當的落後期數，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或者 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來自動判斷落後期數，本次研究利用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判斷落後期數為 2，且取用經過單根檢定，判斷為是否為定態時間序

列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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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白化前道瓊工業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圖 3 白化後道瓊工業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數 

乘離率 相對強弱

指數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威廉指數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數 

乘離率 相對強弱

指數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威廉指數 



AStudy of Grey VAR on Interactive Structure between Stock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Index–An Example of USA Stock Market  
84 

 

 

 

 

 

 

 

 

 

 

 

 

 

圖 4 白化前納斯達克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圖 5 白化後納斯達克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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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白化前史坦普 500 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圖 7 白化後史坦普 500 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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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白化前費城半導體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圖 9 白化後費城半導體指數日資料因果關係圖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數 

乘離率 
相對強弱

指數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威廉指數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數 

乘離率 相對強弱

指數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威廉指數 



A Study of Grey VAR on Interactive Structure between Stock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Index–An Example of USA Stock Market  

 

  

87 

在日資料方面，白化前多數為單向關係，但經過白化後把雜訊去除後，所有技術指標都與股價報

酬率乘因果關係。 

三、矩陣自我迴歸模型（VAR） 

（一）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本研究透過矩陣自我回歸模型(VAR)對股價報酬率與五大技術指標進行變異數分解，並以表格呈

現，各變數之間變動原因是自己本身還是因為其他變數所產生的。 

本研究的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根據本章所選取的研究樣本進行實證分析，並列出技術指標之預測

誤差變異數分解的第 1~10 期，由於在第 2 期會呈現較穩定的狀態，因此，本研究在矩陣自我迴歸模

型最適落後期數選取為第 2 期。多數公司財務指標之預設誤差變異數分解中顯示皆有相當解釋力，僅

少數公司財務指標解釋力較低，整理如下： 

表 4-1 台灣五十指數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乖離率 

BIAS 

隨機指標 

KD,J 

平滑異同移

動平均 

MACD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1 1.0137  1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1.0147  99.8659  0.0543  0.0219  0.0557  0.0022  

3 1.0183  99.6895  0.0833  0.0407  0.0861  0.1004  

4 1.0187  99.6396  0.1024  0.0410  0.0926  0.1244  

5 1.0190  99.6195  0.1163  0.0410  0.0941  0.1292  

6 1.0193  99.6097  0.1244  0.0411  0.0943  0.1306  

7 1.0195  99.6053  0.1283  0.0414  0.0943  0.1307  

8 1.0196  99.6031  0.1300  0.0418  0.0943  0.1308  

9 1.0197  99.6012  0.1307  0.0423  0.0943  0.1316  

10 1.0197  99.5992  0.1309  0.0426  0.0944  0.1329  

表 4-2 納斯達克指數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標 

KD,J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MACD 

乖離率 

BIAS 

威廉線 

W%9 

1 0.7606 1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1.0866 49.5168 49.6728 0.1725 0.0015 0.0756 0.5608 

3 1.0896 49.2642 49.4353 0.3717 0.0024 0.1150 0.8114 

4 1.0909 49.2223 49.4225 0.3820 0.0076 0.1352 0.8304 

5 1.0926 49.2275 49.4027 0.3836 0.0118 0.1460 0.8284 

6 1.0966 48.8888 49.7428 0.3836 0.0152 0.1473 0.8223 

7 1.0986 48.7383 49.8882 0.3845 0.0181 0.1469 0.8239 

8 1.0997 48.6495 49.9498 0.3916 0.0205 0.1468 0.8418 

9 1.1000 48.6190 49.9418 0.4008 0.0228 0.1475 0.8682 

10 1.1003 48.5977 49.9209 0.4113 0.0252 0.1485 0.8963 

 

表 4-3 史坦普 500 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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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費城半導體指數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標 

KD,J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MACD 

乖離率 

BIAS 

威廉線 

W%9 

1 1.5209  1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1.5214  99.9630  0.0281  0.0000  0.0022  0.0000  0.0068  

3 1.5224  99.8793  0.0421  0.0344  0.0032  0.0116  0.0293  

4 1.5251  99.7977  0.0624  0.0591  0.0038  0.0289  0.0482  

5 1.5266  99.7477  0.0754  0.0719  0.0041  0.0432  0.0577  

6 1.5272  99.7260  0.0801  0.0763  0.0042  0.0516  0.0617  

7 1.5275  99.7180  0.0813  0.0774  0.0044  0.0556  0.0633  

8 1.5275  99.7153  0.0815  0.0776  0.0044  0.0571  0.0640  

9 1.5275  99.7144  0.0816  0.0776  0.0045  0.0576  0.0643  

10 1.5275  99.7141  0.0816  0.0776  0.0045  0.0577  0.0645  

表 4-5 白化道瓊工業指數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標 

KD,J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MACD 

乖離率 

BIAS 

威廉線 

W%9 

1 1.0005  1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1.0509  99.7906  0.0085  0.1754  0.0041  0.0144  0.0070  

3 1.0610  99.5553  0.0502  0.2596  0.0048  0.1233  0.0069  

4 1.0887  99.3313  0.1225  0.2533  0.0051  0.2812  0.0067  

5 1.1042  99.1930  0.1420  0.2504  0.0070  0.3938  0.0139  

6 1.1083  99.1067  0.1411  0.2684  0.0086  0.4436  0.0316  

7 1.1088  99.0486  0.1443  0.2932  0.0092  0.4557  0.0490  

8 1.1091  99.0164  0.1486  0.3106  0.0093  0.4560  0.0591  

9 1.1096  99.0037  0.1503  0.3176  0.0093  0.4563  0.0628  

10 1.1100  98.9999  0.1505  0.3187  0.0093  0.4579  0.0636  

表 4-6 白化納斯達克指數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標 

KD,J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MACD 

乖離率 

BIAS 

威廉線 

W%9 

1 0.9740  1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0.9766  99.7920  0.0439  0.1483  0.0022  0.0049  0.0087  

3 0.9770  99.7459  0.0443  0.1669  0.0030  0.0310  0.0088  

4 0.9793  99.6848  0.0588  0.1821  0.0038  0.0590  0.0115  

5 0.9803  99.6483  0.0715  0.1833  0.0043  0.0792  0.0135  

6 0.9809  99.6305  0.0771  0.1830  0.0046  0.0904  0.0144  

7 0.9812  99.6230  0.0783  0.1835  0.0048  0.0957  0.0146  

8 0.9814  99.6194  0.0784  0.1847  0.0049  0.0980  0.0146  

9 0.9814  99.6171  0.0784  0.1860  0.0050  0.0989  0.0146  

10 0.9815  99.6154  0.0785  0.1871  0.0050  0.0992  0.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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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標 

KD,J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MACD 

乖離率 

BIAS 

威廉線 

W%9 

1 1.2276  1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1.3051  99.6304  0.0819  0.1310  0.0519  0.0994  0.0054  

3 1.3200  99.3684  0.0902  0.2079  0.2157  0.1055  0.0122  

4 1.3594  99.1974  0.0966  0.2049  0.3739  0.1128  0.0144  

5 1.3781  99.0618  0.1152  0.2035  0.4619  0.1429  0.0146  

6 1.3822  98.9762  0.1216  0.2247  0.4941  0.1689  0.0145  

7 1.3826  98.9304  0.1218  0.2505  0.5004  0.1824  0.0146  

8 1.3829  98.9096  0.1219  0.2662  0.5004  0.1873  0.0146  

9 1.3832  98.9024  0.1221  0.2717  0.5006  0.1884  0.0147  

10 1.3835  98.9005  0.1221  0.2726  0.5015  0.1885  0.0148  

表 4-7 白化史坦普 500 指數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標 

KD,J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MACD 

乖離率 

BIAS 

威廉線 

W%9 

1 1.0821  1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1.1369  99.4875  0.0948  0.3846  0.0046  0.0094  0.0190  

3 1.1486  99.3446  0.0929  0.4264  0.0051  0.1048  0.0262  

4 1.1808  99.1463  0.1365  0.4214  0.0054  0.2522  0.0384  

5 1.1985  98.9686  0.1767  0.4519  0.0066  0.3588  0.0374  

6 1.2030  98.8762  0.1846  0.4734  0.0074  0.4063  0.0522  

7 1.2035  98.8299  0.1845  0.4836  0.0076  0.4181  0.0762  

8 1.2038  98.8063  0.1869  0.4884  0.0077  0.4187  0.0921  

9 1.2042  98.7960  0.1891  0.4904  0.0076  0.4188  0.0980  

10 1.2045  98.7924  0.1898  0.4910  0.0076  0.4200  0.0991  

表 4-8 白化費城半導體股價報酬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析(日) 

期數 S.E. 
股價 

報酬率 

隨機指標 

KD,J 

相對 

強弱指標 

RSI 

平滑異同

移動平均 

MACD 

乖離率 

BIAS 

威廉線 

W%9 

1 1.6629  10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1.7795  99.6738  0.1770  0.1361  0.0044  0.0021  0.0066  

3 1.8015  99.5637  0.2137  0.1345  0.0067  0.0680  0.0134  

4 1.8672  99.1298  0.5227  0.1419  0.0064  0.1807  0.0185  

5 1.8938  98.8618  0.7076  0.1451  0.0062  0.2564  0.0230  

6 1.8968  98.7837  0.7288  0.1449  0.0062  0.2847  0.0516  

7 1.8972  98.7516  0.7316  0.1449  0.0062  0.2899  0.0758  

8 1.8979  98.7296  0.7451  0.1465  0.0062  0.2899  0.0826  

9 1.8983  98.7176  0.7530  0.1504  0.0062  0.2899  0.0829  

10 1.8985  98.7126  0.7544  0.1535  0.0062  0.2903  0.0830  

無論是季、半年或年報表，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之結果為多數公司財務指標皆具有相當影響力，



AStudy of Grey VAR on Interactive Structure between Stock Return  

of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Index–An Example of USA Stock Market  
90 

但由表 2-表 5 可知少數公司財務指標仍存在解釋力較低的情況，於年報表的總資產報酬率；半年報表、

年報表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年報表的本淨比，其解釋能力皆低於百分之 60，且受其他公司財務指標所

解釋。 

由表 6-表 8 可知股價報酬率在季與半年報表所示的自我影響能力於第一期時，皆未達 70%；而年

報表所示的自我解釋能力更是未達 40%，顯示股價報酬率受到公司財務指標的影響程度相當大，且隨

著期間的增加而遞增。 

（二）衝擊反應分析 

衝擊反應分析是指某一變數發生自發性干擾時，該變數對於其他預測變數所引發的反應衝擊。在

VAR 模型中的各個變數都會視為內生變數，在探討某一變數在 VAR 模型中，不需要了解所有變數之

間的因果關係，並在 VAR 中是將所有變數當作內生變數，透過一組回歸方程式運算，顯示個變數之

間的互相關係，接下來即可進行結構性的設定，即可解決了內生變數與外生變數判定問題，此外每一

格回歸方程式中，皆已本身或其他變數的落後期數作為解釋，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傳統計量方

法上的誤差，才能使其完全符合時間序列目的。 

在 VAR 中，各變數都能成為當期與落後項的衝擊函數，將各期之衝擊反應綜合起來，變可得到

完整的衝擊反應函數，分析人員可藉由研究衝擊反應的變化來判斷各變數互相影響的程度和關聯度，

能藉由觀察各期數據連結成之折線圖輕易的了解衝擊反應影響的方向、幅度、時間及趨勢。 

在衝擊反應中，技術指標受股價報酬率的衝擊反應影響，白化前多在 2 到 4 期衝擊反應最大，四

期後漸漸平穩，而在白化後反應為 3 到 6 期最大，之後慢慢平穩，整體上白化後的資料都比白化前反

應波動幅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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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道瓊工業指數報酬率的干擾對五種技術指標之衝擊反應圖(日) 

 

圖 4-11 白化道瓊工業股價報酬率的干擾對五種技術指標之衝擊反應圖(日) 

 

圖 4-12 那斯達克股價報酬率的干擾對五種技術指標之衝擊反應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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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白化那斯達克股價報酬率的干擾對五種技術指標之衝擊反應圖(日) 

 

圖 4-14 史坦普 S&P500 股價報酬率的干擾對五種技術指標之衝擊反應圖(日) 

 

圖 4-15 白化史坦普 S&P500 股價報酬率的干擾對五種技術指標之衝擊反應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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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假設與實證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道瓊工業、納斯達克、史坦普 500 與費城半導體指數的股價報酬率與五項技術指

標的互動情況，並針對日、周與月資料進行分析，並且在加入灰色預測模型使資料的不確定性去除，

使資料更佳精確，並選擇研究期間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運用 Eviews 軟體的 ADF

單根檢定、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以及矩陣自我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探討以下內容 : 

（ㄧ）結論一：美國四大指數之股價報酬率與技術分析指標間確實存在因果關係。 

研究中發現，股價報酬率與技術分析指標中確實有因果關係存在，在數據白化以前多數為股價報

酬率對技術分析指標有單向關係存在，而在白化過後把雜訊去除，變成股價報酬率與技術分析指標皆

有雙向關係存在。因此本研究假設 1 成立。 

（二）結論二：美國四大指數之股價報酬率與技術分析指標間確實存在互動結構。 

技術指標對股價報酬率的解釋力程度，都會隨者時間慢慢增加，其中以乘離率的解釋力為最高，

大部分都已 2、3 期增加的解釋力最多；另外技術分析指標對股價報酬率的衝擊反應結果，通常在第二

期反應為最大，3~6 期收斂情形最為明顯，故股價報酬率與技術分析指標間確實存在互動結構。因此

本研究假設 2 成立 

（三）結論三：支持美國股票市場非弱式效率市場。 

根據效率市場假說，在弱式效率市場中價格已經反應現有的歷史了，因此我們無法從過去的資訊

來去分析未來的走向，研究中因能藉由技術分析指標對股價進行預測未來的走向，因此美國股市非弱

式效率市場。本研究假設 3 成立。 

表 9 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 

假設 假設之內容 實證結果 

假設 1 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符合 

假設 2 股價報酬率與技術指標之間存在「互動結構」。 符合 

假設 3 美國股票市場為「弱式效率市場」。 符合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期間由於 2008 年金融風暴之影響，並且 2009 年尚未完全穩定，因此採用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之股價資料，共計七年為研究期間，因此在月資料的蒐集可能無法獲得較充分的樣本數

量; 本研究樣本採用道瓊工業、納斯達克、史坦普 500 與費城半導體指數，最後本研究在技術指標的

選用上，僅針對五項技術指標如 KD、MACD、RSI、BIAS、W%R 進行個別探討，並未考慮在不同天

數下個指標之表現以及技術指標組合之表現。 

（二）研究建議 

1.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期間採用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之股價資料，研究過程中發現日、周、月之樣本數

量差異過大，因此對此三種資料難以做出客觀的比較，尤其在月資料方面非常少資料通過 ADF 單根

檢定因此未做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如果後續研究者若能夠使用更長的期間進行研究，可能使研究

可信度能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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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僅使用灰色矩陣自我迴歸模式(GVAR)進行探討，並未使用其他檢定並進行比較，建議後續

研究者可以加入其他分析方法並進行比較。 

2.對投資人的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臺灣 50 指數、臺灣中型 100 指數成分股公司財務指標與股價報酬率間的因

果關係及互動結構以半年報表為最佳。因此，建議以半年報表為投資參考依據。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獲利能力之公司財務指標對股價報酬率的因果關係及互動結構最為良好，其

中以銷貨毛利率、淨利率、總資產報酬率為首選，建議可持續追蹤此類公司財務指標，並在適當的時

機進行買賣操作，以降低風險、提高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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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散戶投資人小說類別偏好與投資行為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s Preferenc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Stock Market 

張宮熊 Alex K.H. CHANG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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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小說類別偏好（武俠小說、推理小說、穿越小說、歷史小說、言情與青春小說、

冒險與科幻小說)和投資行為偏誤之關聯性，以了解人們的小說類別偏好和投資行為議題進行研究；過

去文獻研究，得知「行為財務學」揭露人類是有限理性的事實，並經由實證結果，人對於報酬與風險

可能隨態度情境而有不同之變化，研究結果亦發現，心理層面影響確實對市場報酬投資效益具顯著關

係。 

本研究以散戶投資人的不同投資風格與投資行為（過度自信、心理帳戶、從眾行為、選擇性注意、

避免後悔）、錯置效果（小賺大賠、交易頻繁、停利持損）之間的關係。本研究以三個區域（台灣地

區、港澳地區、星馬地區）之散戶投資人為研究對象，以發放網路問卷方式進行量化研究探討其中之

差異，藉由基本統計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單因子 ANOVA 檢定（LSD 分析）、卡方檢定分析，

證實小說類別偏好、人口統計變數、交易統計變數及投資風格對投資行為偏誤及錯置效果具顯著性；

研究結果有助於投資人檢視自己小說類別偏好相對應的投資風格以及其所產生之投資行為偏誤所導

致的錯置效果，並作為評估自身進行投資時所需注意的事項，創造更好的投資績效。 

關鍵詞：小說類別偏好、投資性格、投資行為、錯置效果、居住地區 

ABSTRACT 

In this thesis ，we try to understand people’s mental and behavior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s preferenc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stock market ; base on behavioral finance 

studies，we found that humans would change their attitude of risk and return when the environment is different ; 

on the other side，research on investment psychology also indicates that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market returns 

on investment benefit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In this thesis，we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vels preferenc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stock market by issuing questionnaires on the internet across three different  region（Taiwan，
HongKong&Macau，Singapore&Malaysia) using basic statistics analysis，factor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test and Chi-square test.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ovels 

preference， population and trading variables，investment styles were significant which leads to specific 

investment bias and disposition effect. 

We hope the result can help investors to review their own novels preference corresponding to the 

investment style which cause investment bias and disposition effect as a measure of their personal investing 

bias，creating a better investment performance. 

Keywords：Novels Preference、Investment Styles、Investment Behavior、Disposition Effect、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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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德國證券界教父 André Kostolany 曾經說過：“股市像酒鬼，聽到好消息會哭，聽到壞消息會笑。”，

這句話的意思表示股票市場並非能完全只將理性分析納入考量內，大部分影響股價的因素還是取決於

投資人的心理因素。根據理性決策模型，人們在面對不確定進行預測時，是根據所有可能及各個結果

的可靠性作為評估基礎。然而，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提出，投資人常會做出非理性的投資決

策，且非隨機發生的。投資人行為偏誤不但是經常性的，而且會有一致性的傾向。  

Kahneman &Tverskey（1979)提出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也奠定了行為財務學之基礎，投資人

在面對不確定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決策及行為所改變。另外，現今的行為財務學則認為一般人在面臨

決擇時，通常會以一些過去的經驗、直覺或外在情境作決定，且他們會受到心理、行為、情緒、金融

商品的價格及金融市場發展趨勢的影響，使得與傳統財務學的理性預期有顯著的差異，但儘管排除資

訊的不足，個別投資人也會因為自身的內在因素及心理反應或是外在的影響而做出非理性的決策。 

根據羊群效應，在一個投資群體中，單個投資者總是根據其他同類投資者的行動而行動，在他人

買入時買入，在他人賣出時賣出。導致出現“羊群效應”。而 Shiller（1984）發現投資人的誤判常常

是群體一起發生，而不是隨機發生的。這應證了投資人的有限理性。 

郭敏華（2008）指出當投資人做出投資決策時，可能會因受到外在環境及內在心理因素的影響，

而造成投資人不理性的判斷，亦稱為投資偏誤行為。相關研究皆顯示，散戶投資人在股票市場通常因

自己心理因素、投資風格、過度自信、從眾行為、心理帳戶、選擇性注意等導致外在的資訊不對稱，

部分導因於內在心理因素：有限理性與有限注意。由此可見，投資人在進行決策時，有時並不符合效

率市場的基本的假設。 

當我們在探討投資人的理財行為模式時，並不能只單憑傳統財務學理論進行研究，更多時候投資

人的心理層面對決策行為有著更大的影響。本研究若能擴大瞭解不同投資風格如憂慮型、強勢型、衝

動型、賭徒型、安全型、自信型之投資人張宮熊（2009）因過度自信心理因素如何影響投資偏誤行為

的關係，並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給予不同性質的投資人合適的投資建議及注意事項，應可以提供投

資人驅使自己做出非理性決策行為的原因，是本研究之動機一。 

於是本研究以投資人的心理層面為探討目標，目的找出不同風格的投資人在各類股買賣、進出時

間長短等之差異，預測投資人在股票選擇上之參考依據，亦使投資人可瞭解自己的投資風格、偏好及

行為偏誤等，作為投資人日後投資決策之參考。除了注重投資人的心理層面及其如何影響決策，我們

同時加入了投資人小說類別偏好的六項元素，以下包括：武俠小說、推理小說、穿越小說、歷史小說、

言情與青春小說、冒險與科幻小說。目的在於探討根據擁有不同小說類別偏好的投資人，是否存在其

投資行為上有所影響。 

投資心理學強調投資人的投資行為為非理性且非隨機的，本研究加入了小說類別偏好的元素以進

行更詳細的投資性格分析，並探討投資人自身所選的元素是否會影響其做出投資決策時的心理因素，

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本研究目的在於藉由分析散戶投資人之相關小說類別偏好、投資性格、投資行為及錯置效果，讓

散戶投資人能夠更清楚自身的投資行為，並作為評估自己日後在股票市場進行投資操作上所該注意之

事項。行為財務學及投資心理學之相關理論為基礎，通過問卷調查方式從三大地區（台灣、星馬地區、

港澳地區）取得散戶投資人資料，作為分析其投資性格、實際交易情形、績效狀況及小說類別偏好間

之關聯性。本研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小說類別偏好在投資性格、投資行為、錯置效果、人口統計變數上是否具顯著差異 

二、探討投資性格在投資行為、錯置效果、人口統計變數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三、探討人口統計變數在投資行為、錯置效果、人口交易統計變數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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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由於國內、外文獻針對行為財務學與傳統財務的差異、效率市場以及眾多難以解釋的情況等主題

整合完整的分析與回顧，例如：Wurgler（2002）；Daniel etal（2002），本節之焦點不在於完整，行為

財務學相關主題探討，例如效率市場或其影響因素的解釋，因為會導致本文主題過於龐大和失焦。並

依據其主題將其歸納處理。 

根據國內、外文獻的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主題，分別為：（一）投資人性格（Investor Character）；

（二）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三）從眾行為（Herding）；（四）處分效果（Disposition Effect）；

（五）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以下將按照上述主題依序回顧與探討。 

一、投資人風格（Investor Character） 

投資人在股市表現常常判若兩人，變成不了解自己，張宮熊（2010）則把投資人分為六種不同的

類型，各種典型投資風格所呈現的行為模式也不盡相同。 

（一）憂慮型投資人常常擔心自己的盈虧，其實這也實屬正常，往往一個錯誤的決策就會讓投資

人得到一個不可挽救的結果。正所謂人誰無過，就正如骰子大亨所說他下的投資決策也只有 1/3 會賺

錢，所以股市投資人在進行投資決策前必先了解股市的全貌，才有機會獲得利益。 

（二）強勢型投資人對於整個投資的過程都是全心投入，由於多由情緒主導，這一類的投資人情

緒容易受到股票的漲跌而影響，而正因為這些情緒的影響，在股票的跌勢中，把股票都賣出，這必然

是賠錢的作法，但卻在市場完全恢復才選擇重新進場，錯失入市的最佳時機。 

（三）衝動型投資人傾向以情感去處理生活中的事物，他們買股票可能只是因為情緒共鳴，例如：

純粹喜歡該股票的公司名稱，他們則會不加思索就大手買進，他們常認為股市是完美的，持有的股票

都會上漲，倘若持有的股票下跌，他們會感到絕望。 

（四）安全第一型的投資人都會注意到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安全第一型投資人隨時隨地都在

注意自己可能會承受的風險，投資這個想法也讓他們非常緊張，但他們還是會進行投資，因為他們認

為這是賺錢最快的方法，儘管他們會感到不安。 

（五）賭博型的投資人都有賭博的本能，因為投資人的內心都希望自己可以控制命運及操控命運，

某程度上投資人付出資金及時間進行投資，其內心都期望可以透過投資來賺取利得，但在股票市場的

散戶投資人憑價格買進股票，並且迅速賣出，但不迷戀市場。  

（六）自信型投資人都有一種共通的特點就是自信。他們的自信並非來自經驗，而是經驗來自於

自信。自信型投資人多為風險愛好者，以為他們清楚知道富貴險中求的道理，他們喜歡挑戰，因為獲

利就是接受挑戰的報酬。 

二、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通常大多數的散戶投資人並非金融投資人，而是行為投資人。行為投資人因受行為情緒影響通常

投資行為非理性的。許多文獻亦指出人有控制幻覺 Odean（1998）；劉文智（2011）與自我歸因偏誤

Daniel，Hirsheifer，and Subrahmanyh（1998）。Kahneman & Riepe（1998）認為個人常屬樂觀主義者，

也就是說樂觀主義者通常覺得自己天賦異稟過於常人，而高估自己對不好的事件自我控制能力，自我

歸因偏誤則是以自信表示與技能相關現象 Langer（1975），即是以過度自信描述自我評估偏誤。 

金融市場亦會存在過度交易（Excess Trading），在傳統財務學裡往往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許

多文獻認為人們的過度自信是導致金融市場的主要因素之一 De Bondt and Thaler（1995）；Odean

（1998a）。過度自信的概念已被廣泛應用於解釋證券市場中的投資行為，De Bondt & Thal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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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認為此概念可能是在心理判斷方面最具解釋力的發現。Odean（1998a、1998b）認為投資人過度自

信常會高估自己所得到資訊的正確性，或高估自己對資訊的解讀能力與所做判斷的正確性，因此會過

度交易，使投資人所得到的報酬偏低或甚至虧損。 

三、從眾行為（Herding） 

從眾行為是一群人在一段時間內自主或非自主的採取與其他人相同的行為模式，此相同的行為可

能是來自社會群體認同的壓力，被迫放棄自己的意見，採取與他人相同的行為模式，或因大家收取相

同的資訊、偏好而呈現相同的行為。 

張宮熊（2010）則曾以兩方面的因素來分析投資人的從眾行為，以客觀因素來說，從眾行為一般

發生在資訊不明、缺乏可投資標的，投資人會尋求比自己消息更靈通人士的意見。以主觀因素來說，

從眾行為是因為投資人自己經過理性判斷後，認為自己的專業程度不足，對未來投資報酬與風險評估

沒有把握的情況下，透過專業人士的分析，或觀察過去績效遠比自己優良投資人的投資行為，作為買

進賣出的參考點，導致出現股市從眾行為。 

四、處分效果（Disposition Effect） 

投資人的非理性心理偏誤，意指錯置效果結果行為。Kahneman & Tversky（1979）在展望理論

（prospect theory）中，指出人在面對利得與損失時，會呈現截然不同的風險態度，面臨利得時喜好風

險規避，面臨損失時喜好 

追求風險 Shefrinand Statman（1985）進一步將展望理論應用在投資行為上，投資人在買賣股票時

會呈現「獲利了結、虧損續抱」之傾向（SellWinners too Early and Ride Loser too Long)，而導致小賺大

賠的出現，名為錯置效果。在行為偏誤的結果下，因認知失調所感受的痛苦，通常投資人的後悔心態，

心理形成一種做錯事感受，在損失趨避的心理驅動下，一旦股價回到成本區附近或小額獲利時會使得

投資人就急於賣出持股，導致停利持損、小賺大賠的處分。 

五、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指當個人知覺到兩個概念、態度或行為等彼此不能調和一致時

候，會感到心裡衝突，促使個體放棄或改變其中一個認知，以致遷就另一個認知，以減除心裡衝突所

帶來的痛苦，恢復一致的狀態。人們在決策過程受到認知失調偏誤所影響，在投資與理財上亦是如此；

假設投資人當初買入某檔股票預期上是建立在股價會上漲的，當買進股價不漲反映，就會產生認知衝

突。 

參、研究方法 

ㄧ、研究架構 

本研究從受訪者小說類別偏好、投資性格及不同的人口統計變數和交易統計變數，探討其對投資

行為與錯置效果的影響，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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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之架構 

二、量表設計 

表 1 為本研究的各變項：投資性格、投資行為、錯置效果、小說類別偏好、人口及交易統計變數。

量表採用李克特式五點等距尺度量表，分別是以 1 至 5 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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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變數之量表設計 

變數 次構面 題數 參考文獻 

投資性格 

憂慮型 2 

張宮熊（2009) 

強勢型 2 

自信型 2 

安全型 2 

賭博型 2 

投資行為 

過度自信 5 

張元福（2004)、嚴國華（2008)的問卷 

心理帳戶 5 

從眾行為 5 

選擇性注意 5 

避免後悔 5 

錯置效果 

小賺大賠 2 
Shefrin & Statman （1985)、Kahneman & 

Tversky（1979) 
交易頻繁 2 

停利持損 2 

小說類別偏好 

武俠小說 

7 ─ 

推理小說 

穿越小說 

歷史小說 

言情與青春小說 

冒險與科幻小說 

無小說類別偏好 

人口及交易統計

變數 

─ 
17 張元福（2004)、吳祟貴（2008)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曾經投資過股市或正在投資股市的散戶投資人，問卷發放與回收時間

為 105 年 5 月 3 日至 105 年 7 月 22 日止。在 98%信賴程度，誤差值控制在 0.05 下，可以抽取有效樣

本需達到 

n=𝑝̅（1−𝑝̅)∙（𝑍/𝐸)2=0.5∙0.5∙（2.326/05)2=541 份。本研究採 Google 電子問卷，針對不特定人

自願上網填答，共回收問卷樣本數為 559 份，扣除無效樣本問卷，有效問卷為 514 份，有效回收率為

95%。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設之需要，研究採用統計方法有敘述性統計分析、因素分析、信效

度分析、卡方檢定、變異數分析（ANOVA)，作為研究分析工具。 

一、研究分析 

由表 2 應證分析表，利用台灣、星馬、港澳地區股票市場散戶投資人以問卷的方式，希望暸解股

市散戶的小說類別偏好與投資性格，並分析其是否受投資人小說類別偏好是否受人口、交易統計變數、

投資性格特質所影響，再探討投資人不同的小說類別偏好是否會影響其投資行為（過度自信、選擇性

注意、從眾行為、避免後悔、心理帳戶)及錯置效果（小賺大賠、交易頻繁、停利持損)；另外分析不同

投資性格是否會影響投資行為及錯置效果;最後人口、交易統計變數是否對投資行為及錯置效果造成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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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假設應證分析表 

研究假設 是否成立 

H1 小說類別偏好在投資性格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1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投資性格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 小說類別偏好在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1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過度自信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 

武俠小說成立 

歷史小說成立 

言情與青春小說成立 

冒險與科幻小說成立 

H2-2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心理帳戶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3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從眾行為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 

武俠小說成立 

推理小說成立 

穿越小說成立 

言情與青春小說成立 

冒險與科幻小說成立 

H2-4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選擇性注意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

異 

歷史小說成立 

言情與青春小說成立 

H2-5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避免後悔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 穿越小說成立 

H3 小說類別偏好在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1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小賺大賠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異 

沒有小說類別偏好成立 

武俠小說成立 

穿越小說成立 

冒險與科幻小說成立 

H3-2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交易頻繁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異 

武俠小說成立 

推理小說成立 

冒險與科幻小說成立 

H3-3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停利持損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4 小說類別偏好在人口交易統計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1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人口統計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性別成立 

年齡成立 

居住地成立 

H4-2 不同小說偏好之投資人在交易統計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操作習慣方式成立 

最近五年盈虧狀況成立 

H5 投資性格在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5-1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過度自信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

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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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研究假設應證分析表 

研究假設 是否成立 

H5-2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心理帳戶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

異 
成立 

H5-3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從眾行為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

異 
成立 

H5-4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選擇性注意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安全型成立 

憂慮型成立 

H5-5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避免後悔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

異 
成立 

H6 投資性格在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6-1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小賺大賠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

異 

安全型成立 

憂慮型成立 

H6-2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交易頻繁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

異 
成立 

H6-3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停利持損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

異 

自信型成立 

強勢型成立 

憂慮型成立 

H7 投資性格在人口交易統計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7-1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人口統計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性別成立 

年齡成立 

居住地區成立 

個人年收入成立 

H7-2 不同投資性格變數之族群在交易統計變數上具有顯著差異 

交易頻率成立 

主要投資項目成立 

近五年的盈虧狀況成立 

平均研究股票時間成立 

H8 人口交易統計變數在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8-1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過度自信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年齡成立 

居住地區成立 

H8-2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心理帳戶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居住地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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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研究假設應證分析表 

研究假設 是否成立 

H8-3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從眾行為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年齡成立 

學歷成立 

居住地區成立 

H8-4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選擇性注意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

著差異 

年齡成立 

學歷成立 

居住地區成立 

H8-5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避免後悔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年齡成立 

學歷成立 

居住地區成立 

H8-6 不同交易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心理帳戶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近五年的盈虧狀況成立 

H8-7 不同交易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從眾行為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交易頻率成立 

平均研究時間成立 

H8-8 不同交易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選擇性注意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

著差異 

交易頻率成立 

投資獲利來源成立 

近五年的盈虧狀況成立 

平均研究時間成立 

H8-9 不同交易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避免後悔之投資行為上具有顯著

差異 

進入市場時間成立 

操作習慣成立 

投資獲利來源成立 

平均研究時間成立 

H9 人口交易統計變數在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差異 成立 

H9-1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小賺大賠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

差異 

居住地區成立 

個人年收入成立 

H9-2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交易頻繁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

差異 

性別成立 

年齡成立 

學歷成立 

居住地區成立 

婚姻成立 

個人年收入成立 

H9-3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停利持損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

差異 

學歷成立 

居住地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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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研究假設應證分析表 

研究假設 是否成立 

H9-4 不同交易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小賺大賠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

差異 

交易頻率成立 

投資金額成立 

操作習慣成立 

下單方式成立 

近五年的盈虧狀況成立 

操作手法成立 

平均研究時間成立 

H9-5 不同交易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交易頻繁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

差異 

交易頻率成立 

進入市場時間成立 

操作習慣成立 

現金/信用交易成立 

投資獲利來源成立 

近五年的盈虧狀況成立 

H9-6 不同交易統計變數之投資人在停利持損之錯置效果上具有顯著

差異 

交易頻率成立 

進入市場時間成立 

操作習慣成立 

近五年的盈虧狀況成立操作手

法成立 

平均研究時間成立 

H10 交易統計變數在人口統計變數之居住地區上具有顯著差異 操作習慣成立 

平均研究時間成立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量表之信度分析 

效度是表達正確性（Accuracy)或精確性（Precision)，意指衡量的工具或量表能確實測量其所要測

量之特質或功能的程度。測驗的效度可分為內容效度、效標關聯及建構效度。本研究的構面原則是以

理論和相關文獻為主要參考，並實際觀察投資人投資情境而完成。 

（二)效度分析 

信度有呈現資料穩定度（Stability)與一致性（Consistency)的意義。本研究的信度分析以 Cronbach' 

s α係數為主，係數取捨的標準，一般 Cronbach' s α值大於 0.7 以上為高信度，小於 0.35 則信度過

低。（吳統雄，1984) 

（a)本研究對於信度量測的使用方法為 Cronbach’s α 分析法，以 Cronbach’s α 值來衡量因素的信

度及變數間聚集的效果。由表 3 之信效度，本研究之各衡量構面，其值介於 0.77 ~ 0.97 之間，顯示題

項間皆具有一致性。 

（b)組合信度分析：組合信度為測量變項信度的組成，表示構念指標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愈高顯

示這些指標的一致性愈高。由表 3 之信效度，本研究之各衡量構面，其組合信度值介於 0.83 ~ 0.93 之

間，滿足 Fornell & Larcker （1981)之建議值，均大於 0.6 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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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量表之信效度分析 

   構面問卷題數 α 係數 

第一部分 投資性格  1-12 題  .590 

   第二部分 投資偏誤行為        13-37 題  .868 

第三部分 錯置效果  28-43 題  .648 

整體   1-43 題  .892 

伍、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是歸納上述資料分析的結果，作本研究之結論，並針對之提出建議。 

一、實務建議 

利用沒有小說偏好以及其他六種小說偏好都具有著不同的投資性格、投資行為、性別、年齡、操

作習慣及錯置效果，經由比對後，挑其具有顯著結果解釋，如下： 

（ㄧ)無特定小說類別偏好 

多為安全型投資人，年齡為 35 歲以下之男性，對於股票多半是長期持有或投資結果為小賺大賠，

如圖 2。 

圖 2:無特定小說偏好比對 

（二)武俠小說 

多為賭博型與憂慮型投資者，而偏好武俠小說又具賭博型投資性格者多具有過度自信的投資行

為，年齡落在 65 歲以上之集群，操作習慣多為短線；另外偏好武俠小說且擁有憂慮型投資性格多以男

性居多，且容易有小賺大賠的情況發生，如圖 3。 

圖 3:武俠小說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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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理小說 

多為強勢型與憂慮型投資者，而偏好推理小說又具強勢型投資性格者在投資上多具有避免後悔的

行為，年齡落在 26-35、56-65 歲之集群；偏好推理小說又具憂慮型投資性格者，女性居多，年齡則落

在 25 歲以下之集群，容易有交易頻繁的錯置效果發生，如圖 4。 

圖 4:推理小說比對 

（四) 穿越小說 

多為安全型投資者，偏好穿越小說，且為女性居多在投資時多有從眾的行為發生，容易有小賺大

賠的錯置效果發生，如圖 5。 

圖 5:穿越小說比對 

（五) 歷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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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賭博型投資者，偏好歷史小說又具賭博型投資性格者，在投資上容易有過度自信與選擇性注

意的行為；憂慮型投資者偏好歷史小說，並以男性居多，如圖 6。 

圖 6:歷史小說比對 

（六) 言情與青春小說 

多為安全型投資者，偏好言情與青春小說又具安全型投資性格者，女性居多，在投資上容易有從

眾與選擇性注意的行為，年齡落在 25 歲以下，如圖 7。 

圖 7:言情與青春小說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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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冒險與科幻小說 

冒險與科幻小說：多為憂慮型投資者，偏好冒險與科幻小說又具憂慮型投資性格者，在投資上有過度

自信、心理帳戶、從眾、選擇性注意、避免後悔的行為發生，年齡落在 25 歲以下之男性，容易有交易

頻繁的錯置效果發生，如圖 8。 

圖 8:冒險與科幻小說比對 

二、研究建議 

為了讓散戶投資者能夠根據此研究對自己的投資行為進行反思及改善，我們以小說偏好及居地地

區作為分界點，希望通過這樣的分類能夠讓散戶投資人更加清楚自己所需加強之地方。根據上述研究

結論，對散戶投資者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一) 偏好歷史小說及武俠小說的散戶投資人多為賭徒型及憂慮型投資人，建議此類投資人在進行投

資時多加思考自己的經濟能力，量力而為，避免投入過多資金、風險過高的投資，以免造成資金

短缺的問題。另外，建議此類投資人對自己所選擇的投資組合保有高一些的信心，不要因為短暫

小賠而慌張的拋售投資標的，可靜下心來接受市場訊息再加以分析及判斷。 

(二) 偏好言情小說、穿越小說及沒有小說偏好的投資人多數為安全型投資人，建議此類投資人在進行

投資時應加強自己的判斷能力，避免從眾行為的發生。此外，每項投資都存在一定的風險，建議

此類投資者對所選的投資項目加強分析，並了解潛在的風險，切勿把所有風險拒於門外，畢竟投

資要獲利就相對的必須有風險的存在。 

(三) 偏好推理小說的投資人多數為強勢型及憂慮型投資人，建議此類投資者對所選擇的投資項目不

要過於執著，技術分析及其他分析手法並不能保證投資絕對獲利，應更加強投資心理學相關的能

力，嘗試以更全面的方式來增加自己對市場的了解，才能有效的提高投資獲利的機會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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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傳統產業轉型的方式，以魚菜共生產業為研究個案，運用產業組織理論 SCP 模型分析

突破式變革在價值鏈活動的選擇、關鍵成功因素、及經營模式與傳統產業之差異，本研究以質性研究、

個案研究，進行實證分析，針對黃天佑農場、竹笙林農場、及思原農場等三家魚菜共生農場經營者進

行深度訪談，依內容分析法分析得到結論，發現傳統農業歷經多年的漸進式變革，在轉型時已朝向突

破式變革之趨勢，本研究發現魚菜共生產業是突破性的變革，在產業定義與產業邊界上重新定義，且

其價值鏈活動、關鍵成功因素、及經營模式皆與傳統產業有明顯的差異。 

在價值鏈活動中傳統產業著重在投入與生產方面，魚菜共生則在價值鏈延伸至行銷、銷售、通路、

服務、附加價值服務。且根據其注重的活動不同分成量產型、體驗型、服務型等之魚菜共生。在關鍵

成功因素本研究以產業組織理論(SCP)模型作為架構，發現在環境面(S)之因素，魚菜共生注重技術、

市場需求、經濟、環保、特定客群、產品及價值、與差異化的能力如肥料的能力、可體驗的能力、與

產品履歷的能力。在組織行為方面(C)之因素，魚菜共生重視經營方向及重點、行銷與通路的能力、資

源與能力、特殊條件、及有進入的門檻。在績效方面(P)之因素，魚菜共生重視口碑、與實際績效表現。

而在經營模式上與傳統農業不同，在經營模式的元件上魚菜共生以特定的客群與不完全競爭的市場，

強調產品是生活化的及環保的價值主張，注重在服務的活動，價值鏈活動延伸至附加價值及顧客，且

較短與虛擬的通路及外包程度較低，並以精緻化的生產方式，使用網狀溫室的方式替代農藥，以服務

為主要收入方式，且偏向價值導向。 

本研究建議魚菜共生產業應擴大網絡合作，聚焦在最具差異化的活動之中，瞭解基本的生存條件

及建立一套經營模式來管理產業，並將變革制度化與績效數據化。 

關鍵字：魚菜共生、產業轉型、價值鏈活動、經營模式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using Aquaponics as an example of 

disruptive change of industry. Based 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we analyze the selection of value chain 

activity, key success factors, business model of the disruptive change and its difference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e empirical study mainly uses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case study to interview in-depth the 

owner of three cases i.e. Huang Tien Yu, Chu Hsien Lin, and Hsih Yuan farms. By Contents Analysis of 

interview we found that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s facing disruptive change such as Aquaponics implying 

redefining agriculture and its boundary. In addition the value chain activity,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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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Aquaponics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emphasized input and transformation activity in value chain, however the 

disruptive change shifts and extends to marketing, sales, distribution channel, customer service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Three types of disruptive change can be identified such as production, experiencing, and service 

Aquaponics stressing on different value activ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disruptive change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 

are technic, market demand,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pecific market segmentation, 

product and value proposition, and ability to differentiate such as fertilizer, experiencing, and input materials’ 

certification. The success factors in the organization (C) lie in the competences of strategic direction,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 resources and problem solving, special capability, and entry barriers. The success 

factors in the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P) are reputation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Varying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he business model of disruptive change focuses on specific market segment and incomplete 

competitive market, a daily live produce and value pro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tended and 

shifted value chain activities to customer value added services, shorter and virtual distribution channel, less 

subcontracting, differentiating in delicate and anti-pesticide production by lattice greenhouse, service revenue 

as the main income, and value orientation.           

We suggest that the disruptive change should increase network cooperation, focus on the most 

differentiating activities, recognize its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build a business model to manage this new 

industry, institutionalize change, and measure performance.  

Keywords：Aquaponic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Value Chain,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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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傳統產業的轉型有很多方式，可分成漸進式變革與突破式變革，其中漸進式的變革是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轉型，一般偏向內部變革或管理變革，如雲科生態休閒農場，是一座以栽培柑橘類果樹為主的

生態農場，來訪的遊客可以享受採果的樂趣，親身體驗農夫的辛勞，還有機會參觀到水果分級篩選作

業，為了營造舒適的休閒體驗環境，遊客參觀的動線設計成方便但不妨礙耕作的園內作業道，使大自

然成為最好的教室(王美欣，2007)；飛牛牧場利用生產、生活、生態等三個介面，生產方面分為專業生

產場與展示場，讓遊客體驗到牧場的農業資源，並與農業資源作互動，生活方面以牧場為主題延伸出

住宿服務、烤肉區、大型草原活動區、農產紀念品販售、體驗活動設計，生態方面以自然精神為原則，

施工材料多選用自然材質，讓遊客體驗到牧場自然生態間的關係及互動(侯嘉政&吳明哲，2006 )。 

突破式的變革指策略性變革的方面，如在產業定義改變，產業邊界改變，如有日本 PASONA 都市

農場將農場引進東京總部辦公大樓，強調自產自銷及零食物里程的概念，將種植食物成為它生產的一

個項目，超過了 200 種各種生活食材，提供員工食堂的需求，並且由公司所有員工輪流管理(fran，2014)；

新加坡垂直農場以垂直架高的方式、種植一層層蔬菜的城市農場，就像是個巨大的溫室，而且經由 Fair 

Price Finest 超市進行銷售，在追求環保的前提之下，也可以自給自足(BIOS Monthly，2011)；魚菜共

生是靠著魚幫菜，菜幫魚的大自然共生原理就可以在自家採收到新鮮無毒的蔬菜(林坤堯，2014)。 

台灣的傳統農業在外來農產品的衝擊下，都逐漸轉型為觀光或是精緻農業；然而經過幾年來的觀

察發現，農業轉型雖然增加了觀光效益，但對於台灣農產品的產出，卻依舊無法獲得太多的改善，而

傳統農業上也面臨許多危機，例如：全球性氣候異常導致地區性的糧食生產呈現不穩、缺水、寒害。

台灣的農業逐漸式微，與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比較，發現農業佔 GDP 比重逐漸減少，由 1981 年的

7.35%減少至 2014 年的 1.81%(圖 1)。由於氣候變遷降雨量不穩，2009~2011 年及 2014 年的降雨量較

少，導致降水量的不穩定，休耕面積逐年增加，從 2005 年的 43,585 公頃到 2014 年的 50,999 公頃，

增加了 7,414 公頃，導致傳統農業衰退(圖 2) 

 
 

圖 1 農業、工業、服務業 GDP 比重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6 

 

圖 2 休耕面積圖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2016 

從事傳統農業的勞動人口也逐漸老年化台灣勞動人口由圖 3 看出 50 歲以上的人口佔了總數的一

半。在圖 4 中也可以看出 50 歲以上佔總人口比由 2006 年的 59.57%上升至 2015 年的 63.42%，顯示出

勞動人口已嚴重的老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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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農業勞動人口結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6 

圖 4 50 歲以上農民占總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6 

傳統農業的變革有很多種，其中最有特色的則為魚菜共生，它正在蓬勃發展，台灣開始發展前世

界各地已有許多例子，美國芝加哥由垂直農場改良而成的魚菜共生，有 2,700 坪，(范琪斐，2014)；中

國大陸透過農業部將魚菜共生做為全國推廣的技術，目前已有四萬多畝的面積適用於魚菜共生的方面

(中國農業部信息中心，2015)；台灣透過北中南東各地農場的合作，大約可集合成 3,000 坪的生產基地

(林琨堯&黃昶立，2014)。就突破性變革而言，魚菜共生系統是無土的水循環環境下實現魚菜共養，結

合水產養殖和無土栽培兩大技術，是新型複合耕作體系，其技術原理是在無土環境中建立魚、蔬菜、

微生物的循環，魚透過排泄物為植物提供營養，植物吸收養分實現水質過濾，而微生物對魚排泄物進

行分解，為植物提供養分，經過設計規劃後不用澆水換水，不添加農藥化肥抗生素生長激素等，未來

可持續循環型零排放的低碳生產模式，而魚菜共生系統小型可在居家種養，大型甚至連萬坪商業化生

產系統都適用 (林坤堯，2014)。 

魚菜共生對於產量的改善也有幫助，儼然形成新的產業，對傳統農業是一種創新與變革，可以帶

動傳統農業的轉型與變革，但相對在因產業定義改變後，其價值鏈活動之選擇亦有所差異，其關鍵成

功因素、能力與經營方式不同，對變革與轉型之產業帶來挑戰與風險。因此本研究擬以魚菜共生之循

環農業為個案，探討突破式創新與傳統農業的之差異。而在變革過程中，因為轉型後之產業定義與邊

界改變，應重視之能力為何，其經營模式在顧客、產品、通路、價值主張等方面是否與傳統經營方式

的有所差異，皆值得本研究探討。 

貳、文獻探討 

產業轉型的方式可分為漸進式 (Incremental change)與突破式 (Fundamental change)兩種說法

(Cummings & Worley，2015)。漸進式與突破式變革在影響層面與組織結構等面向上有程度上的差異。 

(一)漸進式變革指針對現有的產品、服務與流程進行簡單的變革與調整(莊立民譯，2011)。

Christensen (2003)對於創新有以下的說明：維持性創新是一種漸進式創新，並且強調產品與流程的改

善，而另外 Pearce II & Robinson(2002) 提出引導組織進行漸進式創新的 10 項要素：1.定義品質和顧客

價值、2.以顧客導向為發展方向、3.重視公司的企業流程、4.發展顧客和供應商的夥伴關係、5.凡事防

患於未然、6.採用無誤差的態度、7.凡事實事求是、8.鼓勵每一位經理人及員工的參與、9.創造全體總

動員的氣氛、10.致力於持續性的改善。 

而根據技術更新程度及其對消費者型態影響程度，變革可分為 1、連續創新：在現有產品型式上

的變更；2、動態連續創新：在產品設計與製造上，作較大幅度的技術創新，或使產品具備新功能；3、

不連續創新：全新創新。躍進式創新（突破式）：以重大發明為基礎，創造一個新的產業，或使成熟

產業能力迅速增加；4、漸進式創新：在現有技術典範中，從事改善績效、降低成本的創新；5、系統

式創新：將現有技術重新組合，以提供一個新的功能領域，另以創新標的分成產品與製程創新(Franke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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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y & Merry(1986)指出，轉型是企業為了生存，在構面上發生重大變化，包括組織使命、目標、

結構以及企業文化等，亦即是「第二次變革」(Second order change)，是多構面的、多層次的、定性的、

不連續的、與邏輯跳躍式的組織變革(Organization change)。Mintzberg & Westley (1992)從組織內部的

觀點來探討變革啟動模式，變革決策程序雖然可以並存，但部份程序的欠缺並不會影響變革決策的形

成，差別只在於這些變革決策對於後續活動影響的程度不同。Weick & Quinn(1999)認為持續性變革

(Continuous change)是因為有些組織本身可以自我監控，則其變革會具有持續性、進化性、累積性，是

被日常生活的各種偶發事件所驅動之反應，由許多較小的調整所累積擴展而成。 

 

表 1 學者對於漸進式變革的主張，雖然有不同名詞形容，但對於漸進式變革的基本意涵相差不遠。 

學者 年份 主張 

Marquis 1982 對於產品、製程或服務所做的微小、重要的改善。 

Abernathy & Clark 1983 
創新活動以現有的製造/技術，但區隔現有的市場/顧客。 

創新活動針對現有的製造/技術，同時也針對現有的市場/顧客。 

Gobeli & Brown 1987 
對消費者觀點而言，利益增加較低，對生產者觀點而言，技術

創新程度亦較低。如對產品做小幅度的修改。 

Frankel 1990 
在現有產品型式上的變更，而非製造出一個迥然不同的產品，

對消費型態的影響很小。 

Schumann 等 1994 
現有產品、製程、方法所做的漸進式改善，使得現有產品或功

能有進一步的改善、更方便或更為便宜。 

Daft 1994 
漸進式變革是企業為適應環境變化，進行微幅調整的過程，通

常只會影響組織一小部分的運作。 

McGahan 2004 
提出企業演進依循四種不同的變革軌跡，其中漸進式變革指日

積月累的試驗，並由回饋而不斷進行調適。 

Wilfried Kruger 2007 

闡述推動變革者面對的水面上議題以及水面下挑戰。露出水面

的，是較受到變革者、管理者關注的議題，而十分之九在水面

下的，則是相當棘手的議題。 

Cummings & Worley 2015 有三個變化的理論：Lewin 的模型、行動研究模式及積極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突破式變革即是突破式的轉型，是漸進式變革的對照，學術界常用不同的名詞來解釋，就根

本而論，是指企業中產品、流程、科技及與成本有關活動躍進式的大幅邁進，其目的在於推翻企業舊

有體制並建立新的經營模式，通常變革的速度較快。Christensen(1997)將突破式創新稱為「破壞式創

新」，主要是這類的創新常會衝擊到相關的產業，而且創新的源頭經常是來自不同產業環境背景的激

盪，而不是原來的產業。 

破壞式創新是指產業革新以及如何創造新的產業類別(Christensen，2003)。換言之 Christensen 強

調的是產品創意的破壞式科技與創新，破壞式的產品與服務可能產生 10 倍優於現有產品的成果，而

成本卻遠低於現有產品—這就是破壞式創新的概念。突破式創新的主要策略，是將產品或服務以價格

低廉、性能較差（但足夠使用）的產品，爭取在位廠商的低階顧客，待技術進步、逐漸提高產品性能

後，便能以低價優勢席捲高階市場，一舉取代舊產品。Christensen 認為持續追求更高的性能，希望提

高售價以及搶攻頂級客戶這應該是市場的領先者會做的事情。 

突破性變革為二階變革(Second-order change)，指組織涉及了組織典範的本質性改變，亦即組織發

生整體性、多元性的變化，且為不可逆轉性(Irreversible)的改變，即所謂的組織轉型(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Levy & Merry，1986)。Weick & Quinn(1999)認為一次性變革(Episodic change)為不連續

性的、不常發生且為計畫中的變革，經常受外在事件所引發一連串的變革活動。Daft(1999)提出劇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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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革命式變革是於短時間內，對組織所做的大幅度的改變，會創造出另一個新的均衡。陳勁等(2015)

將漸進性及突破性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改變之程度，改變程度指對現有產品的改變，可看出突破性的

改變程度較大，創新層次指在原有的技術下，對產品或技術的改進或提升，亦可看出突破性的創新層

次較高。 

Christensen(2003&2005)更進一步將創新細分為兩種型態：低階市場破壞性創新及創造新市場的破

壞性創新。低階市場破壞性創新是以更低成本、足用的性能，進占原有技術基礎或既有價值網路中的

低階市場，而創造新市場的破壞性創新是開發不同於原有主流市場的創新以不同性能或功能為考量，

爭取尚未消費的新客戶。新市場的破壞性創新要挑戰的不是市場領導者，而是創造新的價值網路(趙偉

忠，2010)。Christensen 認為在破壞性創新的技術下，提供產品的性能並不完美，但可以滿足客戶的需

求，一旦這個破壞性創新技術在新市場或低階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創造出新成長市場之後，將改變市

場競爭基礎，產品結構逐漸進入規格化，產業朝反整合方向發展。 

綜上分析，破壞性創新，也是指被忽略之市場，尤其發生在低階市場。低階市場創新是指將高階

市場產品中的某些功能刪除，保留幾項基本的功能，它並非模仿或抄襲，而是滿足低階市場最基本的

需求，該市場的需求是被忽略的。雖然是減項的創新，但其 CP 值與認知價值卻是相當大的 (圖 5)。 

CP 值(Cost-Performance ratio)指的是性能和價格的比例，又稱為性價比，一般來說，有著更高性價

比的產品是更值得擁有的，如果獲得的結果，遠遠大於投注的成本，就表示其 CP 值很高(王金國，

2015)。相較於破換性創新，主流市場創新又稱維持性創新，指讓產品創新在現有顧客眼中變得更好，

但其 CP 值或認知價值比低階市場較低；高階市場又稱創造性創新，是最頂級的市場，並擁有最好的

資源、產品等，亦可增加顧客價值，但其 CP 值是最小的。 

 

圖 5 破壞式創新 

本研究整理不同學者對突破式變革的主張於表 2，可發現不連續變革通常為劇烈的、優於傳統的，

一般透過此種創新，可以在短時間內帶來效益。 

表 2 突破式變革的相關主張 

學者 年份 主張 

Marquis 1982 其影響可改變或創造整個產業。 

Abernathy & Clark 1983 

創新活動不是針對現有的市場/顧客。 

創新活動不以現有的製造/技術為基礎，但針對現有的市場/顧

客。 

Gobeli & Brown 1987 

對消費者觀點而言，利益增加較高，對生產者觀點而言，技術

創新程度亦較高。可能是開發一個新的市場或能取代原有產品

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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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突破式變革的相關主張 

學者 年份 主張 

Frankel 1990 
此種創新往往是人們前所未聞的，且亦建立新的消費型態，如

電腦的推出。 

Schumann 等 1994 
共有技術或方式上的根本性差異，使功能績效明顯地優於傳統

功能，甚至完全取代。 

Weick & Quinn 1999 
一次性變革為不連續、不經常發生的，受外在事件引發一連串

變革活動。 

許南雄 2007 

組織的求變求新過程，包含策略、結構、管理制 

度、技術、組織文化與生產方式及服務體制的革新，而促增組

織效能績效的途徑與方法。 

Schmidt & Druehl 2008 
將破壞性創新分類與創新擴散做一連結，讓破壞性創新如何在

不同市場間擴散的過程更加清楚。 

Dan Yu & Huang 2011 

認為在傳統性能表現或附屬性能表現皆較優，且價格反而較低

的情形，將其歸類為破壞，並稱為毀滅式創新 (Destructive 

innovation)。 

江子鳴 2011 

集合 Govindarajan & Schmidt 的概念解釋高階破壞－雖然破壞

性創新在傳統性能上表現較差，但獨特的附屬性能可能吸引到

高階利基消費者，進而願意支付較高的價位。 

Cummings & Worley 2015 

為了因應環境的改變，所做的根本性轉移，這樣的組織改變通

常伴隨著企業策略的重大改變，導致需修改企業文化、組織結

構及組織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討論，漸進式與突破式在定義的內容有根本上的差異，從速度、變革範圍、產品等可區

辨出漸進式與突破式之差異，本研究整理如圖 6 及表 3。對於兩變革種型態不能斷論孰好孰壞，其表

現方式各有不同與過程上的差異，對企業而言必須是整體考量，就傳統農業轉型，一般屬於漸進式變

革，但就突破性變革而言，本研究以魚菜共生產業為例，以多個案進行實證分析，探討其與傳統農業

之差異。 

    變革 

項目 
           漸進式變革                          突破式變革 

程度             持續進步                          打破現有模式 

範圍            變革範圍較小                       變革範圍較大 

性質              功能性                              策略性 

方式            Do it better                          Do it different 

市場            針對現有市場                         創造新市場 

內外部         在現有知識中探索                     從外部獲取新知識 

產出               內部                               產業定義 

圖 6   漸進式與突破式之對應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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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漸進式與突破式之比較 

          型態 

項目 
漸進式 突破式 

特色 緩慢的在現有知識中探索，需要較長時間 
廣泛的探索並突破既有知識及

專業經驗的限制 

技術突破方式 
在現有知識中緩慢探索，逐漸改良現有技

術，比較不吸收新的知識 

整合現有的知識技術及外部獲

取新知，並從中找出優勢 

合作方式 
通常只會與同領域的廠商合作，不太做跨

領域合作 

通常會與跨領域的廠商合作，而

非與同領域的廠商結合 

思考模式 在現有的合作夥伴網絡中進行縱向思考 
在現有的合作夥伴網絡中進行

橫向思考 

達成難易度 對於生產者較為容易達成的創新模式 
對於生產者較為困難達成的創

新模式 

變革範圍 
創新變革範圍為技術，組織與服務體制受

到的影響較少 

創新變革的範圍包括技術與整

個組織與服務體制 

影響要素 以內在因素為要件 受到外在因素影響 

影響消費者 對消費者利益增加較少 對消費者利益增加較大 

變革產生的影響 變革活動改善現有產品 變革活動創造新的產品 

市場影響 變革活動會針對現有與區隔市場 變革活動會創造一個新的市場 

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係指企業營運的方法，是企業運用資源，提供比其競爭對手更好的價值

給顧客，解釋這種經由商業化創造價值的過程，並藉此獲利的方法，因此經營模式可說是企業創造利

潤的方法。對於經營模式的定義，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各家學者各提出不同的主張與論點，有的從

價值定位，如獲利模式、財務模式觀察，有的從結構或組織描述各種商業參與者的關係、價值鏈、企

業運作方式、電子商務模式以及投入要素如何轉成產出等價值傳遞方式加以描述，也有從獲利關鍵探

討，如創造市場價值、提供顧客價值、經營商品差異化或企業任務等，因而對經營模式的構成要素有

眾多描述。本研究挑選出幾位學者以不同觀點切入，雖有些許差異但大致雷同，基本上可歸納為價值

定位、價值傳遞與可獲利性等幾個方面的探討，如下表 4。 

表 4 經營模式及元件的比較 

學者 年份 觀點 組成要素 

Hamel 2000 策略 核心策略、價值網絡、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 技術 

技術、經濟價值、價值鏈、競爭策略、價值主張及網絡。 

Shafer 2005 策略 價值網絡、策略性決策、創造價值、如何獲取價值。 

蕭靜雅等人 2005 策略 自然資源基礎、人為資源基礎。 

Loewe & Chen 2007 創新 
目標市場、價值主張、價值網絡、差異化與維持競爭優勢、

經濟邏輯。 

Johnson,Christensen 

& Kagermann 
2008 策略 

顧客價值主張、創造利潤的途徑、關鍵資源及關鍵流程。 

Nair et al. 2011 策略 
收益、成本、終端服務、銷售、生產力、市場結構、服務水

平、利潤、連結。 

邱瑞淙等人 2011 策略 核心策略、創新、價值網絡、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 

謝伯欣等人 2013 策略 核心策略、價值網絡、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 

洪于婷等人 2014 策略 開發面、經營面、管理面 

Foss & Saebi 2015 技術 價值主張、價值鏈結構、目標市場。 

資料來源：吳志忠，2006；林彥君，2011；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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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一詞最早係出現在管理領域的文獻中， Konczal (1975)和 Dottore (1977) 首先使用了

Business Model 這個名詞，因應電子商務平台興起，企業界採用不同以往的方式經營，後來漸漸用於

管理與創新的領域(王素彎，2007)。Hamel(2000)提出的四項要素作為經營模式分析的主軸，其四項要

素描述如下(吳志忠，2006)： 

(一)核心策略(Core Strategy)包括 1.事業使命：陳述策略的整體目標，亦即經營模式要完成何種目

標或提供何種產品給市場。2.產品與市場範圍：描述企業在何處-哪些顧客、地理區域與產品區隔-以及

不在何處競爭。3.差異化基礎：描述企業競爭方法，特別是和競爭者不同之處。 

(二)策略性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含 1.核心能力：企業擁有的知識，包括技能與獨特能力。2.策

略性資產：企業擁有的資產，包括品牌、專利權、基礎建設、專利標準、顧客資料，以及其他稀少、

有價值的東西。3.核心流程：是企業實際的做法，將投入轉為產出所用的方法與流程。 

(三)顧客介面(Customer Interface)包括 1.履行與支援：企業用何種方法上市，如何接觸顧客，使用

何種管道、提供何種形式的顧客支援，以及提供何種水準的服務。2.資訊與洞察力：從顧客身上獲得

資訊並從中引伸運用的洞察力，有了此項能力，企業便能做出讓顧客驚奇的事。3.關係動態：該要素

描述企業與顧客間互動的本質。4.價格結構：各種收費的方式。 

(四)價值網絡(Value Network)含 1.供應商：如何與供應商維持密切的關係。2.合夥人：合夥人通常

可以彌補最終產品不足的互補品，或某種解決方案。3.聯盟：經營模式創新通常需要與其他有類似想

法的業者結盟。 

此外，Loewe and Chen(2007)則以 Who、What、How 的角度建構經營模式，此五項要素分別為目

標市場、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送達方式、差異化因子、經濟邏輯，如下表 5。 

表 5 經營模式要素 

經營模式要素 內容 

目標顧客(Who) 1.顧客(Customer)；2.市場區隔(Segments)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What) 1.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2.產品/服務(Products & Service) 

送達方式(How to deliver) 
1.價值鏈活動(Value chain)；2.配銷通路(Channel)；3.網絡結構

(Network) 

差異化因子(How to differentiate) 1.品牌或品質(Brand & Quality)；2.行銷或銷售(Marketing & Sales) 

經濟邏輯(How to make profit) 1.價值取向(Value levers)；2.成本取向(Cost lever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近年來運用經營模式在休閒與服務業之研究相當多，如蕭靜雅等人(2005)探討休閒農場經營模

式和體驗行銷策略以自然資源基礎與人為資源基礎；謝伯欣等人(2013)探討平價流行服飾品牌之經營

模式以核心策略、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價值網路等構面；邱瑞淙等人(2011)探討創新中介服務平台

經營模式研究以核心策略、創新、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價值網路等構面；洪于婷等人(2014)探討溫

泉區經營管理模式以開發面、經營面、管理面等構面。 

本研究就各家之經營模式架構與元件整理於表 6，發現經營模式事實上可以由五個構面組成，

Who、What、How to deliver、How to differentiate、How to make profit，做為分析個案公司經營模式之

工具，本研究並以此進行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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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經營模式分析構面 

經營模式要素 分析構面 文獻 

目標顧客 

(Who) 

1.目標客群 

2.目標市場 

Hamel(2000)：核心策略、顧客介面 

Loewe and Chen(2007)：目標市場 

邱瑞淙等人(2011)：顧客介面 

謝伯欣等人(2013)：顧客介面 

洪于婷等人(2014)：開發面 

提供的產品或服

務 

(What) 

1.產品或服務為何？ 

2.價值主張 

Loewe and Chen(2007)：價值主張 

送達方式 

(How to deliver) 

1.價值鏈活動 

2.網絡結構 

3.配銷通路 

Hamel(2000)：價值網絡 

Loewe and Chen(2007)：價值網絡 

邱瑞淙等人(2011)：價值網路 

差異化因子 

(How to 

differentiate) 

以何種差異化之方式？ 

Hamel(2000)：策略性資源 

蕭靜雅等人(2005)：自然資源基礎、人為資源基礎 

Loewe and Chen(2007)：差異化與維持競爭優勢 

邱瑞淙等人(2011)：策略性資源、創新、核心策略 

謝伯欣等人(2013)：策略性資源、核心策略 

洪于婷等人(2014)：管理面 

經濟邏輯 

(How to make 

profit) 

1.獲利與收入之主要來

源與方式 

2.價值或是成本取向？ 

Loewe and Chen(2007)：經濟邏輯 

謝伯欣等人(2013)：價值網路 

洪于婷等人(2014)：經營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 Scherer & Ross(1990)之 SCP 分析架構概念並加以修正探討產業轉型，除了原有的產

業組織理論(I/O)觀點外，亦結合 RBV 資源流程價值理論，探討外部產業結構及內部資源變化，進而

成為促使產業轉型的因素，以補足傳統 SCP 架構缺乏對企業內部資源之基礎條件，如圖 7。 

 

圖 7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多個案之個案研究 (Case study)來驗證理論之演繹法 (Deductive)進行質性研究

(Qualitative)。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一般可分為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兩種類型，這兩者主要不同在

於質性研究以非數據資料做邏輯分析之方法，藉由深入的個案分析，以文字詳盡描述實況與細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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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觀察的現象加以批判詮釋，而相對於量化研究是以數據資料為基礎，應用統計學原理，採取大量的

樣本分析，以驗證某項理論，透過資料反覆檢驗、比較的統計過程，最終建立普遍性的結果標準化定

律(蕭瑞麟，2007；王玉民，1998)。在個案研究或實務運用上，常運用演繹法驗證或改進理論，以達到

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尤其在傳統轉型之理論中，有突破式及漸進式變革，正可以運用個案去進行實證

與改善理論。 

在資料蒐集方面，本研究以 SCP 作為研究架構，進行實地深度訪談，並撰寫文字稿，就所蒐集的

初、次級資料，經過信度與效度的確認與加強，而在資料分析方面使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各研究主題、

構面之議題與內容，以探討影響魚菜共生突破變革之價值鏈活動與經營模式。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採多個案研究方式針對個案公司「黃天佑農場」、「竹笙林農場」、「思原魚菜共生農場」

等個案，從個案公司的變革發展歷程中，找出傳統與突破式變革在組織價值鏈活動(Value chain)的轉變

與差異。本研究首先針對個案之背景、動機、現況進行說明。 

一、個案說明 

(一)黃天佑農場 

黃天佑先生本身從事印刷業，在 2013 年成立黃天佑農場，位於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民祥街 15-1

號的農場，耕地面積大概約有 80 坪，其中有約 25 坪是實驗魚菜共生系統的耕地，其他有約 15 坪是

種植由魚菜系統的水澆灌的耕地，其他 40 坪是一般土耕種植的耕地，在農場裡除了農場主人本身外，

其親戚也會幫忙，總共有 4 至 5 人左右進行耕作。黃天佑先生在三年前因為興趣所致，亦剛好在電視

中看到台灣新店區有魚菜共生的介紹才開始嘗試，也喜歡種菜與養殖，因此對於魚菜共生這種互相結

合的養殖法感興趣，一開始只在陽台上養殖，後發覺場地受限及需要做隔熱系統，因此在高雄大寮買

了一塊地做為魚菜共生的土地。 

魚菜共生系統僅有一套，是使用水耕種植法種植，在魚菜共生的水系統中，如下圖 8，總共設計

了寬 8 公尺、長 22 公尺、深 1.5 公尺水池，水源是以虹吸系統，並用發泡煉石做為水耕種植的植被，

但只使用發泡煉石會導致營養不足，所以用蚯蚓土種過，才能移植到煉石中，其特色是以養蛤蜊會吃

藻類的方式來淨化水池。其產品有草魚、紅泥螺、珍珠石斑、鱘龍魚、加州鱸魚、龍蝦，蛤蜊、草莓、

布袋蓮、小黃瓜如圖 9，不會經過加工或包裝，是直接販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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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魚菜共生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訪 

 

圖 9 魚菜共生種植的小黃瓜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訪 

經營方式 

 販售的方式是直接在一週一次的幽靈市場中販售，沒有經過批發商或是大盤商，也沒有在網路上

架設網站進行販售。購買其產品者，是認同魚菜共生的價值觀，而黃天佑先生也只賣給認同其價值觀

的顧客，所以客群是十分穩定較不常變動(本研究參訪，2016)。 

(二)思原魚菜共生農場 

 思原魚菜共生農場於 2015 年成立，位於高雄市旗山區大林里蕉埔巷 1-10 號的農場，羅條原曾經

是水源水質保護區養豬戶，2001 年拆掉飼養 1500 隻的豬舍，於高雄市區開火鍋、韓式料理店，為讓

顧客吃到無農藥蔬菜，運用求學期間畜牧獸醫相關學識，投資近 400 萬元，返鄉建置 300 坪魚菜共生

農場，其員工大約 4 至 5 人左右。魚菜共生系統僅有一套，是以土耕種植法種植，有魚池生成綠藻供

植物澆灌，水源以虹吸、溢流作用控制循環，讓植物根系土壤有潮汐感如圖 10 及圖 11。其特色在農

場裡飼養 12 頭台灣原生種豬，用廚餘及酒廠酒糟飼養，利用豬肥減少吳郭魚飼料，其場內是使用羅條

原先生自行設計的生態廚餘桶做飼養，將蚯蚓養得又大又肥。其種植的產品為萵苣、葉菜、高麗菜、

蔥、茄子、紅蘿蔓及草莓、番茄等蔬果還有吳郭魚與台灣原生種豬與從日本引進的冰花。 

  

圖 10 魚池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訪 

圖 11 魚菜共生種植的菜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訪 

經營方式 

產出主要提供自設火鍋店的火鍋佐料與配菜，並直接在自家的火鍋店銷售，如果產量過剩的產品

就會直接在每週的幽靈市場中販售，目前沒有經過大盤商、中盤商或是網路上進行販售，不會進行加

工或包裝，而是直接出售為主。購買其產品者，通常都是到火鍋店進行消費的顧客，但會先詢問過是

否願意嘗試魚菜共生所生產的產品，直接販售的部分是只有販售給認同其價值觀者(黃旭磊，2016)。

另外亦提供參觀及體驗之服務，並收取門票費(100 元/人)，每個月大約有 100 多人次，參觀體驗之顧

客亦購買與使用其火鍋餐飲，故其收入除產品、火鍋、餐飲收入外，亦增加體驗服務收入。 

(三)竹笙林魚菜共生農場 

竹笙林魚菜共生農場於 2014 年，位於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 27 號之 1 的農場，李志明原本是一名

開著火鍋店的老闆，因為在 2014 年發生食品安全問題與物價、原物料價格波動問題，為了讓顧客安心

食用的環境、調控原物料的成本價格，因此在火鍋店的二樓開始打造了 60 坪的魚菜共生農場。魚菜共

生系統總計有三套，是以土耕種植法種植，其主要是以浮筏根進行種植，將魚與菜養在同一個魚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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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是可以控制蔬菜的大小，因為魚會吃過長的菜根，其水源系統也是利用虹吸作為控制循環，而介

質是以蚯蚓土為主，讓蔬菜的營養可以充足，如圖 12 及圖 13。種植的產品為萵苣、小白菜、高麗菜、

蔥、白菜、青江菜、紅蘿蔓等火鍋常見蔬菜，以及吳郭魚、草魚等海鮮。 

  

圖 12 魚菜共生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訪 

圖 13 魚菜共生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訪 

經營方式 

產出主要是提供自設火鍋店的佐料與配菜，並直接在火鍋店進行販售，比較沒有產量過剩的問題，

如果有會直接在網路或是幽靈市場中販售，不進行包裝。因此販售的方式沒有經過大盤商、中盤商或

是小盤商。購買其產品者，通常是火鍋店消費的顧客，但會先進行詢問，是否願意嘗試，也有會主動

詢問的顧客，其顧客特性比較重視食安問題；不願意嘗試的顧客則給予一般商場購買的蔬菜進行食用，

直接販售的部分只會販售自身朋友或是認同魚菜共生價值觀者(李志明，2016)。也提供教育訓練之課

程，教育課程分為兩種：一個月一次開課及一次三小時課程，一個月開課一次人數約二十人，一人 500

元，而三小時課程人數約十人，一小時 1,300 元。上課之顧客亦可購買與使用其火鍋餐飲，故其收入

除了產品與火鍋、餐飲收入外，亦增加教育訓練之知識服務收入。 

二、轉型之價值鏈活動 

本研究依據訪談計畫書對個案公司進行訪談，訪談人員名單暨時間如附錄一所示，並依訪談計畫

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之內容先讓受訪者瞭解其名詞或定義，但是不透露架構與理論的部分，以取得客

觀的資訊，並藉著此資訊展開個案實證的分析，就訪談之內容撰寫文字稿，運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由文字稿整理出主要的議題，再將相關的訪談歸納入主要之議題內，實證有關此議題或論點

之受訪者有幾位及其論述，發現傳統農業與魚菜共生的價值鏈活動、延伸、產業定義、與經營型態是

具有差異。 

本研究將魚菜共生與傳統農業就價值鏈活動之差異整理如表 7 所示。傳統農業轉型之價值鏈活動

變化可以由價值鏈活動的改變與延伸來說明: 

(一)價值鏈活動的改變: 在傳統農業的價值鏈活動中，投入是在於品種、肥料、農藥、土地等資源

的投入，轉換是以大量生產的方式為主軸；魚菜共生的價值鏈活動中，投入是在於知識、時間、水質

穩定、實驗、空間等資源的投入，轉換是以精緻生產的方式為主軸，兩種方式在投入、轉換、產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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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差別。 

表 7 突破性變革與傳統農業價值之差異 

     差異 

價值活動 
魚菜共生 傳統農業 差異說明 個案之代表 

投入活動 

1.種植知識 

2.水電基本知識 

3.跨產業 

4.產業模糊化 

1.單一作物的

知識 

2.需要農藥肥

料的知識 

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

因為技術上的差異，在

生產過程會有所變化。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轉換活動 

1.符合人體工學 

2.精緻產業 

3.綠產業 

4.知識密集產業 

1.大量生產，粗

放產業 

2.使用農藥或

者藥劑使害蟲

不傷害作物。 

3.知識所需的

較少 

傳統以大量生產，魚菜

共生則較符合人體工

學且較高效能的運用

空間，並無使用農藥，

以達環境保護。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產出活動 

1.包裝方面 

2.物流配送與及時 

3.不受空間影響 

 傳統農業 1.交由大、中

盤商後便不再處理 2.

包裝簡單 3.只會運送

到附近的超市或市場，

而魚菜共生已有在規

劃紙箱包裝，未來以精

緻產品路線，採用及時

物流配送，亦無空間上

的問題。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行銷及銷售活動 

1.以網路做行銷及

販售 

2.小眾或分眾市場，

如幽靈市場 

3.跨區域 

 傳統會經過 1.大或中

盤商做銷售 

2.統一運送至全台各個

果菜市場，屬於大眾市

場，而魚菜共生主要以

網路行銷或小眾市場

為主。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服務與附加價值

活動 

1.知識分享 

2.知識產業 

3.產業價值鏈活動

的延伸與合併、整合 

 傳統的是 1.價值鏈活

動單一或很短 2.勞力

產業 3.知識比較普及，

而魚菜共生會有價值

鏈的合併或是整合。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二) 價值鏈活動的延伸: 傳統的產業重視在投入、轉換，但是魚菜共生產業延伸價值鏈活動到行

銷、銷售、服務、附加價值與顧客等。圖 14 顯示魚菜共生與傳統農業之價值鏈活動的比較，將注重在

價值鏈前端的投入、轉換、產出，延伸至後半端的行銷、銷售、服務、附加價值、顧客等價值活動，

改變傳統產業的價值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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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突破式變革與傳統農業之價值鏈活動比較 

由實證發現的兩點管理意涵，在產業定義改變與經營型態之差異。 

產業定義改變造成價值鏈活動之差異: 改變傳統農業的定義，由傳統農業或農業改變成休閒、體

驗、教育、知識、或服務業時，其產業之定義改變，其重視之價值鏈活動會有所改變。 

在價值鏈活動的差異，產生經營型態之差異：如 1.生產型：黃天佑農場主要以投入、轉換、產出

之生產為主，以魚與菜的產出出售為經營的主軸，是屬於生產型魚菜共生；2.服務型：竹笙林農場以

教育課程及知識分享等服務，以附加價值為主，是屬於服務型魚菜共生；3.體驗型：思原農場主要以

開設農場給予顧客參觀與用餐，也會在網路進行行銷規劃，以農場的體驗搭配專業的知識解說為顧客

創造較高的體驗與價值，是屬於體驗型魚菜共生。因價值鏈活動之差異，其經營型態也會隨之改變，

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探討轉型後產業之經營模式為何。 

本研究就 5W 的角度探討魚菜共生產業之經營模式，針對個案公司黃天佑農場、竹笙林農場、思

原農場等進行進行深度訪談、電話訪談及次級資料蒐集，就個案之經營模式以內容分析法分析。本研

究實證分析經營模式，本研究經過實證發現魚菜共生產業與傳統產業之經營模式有異如表 8，且魚菜

共生經營之屬性與與傳統產業亦不同，如圖 15。 

表 8 魚菜共生經營模式 

     差異 

構面 
魚菜共生 傳統農業 個案之代表 

Who 

1.客群：想食用健康、安心的產品 

2.目標市場：認同魚菜共生產品的

顧客 

1.客群：一般消費大眾 

2.目標市場：全台果菜市場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What 

1.產品或是服務為何：魚菜共生產

品及教育服務 

2.價值主張：健康、環保之主張 

1.產品或是服務為何：以農產品

為主 

2.價值主張：主要以生產為主，

不涉及環境保護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How to 

deliver 

1.價值鏈活動之選擇：魚菜共生的

生產方式延伸至服務、附加價值與

顧客等 

2.配銷通路：小眾市場及自身餐廳

販售 

3.網絡結構：網路行銷及物流配送 

1.價值鏈活動之選擇：注重在投

入、轉換  

2.配銷通路：果菜市場或是生鮮

超市 

3.網絡結構：通路、包裝、肥料、

農藥與配送皆是外包，外包程度

較高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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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8 魚菜共生經營模式 

     差異 

構面 
魚菜共生 傳統農業 個案之代表 

How to 

differentiate 

1.生產方式：精緻化，重質 

2.農藥的使用：不使用農藥因會造

成魚群死亡 

1.生產方式：大量生產，重量 

2.農藥的使用：使用農藥及休耕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How to make 

profit 

1.獲利與收入之主要來源與方式：

以魚菜共生種植的蔬菜為主，服務

和體驗等多元收入的方式 

2.價值或是成本取向：價值取向及

差異化 

1.獲利與收入之主要來源與方

式：以蔬菜、稻米等農產品為主 

2.價值或是成本取向：成本取向 

黃天佑農場 

竹笙林農場 

思原農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5 經營模式之屬性 

 

本研究以實證之經營模式分析魚菜共生產業內之經營方式也有差異，就各個案之分析發現魚菜共

生之經營模式可分為量產型、服務型與體驗型三種，如下圖 16。本研究依三種經營模式，以其對經營

模式之元件的重視程度來分析其各模式間之差異，如下表 9。 

(一)生產型：以黃天佑農場作為代表，經營模式與傳統農業較相似，但是與傳統農業差異的地方，

是客群、市場、差異化這些方面為最主要的差距。  

(二)服務型：以竹笙林農場作為代表，與體驗型的經營模式頗為相似，在客群上參觀的顧客及參

加教育服務的客群都接受，在市場及產出上重視推廣，生產較不注重，在價值主張是在以成本為主，

其客群、市場、產出、價值主張重視程度較低。 

(三)體驗型：以思原農場作為代表，經營模式相較於傳統產業有巨大的差別，不管是客群、市場、

價值鏈、經營導向等都是與傳統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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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經營模式的比較 

 

表 9 各經營模式之差異 

                                        型態 

元件 
生產型 服務型 體驗型 

Who(客群、市場) 高 中 高 

What(產出、價值主張) 低 中 高 

How to deliver(活動、價值鏈、通路實體化、通路長度、網

絡) 
低 高 高 

How to differentiate(生產方式、農藥使用) 高 高 高 

How to make profit(獲利來源、經營導向) 低 高 高 

伍、結論 

本研究藉由黃天佑農場、竹笙林農場與思原農場等魚菜共生的個案對傳統產業轉型之方式實證發

現傳統產業在轉型時，可以分成突破式與漸進式的轉型方式，而在傳統農業歷經多年的漸進式變革，

已朝向突破式變革之趨勢。本研究的個案實證分析中，發現魚菜共生產業在養殖與種植技術上，與傳

統農業有明顯的差距的突破性變革。 

本研究認為突破式變革在產業定義、產業邊界、與價值主張上，與傳統產業有明顯差異。(一)就產

業定義而言，魚菜共生可定義為農業、服務業與教育業，有改變傳統農業的產業定義。(二)就產業邊界

而言，魚菜共生有模糊化現象，將傳統農業的邊界模糊，可以跨越服務業與教育業等產業。(三)就價值

主張而言，傳統產業以生產為主，魚菜共生產業以知識與技術為主。 

就突破性變革與傳統產業之間，在價值鏈活動中所注重的活動與內容，有明顯的不同。傳統農業

著重在投入、生產、產出等方面之價值活動，魚菜共生則將價值鏈延伸至行銷、銷售、通路、服務、

附加價值與顧客之價值活動。且價值鏈活動內容有所不同，根據其注重的活動內容不同，其經營型態

也有差異，可分成三種經營型態，(一)生產型注重在投入與生產，與傳統產業所注重的價值鏈活動相

似，但活動內容亦有所不同，新產業注重在知識與技術。(二)服務型延伸至服務、附加價值與顧客，並

且較注重在服務的活動中。(三)體驗型延伸至服務、行銷、附加價值與顧客，並且較注重在附加價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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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中。 

在經營模式上，突破式變革與傳統產業在各元件上有明顯之差異。(一)顧客(Who)包含客群與市場，

突破式變革是特定的客群與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二)提供的產品或服務(What)包含產品或是服務為何

與價值主張，突破式變革是生活化的產品或服務及環保的價值主張。(三)送達方式(How to deliver)包含

活動、價值鏈、網絡、通路實體化與通路長度，突破式變革是注重在服務的活動，延伸的價值鏈活動，

較短且虛擬的通路，而且外包程度較低。(四)差異化因子(How to differentiate)包含生產方式與農藥的使

用，突破式變革是精緻化的生產方式，而且使用網狀溫室的方式替代農藥。(五)經濟邏輯(How to make 

profit)包含獲利與收入之主要來源與方式還有價值或成本取向，突破式變革是以服務為主要收入方式，

且偏向價值導向。 

突破式變革之間有不同經營模式，由本研究個案實證發現，有三種不同經營型態。 

(一)量產型：特定的客群、不完全的競爭市場、比較偏向功能性的產出，綠產業的價值主張、經營

活動注重在投入轉換、價值鏈聚焦、較短且虛擬的通路、有較多活動外包、以產品獲利為主與成本的

經營導向。  

(二)體驗型：特定的客群、不完全的競爭市場、比較偏向生活性的產出，綠產業的價值主張、經營

活動注重在服務、價值鏈延伸、較短且虛擬的通路、垂直整合上下游、以服務獲利為主與價值的經營

導向。  

(三)服務型：特定的客群、不完全的競爭市場、比較偏向生活性的產出，綠產業的價值主張、經營

活動注重在服務、價值鏈延伸、較短且虛擬的通路、垂直整合上下游、以服務獲利為主與價值的經營

導向。 

由實證分析發現業者雖然已成功在市場上生存，但在價值鏈活動，普遍都沒有聚焦，建議應擴大

網絡合作，聚焦在最具差異化的活動之中，外包非核心能力之活動。另外業者普遍都沒有掌握到關鍵

成功因素，因此，建議業者可以參考本研究結果，將變革之經營模式明確與制度化，目前魚菜共生的

生產規模普遍較小，產量亦不足，供給主要在小眾市場，未來若是增加市場需求時，需思考應該如何

量產化與制度化。由實證分析中未發現績效的數據，未來應有績效評估之機制，變革之績效亦需衡量

及回饋績效並將之數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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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價值活動的選擇與關鍵成功因素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Value Chain Activities and Its Success Factors 

of the Confectionary Industry in Taiwan 

謝惠元 Henry H.Y. HSIEH /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林念穎 Nien-Ying LIN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摘要 

台灣傳統產業面對社會結構與人文風俗習慣等產業環境之變化影響下，將會面臨轉型壓力，在產

業價值活動的選擇與關鍵成功因素的改變上，本研究採平衡計分卡做為關鍵成功因素之理論依據，對

產、官、學三方共 20 位專家為研究對象，透過層級分析法分析糕餅產業的價值活動與關鍵成功因素，

發現在糕餅產業價值活動中，最重要的是行銷與通路活動(33.1%)，第二重要的是食材開發活動

(27.3%)，第三重要的是糕餅製造活動(23.2%)，最後則是使用者活動(16.5%)。 

在食材開發活動之下需具備的能力是內部流程構面(33.0%)及學習與成長構面(28.8%)，所應聚焦

之關鍵成功因素為加強食品安全、顯著的品牌印象、品質監控之管理、作業流程標準化、產品定位及

型態、創新與知識管理共 6 項。在糕餅製造活動之下需具備的能力是內部流程構面(33.3%)及顧客構面

(25.6%)，所應聚焦之關鍵成功因素為提升市場成長率、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確性、加強食品安全、品

質監控之管理、作業流程之標準化、創新與知識管理共 6 項。在行銷與通路活動之下需具備的能力是

顧客構面(37.0%)及內部流程構面(24.4%)，所應聚焦之關鍵成功因素為提升市場成長率、加強食品安

全、顯著的品牌印象、品質監控之管理、創新與知識管理共 5 項。在使用者活動之下需具備的能力是

顧客構面(41.7%)，所應聚焦之關鍵成功因素為提升市場成長率、加強食品安全、顯著的品牌印象、品

質監控之管理、創新與知識管理共 5 項。 

建議糕餅業者除了重視推廣產品及維持品牌形象的行銷手法外，在實質上應就消費者目前所重視

的食品安全上多加用心，去開發與尋找品質安全可靠的原物料。且在各個活動的能力及關鍵因素上的

配合需維持一致性。隨著不同階段的社會需求變化，公司不能只是聚焦於同一種經營方向，應該重組

與利用關鍵成功因素，去創造新的經營模式，才能使公司永續經營與成長。 

關鍵字：糕餅產業、產業價值活動、平衡計分卡、關鍵成功因素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nfectionery industry encounters the pressure of transformation due to environment 

dynamics i.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stomer behavior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ectionery industry 

includes changes of industrial value chain activity and business model. This research uses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key success factor and Analytical Hierarchical Process to measure 

the importance of value activities and their key success factors in this industry. Twenty experts of the academia, 

the government agency, and the Confectionery industry were interviewed and foun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activity of Confectionery industry in Taiwan is Marketing and Channel activities accounting for 33.1%, 

Food Sourc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ccounting for 27.3%,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ccounting for 23.2%, 

and Consumer activities accounting for 16.5%. 

The capability required of Food Sourc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s internal process (33.0%) and learning 

and growth (28.8%), focusing cognition and innovation.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he Food Sourc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re food safety, brand image,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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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positioning,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ts business model is “Efficient and innovative 

orientation”. In the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the required capability is internal process (33.3%) and customer 

(25.6%).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he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re market growth rate, risk response, 

food safety,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ts 

business model is “Cost and efficient orientation”. In the Marketing and Channel activities the required ability 

is customer (37.0%) and internal process (24.4%).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he Marketing and Channel 

activities are market growth rate, food safety, brand image, quality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ts business model is “Cost and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Consumer activities the required ability 

is customer (41.7%).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he Consumer activities are market growth rate, food safety, 

brand image, quality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ts business model is “Value 

orientat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e Confectionery industry should focus on food safety and develop safe and 

reliable food ingredients in addition to marketing activities. The capability and key success factors should 

comply with the focused value activity. In respon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 dynamics, the industry should 

continue restructuring its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capabilities to create a new business model in order to be 

competitive and sustaining. 

Keywords：Confectionery Industry, Industrial Value Chain Activity, Balanced Scorecard, Key Success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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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傳統產業在面對科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外部環境的持續變遷，消費者所需的價值商品

需求仍存在的情形下，建立能夠創造價值的經營方式便能幫助產業良好的運作。從企業經營環境來看，

不同企業在不同產業環境下存有自身的資源所形成的特有經營方式，但是好的經營方式一定能有機會

成為特定產業中彼此模仿的對象，最佳化的經營方式對企業的執行層次非常重要；然而當產業的價值

鏈選擇不同時，關鍵成功因素也會因此而不同，在不同的關鍵成功因素與產業價值鏈之下，其經營方

式也勢必不同，這三者環環相扣，故本研究探討糕餅產業在不同的價值鏈活動中其關鍵成功因素何者

為重。以台灣之台灣糕餅產業為例，就需求面而言，由於人口結構以及習慣改變，使得單身人口增加

與結婚人口減少，由 1996 年之 169,424 對減少至 2009 年的 117,099 對(如圖 1-1)，故對糕餅為結婚喜

餅之需求而言，會呈現每年遞減之情形。而台灣的人口成長亦呈現遞減之情形，人口成長由 1997 年之

10.1%跌至 2013 年之 2.47%(如圖 1-2)。 

 

圖 1-1 台灣結婚對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14) 

 

圖 1-2 台灣人口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4) 

產業內競爭也相當的激烈，各糕餅業者門市快速擴張，如中式糕餅業在 2014 年為舊振南與奇華

各有 16 家門市為展店最多，西式糕餅之展店數更勝，如郭元益有 28 間、伊莎貝爾有 20 間，顯現出在

糕餅業供應面競爭之激烈(如圖 1-3)。然而傳統糕餅業在此總體環境的威脅下，競爭環境激烈，必須面

對的挑戰相當多，因此需要轉型成創新定義的產業，發展屬於自己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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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台灣糕餅業者門市數目(20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傳統糕餅產業面臨西式糕餅業者的進入及消費者消費型態的改變而逐漸式微，成長是所有企

業持續追求的目標，而轉型是傳統糕餅產業參與競爭的唯一途徑，傳統產業唯有透過變革才能在不斷

改變的產業環境中生存。因此，在糕餅產業核心聚焦下，糕餅產業的產業價值活動中，哪一部分是最

為重要的?其選擇下的關鍵成功因素之重要性又為何? 

貳、文獻探討 

關鍵成功因素之觀念始自組織經濟學者 Commons 於 1934 年所提出的「限制因子」(Limited factor)的

觀念，並將其使用於經濟體系中管理及談判的運作上。大部份的產業都具有三至六項決定是否成功的

關鍵要素，而且必定在這些要素上做得特別好（Be done exceedingly well）。Tilles 於 1963 年則將策略

因子的觀念引用到動態的組織系統理論中，也就是說一個組織中擁有最多和最少的那些資源就是關鍵

性資源，而策略的意義就是維持且善用本身擁有最多資源所帶來的優勢，同時應避免本身欠缺某些資

源所帶來的劣勢。自從關鍵成功因素這個名詞提出引起關注之後，就有許多研究學者繼續深入探討並

加以定義，但是這些定義也隨著學者在不同領域的研究而有所不同。 

對於「關鍵成功因素」的解釋與定義，文獻上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與定義，因為相關文獻以資訊管理

和策略管理的理論較多，而學者大都以「Key success factors, KSFs」來統稱「關鍵成功因素」，因此本

研究也以「Key success factor」來定義關鍵成功因素，而關鍵成功因素（KSF）在策略管理上的意義常

因學者的研究角度不同，而會有不同的觀點或描述方式，以下分別從策略規劃、產業分析、競爭優勢

等角度，說明各學者對關鍵成功因素的看法。 

從策略規劃觀點來看關鍵成功因素，Hofer & Shendel (1985)提出：「從策略管理的角度來看，『關鍵成

功因素』可視為管理者經由決定而影響產業中競爭狀況的變數，透過給予各項關鍵成功因素不同的權

數，可顯示出其在策略制訂上的相對重要性，並決定企業在產業中的地位。」因此關鍵成功因素可以

說是管理活動中相當重要的變項，會影響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地位。Thompson & Strickland(1981)認為

「關鍵成功因素」是：「廠商要經營成功必須集中在高度優先且必須做好的工作上」。Glueck(1982)延續

其早期策略規劃的觀點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在企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所選擇的一些重點區域」。

Boseman (1986)自 Glueck 策略規劃中之策略環境分析的角度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由企業的強弱

勢和機會威脅分析，作為建立組織策略的基礎」。Hofer & Schendel (1985)提出「關鍵成功因素」是一

些變數，而管理者要因應這些變數來做決策，使其對於企業在產業中整體的競爭地位有實質的影響，

且這些因素會隨著產業的不同而有所改變，而 Leidecker & Bruno (1984)則引用 Hofer & Schendel 的七

個策略規劃程序，認為策略規劃中；在環境分析、資源分析以及策略評估三個步驟上需應用關鍵成功

因素，三種不同層次的關鍵成功因素中，總體環境與產業環境所產生之關鍵成功因素，將影響策略規

劃對外部環境分析之機會與威脅的認知，而企業層次的關鍵成功因素則可輔助企業本身資源地位所處

優勢與弱勢的評估，藉以決定企業有限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進而規劃成功的優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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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產業分析觀點而言，Aaker(1984)認為「關鍵成功因素」的尋求來自產業分析，他從策略性市場

分析的角度定義：「『成功關鍵因素』係指一個產業最重要的競爭能力或競爭資產；成功的業者所擁有

的優勢必為產業 KSF 中的優勢，不成功的業者則通常是缺少 KSF 中的某一個或某個因素」同時他認

為「關鍵成功因素」會隨產業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大前研一（1985）認為，「關鍵成功」因素來自產業

結構分析，Bamberger(1989)指出「關鍵成功因素」是指產業及市場的特性與基本需求，黃營杉（1993）

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指在產業中經營運作，為達到成功所必須具備的重要因素，通常可透過產業

結構分析來加以確認。 

但若依競爭優勢觀點來說，「關鍵成功因素」的目的，在於指引企業發展與產業成功關鍵因素一致的策

略，以取得企業本身競爭上的相對優勢地位，Ansoff(1984)將「關鍵成功因素」定義為：「利用獨特的

資產、技術、資源及活動，而使企業發展出相對於競爭者獨特而有利的地位」。Boseman(1986)認為「關

鍵成功因素」是由企業的強弱勢和機會威脅分析，作為建立組織策略的基礎。孟德芸(1988)定義「關鍵

成功因素」是「產業環境、產業特性互動之下所產生之產業獨特性競爭性條件，企業如果擁有此項競

爭條件就能維持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吳思華(1988)說明：「所謂『關鍵成功因素』，簡單來說，

就是在特定產業內，要成功的與人競爭，所需具備的競爭技術與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是指產業及

市場的特性與基本需求，『關鍵成功因素』會影響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Thompson(1998)認為，

確認『關鍵成功因素』是產業競爭分析時最需優先考量的要項，隨著經濟特性(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驅動力(Driving force)及競爭狀態的改變，「關鍵成功因素」會因產業不同與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並

且只要能夠掌握一個或兩個關鍵成功因素即可取得競爭優勢。Oster(1994)提出關鍵成功因素是具有時

效性，他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是一種資產；在一段期間內能使廠商在產業中較其他競爭對手有較

高的經營成效」。 

關鍵成功因素的特性在於(1)關鍵成功因素因產業不同而不同，且並非固定不變的，會隨著時間、產品

市場的不同而改變。(2)管理者不應將所有的事情皆視為同等重要，而必須集中努力於特定事物或關鍵

工作上，也就是說要先確認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3)管理者必須深入研究、評估與分析並致力於少數

幾個關鍵成功因素，以作為策略形成的基礎。(4)企業沒有競爭者就不需要策略，資本、人力與時間都

是相當稀少的資源，因此應該確實使用於關係企業成敗的關鍵領域中。(5)企業內部或外部必須加以確

認而慎重處理的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會影響企業目標的達成，甚至威脅企業的生存。(6)關鍵成功因素

可能是企業內在或外在的因素，而他們的影響可能是正面或反面的。企業必須真正掌握關鍵成功因素

的意涵，一旦掌握了意涵，關鍵成功因素才顯現得出其價值所在。而多位學者也針對其特性提出類似

之看法。關鍵成功因素的功能可以制定出成功的經營策略以導致企業體的成功。而企業必需隨著時間

與產業定義之不同，不斷的變更自身的關鍵成功因素，並將企業資源聚焦這些因素上，才能為企業帶

來競爭優勢。而許多學者亦同樣指出關鍵成功因素之功能。 

關鍵成功因素與價值鏈活動相關，不同的價值鏈活動具備不同的能力，Porter(1985)認為企業是包

含了產品設計、製造、行銷及售後服務等一連串價值活動所組成，這此價值活動結合起來，構成了企

業的價值鏈，並且為顧客創造價值。企業的價值鏈內的活動可以分為主要活動與輔助活動。主要活動

包括：(1)進料後勤：物料處理、倉儲、庫存控制、車輛調度、退貨等。(2)生產作業：如機械加工、包

裝、裝配等。(3)出貨後勤：如成品倉儲、物料處理、送貨車輛調度、訂貨作業、進度安排等。(4)市場

行銷：如廣告、促銷、業務人員、報價、選擇銷售 路、建立通路關係、定價等。(5)服務：安裝、修護、

訓練、零件供應、產品修正等。 

而輔助活動則包括：(1)採購：購買企業所需各種投入要素的企業功能，包括和原料供應商議價、

購買辦公室設備與維修、選擇會計師事務所等。(2)技術發展：泛指企業所需各種具體技術的改善與發

展，包括產品、製程、各種活動的程序等。(3)人力資源管理：包括人員招募、僱用、培訓、發展和福

利津貼等活動。(4)企業基本設施：包括一般管理、財務、企劃、法律、會計、政府關係、品質管理等。 

與價值活動相關之議題有二，分別是選擇價值活動及價值主張，針對價值鏈活動的選擇，若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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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產業來說，必須要就該產業特定的狀況，界定價值活動，藉由確定出不同價值活動的技術特質，可

以對產業進行更精緻的觀察，從價值活動的層次，可以更深入了解該產業在和上游供應商及下游顧客

之間連結(Linkage)的過程。 

價值鏈的長度與企業營運彈性間的關係比較複雜，價值鏈不論長短，都有助於提高營運彈性，但

機制卻不相同。當企業的價值鏈比較短時，可以透過不斷更換上游、下游或合作夥伴，以快速取得所

需的資源、推出新產品、對市場需求的變動做出反應，提高彈性，擁有較長價值鏈的企業，如果能建

立起完善的資訊體系，讓上游及下游活動可以迅速調整，也有助於提高彈性(鍾憲瑞，2008)。 

企業的價值活動如果跨越多個產業，就形成跨產業的企業價值鏈，不同產業價值活動間的強化、

共用及填補關係，可以為跨產業的企業價值鏈帶來優勢。「強化」是指跨產業的多項活動能結合起來，

以支持其策略定位；「共用」是指廠商的跨產業佈局可以共同使用某種資源能耐或是共同使用某項價

值活動；「填補」是指執行某個產業內價值活動的產出，能做為另一個產業的價值活動投入的情形。 

其中 Porter(1985)的價值鏈分析中，指出共用是一種相當重要的競爭優勢的來源，在價值鏈中的絕

大部分價值活動都有共用的可能，Carpenter & Sanders(2009)也指出，企業在進行策略聯盟時，進常會

共用雙方的價值活動，來達到競爭優勢，另外他們在動態競爭策略中提到有五項重新發展策略，分別

為重定義新商品/服務、重組價值鏈、重新定義事業領域、重新思考事業規模、重新思考競爭心態。其

中的重組價值鏈就包含了重組產業價值鏈與企業價值鏈，方式有重新用一個新的價值鏈和壓縮價值鏈

兩種。此外他們也認為，價值鏈選擇的能力，也是企業的重要能力之一，將其視為企業資源基礎論中

的重要資源與能力。 

再則價值主張強調若企業要將自己的核心認同和價值觀有效的傳達給消費者，就必須要確立一個

價值主張，企業的一切傳播和行銷活動必須圍繞著價值主張來進行。Carlson & Wilmot(2006)指出價值

主張為該項產品與市場上現有商品相較之下，能夠創造多少顧客價值。換言之，價值主張其實就是使

「客戶價值增加」的能力，亦即與現有產品比較起來，公司所提供之產品能夠比其他競爭者產品「多」

提供哪些價值。Kim & Mauborgne(2005)，提出四種找出獨特的市場定位的方式，第一個是「產業內習

以為常的因素，有哪些應給予消除(Eliminate)」透過這問題可以檢視原本可以為顧客提供價值的因素，

其價值是否已經不存在，甚至反過來傷害其他的價值，特別是買方的價值基礎有時已經改變了。第二

個是「哪些因素應降低(Reduce)到遠低於產業標準」透過這問題可以檢視企業是否只為超越並擊敗競

爭對手，而設計出功能過強的產品及服務，第三個是「哪些因素應提升(Raise)到遠超過產業標準」，

透過這問題可以檢視產業是否有哪些盲點，是顧客必須將就委屈的，第四個是「哪些未提供的因素，

應該被創造(Create)出來」，透過這問題，可以檢視是否有機會開發出全新的買方價值基礎以及創造新

的需求。 

綜上理論與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在不同的價值鏈活動選擇之下，產業便會擁有不同的機會，相對

的也會有不同的經營模式與關鍵成功因素。關鍵成功因素不只因為產業的不同而不同，即使在同一產

業中，也會因為其價值鏈活動的選擇不同而不同，因此本研究將藉由產業所聚焦之不同價值活動之下

所需之關鍵成功因素為何，藉由建立層級來分析糕餅產業之不同價值活動下之關鍵成功因素與差異。 

參、研究架構 Theoretical background 

 本研究以結構-行為-績效(S-C-P)理論做為概念基礎，將產業定義做為其結構部分，以價值鏈活動選擇、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與經營模式做為其行為部分，並以衡量指標與績效做為其績效部分，最後再依其績

效表現修正其產業定義，其研究架構圖如圖 3-1。產業定義探討企業對於其產業範圍、邊界、所提供之

價值主張之認知，進而在價值鏈模型內選擇其應聚焦之價值活動。而關鍵成功因素則以平衡計分卡模

型來分析財務、顧客、內部流程、與學習與成長個構面下之關鍵要素為何。企業透過關鍵成功因素可

以有效區別在各價值活動下之經營模式，而經營模式則為企業之經營行為，故為 S-C-P 中的行為部分，

並給予其可衡量之指標，提供企業衡量績效與管理，此為績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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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糕餅業是高度網絡的產業，且價值鏈長與複雜，故一般企業會有高度網路結構，而聚焦在自己核

心的價值活動，如研發、行銷、服務的活動，故從價值鏈之理論而言，糕餅業之價值鏈活動可以由投

入、轉換、產出、行銷、銷售(通路)及服務之活動選擇聚焦，而外包其他非核心業務，如糕餅業之價值

鏈活動可以區分為食材開發活動、糕餅製造活動、行銷與通路活動、使用者活動，如表 3-1。而每項價

值活動有其生存的關鍵成功因素，如食材開發活動重視產地來源、原料來源之安全性與認證、產地履

歷等等之要件；糕餅製造活動重視 GMP、HACCP、ISO 及品管、安全、品質；行銷與通路活動重視網

路虛擬商店、實體店面、行銷及通路點的創新，如機場、百貨公司專櫃、高鐵等外部市場；而使用者

活動重視與顧客間的互動關係、在創意文化上的結合活動等等。 

表 3-1 糕餅業之價值鏈活動 

價值鏈活動 價值鏈活動內容 

食材開發活動 原物料之產地、原物料來源之安全性認證、原物料品質。 

糕餅製造活動 製造過程衛生及安全、製造品之食品安全認證。 

行銷與通路活動 商店形式之選擇、店面地點之選擇、行銷活動與手法。 

使用者活動 文化創意活動(事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關鍵成功因素對企業經營而言是企業在該產業定義下生存之基本能力，如果企業的資源及能力

與關鍵成功因素相符，就形成核心競爭能耐與策略性的能力，本研究認為可以使用平衡計分卡之架構

來形構關鍵成功因素，因為平衡計分卡各構面有其因果關係，可以代表各價值活動關鍵成功因素所重

視的不同，如食品開發活動重視研發，故其學習與成長構面相對更重要；而糕餅製造活動重視內部流

程與製程；行銷與通路活動則重視顧客及財務構面。 

經由以上文獻與其他次級資料的蒐集，得知糕餅產業的產業價值鏈，也依照平衡計分卡的架構分

析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遵循 A.H.P.的方法，將研究問題再次界定，也依照 A.H.P.的流程，建立出階

層架構。 

3.1 研究問題的界定 

經由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內容等問題，均已略具概念；也藉由文獻回顧與檢討

分析，可以更為深入的探討研究問題，所以針對所欲研究的問題，整理出以下主要研究問題假定： (一)

核心聚焦：「台灣糕餅產業的核心聚焦能力」為產業價值鏈下關鍵成功因素選擇的目標。 (二)價值活

動：就達為核心聚焦的目標，其糕餅產業主要的價值鏈為「食材開發活動」、「糕餅製造活動」、「行

銷與通路活動」及「使用者活動」等四項。 (三)關鍵成功因素：在每一個價值鏈之下，又依平衡計分

卡模型，找出其「財務構面」、「顧客構面」、「內部流程構面」及「學習與成長構面」等四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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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構面：「提高投資報酬」、「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確性」、「高級專業設備投入」及「提高市場

成長率」之相對重要性為衡量指標。 2、顧客構面：「穩固顧客關係」、「價值取向」、「顯著的品

牌印象」及「加強食品安全」之相對重要性為衡量指標。 3、內部流程構面：「作業流程之標準化」、

「品質管理之監控」、「區域性」、「文化」、「產品定位及型態之差異」及「通路方式」之相對重

要性為衡量指標。 4、學習與成長構面：「研發」、「創新」及「知識管理」之相對重要性為衡量指

標。 

3.2 建立階層架構 

在分析階層程序法的應用上，首先將決策問題劃分階層，建立階層系統結構。本研究以此方法建

立台灣糕餅產業之核心聚焦能力，經由產業價值鏈活動的觀點切入，並以平衡計分卡概念劃分關鍵成

功因素，再以階層程序法分析各層級因素之權重，作為本研究結論之依據。糕餅產業的產業價值鏈主

要為：原物料活動、製造活動、通路活動及使用者活動，再經由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了解，糕餅產業

具有核心聚焦之現象，為探討不同價值鏈活動核心聚焦下所因擁有之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再導入平

衡計分卡概念，為關鍵成功因素做一完善分類，且依整理之關鍵成功因素結合形成本研究之階層架構，

本研究之階層架構即為：最高(第一)階層以本研究所欲完成的目標主題即「糕餅產業的核心聚焦能力」

為最終目標，第二階層為文獻分析所整理之產業價值鏈：「食材開發活動」、「糕餅製造活動」、「行

銷與通路活動」及「使用者活動」，第三階層以平衡計分卡角度進行文獻分析之：「財務面」、「顧

客面」、「內部流程面」及「學習與成長面」，第四階層為平衡計分卡觀點下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對

應第三階層之各標的關係之影響糕餅產業經營決策因素為衡量指標，本研究將層級架構列於下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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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台灣糕餅產業核心聚焦」之 A.H.P.階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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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提供良好的架構用於計算因素的重要性與相對權重上，而本研究正是探討糕餅產業在核心

聚焦之下，所需聚焦的關鍵成功因素之選擇，並結合產業價值鏈與 BSC 四大構面，為關鍵成功因素做

一完善定位與分類，再配合 A.H.P.法，便可找出在糕餅產業為達核心聚焦能力時，其產業價值鏈活動

中何者相對重要，且在不同價值活動之下，所重視的能力，最後更進一步的了解不同價值活動中，關

鍵成功因素之相對權重，以用於後續實證分析與提出結論與建議中使用。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實證對象主要是以台灣的糕餅產業為主，以 A.H.P.的方法設計問卷及發放，加以彙整及分

析其結果。在問卷發放的對象上，以糕餅產業相關之產、官、學三方做為對象，產業包含舊振南、方

師傅、宏亞食品等各公司經營者、總經理、協理、副經理；政府官方包含中國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

所、中彰投分署，專家學者包含屏東科技大學教授、弘光科技大學教授等，以上專家人員不論在其日

常工作或是研究方面，對於糕餅產業之價值活動與關鍵成功因素皆有所涉入，故以這些人員做為調查

的對象，受訪對象如附錄一。 

問卷內容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理念說明，第二部分為價值活動與關鍵成功因素，而

第三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在問卷發放的數量上共有 20 份，而本次研究所回收之問卷，產業方面共回

收 12 份問卷，學術方面共回收 5 份問卷，政府官方方面共回收 3 份，總共回收問卷數為 20 份，有效

問卷 15 份，無效問卷 5 份，在每一份問卷回收後皆有進行一致性檢驗，且符合 C.R 值小於 0.1 的結

果，故本研究之問卷皆符合一致性檢定，針對有效的 15 份問卷進行分析。 

本研究所設定之糕餅產業下的四個價值活動，分別為食材開發活動、糕餅製造活動、行銷與通路

活動與使用者活動，而經由 A.H.P.問卷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分二個部分來做討論，一、糕餅業所應

聚焦的活動，二、各活動所重視的關鍵成功因素。 

4.1 糕餅業的價值活動 

經由實證，專家認為糕餅產業價值活動中，第一重要的是行銷與通路活動，比重達 33.1%，第二

重要的是食材開發活動，比重為 27.3%，第三重要的是糕餅製造活動，比重為 23.2%，最後則是使用

者活動，比重為 16.5%。專家們對於糕餅產業中的價值活動權重的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經由分析

後其一致性檢定為 0.004 小於 0.1，因此所評估之權重可視為合理。 

 

表 4-1 糕餅產業價值活動之權重順序表 

順序 成對比較矩陣 食 材 開

發活動 

糕 餅 製

造活動 

行銷與通

路活動 

使 用 者

活動 

特 徵 向 量

(權數值) 

累 積 百

分比 

1 行銷與通路活動 1.338 1.264 1 2.049 0.331 33.1% 

2 食材開發活動 1 1.346 0.747 1.588 0.273 60.3% 

3 糕餅製造活動 0.743 1 0.791 1.417 0.232 83.5% 

4 使用者活動 0.630 0.706 0.488 1 0.165 100.0% 

N=15, C.R=0.004 

(一)行銷與通路活動 

專家們認為在糕餅產業裡，其產業價值鏈中最重要的為行銷與通路活動，特徵向量值為 0.331，此

活動所進行的即是如何將自己的產品推廣給消費者，在糕餅產業中，產品的行銷活動在整個產業中是

最為重要的，因為在眾多類似的競爭者中，如果業者能夠設計出一套鶴立雞群的宣傳手法，更能吸引

到消費者，取得競爭優勢，一旦擁有顯著的品牌吸引力，在產品的銷售上就能夠順利無阻，因此糕餅

產業最重要的就是專注於行銷通路上的設計規劃與執行能力，此活動又可分為電視廣告、新聞媒體報

導、網路廣告、社群行銷、Email 行銷、會員制廣告、病毒性口碑行銷、店面通路點的設置等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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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市場上眾多糕餅業者且產品大多相似的情形下，業者若能針對自己的獨特性產品進行宣傳，必定

能打造自己的知名度。 

(二)食材開發活動 

專家們認為其次重要的是食品開發活動，食品開發活動所進行的就是食材原物料上的尋找與採

購，必須要了解食材的產地來源是否合格、安全，以及品質上是否合乎業者需求，即使擁有具創意性

的行銷手法及良好的通路市場，但仍需有品質良好且安全合格的食材去製造出的產品，使消費者安心

的食用，才可以藉由口碑與良好的形象，使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喜愛自己的產品，故食材開發活動的

相對權重為 27.3%。 

(三)糕餅製造活動 

專家們認為第三重要的是糕餅製造活動，糕餅製造活動所進行的就是將食材依照老師傅們所傳承

的做法下去將產品美好的呈現，必須要了解製造上的配料分配，以及製造過程中是否衛生合格，即使

食材擁有品質良好且安全合格的認證，也要保證製造的器具以及過程中是衛生安全的，這樣製造出的

產品，才能使消費者安心的食用，故糕餅製造活動的相對權重為 23.2%。 

(四)使用者活動 

專家們認為在糕餅產業中，相對權重最低的是使用者活動，使用者活動是業者為因應社會上民眾

重視文化創意的藝術氣息，所以舉辦一些與文創結合的活動供消費者參與以提升業者的知名度，而這

方面是藉由一個事件活動去吸引消費者注意，但是這種活動本身產生的效果是曇花一現，沒有長久的

影響力，主要還是在於其他行銷手法以及通路上的方便性與顯著性比較具有侵入性，故使用者活動的

比重僅有 16.5%。但業者在規畫舉辦文創結合的活動時，應先了解自己的經營理念與方向，了解自己

的文化為何，才能使文創活動能凸顯自己的獨特性，並要配合相關的行銷手法，讓舉辦活動達到一定

的效益。 

綜上，就台灣糕餅產業的價值活動而言，目前最重視的是行銷與通路、食材開發及糕餅製造，與

我們思考的應是食材開發、糕餅製造為首要的概念不同，顯示競爭激烈，但也代表必須與消費者接近，

而走進生活化的產業。 

4.2 各活動所重視的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是以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在糕餅產業各價值活動中所占的權重來做為各活動所重視的能

力基準，並以認知-行為-績效(CBP)之內容來分析說明，C 指的是重視認知與創新，對應的是學習與成

長構面，而 B 指的是重視流程、效率與管理，對應的是內部流程構面，P 指的是重視績效與成果，對

應的則是財務構面與顧客構面，經由 CBP 的概念可以完整的說明並分析各活動所重視之能力。 

本研究將食材開發活動、糕餅製造活動、行銷與通路活動和使用者活動下所重視的能力，以 AHP

層級分析與檢定後，就不同價值活動所重視之能力，以平衡計分卡之構面整理如表 4-2。顯示行銷與

通路活動主要專注於顧客與內部流程構面，而其財務和學習與成長構面比重較低，食材開發活動除了

重視內部流程外，應加強提升財務構面相關之能力。如上述，此可能造成技術老化，產品提供失去創

新及利潤低的可能，是糕餅製造和行銷與通路活動應多加注意的地方，而使用者活動則因在四個價值

活動內較不重要，故影響力較低。本研究將各活動的能力導向以價值曲線方式表現，如圖 4-2 所示，

可以看出其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在糕餅產業應重視不同價值活動核心能力之訓練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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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糕餅產業不同價值活動所重視之能力高低 

 

 

圖 4-2 糕餅產業不同價值活動所重視能力之曲線 

糕餅產業關鍵成功因素是以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將關鍵成功因素進行分類，再經由 A.H.P.分析得

知各關鍵成功因素之權重，並進一步研究其關鍵成功因素的權重與累積百分比。 

一、學習與成長構面(C)之關鍵成功因素 

專家們對於糕餅產業學習與成長、創新構面之關鍵成功因素相對權重的分析結果如表 4-3 顯示，

經由分析後其一致性檢定為 0.001 小於 0.1，因此所評估之權重可視為合理。在此分析中可發現，在糕

餅產業在學習與成長構面之下的關鍵成功因素，第一重要的為創新性，包括產品、通路與包裝設計上

的創新，比重達 43.5%，第二重要的為知識管理，包括員工培訓(吸收能力)、員工績效評估(獎勵)與資

料庫運用(資訊分享)，比重達 30.8%，第三重要的為研發，包括新產品與新製作方法的研發，比重達

25.7%。 

表 4-3 學習與成長構面之下關鍵成功因素的權重順序表 

順序 成對比較矩陣 研發 創新 知識管理 特徵向量 累積百分比 

1 創新 1.637 1 1.461 0.435 43.5% 

2 知識管理 1.236 0.684 1 0.308 74.3% 

3 研發 1 0.611 0.809 0.257 100.0% 

N=15, C.R=0.001 

(一)創新 

針對不同的產品或不同節慶去設計專屬的包裝，或依照不同的用途去開發新的產品組合，讓消費

者有多種新的選擇；而在通路上面，採取新的銷售方式或具指標性的地點，具有創意的商品更易吸引

消費者購買，提升銷售量，且可以透過媒體報導或口碑行銷來提升品牌印象，所以結果顯示其比重為

43.5%。 

(二)知識管理 

 

極
高 

 
 
 
 

高 
  

 
 

中  
 
 

低 

食材開發活動 使用者活動 

糕餅製造活動 

行銷與通路活動 

程度 

BSC構面 

構面與能力導向 食材開發活動 糕餅製造活動 行銷與通路活動 使用者活動

財務構面 低 低 低 低

顧客構面 中 中高 極高 極高

內部流程構面 高 高 高 低

學習與成長構面 中高 中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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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餅產業的技術，依傳統文化傳承，比較少有系統的管理，故其標準化是個困難，要提升品質就

須重視知識管理。因此組織中構建一個知識系統，讓組織中的資訊與知識，透過獲得、創造、分享、

整合、記錄、存取、更新、創造等過程，不斷的回饋到知識系統內，累積個人與組織的知識成為組織

智慧的循環，在企業組織中成為管理與應用的智慧資本，有助於企業做出正確的決策，以應變市場的

變化；透過培訓員工，加強員工的吸收能力去提升自我的知識與技術，並且對員工進行評估，激勵員

工有主動學習的意願，讓整個組織能夠提升效率，也能使員工主動分享與吸取他人的經驗，做為成長

的動力，其比重為 30.8%。 

(三)研發 

員工不斷學習新的知識與技術，去開發出新的產品或是新的烹飪方式去製造出美味健康又品質良

好的產品，以吸引顧客，但是糕餅產品大多數不外乎是喜餅、糕餅點心等等類型，即使在製作方式上

有所新穎或更獨特的做法，也不是主要吸引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原因，故其為專家們相較之下較不重視

的要素，比重只有 25.7%。 

綜上，糕餅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學習與成長方面，首重創新與知識管理，兩者權重合計達 74.3%，

顯示兩項意涵：1.重視創新觀念：兩種努力的方向，(1)用不同的方法來做傳統的產業，要比原來的更

具有不同的獨特性(Do it different)，(2)用比較好的方法做傳統產業，要比原有的做得更好(Do it better)。

2.重視技術的傳承，傳統產業的文化內涵及方法，是其重要的知識與價值，因此知識管理的建構很重

要。 

二、內部流程構面(B)之關鍵成功因素 

專家們對於糕餅產業內部流程構面之關鍵成功因素相對權重的分析結果如表 4-4 顯示，經由分析

後其一致性檢定為 0.008 小於 0.1，因此所評估之權重可視為合理。在此分析中可發現，在糕餅產業在

內部流程構面之下的關鍵成功因素，第一重要的為品質監控之管理，比重達 29.8%，第二重要的為作

業流程之標準化，比重達 18.6%，第三為產品定位及型態，比重達 17%，第四為通路方式，比重達 15.6%，

第五為文化，比重為 10.4%，最後為區域性，比重為 8.7%。 

表 4-4 內部流程構面之下關鍵成功因素的權重順序表 

順

序 

成對比較矩

陣 

作業流程之

標準化 

品質監控

之管理 

區

域

性 

文

化 

產品定位

及型態 

通 路

方式 

特 徵 向 量

(權數值) 

累積百

分比 

1 
品質監控之

管理 
1.113 1 

3.23

0 

3.2

05 
2.073 2.161 0.298 29.8% 

2 
作業流程之

標準化 
1 0.898 

2.28

7 

1.5

51 
0.883 1.038 0.186 48.4% 

3 
產品定位及

型態 
1.133 0.482 

1.80

3 

1.6

89 
1 1.089 0.170 65.4% 

4 
通路方式 

0.963 0.463 
1.83

8 

1.4

65 
0.918 1 0.156 80.9% 

5 
文化 

0.645 0.312 
1.19

8 
1 0.592 0.683 0.104 91.3% 

6 
區域性 

0.437 0.310 1 
0.8

35 
0.555 0.544 0.087 100.0% 

N=15, C.R=0.008 

(一)品質監控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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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在進行原物料採購、加工製作以及產品製作時，是否有嚴謹的監控製造過程，無論是設備使

用的安全衛生、人員是否做好衛生以及防護措施、製成品的包裝過程等等，都必須注意原物料與調味

品是否有食品安全認證合格，且製造過程衛生，才能製造出品質優良的產品，故比重最高，為 29.8%。 

(二)作業流程之標準化 

整個製作過程有一定的內部程序，並將其模組化，按照一定的標準流程去執行制度化管理，便於

員工迅速掌握本崗位的工作技能，使員工最大程度地減少工作失誤，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故其比重

為 18.6%。 

(三)產品定位及型態 

所提供的產品類型與提供給哪類顧客群組，是一個必須要謹慎考量與分析的要素，針對不同的顧

客需求提供不同的產品，以獲得最大利潤，比重為 17%。 

(四)通路方式 

思考何種販售方式與地點能夠讓顧客方便選購產品，並且提供良好的顧客服務，才能帶給公司一

定的收益且打造響亮的知名度，比重為 15.6%。 

(五)文化 

具有文化故事性的產品與公司品牌，可以吸引消費者想了解公司的慾望，進而去公司消費，但由

於影響性不大，故比重只有 10.4%。 

(六)區域性 

由於現在人民假日休閒的觀念普及，所以不管是全國都能看到的店面或是區域性的店面，都能因

為透過觀光帶回伴手禮而獲得注意，甚至引起大家團購的慾望，所以區域性的影響因素最小，比重為

8.7%，是糕餅業者們比較不去重視的一環。 

糕餅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內部流程方面，重視品質監控與管理、作業流程之標準化、產品定位與

型態、道路方式等，合計權重達 80.9%，顯示從比重最高的四個要素來看，此構面趨於理性訴求，且

重視過程中的安全穩定以及品質的控管，與事實相符。 

三、顧客構面(P)之關鍵成功因素 

專家們對於糕餅產業顧客構面之關鍵成功因素相對權重的分析結果如表 4-5 顯示，經由分析後其

一致性檢定為 0.006 小於 0.1，因此所評估之權重可視為合理。在此分析中可發現，在糕餅產業在顧客

構面之下的關鍵成功因素，第一重要的是加強食品安全，比重為 48.8%，第二重要的是顯著的品牌印

象為 21.6%，而再其次為穩固顧客關係，比重為 16.2%，最後為價值取向，比重為 13.5%。 

表 4-5 顧客構面之下關鍵成功因素的權重順序表 

順

序 

成對比較矩

陣 

穩 固 顧 客

關係 

價值取

向 

顯著的品牌

印象 

加 強 食 品

安全 

特徵向量 (權

數值) 

累積百分

比 

1 
加強食品安

全 
2.742 3.461 2.629 1 0.488 48.8% 

2 
顯著的品牌

印象 
1.340 1.843 1 0.380 0.216 70.4% 

3 
穩固顧客關

係 
1 1.102 0.746 0.365 0.162 86.5% 

4 價值取向 0.907 1 0.543 0.289 0.135 100.0% 

N=15, C.R=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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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食品安全 

近年來爆發了許多食安問題，不肖業者為了成本低高利益而採用較低劣甚至會危害人體健康的原

物料，造成很大的轟動，民心不安。糕餅製作過程所需使用的食材與調味品眾多，故企業應該重視這

方面的問題，讓消費者安心，且也能穩固自己的招牌，所以加強食品安全成了最重要的要素，比重高

達 48.8%。 

(二)顯著的品牌印象 

糕餅產業的品牌眾多，所銷售的產品也所差無幾，所以想要吸引顧客上門，一定使自己的品牌具

有獨特性，穩固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因此其比重為 21.6%。 

(三)穩固顧客關係 

現代社會的人們因為受到高教育以及學習普及的情形下，越來越重視感覺，不同於以往消費只是

為了滿足基本需求，現今的消費者越來越重視「被人重視」的感覺，所以一個業者提供的服務是很重

要的，要懂得去維持與顧客良好的關係，了解顧客的需求，員工有專業度可以提供顧客合適的產品，

給顧客良好的服務態度印象，培養顧客的忠誠度，吸引顧客持續上門，故穩固顧客關係的比重為 16.2%。 

(四)價值取向 

消費者對你提供的產品的感受如何，要創造一個吸引顧客的產品，需要帶給消費者對他們而言具

有意義的價值，但是大部分的消費者還是會受到群眾鼓舞和廣告宣傳的影響，所以相對於品牌印象與

穩固顧客關係而言，是相對不重要的因素，故比重只有 13.5%。 

糕餅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顧客構面，首重加強食品安全、顯著的品牌印象，權重合計達 70.4%，

代表：1.顧客重視來源安全，尤其是食品的來源地及認證。2.品牌代表價值與信譽、可靠性，故口碑及

商譽將更顯重要。 

四、財務構面(P)之關鍵成功因素 

專家們對於糕餅產業財務構面之關鍵成功因素相對權重的分析結果如表 4-6 顯示，經由分析後其

一致性檢定為 0.001 小於 0.1，因此所評估之權重可視為合理。在此分析中可發現，在糕餅產業在財務

構面之下的關鍵成功因素，第一重要的是提升市場成長率，比重達 37.7%，第二重要的是風險因應之

快速與正確性，比重達 33.5%，第三重要的是提高投資報酬的 16.1%，第四重要的是高級專業設備投

入為 14.7%。 

表 4-6 財務構面之下關鍵成功因素的權重順序表 

順

序 

成對比較矩陣 提 高 投

資報酬 

風險因應之快

速與正確性 

高 級 專 業

設備投入 

提升市場

成長率 

特 徵 向 量

(權數值) 

累積百

分比 

1 
提升市場成長

率 
2.208 1.152 3.093 1 0.377 37.7% 

2 
風險因應之快

速與正確性 
2.146 1 2.627 0.868 0.335 71.2% 

3 提高投資報酬 1 0.466 1.233 0.453 0.161 87.3% 

4 
高級專業設備

投入 
0.811 0.381 1 0.323 0.127 100.0% 

N=15, C.R=0.001 

(一)提升市場成長率 

公司所投入的時間、金錢與勞力成本是否能透過銷售量來獲取回報，故對於公司而言除了穩定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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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量也要能有所提升，才能獲取最大利潤，故對於糕餅產業而言，所製作出來的產品能夠受到喜愛進

而大量銷售，穩佔市場，有一定的成長是最重要的，所以結果顯示其比重達 37.7%。 

(二)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確性 

糕餅店想要具有競爭力就必須有創新自己產品的能力，無論是在設備上的更新或食材與製作方式

上的研發與改變，都必須要投資一定的金錢去開發，然而具有良好技術的師傅是否忠誠於糕餅店也是

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經營者一定要謹慎去應對所有可能發生的風險，故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

確性之比重達 33.5%。 

(三)提高投資報酬 

投資報酬對於任何企業來說也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除非是非營利公司，否則每個企業都應以追

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但在糕餅產業而言，主要還是希望銷售量能夠長期性的穩定提升，而不是在短

期內獲得最大利潤，所以相對於投資報酬來說，市場成長率會更加重要，故提高投資報酬之比重只有

16.1%。 

(四)高級專業設備投入 

糕餅製作主要還是在於師傅的技術與調味上的分配，設備只是最後要成品的輔助過程，因此雖然

有好的設備可以加強製作過程的品質，但相對來說是影響比較不大的，故在財務構面中是最不重要的

一個要素，比重為 12.7%。 

糕餅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在財務構面，首重提升市場成長率與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確性，兩者權重

達 71.2%。顯示糕餅業在近幾年競爭逐漸增加，為求財務穩健，在財務方面，以市場成長率為導向，

而近年來食安問題與產業關連度高，波及範圍廣，須重視危機處理能力，如食安風暴，採用到黑心原

料之風險與危機。 

經由上述分析，糕餅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在四個構面下，如表 4-7，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發現： 

表 4-7 糕餅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 

BSC 四大構面 應聚焦之關鍵成功因素 權重 聚焦可達之累積百分比 

財務構面(P) 
提升市場成長率 37.7% 

71.2% 
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確性 33.5% 

顧客構面(P) 
加強食品安全 48.8% 

70.4% 
顯著的品牌印象 21.6% 

內部流程構面(B) 

品質監控之管理 29.8% 

80.9% 
作業流程之標準化 18.6% 

產品定位及型態 17.0% 

通路方式 15.6% 

學習與成長構面(C) 
創新 43.5% 

74.3% 
知識管理 30.8% 

一、糕餅產業在學習與成長構面中，創新與知識管理的累積百分比有 74.3%，已占學習與成長構

面一半以上，這代表著糕餅產業中，員工是透過多學習與培訓以訓練創新能力，並且透過績效評估之

激勵與資訊分享的方式，去加強員工的知識，以達到有效的訓練，去應對公司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與

滿足消費者不同的需求，故糕餅產業公司在學習與成長構面上，應聚焦於創新與知識管理，使此構面

達到更高的成果。 

二、糕餅產業內部流程構面中，品質監控之管理、作業流程標準化與產品定位及型態三點的累積

百分比已高達 68.4%，若再將通路方式加入考量，則達 80.9%，故糕餅產業在內部流程方面，應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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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三項關鍵成功因素上，並將通路方式作為加強輔助性的關鍵成功因素。 

三、糕餅產業顧客構面中，加強食品安全與顯著的品牌印象兩者的累積百分比已達 70.4%，意味

著此兩項關鍵成功因素已足以充分表達糕餅產業的顧客構面，因此糕餅產業在顧客構面方面，應聚焦

於此兩項上面。 

四、糕餅產業的財務構面中，提升市場成長率與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確性兩者的關鍵成功因素便

已占有 71.2%，超過一半的累積百分比，而提升投資報酬與高級專業設備投入兩者所占百分比較低，

糕餅產業應在財務構面的關鍵成功因素，應聚焦於前兩者。 

伍、結論 

本研究經實證發現糕餅產業目前所重視的價值活動，就價值鏈之順序而言，有所不同。從目前傳

統業者的看法而言，所重視的依序為：1.以行銷與通路活動最為重視。因為在眾多競爭者中，如果能

夠設計出一套首屈一指的宣傳手法，更能吸引到消費者，取得競爭優勢，一旦擁有強烈的品牌吸引力，

在產品的銷售上就能夠順利無阻，因此糕餅產業最重要的就是專注於行銷通路上的設計規劃與執行能

力。2.其次是食材開發活動，因其是糕餅生產流程上最首要的步驟，在尋找原物料上須用心講究，採

購合法且安全的食材原料，才能製造出品質良好的產品。3.再來是糕餅製造活動，擁有良好的食材，

也要搭配著完善且安全穩定的製造流程，提供品質良好且衛生的產品給消費者，以提升公司的的形象。

4.然而使用者活動為影響糕餅產業最低的價值活動，此活動為因應民眾重視文化創意的藝術氣息，故

業者結合自己的經營理念舉辦相關的文創活動供消費者參與以提升業者的知名度，單單只是藉由一個

事件活動去吸引消費者注意，本身產生的效果是曇花一現，影響力較低。綜上，可以得知現今傳統業

者大多重視通路策略與品牌策略結合的重要性，品牌是一種能夠為企業和顧客提供超越產品或服務本

身利益之外的價值的資產，業者若透過消除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在時間、地點等方面的各種障礙，適

時、適地提供適當的服務，以滿足目標顧客的需要，有助於樹立產品和企業品牌形象，如舊振南在機

場與高鐵等重要交通運輸場合設立銷售點。 

二、各個價值活動重視的能力不同，其所重視的關鍵成功因素亦不同。1.在食材開發活動重視內

部流程與學習成長構面的能力，重視食材的開發與創新，去創造出獨特性產品。2.在糕餅製造活動則

重視顧客與內部流程構面，就內部流程構面而言，強調在製造過程上統一標準程序，力求產品品質的

穩定，能使口味和口感上一致，外觀上也不會相差過多，故專注於內部的協作管理，就顧客構面，須

充分了解與重視顧客需求，若是伴手禮，則須包裝精緻化，糕餅也可以採客製化等等。3.在行銷與通

路活動同樣重視顧客與內部流程構面，強調商店的形式是否使顧客方便選購產品；宣傳及廣告活動是

否能提升店家品牌和商品吸引力，故專注於市場與顧客上，並對活動執行程序有高度重視與良好規劃。

4.在使用者活動重視顧客和學習與成長構面，業者舉行糕餅產業與文化創意結合的活動供消費者參與

體驗，使消費者感覺到受重視，增加了對業者的忠誠度，然而要舉行這樣的活動，內部員工必須要有

相關的素養，並加強員工的訓練學習，故專注在顧客體驗、心靈感受，且具創意性。 

三、糕餅產業的關鍵因素，以平衡計分卡構面來看，各有所強調。1.在財務構面以提升市場成長

率及風險因應之快速與正確性為主要因素，比率為 71.2%，著重在危機處理能力以及公司的現金流量

成長上。2.在顧客構面重視加強品安全與顯著的品牌印象，比率為 70.4%，因應最近消費者重視的食安

問題，且強調公司之口碑與商譽。3.在內部流程構面則以品質監控之管理、作業流程之標準化、產品

定位及型態與通路方式為關鍵因素，比率為 80.9%，重視過程中的安全穩定以及品質的控管，較屬於

理性方。4.最後為學習與成長構面為創新與知識管理為重，比率為 74.3%，代表著糕餅產業中，員工是

透過多學習與培訓以訓練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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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主題餐廳消費者體驗與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Experienc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t Cartoon Theme Restaurants 

郭德賓 Te-Ping KOU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教授 

呂昀錡 Yun-Chih LU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碩士 

摘要 

台灣的餐飲選擇越來越多樣化，從 2012 年左右開始，許多大眾熟悉的卡通人物主角有史努比、拉

拉熊、蛋黃哥、熊本熊、醜比頭、布丁狗等一些知名的卡通人物藉由授權的形式在競爭激烈的餐飲市

場，要佔一席地。卡通人物主題餐廳運用了大量卡通人物的故事背景來營造整體用餐環境，讓消費者

進入餐廳像是進入一個奇幻的園地，創造獨一無二的用餐體驗，進而提高顧客滿意度。本研究引用

Schmitt(1999)體驗行銷模組的感官、情感、思考、思考、行動、關聯五項因素，從消費者體驗觀點來

探討卡通主題餐廳的顧客滿意度。從實證研究發現：（1）體驗行銷模組五個構面對顧客滿意度均有顯

著的影響效果，其中以「關聯體驗」的影響效果最大，「情感體驗」次之，然後是「行動體驗」與「思

考體驗」，「感官體驗」的影響效果最小。（2）不同「年齡」與「所得」的消費者在整體滿意度上有

顯著差異，其中以年齡「20 歲以下」，月所得「2 萬元以下」的消費者，整體滿意度較高。 

關鍵字：卡通、主題餐廳、體驗行銷、顧客滿意度 

ABSTRACT 

Taiwan's dining optio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Starting from around 2012, many 

popular cartoon characters such as Snoopy, Lara Bear, Gudetama, Kumamoto Bears, and other well-known 

cartoon characters are authorized their famous characters to theme restaurants to occupy a seat under the highly 

competitive restaurant industry.The cartoon character theme restaurants use a large number of cartoon 

characters and the decoration, lighting, music and menu of the restaurant, all provide customers a distinctive 

dining experience, therefore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of 

the cartoon theme restaur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experience by applied Schmitt (1999)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ule of “sense”, “feel”, “think”, “act” and “relate”. From the empirical study, it is 

found that: (1) The five dimensions of the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ule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with the effect of "relate experience" is the greatest, "feel experience" is the second and then 

the "act experience" and "think experience". As for the "sense experience" have minimal effects on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verall satisfaction among consumers’ "age" and 

"monthly income". Among those of consumers with "younger than 20 years old" and "monthly income $ 20,000 

and less" have higher overall customer satisfaction on the cartoon character theme restaurants. 

Keywords：Cartoon, Theme Restaurant, Experience Marketing, Custom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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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台灣的餐飲選擇越來越多樣化，從 2012 年左右開始，許多腦筋動得快的商人便開始把卡通人物

導入餐飲市場。三麗鷗的凱蒂貓在任何形式的商品授權上，都吸引了大批的消費者支持。許多產業都

已經享用到卡通人物授權商品的經濟果實，長榮航空使用了凱蒂貓的授權商品，業績增加了 20％，凱

蒂貓的主題餐廳作為台灣卡通人物主題餐廳的前導，業績一路成長。陸續有其他卡通人物授權到各式

餐飲類型的餐廳，使得台灣以卡通人物作為主題的餐廳如雨後春筍般到處林立。阿朗基的台灣代理商

小天堂，開設了阿朗基主題咖啡廳之後，公司的年營業額從原本的四千萬台幣衝到了六千萬台幣（賴

筱凡、鄧寧，2013）。許多大眾熟悉的卡通人物主角，例如：史努比、拉拉熊、蛋黃哥、熊本熊、醜

比頭、布丁狗等，藉由授權的形式在競爭激烈的餐飲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在卡通人物本身知名度的拉

抬下，每家卡通主題餐廳都大排長龍，座無虛席。然而，卡通主題餐廳如果只是單純的擺設卡通人物

的周邊商品，著實不能夠吸引消費者前往。反而，運用大量卡通人物的故事背景來營造整體用餐環境，

讓消費者進入餐廳像是進入一個奇幻的園地，創造獨一無二的用餐體驗，更能提高顧客滿意度。Pine 

& Gilmore(1998)指出體驗經濟時代已經來臨，而經濟價值的演進將由貨物 (commodities)、商品(goods)、

服務(services)到體驗(experience)。體驗行銷的概念已經廣泛的應用於一般商業活動中，並且融入消費

者的生活中。Schmitt (1999)指出顧客要的更多，他們想要的是令他們感官暈眩、能打動他們的心，與

刺激他們心思的產品或行銷活動案，並且提出體驗行銷策略模組，分別從消費者的感官、情感、思考、

行動與關聯五大構面來了解對消費者的影響。所以，本研究想探討卡通主題餐廳如何透過體驗行銷的

角度來刺激消費者，提升顧客滿意度來達到餐廳的永續經營，主要目的有三： 

(一) 從體驗行銷觀點，找出影響主題餐廳顧客滿意的主要因素，分析對顧客滿意的影響效果。 

(二) 比較不同人口統計變數的消費者，在顧客滿意上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性。 

(三)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廠商作為研擬經營管理策略之參考。  

貳、 文獻探討 

一、主題餐廳 

黃瀏英(2002)認為「主題餐廳」是透過一系列圍繞一個或多個歷史或其他主題為吸引標誌的餐廳。

餐廳所有的產品、服務、色彩、造型以及活動都為主題服務，使主題成為顧客容易辨識餐廳的特徵。

陳貴凰（2007）認為主題餐廳相對於一般餐廳而言，有獨特的餐飲新概念，有別具一格的裝飾佈置，

使前來用餐的顧客既可以品嘗到美味佳餚，同時又可以體會到某種文化氛圍。主題餐廳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它的用餐環境，往往圍繞一個特定的主題進行裝飾，甚至商品也與主題相配合，為顧客營造出一

種溫馨或神祕，懷舊或熱烈的氣氛，千姿百態主題。綜合以上的文獻可知，主題餐廳是圍繞著一個特

定的主題，餐廳裡面的擺設、服務、環境、活動、都是以這一特定的主題所延伸，營造出某種特殊的

用餐氣氛，並帶給顧客獨特的體驗及感受。 

二、體驗的定義 

Pine & Gilmore (1998)於「體驗經濟時代（The Experience Economy）」 一書中提及：「體驗」是

一種創造難忘經驗的活動，認為消費是一個過程，企業必須以服務為舞台、以商品為道具，環繞著消

費者，創造出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Schmitt(1999)對體驗的定義是：體驗是發生於某些刺激發生回

應的個別事件。體驗包含整個生活本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參與造成的，不論事件是真實

的、如夢幻的、或是虛構的，體驗通常不是自發而是誘發的(王育英、梁曉甇，2001)。 

三、體驗行銷模組  

Schmitt(1999)於「體驗行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一書中，提出五種策略體驗模組(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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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Models; SEMs)，目的在於為顧客創造不同的體驗形式，從感官 (sense)、情感(feel)、思考

(think)、行動(act)、關聯(relate)等五個面向，配合體驗媒介來達成吸引消費者之行銷目標(王育英、梁

曉甇，2001)。  

1. 感官行銷：主要是以五種感官為訴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藉此可創造有力的

感覺體驗，引發顧客之消費動機與增加產品價值。  

2. 情感行銷：其訴求在於消費者內在的情感與情緒，目標是創造情感體驗。大部份自覺的情感

是在消費期間發生的，需了解什麼刺激可以引起何種情緒，以及促使消費者自動參與。 

3. 思考行銷：所訴求的是智力，目標是用創意的方式使消費者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的體驗，期

待可以鼓勵消費者從事具創意的思考，促使他們對產品進行評估。 

4. 行動行銷：其目標是影響身體的有形體驗與互動。策略設計在於創造的行為模式與生活型態

相關的消費者體驗。   

5. 關聯行銷：關聯行銷包含感官、情感、思考、與行動行銷等層面一起交互作用，使得整體消

費感受超越個人人格、私人感情且加上「個人親身體驗」，讓個人與理想自我、他人、本身

心境所反射想法與文化產生關連，進而對品牌產生認同和歸屬感。  

四、體驗行銷模組與顧客滿意之關係 

袁憶樺(2002)於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關係之研究中，針對誠品書店、星巴克咖啡及宜

家家具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三者皆可由情感知覺透過情感價值來影響顧客滿意度，在星巴克咖啡中，

可由思考知覺透過情感價值來影響顧客滿意度。林陽助、林秀貞與李宜致（2007）以大台北地區連鎖

咖啡店為例，探討體驗行銷、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關係，發現情感體驗、關聯體驗對顧客滿意

度有正向影響。馮炫傑、楊百世（2010）探討懷舊復古餐廳之體驗行銷、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

關係，發現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而且感官體驗對顧客滿意度預測力最大。綜合上述學

者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得到體驗行銷與顧客滿意度有顯著影響關係，而且五種體驗行銷模組對顧客

滿意度的影響關係，會隨著不同的商店型態而有所不同。 

五、人口統計變數與顧客滿意度之關係 

林景亮（2004）在台北縣市便利商店代收業務之顧客滿意度研究中，發現部份的人口統計變數對

代收業務的顧客滿意度有顯著性差異。李孟陵（2003）以台北市咖啡連鎖店的消費者滿意度、涉入程

度對其忠誠度影響之研究，得到部分人口統計變數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差異。郭素紋（2006）研究國

內宅配服務業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對再購意願的影響，發現人口統計變數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性的影

響。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可知，人口統計變數對顧客滿意度會有某種程度的影響，至於其顯著與否會

因產業類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確立主題後，先進行相關文獻探討，確立體驗行銷與顧客滿意之間的因果關係。然後，

參考其他學者類似研究所使用的問卷，發展餐廳體驗顧客滿意問卷初稿，經過問卷預試並且進行必要

的修正，完成正式問卷。最後，將問卷放到公開網路上，詢問有去過卡通主題餐廳的消費者進行問卷

調查，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以驗證各項研究假設，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以供餐廳

業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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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參酌文獻探討的結果，採用 Schmitt 所提出的五種策略體驗模組，

使用感官、情感、思考、 行動、關聯五個構面，來探討對卡通主題餐廳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並且

比較不同人口統計變數消費者在顧客滿意度上的差異性，建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提出下列二個假設： 

假設 1：餐廳體驗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假設 2：不同人口統計變數的消費者在顧客滿意度上有顯著的差異。 

 

圖 1：研究架構圖 

三、問卷設計 

（一）餐廳體驗：使用李克特（Likert）五點評量尺度（1：表非常不同意，5：表非常同意） 

1. 感官：以「服務人員裝扮」、「音效」2 個問項，調查消費者的感官體驗。 

2. 情感：以「環境」、「服務態度」、「餐廳擺設」、「餐點」4 個問項，調查消費者的情感

體驗。 

3. 思考：以「環境營造」、「環境佈置」、「產品服務」3 個問項，調查消費者的思考體驗。 

4. 行動：以「拍照留念」、「參加活動」、「購買周邊商品」3 個問項，調查消費者的行動體

驗。 

5. 關聯：以「提供去處」、「談論話題」、「對主題餐廳更了解」、「與親友分享」、「聯想

到該主題餐廳」5 個問項，調查消費者的關聯體驗。 

（二）顧客滿意度：使用李克特（Likert）五點評量尺度（1：表非常不同意，5：表非常同意），

以「整體滿意度」1 個問項，調查消費者對餐廳的顧客滿意度。 

（三）人口統計變數：使用名目尺度，以「性別」、「年齡」、「職業」、「學

歷」、「月收入」6 個問項，調查消費者的個人基本資料。 

四、問卷調查 

透過台大電子佈告欄 PTT 與 Facebook 社群媒體，進行線上問卷調查，總共 113 人完成問卷，樣

本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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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樣本結構分析表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3 38.1 職業 工商製造業 44 38.9 

女性 70 61.9  軍公教 16 14.2 

年齡 

20 歲以下 20 17.7  服務業 18 15.9 

21-30 歲 67 59.3  學生 29 25.7 

31-40 歲 20 17.7  其他 6   5.3 

41 歲以上 6   5.3         

學歷 

高中職以下 13 11.5 

月所得 

2 萬元以下 60 53.1 

大專 46 40.7 2-5 萬元 42 37.2 

研究所 54 47.8 5 萬元以上 11   9.7 

肆、資料分析 

一、餐廳體驗平均數與相關係數分析 

首先，將 17 個餐廳體驗進行平均數分析，發現消費者對「3.卡通主題餐廳的優美環境，讓我感到

心情愉快(4.38)」，「13. 卡通主題餐廳為卡通人物的喜愛者提供了一個好去處(4.38)」，以及「5. 卡

通主題餐廳的擺設、佈置及舒適感，能滿足我的休閒需求(4.29)」的認同度最高，對「12. 我會購買卡

通主題餐廳所販賣的周邊商品(3.12)」，以及「11. 我會參加卡通主題餐廳所舉辦的活動(3.19)」的認同

度較低，整體滿意度為 4.02，大致感到滿意。其次，將 17 個餐廳體驗整體客滿意度進行相關分析，均

呈顯著相關，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 

表 2：餐廳體驗與整體滿意度平均數與相關分析表(**：p< .1) 

餐廳體驗 平均值 相關係數 顯著性 

1.   卡通主題餐廳的服務人員的裝扮，會吸引我的目光 3.94  0.37**  0.00  

2.   卡通主題餐廳播放的音樂或是店內其他音效，會吸引我注意 3.72  0.36**  0.00  

3.   卡通主題餐廳的優美環境，讓我感到心情愉快 4.38  0.40**  0.00  

4.   卡通主題餐廳服務人員態度親切、樸實，能引發我的正面情緒 4.11  0.44**  0.00  

5.   卡通主題餐廳的擺設、佈置及舒適感，能滿足我的休閒需求 4.29  0.4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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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餐廳體驗與整體滿意度平均數與相關分析表(**：p< .1) 

餐廳體驗 平均值 相關係數 顯著性 

6.   卡通主題餐廳的餐點，讓我產生某種的情緒 4.22  0.54**  0.00  

7.   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營造讓我覺得新潮流行 4.01  0.45**  0.00  

8.   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佈置，可刺激我的創意思考 3.78  0.48**  0.00  

9.   卡通主題餐廳內的產品和服務，會使我產生驚奇 4.04  0.37** 0.00  

10. 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營造，讓我想拍照留念或在臉書打卡 3.91  0.51**  0.00  

11. 我會參加卡通主題餐廳所舉辦的活動 3.19  0.42**  0.00  

12. 我會購買卡通主題餐廳所販賣的周邊商品 3.12  0.47**  0.00  

13. 卡通主題餐廳為卡通人物的喜愛者提供了一個好去處 4.38  0.29**  0.00  

14. 卡通主題餐廳的用餐經驗，能成為我日後談論的話題 4.10  0.46**  0.00  

15. 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營造，讓我對卡通主題有更深的了解 3.93  0.47**  0.00  

16. 卡通主題餐廳的個人體驗，讓我想和親友分享 4.11  0.57**  0.00  

17.  媒體報導相關卡通主題餐廳資訊時，會讓我聯想到該餐廳 4.18  0.52**  0.00  

18.  整體而言，對卡通主題餐廳產品與服務感到滿意 4.02       1.00  -- 

（二）餐廳體驗量表效度與信度分析 

將 17 個餐廳體驗使用最大變異法進行因素分析，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構面，得到感官、情感、思

考、行動、關聯五個因素，Cornbach’s 𝛂值分別為 0.84, 0.77, 0.79, 0.73, 0.70，累積變異解釋量為 68.85%，

可見本研究所建立的餐廳體驗量表，具有相當高的構念效度與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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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餐廳體驗因素分析表 

構面 
評量項目 

Cronbach’s 

𝛂 
負荷量 特徵值 ％ 累積％ 

關聯 

13.卡通主題餐廳為卡通人物的喜愛者提供了一個好去處 

0.84 

0.83 

6.54 38.44 38.44 

14.卡通主題餐廳的用餐經驗，能成為我日後談論的話題 0.72 

15.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營造，讓我對卡通主題有更深的了解 0.70 

16.卡通主題餐廳的個人體驗，讓我想和親友分享 0.68 

17.媒體報導相關卡通主題餐廳資訊時，會讓我聯想到該餐廳 0.68 

情感 

3.卡通主題餐廳的優美環境，讓我感到心情愉快 

0.77 

0.77 

1.60 9.38 47.83 

4.卡通主題餐廳服務人員態度親切、樸實，能引發我的正面情緒 0.69 

5.卡通主題餐廳的擺設、佈置及舒適感，能滿足我的休閒需求 0.60 

6.卡通主題餐廳的餐點，讓我產生某種的情緒 0.58 

行動 

10.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營造，讓我想拍照留念或在臉書打卡 

0.79 

0.79 

1.44 8.44 56.26 11.我會參加卡通主題餐廳所舉辦的活動 0.72 

12.我會購買卡通主題餐廳所販賣的周邊商品 0.67 

思考 

7.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營造讓我覺得新潮流行 

0.73 

0.76 

1.24 7.27 63.54 8.卡通主題餐廳的整體環境佈置，可刺激我的創意思考 0.75 

9.卡通主題餐廳內的產品和服務，會使我產生驚奇 0.60 

感官 

1.卡通主題餐廳的服務人員的裝扮，會吸引我的目光 

0.7 

0.83 

0.90 5.31 68.85 

2.卡通主題餐廳播放的音樂或是店內其他音效，會吸引我注意 0.73 

（三）體驗行銷策略模組對整體滿意度影響效果分析 

為了瞭解體驗行銷策略模組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以「整體滿意度」為依變數，5 個餐廳體

驗構面的因素分數為自變數進行廻歸分析，發現 5 個餐廳體驗對整體滿意度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整

體模式解釋力(R2)為 0.50，其中以「關聯體驗(0.41)」的影響效果最大，「情感體驗(0.36)」次之，然後

是「行動體驗(0.29)」與「思考體驗(0.29)」，「感官體驗(0.24)」的影響效果最小。所以，本研究的研

究假設 1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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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體驗行銷策略模組對顧客滿意度影響效果分析表(**：p< .1) 

滿意度 關聯 情感 行動 思考 感官 模式解釋力 

整體滿意度 0.41** 0.36** 0.29** 0.29** 0.24** 0.50 

（四）人口統計變數對整體滿意度影響效果分析 

為了瞭解不同人口統計變數的消費者在顧客滿意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以「整體滿意度」為依變

數，分別以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所得為因子，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

不同「年齡」與「所得」的消費者在整體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其中以年齡「20 歲以下(4.40)」，所得

「2 萬元以下(4.18)」的消費者，整體滿意度較高。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2，獲得部分支持。 

表 5：人口統計變數對整體滿意度差異分析表 

 項目 平均值 F 值 P 值  項目 平均值 F 值  P 值 

性別 

男     性 3.95 0.24 

0.45 

職業 

製造業 4.14 

1.57 0.19 

女     性 4.06 (t 值) 軍公教 3.88 

年齡 

20 歲以下 4.40 

2.82 0.04 

服務業 3.89 

21-30 歲 3.97 學    生 4.10 

31-40 歲 3.80 其    他 3.50 

41 歲以上 4.00   

學歷 

高中職 4.08 

1.70 0.17 所得 

2 萬元以下 4.18 

3.68 0.03 大    專 3.87 2-5 萬元 3.83 

研究所 4.11 5 萬元以上 3.82 

伍、結論與建議 

一、卡通主題餐廳帶給消費者有別於一般餐廳的體驗 

由平均數分析的結果可知，消費者對「3.卡通主題餐廳的優美環境，讓我感到心情愉快(4.38)」，

「13. 卡通主題餐廳為卡通人物的喜愛者提供了一個好去處(4.38)」，以及「5. 卡通主題餐廳的擺設、

佈置及舒適感，能滿足我的休閒需求(4.29)」的認同度最高。由此可知，卡通主題餐廳對消費者而言，

主要的吸引力在提供一個可以讓心情愉快的休閒去處，滿足了每一個人小時候卡通所帶來的愉快經

驗。然而，消費者對「12. 我會購買卡通主題餐廳所販賣的周邊商品(3.12)」，以及「11. 我會參加卡通

主題餐廳所舉辦的活動(3.19)」。由此可知，卡通主題餐廳的情境佈置，雖然帶給消費者的「情感」與

「感官」體驗，但是未必能夠激起消費者必須另外付費的「行動」體驗。 

二、體驗行銷策略模組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由廻歸分析所獲得的結論可知，5 個餐廳體驗構面對整體滿意度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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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行銷五個模組對顧客滿意度均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也就是體驗行銷做得越好，整體滿意度越高。

然而，在 5 個餐廳體驗構面中，以「關聯體驗(0.41)」的影響效果最大，「情感體驗(0.36)」次之，然後

是「行動體驗(0.29)」與「思考體驗(0.29)」，「感官體驗(0.24)」的影響效果最小。由此可知，在充滿卡

通主角和故事情境營造的氣氛下的用餐，讓消費者與相關的卡通人物產生關聯，進而對主題餐廳產生

認同和歸屬感，使得關聯體驗對整體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效果。Gadamer (1986)指出某個體驗本身一

定不同於另外一個體驗。由於這些體驗都由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所建立，而每種體驗都經由消費者的生

活中產生與消費者的生活緊緊相聯，因此藉由消費者的體驗往往能創造出品牌的價值。情感體驗是透

過整體環境和服務來觸發消費者對主題卡通人物的某種情緒，不管是心情愉悅或是療癒感覺，提升消

費者對主題餐廳的整體滿意度。但是，消費者在行動體驗上則顯示了兩極的看法，免費的行動體驗，

像是在臉書打卡平均數有 3.91，接近滿意的程度，但是需要額外付費的購買周邊商品平均數只有 3.12，

無法激起消費者的購買行動。消費者在思考體驗上，雖然餐廳的整體環境營造讓人覺得新潮流行，而

且產品和服務會使人產生驚奇，但是在整體環境佈置卻不易刺激創意思考，顯示消費者在虛擬的卡通

環境裡，雖然會很感覺很潮很嗨，卻是卻無法從事創意思考，接收不到餐廳給的刺激。感官體驗是對

模式解釋力的貢獻度最低，可能消費者已經專注在卡通主角本身，反而對主題餐廳所做的特效與聲光，

或是服務人員的服裝與誇張服務感受度低，連帶影響感官體驗。 

三、人口統計變數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1. 性別：從人口統計變數以及整體滿意度差異分析發現，女性佔了大部分的比例(61.9%)。由此

可見，可愛的角色和夢幻的主題餐廳很受到女性消費者的青睞，在精心營造的環境加上主題

主角的吸引下，女性的整體滿意度 4.06 也高於男性的 3.95，但是未達顯著差異。 

2. 年齡：30 歲以下佔 77%，而且整體滿意度有顯著差異。由此可見，30 歲以下的消費者在成

長過程中都一直有接觸卡通，不論是對主角還是主題餐廳都比較熟悉，當自己從小到大熟悉

的卡通主角實體化，而且能直接接觸到實體環境和商品，所以整體滿意度要高於年齡較大

者。 

3. 學歷：大專以下與研究所比例接近一半，但是整體滿意度差異並不顯著。由此可見，對卡通

的喜好是從年紀小的時候就接觸，已經深植在消費者心目中，以致於學歷對整體滿意度並無

顯著差異。 

4. 職業：以製造業和學生為主要的消費族群，而且整體滿意度高於其他行業，但是差異未達顯

著。由此可見，職業並不會影響卡通主題餐廳的顧客滿意度，還是要回歸到消費者對卡通人

物本身的忠誠度和偏好度。 

5. 所得：所得 2 萬元以下者佔了 53.1%，而且整體滿意度顯著高於其他人。由此可見，卡通主

題餐廳吸引學生和初出社會的低所得新鮮人，提供他們一個平價的愉快休閒體驗。 

四、對廠商的經營管理實務意涵 

綜合上述的研究與數據分析，建議想要開卡通主題餐廳的業者，可以藉由消費者對卡通人物的喜

好，提升產品購買意願來快速進入餐飲市場，但是在卡通人物的選擇上必須具有高知名度，而且容易

被各個年齡階層所接受，才能夠獲得廣大消費階層的認同。餐點定價必須是中價位，而且時常更換餐

廳佈置與菜單，以迎合學生和社會新鮮人的消費能力，滿足喜愛嚐鮮與多樣化選擇的年輕人。對於已

經開業者，除了時常更換餐廳佈置與菜單，以維持卡通主題餐廳的新鮮感之外，還需經常舉辦相關行

銷活動，來延續卡通人物的熱度和知名度，以增加消費者對卡通人物的關聯感受，進而對主題餐廳產

生認同與歸屬感，有效提升顧客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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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築業受外在環境因素之影響其行為，但有些行為並不一定具理性，而造成一些與預期相反之現

象，如空屋多但價格不跌、或空屋多但持續興建等等現象。本研究以產業結構理論為基礎對建築業行

為進行探討，針對建商行為進行研究，選取臺灣 20 個縣市自 2006 年至 2015 年共計 200 個觀察值採

Pooled Cross-Sectional Time Series 進行線性迴歸及二階段最小平方法進行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建築行

為有集體不理性之現象，且建商行為受總體因素及事件的影響明顯；消費者也出現需求面集體不理性

行為。整體而言，房地產或建築業會回歸基本面，重視住宅的價值或差異化。本研究建議建商可透過

動態的環境分析，來避免產生集體不理性的行為，並對老舊房屋開放都市更新計畫，以符合市場需求，

並建議消費者根據環境動態與產業結構的綜合分析，避免從眾效應的不理性行為產生。 

關鍵字：建築業、建商行為、集體不理性、超額產能 

ABSTRACT 

The behavior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influenc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behavior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not always rational as expected, in particular high vacancies accompanied with rising 

housing price or continually increasing approvals and completions.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examines the behavior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A Pooled Cross- Sectional Time-Series 

of 20 citi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during 2006-2015 accounted for 200 observations is studied. Through 

Ordinary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OLS) and Two Stage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2SLS) we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behavior showed group irrationality and influenc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vents. In 

addition home buyers also appeared group irrationality in demand side. As a whol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r 

real estate market will return basic stressing housing value and differentiation. We suggest that developer 

should consider environmental or competition dynamic avoiding group irrationality. Also housing buyers 

should analyze market and industry to counter individual and group irrationality such as herding. 

Keywords：Construction Industry, Developer Behavior, Group Irrationality, Ove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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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介紹 

雖然空屋數連年增多，建商還是不斷地建造，以供需法則來看，供過於求的現象應使價格下跌而

供給減少，但完工之戶數變多、房價也不如預期跌得多，導致目前臺灣同時存在高空屋率與高房價的

問題，此種違反供需法則的怪異現象，即有受到產業外在環境變化的影響，以及建商與消費者行為之

是否理性，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是值得仔細探討的問題。空屋係指住宅存量中，可提供居住使用但卻

未使用或低度使用之住宅單位（內政部營建署，2007），包括閒置無人居住之房屋、新建立而尚未有

人入住之餘屋，可視為房市中的存貨量。由圖 1 可知，全臺空屋數在 2010 年底更高達了約 155 萬戶，

至 2015 年臺灣空屋數已高達約 147 萬戶，代表持有空屋的投資者與建造新屋的建商，將來會有很大

的賣壓，將對房價造成影響。 

 

圖 1 推估空屋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6；本研究整理。 

超額產能（Overcapacity）係指整體供給曲線之提升所造成因規模擴張所產生之產能增加，並非是

在同一生產規模下之產量增加。建築業在短期內因產業結構採用外包模式，高度網絡使得該產業在產

能擴充方面具備外部正面效益（Positive externality），外部之規模經濟。但如果需求並不足以支撐，

就會出現超額產能之現象。由台灣房屋之供給面及需求面分析之數據，推估出近年來臺灣地區房屋供

過於求的現象。由超額供給戶數可看出整體來看是呈現增長的現象，2015 年臺灣地區超額供給房屋數

高達 76,170 戶，其中新北市是成長最多的，高達 14,000 戶，而臺北市則由超額需求轉為供給過剩約

4,600 戶，高雄市則有些微減少 2,000 戶，但依然有高達 10,000 戶之超額供給戶數（圖 2），顯示出目

前臺灣建築業產量過剩。然而，在人口增長量連年減少的情況下，建商們勢必得花很長的時間來消化

存貨量，人口的基本面若尚未改善，會造成房屋存貨量越來越多，將使建築業面臨超額產能所產生之

超額供給與空屋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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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房屋供給大於需求 

 

雖空屋持續增加但房價亦呈現成長之趨勢，從 2006 年全臺平均房價是持續往上成長的，至 2015 年達

每坪 18.71 萬（圖 3），顯示需求面之強勁，對房屋之需求仍持續增加，導致價不降反升。 

 

圖 3 平均房屋價格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2012；內政部實價登錄網，2016；本研究整理。 

空屋數雖連年增多，建商還是不斷地建造，建築之完工戶仍逐年增加，由 2011 年之 68,402 戶增

加至 2015 年 95,377 戶，但需求變化不大，且房價也不如預期跌得多，導致目前臺灣同時存在高空屋

率與高房價的問題，此種違反供需法則的怪異現象，代表供給面與需求面存在不理性之現象，就供給

面而言則有持續之產能過剩之現象，就長期而言，在需求沒有增加之情形，是否將構成龐大之空屋壓

力，而形成建築產業之通縮現象，造成產業之萎縮與衰退，造成如日本之失落的十年是值得產業與政

府之注意。因此本研究運用產業結構理論建立建商行為模型，由需求因素、事件、區域、空屋等因素

分析探討建商行為之理性如何。 

貳、文獻探討 

影響建築業廠商行為的因素眾多，尤其是廠商行為的理性與非理性之探討，廠商做決策時是否理

性，會不會產生從眾效應，造成搶建或一窩蜂行為，因此以理性與非理性決策對廠商行為的影響相當

大。傳統經濟學中，認為人們皆是完全理性，就理性之行為而言，劉平文（1991）指出理性決策為一

種規範性的決策方式，又稱為經濟模式，其主張有系統的一連串步驟，循序而達成決策。理性決策過

程可分為四項假設：一、決策者是經濟人，他的行為極度明智，其決策價值為目標導向極重視成本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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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二、可充分收集有關資訊，並能充分了解其所有可行替代方案。三、決策考量因素能量化，準則

之偏好順序可明確化，即人是完全理性。四、無時間及成本限制，決策者在決定前可考慮所有的可行

交替方案，並以其理性偏好準則進行一致性而價值最大的選擇。林建煌（2009）認為管理決策是理性

的，也就是我們認為管理者是在特定的限制下，進行一致的、價值最大化的選擇。一位完全理性的決

策者是全然的地客觀與合邏輯，他會仔細的界定一個問題，並且有清楚特定的目標，在決策過程中的

每一步驟都會朝向選擇一個最佳的方案，已達成目標最大化。 

但於現實生活中，當人們做決策時，通常無法得到完全的資訊，因此 Simon（1947）修正經濟學

中完全理性的理論，提出有限度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其指消費者與產業於決策時，所獲得的

資訊、知識及處理資訊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能夠列入可選擇的方案亦是有限的，對決策的評估也無

法百分之百正確，並不能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因此人們只能選擇最適解。作者認為於做決策時，

必須簡化思考過程以及減少決策所需要的時間，並不追求一個最完美的決策方案，而是追求在當下主

觀認為最令人滿意的決策。Simon 認為其有限度理性的特徵有以下二點：一、決策者所擁有的認知能

力、處理資訊的能力、得到的資訊與時間是有限的。二、因決策者在決策時，並不會收集到完全的資

訊，因此會將決策簡化，在時間與資訊的限制下找到最滿意的決策，而不是最好的。作者也建議在有

限理性的前提下，可加強對行為的考量與控制，減少不確定性，使決策能更加理性化。 

而謝明瑞（2008）指出有限理性下，影響決策者行為不當的因素，包含決策者本身的能力有限、

具備的資訊不完全、容易將問題及情境簡單化以及會受過去知識或經驗的影響，且會將相近的資訊代

替成正確的資訊。一、就決策者能力是有限的而言，理性決策的前提為決策者須擁有相關的約束條件

的知識，並有能力進行必要的計算。但事實上，人們是不可能理性處理的，因此資訊處理能力是有限

的，決策大多是約略估計後所得到的結果，且亦因為其解決問題能力有限，因此無法做出完全理性的

決策，故決策者的行為是有限理性的。二、且決策者所具備的資訊不完全，於現實社會中，決策者的

決策行為都是在方案不完全資訊下完成的，即代表其行為都存在著不確定因素，如投資人購買某公司

股票時，不可能擁有其公司全部的資訊。三、決策者常以相似的資訊代替正確資訊，決策者在決策時，

若必須考量許多因素時，其決策行為模式會變得複雜，若沒有充份的資訊、時間及能力來處理時，大

部份的決策者會以相似的資料來代替正確資訊，而使決策傾向不理性。 

而 Mankelwicz & Kitahara（2010）也認為大多數人做到的只是“有限理性”，管理者努力的一部

分為意圖理性並非實質理性，必須透過量化與變數來提高理性及管理決策。現代的組織需要定量的方

法和大量的數據來提高決策由意圖理性到實質理性。管理者除了依賴功能性領域之知識基礎上，理性

作為一個中介變數，來連接各種因素，其認為理性決策程度可以透過使用變數的數量、量化衡量程度、

與觀察次數來提高，如公式 DOQ= F（變數的數量，量化衡量程度，觀察次數）。此提供本研究與產

業分析運用計量之模型、代理變數（Proxy）、時間序列、與巨量資料等來做理性決策之理論基礎。Haines 

et.al.（2010）也認為決策之環境是不理性的，必須透過程序及數據之理性來提高決策理性。對資訊的

可用性和程序理性的實驗，探討如何提高供應鏈的訂貨效率。其提出在供應鏈管理建立而形成的長鞭

效應，是因為他們不對自己的行動（他們的訂單）和他們的環境（供應鏈）所產生的影響負責任。供

應鏈管理是屬於不理性的範圍內。因此試圖確定資訊的可用性，於消費者的需求和未完成訂單之信息

的交互與決策中的個體的差異：程序理性。程序理性是“決策過程中涉及收集相關的決定資訊和分析

這一信息後作出的選擇依賴的程度”。理性決策代表傳統的決策觀點，加入決策者觀念的因素，表示

決策者觀念的重要性，用來解釋決策的觀點。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下，決策是重“人性化”的，此

管理觀念的作用凸顯在雙方確定下決策過程中應遵循的結果反饋到決策過程中，突顯決策者觀念，在

決策過程中扮演的核心作用。因此最佳決策者將使用理性而不是直觀的決策過程。而程序理性為“決

策過程中包括信息收集相關的決定及分析這個信息後作出選擇依賴的程度”。決策者從事較合理的決

策過程，更可能基於直覺或簡單的經驗規則來決定。因此可以歸納出四個觀點：一、較低的庫存管理

成本水平將會招致決策者程序理性的增加。二、供應鏈的決策者認為他們藉由環境的變化迅速的時候，

將會對庫存管理成本產生較高的標準。三、資訊的可用性在供應鏈的存貨標準結合較高的程序理性，

當信息不存在或程序理性是較低的時候，將降低相對庫存管理成本的費用。四、當消費者的需求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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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程序理性的決策者增加時，將產生標準較高的庫存管理成本。 

但亦有諸多論述認為企業之決策存在不理性之行為，如從眾行為（Herding）。 Hsieh（2005）指

出從眾是一種資訊不足下之跟隨他人外顯行為所做之決策，並未進行資訊之蒐集而經過認知分析所做

之決策。也就是決策行事根據自己之認知分析或是根據他人行為而跟隨來判定其理性與否。從眾行為

係指受到多數人一致性行為或想法的影響，而跟從大眾的行為或想法。尤其常發生在資訊不對稱下，

群眾無充足的資訊做決策，因此會跟隨先行者的行為來做決策，此為個別的不理性（Hsieh &Chen, 

2013）。這種情形就整體而言常形成潮流或趨勢（Fashion or trend），趨勢行為指資訊瀑布（Information 

Cascading），當資訊不對稱或不透明時，一般會依賴別人之行為來決策，故其決策依據是他人行為或

是跟隨，不是自己之決策依據。趨勢（Trend）之型式是因為資訊不對稱，而導致跟隨他人之行為而決

策，是個別不理性，但其形成之趨勢是長且緩的，故集體行為之效果是為趨勢效果（Trend Effect）。 

但當資訊愈充分下並不一定會造成決策者之理性決策，Sims（2009）指出當資訊愈來愈透明時，

提供的訊息多，反而會造成決策者理性忽略（Rational inattention），決策者會選擇性的忽略自己不喜

歡之資訊，而選擇支持自己論點之資訊做決策，而事實上理性忽略就是一種個別的不理性行為。理性

忽略決策者透過專業報導或媒體來整理整合過的資訊來過濾（Filter）或減少其不想注意的事，而注意

其想注意的事情，雖然他仍然可以直接去解讀，而產生正確之認知做決策。但這種理性忽略者之認知

就容易被媒體擴大與扭曲所影響，這也是 Sims 指出當政府釋出通膨目標是多少，而往往造成通膨就

會被推升到那個目標，是一種不理性之行為與跟隨。Hsieh & Chen（2013）以事件對分析建築業亦存

在理性之迷思（Rational myth of irrationality spiral）之跟隨與不理性現象。研究發現，某一個事件之宣

佈帶來影響可能比其實際作用，產生的影響更大，如證所稅及容積率的宣佈，與 Sims 之論點相符。 

理性的迷思（Rational myth of irrationality Spiral）指事件可以透過理性迷思來影響行為與績效，尤

其是行為模型（C-B-P model）之方式，正如同消息釋出所造成之資訊扭曲與不對稱。因此事件或區域

之變化，不在於其真正的影響，而在於其帶來之預期及對事件認知之樂觀與悲觀，尤其透過媒體之報

導與增強，所產生之氛圍（Sentiment）。如網絡關係之外部正面與負面效益（Negative Externality）對

產業產生樂觀與悲觀之氣氛，進而影響大家對產業之預期，採取之行動造成集體之一致行為，其造成

之原因是多層及多元化不易控制，也是景氣之變化愈趨動態的變化性，如果再加入時間因素，把長期

因素短期化，那景氣變化的複雜度便更高，更不理性及難理性預測，如向上螺旋與向下螺旋。 

Bikchandani et. al.（1992）表示人類往往透過學習他人行為而做出相同的決策，但決策的行為並非

一定正確，模仿效果使決策結果成為潮流。對於不確定，人們相信他人可能擁有比較多訊息，傾向先

觀察其他投資者如何進行決策。而投資者對於自身資訊的解讀的心態可分為過度自信與信心不足，當

過度自信時，對於自身擁有的資訊與能力有高估的情形，使市場充斥過多雜訊，其決策行為將無法反

應市場基本面之資訊；當信心不足時，忽略本身所擁有的資訊，轉而跟隨他人的決策即產生從眾行為。

Shiller（1984）發現投資人的誤判常具有群聚效果，因跟隨群體之決策行為，人們本身所擁有的資訊無

法反應到市場，使單一資訊過度反應的情形產生，市場價格偏離合理價格（林左裕與程于芳，2014）。 

從眾理論（Herding theory）為「當別人的資訊被認為更為有價值時，人群選擇忽略私人訊息」。

Banerjee（1992）認為當自身擁有的訊息非傾向進行該決策時，卻跟隨別人的決策進行相同之決策，即

為從眾行為。Devenow（1996）將從眾行為因素分成報酬外部性（Payoff externalities）的從眾、聲譽風

險與代理人的從眾（Reputational herding）與資訊瀑布流的從眾（Informational externalities：cascades）

三種。而 Wermers（1999）則將從眾行為產生因素分為聲譽風險、運用相同指標分析、資訊瀑布流，

以及因偏好而產生從眾行為之四種因素。綜合以上的原因，發現市場中存在從眾行為，會造成市場價

格波動異常，漲幅出出合理範圍，以及市場中群買群賣，使交易量異常的情況產生。表 1 說明從眾行

為的種類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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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從眾行為的種類 

從眾行為之原因 解釋 

外部報酬從眾 

（一般投資人與機構代理人） 

Devenow（1996）以銀行取款潮（bank runs）為例，說明外部

報酬對投資人行為的改變。市場流動性與資訊取得皆會影響

外部報酬的不同，以流動性而言，當市場交易產生規模經濟、

市場深度足夠與流動性較佳時，資訊擁有者或無資訊者皆能

從市場受惠；就資訊取得而言，投資人進行決策時往往會參考

前面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因此第一階段進行的投資決策往往

會成為後期投資的參考。 

聲譽風險與代理人的從眾 

（代理人與分析師） 

基金經理人會忽視自身資訊，而跟隨其他聲譽較佳之經理人

意見，否則將會遭受聲譽上的風險（Scharfstien and Stein，

1990）。Graham（1999）提出從眾行為的聲譽模型，表示隨著

分析師的分析能力增加，其從眾行為將減少；而分析師的聲譽

愈高，其為保有目前的地位與薪資水準，態度反而轉為保守而

從眾，但聲譽較小的分析師較可能運用私人資訊採取相反決

策；若市場事先公開資訊，使分析師的從眾行為增加，其決策

行為將受公開市場指標影響，增加其從眾行為。因此從眾行為

存在與否，亦隨著市場指標變動產生差異。 

資訊瀑布流的從眾 

（代理人、個別投資者與機構） 

表示投資人會參考前投資者之決策行為，推論自身擁有的資

訊合理與否。市場中領先行動之投資者做出相同決策，而跟隨

模仿前者決策行為，造成資訊如瀑布般向下匯集，資訊產生滾

雪球效果，而產生從眾行為（Banerjee，1992）。在不動產市場

中之相同決策，為因擁有合理資訊而同時買進或賣出，造成短

時間不動產交易量遽增或遽減的狀況，即從眾行為。 

運用相同指標分析之從眾 

（一般投資人與代理人） 

Bikchandani et. al.（1992）表示經理人會進行相同的決策，因

為其擁有相同的資訊及運用相關的指標進行分析，而得到相

同的決策結果。 

偏好之從眾 

（一般投資人） 

為購買商品類型的從眾，當市場眾投資者皆排斥購買的商品，

轉賣不易，投資人購入時會考慮再三，導致其流動性、價格及

交易量偏低；反之，若是市場中極為熱銷的商品，投資人會一

窩蜂搶進，導致其流動性大增、價格波動造成超出合理漲跌範

圍。 

資料來源：林左裕與程于芳，2014；本研究整理。 

從眾與跟隨之現象常發生在各行各業，研究也相當多。台灣不動產市場從眾行為之檢視，曾琬婷

與陳明吉（2008）探討國內不動產市場投資者是否有從眾行為之現象，以及從眾行為與不動產市場狀

態之間的關係。而從眾行為衡量指標可分為兩大主流，一是以交易量或交易人數的資料為主體，觀察

投資者在一段期間內，針對某種商品群體買進或者賣出的行為，是否顯著大於平常的水準，常見有 LSV

指標；另一則是以報酬為主體，觀察金融商品的報酬，是否符合理性預期，若有逼近市場整體或產業

投資組合報酬的趨勢，則推斷投資者有跟隨市場或產業的從眾行為，其立論基礎是，當從眾行為發生

時，投資人會壓仰自己的的理性預測，並放棄自己所持有的資訊，轉而與市場及產業觀點一致。這類

指標有 CSSD、CSAD 模型，其使用於不動產市場之從眾分析。CSSD 模型的基本假設為，市場參與者

在市場價格劇烈變動的情況下，會因為理性或非理性的因素，仰制自己對合理價格的預測，並放棄自

身的資訊而追隨整體市場方向進行決策，當市場發生從眾行為時，所計算出來的 CSSD 值將小於未發

生從眾行為的 CSSD 正常值。其使用的樣本有預售屋、成屋與土地等三種，其中以預售屋住宅與成屋

占市場主要比例，故代表房市主要變化，預售屋相對於成屋與土地是具有領先的指標。其變數依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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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下跌階段是否有從眾行為設計，其實證結果得之不動產市場有顯著從眾行為，而且是上漲階段，但

是市場下跌階段則沒顯著從眾情況。 

以不動產市場是否存在從眾行為，林左裕與程于芳（2014）對影響不動產市場之從眾行為與總體

經濟因素之研究。探討三大都會區－臺北市、臺中市與高雄市之住宅市場是否存在從眾行為，以及從

眾行為與相關總體經濟變數對住宅市場交易量的影響。該研究應用基本從眾模型檢測該住宅市場是否

存在從眾行為，衡量的變數有當期不動產交易量（Dt）、前期不動產交易量（Dt-1）、與 t 期進場將支

付之不動產持有成本（UCt）、3 月虛擬變數（3m）與 10 月虛擬變數（10m）；以自我迴歸分配落遲

模型探討從眾行為及總體經濟變數對交易量之影響，衡量之變數為購屋貸款利率（IR）、營造建材類

股價指數（CSTOCK）、通貨膨脹（CPIG）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年增率（CCIG）、物價指數租金年增率（CRIG）、核發建築執照。該研究發現臺

北市住宅市場存在從眾行為，臺中市與高雄市則較不明顯。運用交易量觀點進行從眾行為驗證結果，

臺北市整體住宅市場當期交易量受到前期交易量與持有成本呈正向與反向影響，且受到前期交易量影

響程度較大，顯示該市場消費者存在從眾行為；而此結果於臺中市與高雄市並不顯著。 

與房地產投資相同屬性之股票投資市場，亦存在從眾行為，李春安與賴藝文（2005）對台灣股票

市場與本國機構投資人從眾行為之研究，以市場假說假定市場中個體的行為皆為理性，追求效用極大

化。但事實上投資人的行為不一定為理性，其行為及想法深受他人的影響，此影響或者是透過口語、

或者是透過行為的觀察、也可能是透過對他人行為結果的觀察，使得投資人在特定時間內，做出相同

的決策。此投資人之間相互影響、牽制的行為即是所謂的從眾行為。而從眾意指在群體的影響和壓力

下，個體放棄自己的意見而採取與大多數人相一致的行為。以自營商的從眾行為較獨立，不受過去投

信從眾行為的影響，但投信從眾行為則受自營商影響；並且不管在買進與賣出的從眾策略上，自營商

皆領先投信。由此可說明自營商的不理性，影響投信使其產生個別的不理性，而整個市場產生集體的

不理性，形成從眾行為。 

另外其將從眾行為的原因分類成七種類型：一、聲譽的從眾：基於聲譽風險的考量之下，決策者

會忽略其私有資訊，而模仿聲譽較佳的決策者；二、資訊瀑布流的從眾：跟隨者會經由領先者（指先

前較有資訊者）推論資訊，若市場前幾位領先者行動皆相同，此時整體資訊會形成壓倒性態勢，當跟

隨者的單一私有資訊無法轉變趨勢時，跟隨者會選擇放棄其私有資訊而模仿領先者，一個亦如此，其

他皆如此，而形成如滾雪球般瀑布往下匯集的從眾現象；三、研究的從眾：指當決策者都以相同的指

標或是工具作為決策依據時，所形成的從眾現象；四、偏好的從眾：指當決策者投資時會偏好或厭惡

具有某種性質的股票或投資方案時，所形成的從眾行為；五、薪酬的從眾：指當決策者的薪酬決定於

其決策績效時，所形成的從眾現象；六、報酬外部性或網路外部性的從眾：指當決策者做決策時，只

有在其他決策者也採取相似決策時，其才可能獲得較高報酬；七、其他原因的從眾：經理人會隨著時

間的經過而了解其自身能力優劣的訊息，進而選擇從眾或不從眾。不論是哪一種從眾原因，市場的主

要參與者－機構投資人的從眾行為，以及其從眾行為對市場價格機能的影響。 

而羅進水與李春安（2009）比較從眾與非從眾行為對市場報酬衝擊之研究，以投資為例探討從眾

行為與非從眾行為，投資人如果一昧地追隨市場趨勢，形成過度的從眾行為，勢必增加市場的擾動，

不利於市場的穩定性；相反地，非從眾行為可減緩市場報酬的波動。為降低投資人從眾行為對於市場

的影響，可提高資訊透明度，來導正從眾行為之外。亦說明了「從眾」係指群體內的成員在某一段期

間之內，自主或非自主的採取與他人相同的行為模式，呈現出行為「群聚」現象。在證券市場中，由

於投資標的眾多，投資人財富有限，且所擁有的資訊並不完全，投資人很難全然憑藉自己所擁有的資

訊，理性地執行投資決策。因此，採取追隨他人投資決策的從眾行為或是選擇以市場報酬為從眾目標，

或許是最便宜行事的投資策略。就心理層面而言，投資人或許為避免後悔，或許是恐懼因採行與他人

相左的決策，致使外界懷疑其個人的決策能力，因此在進行決策之前，會先觀察社會輿論共識的偏好，

以致形成從眾現象。藉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由於投資人的個體不理性追隨市場，影響了整個市場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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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集體的不理性，使得從眾行為的發生。 

有別於以從眾行為概括說明群眾不理性行為，Hsieh（2005）提出理性行為應區分個別理性與集體

理性，並不能祇以從眾效果概括名之，應可以再細分個別不理性所形成之集體不理性與個別理性所形

成之集體不理性行為。是以個別認知與集體一致性行為區分個別理性與集體理性行為，可以「理性窗

口」（Rational Window）來區分。理性窗口是指決策者在分析及決策上之考慮，是考慮個別因素或是

集體因素之程度，而其行為是為理性與否。當個別理性低時，代表個別並未真正去探討事件或訊息的

意涵而跟隨他人行為，而集體理性低是代表未考慮競爭情形或他人之行為，而採一致行為而形成群眾

一致行為或稱為群眾效應（Herding effect），而導致集體不理性之行為，是為低理性之狀況，理性窗

口小，（Hsieh & Chen，2013）。 

Hsieh & Chen（2013）更指出建商行為會受事件之影響而產生集體一致性之行為，而事件行為是

指事件發生時會出現資訊瀑布效果，如事件發生時，再經過媒體或資訊擴充與扭曲，形成瀑布效果。

集體之不理性及集體一致性的行為是存在，因為外在的宣佈而使大家行為一致，顯示資訊的對稱，而

個別廠商也會分析思考而採取一致的行為，但是造成的結果卻是集體不理性。 

而理性窗口是可以透過提高個體理性認知與集體理性認知來開啟。一、就個別理性而言，建議（一）

資訊更加透明，如提出供需、空屋及價格資料，可增加正確的判斷，（二）資訊之過濾機制，個人應

有能力來過濾與判斷資訊扭曲及誇大情形，（三）競爭動態必須考慮，集體的行為會使個體認為理性

的策略無效（Nullification），當大家都採取同樣的策略時。二、在提升集體理性方面應該（一）採取

差異化策略，盡量和他人不一致與差異化行為策略，（二）在行為上應該採取前瞻策略，而形成差異，

不是同時性之行為。 

綜上分析，建商行為常受環境因素、事件之影響而產生個別之認知，有些可能是經過分析而為之

理性決策，但也有是根據他人之行為而跟隨的個別不理性行為，但這些皆會造成集體之不理性行為，

與一般認為僅個人不理性才會造成從眾行為，從上述之研究可以理解即使在理性決策下也會造成集體

之不理性行為，更何況還有不理性、有限度理性、選擇性忽略等之行為，提供本研究由供給面、需吽

面、事件面、區域面探討建商之理性行為。 

參、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產業結構理論 SCP 模型建構建築產業行為模型，分析建築產業受供給面、需求面、事件

與區域變數對建築績效影響，而特別強調其對房價及空屋之影響，但房價與空屋又會對供需面造成變

動，形成一個與實際產業運作相似之動態模型，可以做為預測模型內之變數變動對其他變數之影響與

程度，如圖 4。而供需模型內代表供給變數為貨幣供給額 M1B、建築貸款餘額、重貼現率、空屋數與

房價，需求面變數則為家庭所得總額、人口數、人口密度、購置住宅貸款、平均每人 GDP、自有住宅

率、經濟成長率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其中房價與空屋是內生變數（Endogenous Variables），並加入事

件變數與區域變數來探討。產業行為方面，為建商透過申請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來表現其預計建造

多少房屋，而產業績效方面，則以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做為代表，為建商實際產出之房屋。產業效

果為房價與空屋數，建商興建完房屋後，市場上房價會有所變動，而供給增加，會使空屋數增加，來

衡量建商是否有超額供給，故採用此兩變數作為效果之代表。而效果分為有形效果為空屋數、無形效

果為房價，這些效果的改變，亦會再度影響到市場的供需因素，形成回饋效果（Feedback loop），成

一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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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將影響建築產業之各項變數，對變數近十年現況的分析及虛擬變數的定義

範圍，作為本研究對建築業行為之變數預期影響，如表 2，其中將供給面之貨幣供給額 M1B、建築貸

款餘額預期對建造面積有正向影響，重貼現率則預期有負向影響，另外，空屋數及房價為本研究將探

討的方向，因此設定為未知項。而需求面之購買力、人口數、人口密度、購置住宅貸款餘額、平均每

人 GDP、經濟成長率及消費者物價指數預期對建造面積有正向影響，自有住宅率則預期有負向影響。

最後，事件面及區域面變數各專業學者對其影響的看法不一，因此本研究也將此二面向之變數設定為

未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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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供給面、需求面、事件及區域之變數對建築產業行為預期影響 

變數 本研究對建造執照樓地板面積之預期 

供給面 

貨幣供給額 M1B（新台幣百億元） 正向關係 

建築貸款餘額（新台幣百億元） 正向關係 

重貼現率（%） 負向關係 

空屋數（戶） 未知 

房價（萬元/坪） 未知 

需求面 

家庭所得總額（新台幣元） 正向關係 

人口數（千人） 正向關係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正向關係 

購置住宅貸款餘額（新台幣百億元） 正向關係 

平均每人 GDP（新台幣元） 正向關係 

自有住宅率（%） 負向關係 

經濟成長率（%） 正向關係 

消費者物價指數（%） 正向關係 

事件面 

高鐵 未知 

實價登錄系統 未知 

房屋相關稅制變更 
奢侈稅 未知 

房地合一課稅 未知 

區域面 區域熱絡程度（倍） 未知 

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針對可能影響建築產業的建商行為之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區分為供給面、需求面、事件及

區域等相關變數對建築產業之建商行為的影響，由於一、各變數間的數據差異頗大，故本研究對依變

數及自變數採取衡量單位先予以標準化，使其數據間的差異變小，提高預測結果之準確度。二、因自

變數與依變數間的關係並非直線的關係，可能是曲線的關係，故本研究對變數採取自然對數（Ln），

使迴歸函數呈線性，可以線性迴歸分析來預測，可以提高準確性，且方便分析解釋其因果關係。而針

對有負值之依變數與自變數將其予以適當的平移，調整為正值，以進行自然對數之轉換與迴歸分析。

本研究首先建立函數如下公式 1： 

Ln（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 

=b0+b1ln（貨幣供給額 M1B）+b2ln（建築貸款餘額）+b3ln（重貼現率）+b4ln（空屋數）+b5ln（房

價）+b6ln（家庭所得總額）+b7ln（人口數）+b8ln（人口密度）+b9ln（購置住宅貸款餘額）+b10ln（平

均每人 GDP）+b11ln（自有住宅率）+b12ln（經濟成長率）+b13ln（消費者物價指數）+b14（高鐵）+b15

（實價登錄系統）+b16（奢侈稅）+b17ln（區域熱絡程度）+e      （公式 1） 

預期變數關係： 

b0≠0 

b1 ,b2 ,b6,b7,b8 ,b9 ,b10,b12,b13 >0 

b3,b11 <0 

b4,b5,b14,b15,b16,b17 >0 or <0？ 

e 為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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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線性迴歸分析進行簡單迴歸模型建立，針對臺灣 20 縣市由 2006 年至 2015 年共計 200

個觀察值進行迴歸分析，採 Pooled Cross-Sectional Time-Series 之方式進行分析，將具高度相關之自變

數中捨棄後進行迴歸分析，而改善後的建商行為迴歸模型其解釋力達 0.906，且空屋數、家庭所得總

額、人口密度、自有住宅率、經濟成長率、高鐵、實價登錄系統、區域熱絡程度對建築產業皆有影響，

建商行為的迴歸模型如表 3 所示。 

表 3 建商行為迴歸模型（改善後） 

依變數：Ln 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共線性統計資料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允差 VIF 

（常數） -23.657 4.771  -4.959*** 0.000    

Ln 建築貸款餘額 -.216 .285 -.040 -.758 0.225  .172 5.805 

Ln 重貼現率 .103 .177 .022 .584 0.280  .331 3.021 

Ln 空屋數 .853 .040 .684 21.341*** 0.000  .462 2.164 

Ln 房價 -.005 .129 -.002 -.038 0.485  .204 4.906 

Ln 家庭所得總額 .946 .289 .155 3.276*** 0.001  .211 4.740 

Ln 人口密度 -.056 .030 -.061 -1.878* 0.031  .454 2.202 

Ln 自有住宅率 1.896 .725 .070 2.616** 0.005  .670 1.493 

Ln 經濟成長率 .204 .062 .113 3.285*** 0.001  .400 2.498 

高鐵 .279 .083 .112 3.362*** 0.001  .427 2.340 

實價登錄系統 .241 .115 .096 2.100* 0.019  .225 4.444 

Ln 區域熱絡程度 .628 .068 .289 9.287*** 0.000  .490 2.040 

R2=0.906，F=174.510***，N=200 

***:P<0.001；**:P<0.01；*:P<0.05 

註：SPSS 統計軟體內建為雙尾檢定，本研究調整為單尾檢定。 

而有關多元迴歸分析必須先經過下列的檢定，以確定迴歸分析之有效性（Hsieh，2002；林震岩，

2010；林欣郿，2015）。1.常態性（Normality）：本研究依變數之標準化殘差呈常態性分配，同時其

殘差之 P-P 圖呈現常態符合常態性分配。2.殘差平均值為 0（Zero Mean of Residuals）：本研究殘差之

平均數 0。3.誤差等分散性假設（Homoscedasticity）：依變數對迴歸平面的變異數呈現固定，可以由殘

差（e）和預測值（y）之圖形來看，特定 X 水準的誤差項，除了應該呈現隨機化的常態分配且其變異

量應相等，稱為誤差等分散性，本研究殘差（e）和預測值（y）之散佈圖並無特定的格式，可以推斷

其等分散性。4.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依變數之值是相互獨立的，殘差值之間亦是如此，本研

究殘差值與樣本數列顯示沒有特定的型態，因此可以推斷無自我相關。5.共線性：自變數間相關程度

問題，由允差（Tolerance）、變異數膨脹因素（VIF）予以判別。本研究之允差大於 0.1，且 VIF 小於

10，自變數間並無共線性之問題。 

伍、實證結果 

由表 3 改善後之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迴歸模型所示，針對依變數之間的關係，說明如下： 

一、供給面變數 

空屋數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有顯著性（t=21.341***，p=0.000）。在本研究

中空屋數是屬於供給面變數，而本研究在供給面方面認為空屋數增加，加上自有住宅率皆高於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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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供給大於需求下，整體產業之產能過剩，是否導致整體建築產業通縮問題。而實證結果顯示空

屋數增加，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之申請量亦會增加，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有：其一是受到結構性

空屋及老屋的影響，老屋尚未拆除，建商仍然持續建造新的房屋，是為了符合市場需求與法規需求的

房屋。其二則是建商受到消費者短期投機、投資行為所產生的購屋需求，而建商同時搶建，造成供過

於求。 

二、需求面變數 

家庭所得總額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有顯著性（t=3.276***，p=0.001），與

本研究預期相符。本研究認為家庭所得總額的增加，手邊就有額外的資金去購入房地產，而促使對房

屋的需求量增加，而研究結果亦與事實相符。 

人口密度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負向影響，且具有顯著性（t=-1.878*，p=0.031），與本研究

預期不符。本研究認為人口密度愈高，對於房屋之需求亦會增加，因此推論人口密度對建築業之需求

面為正向影響。但實證結果並非如此，本研究認為可能是近年來因市中心的房屋需求量接近飽和，能

繼續開發的土地有限，加上交通建設帶動的區域發展，建商逐漸往人口密度低之外圍區域進行開發。 

自有住宅率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顯著性（t=2.616**，p=0.005），與本研究

預期不符。本研究認為自有住宅率越高，表示擁有自己的住宅的人多，對於購屋的需求就會降低，因

此推論自有住宅率對建築業之需求面為負向影響。而研究結果卻顯示自有住宅率越高，建商興建房屋

愈多，推測可能臺灣民眾自有住宅率雖高達 80%，在房地產以自用為目的需求降低，則需求方面主要

偏向於投資、投機性財貨的可能性極高，故不因自有住宅率高而減少對房地產的需求。 

經濟成長率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顯著性（t=3.285***，p=0.001），與本研

究預期相符，本研究認為經濟成長率上升，房市買氣會上升，使購屋的需求隨之增加，造成建商對於

市場有信心，則增加建案量，使之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之申請量隨之增加。 

三、事件變數 

高鐵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顯著性（t=3.362***，p=0.001）。本研究認為高

鐵的興建縮減了交通的往返時間，縮短城鄉差距，整體建築產業之建商行為與績效是否因此被帶動。

而實證結果顯示高鐵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具有顯著性，表示高鐵促進區域均衡的發展，帶動附近

商圈與房市的熱絡，使得市場買氣增加，因此建商看好高鐵所帶來的軌道經濟，在有興建高鐵之區域

興建房屋。 

實價登錄系統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顯著性（t=2.100*，p=0.019）。本研究

探討實價登錄系統使不動產市場交易價格資訊透明化，是否會對建築產業之行為與績效有所影響。而

實證結果顯示實價登錄系統與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顯著性，表示實價登錄系統的上

路，具有影響建築產業之行為與績效，其原因可能是房價回歸到合理價位，建商無法隨意哄抬價格，

消費者對於購屋的意願增加，對於購屋的需求也增加，建商因而增加房屋供給。 

區域熱絡程度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有顯著性（t=9.287***，p=0.000）。本

研究探討區域熱絡程度是否確切造成建築產業之供給面與需求面的影響，則區域熱絡程度的指數大於

1，代表區域市場熱絡，建商的建築行為較為頻繁；指數小於 1，則表示區域市場較不熱絡，建商建築

行為較少。而實證結果顯示區域熱絡程度與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為顯著性影響，表示

區域愈熱絡，其建商活動愈頻繁，顯示其建造執照樓地板面積之申請量亦隨之增加。 

本研究彙整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 所示。建商行為之理性可以由表 4 來分析，受供給面、需求

面、事件面、與區域發展之影響，與預期和事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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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迴歸分析影響變數之影響 

依變數：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 

變數 正向影響或負向影響 與預期是否相符 

供給面 

建築貸款餘額 負向影響（不顯著） 與預期不符 

重貼現率 正向影響（不顯著） 與預期不符 

空屋數 正向影響（顯著）  

房價 負向影響（不顯著）  

需求面 

家庭所得總額 正向影響（顯著） 與預期相符 

人口密度 負向影響（顯著） 與預期不符 

自有住宅率 正向影響（顯著） 與預期不符 

經濟成長率 正向影響（顯著） 與預期相符 

事件面 
高鐵 正向影響（顯著）  

實價登錄系統 正向影響（顯著）  

區域面 區域熱絡程度 正向影響（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而以動態市場模型分析各變數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在建築產業當中，建造執照會影響

使用執照，而使用執照會影響房價與空屋數，空屋數亦為供給面之因素，而房價會影響供給面和需求

面，對建商行為亦有影響，故房價、空屋數、建造執照與使用執照間互為因果關係（圖 5）。故本研

究進而將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納入研究分析中，以符合實際之產業運作實務，探討建商行為在動態市

場下與供需因素間相互影響之關係及行為之理性與否。 

 

圖 5 動態市場模型 

依據動態市場模型以建築執照為依變數，並運用二階段最小平方迴歸分析來說明在動態市場下供

需因素相互影響的因果關係，探討建商行為受需求因素、供給因素、事件、區域發展、房價、與空屋

等影響之情形，研究模型如公式 2 所示，模型之變數如表 5。二階段最小平方迴歸分析主要是分析各

變數間相互影響之因果關係為何，故不針對其解釋力大小作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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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動態市場模型變數 

建商行為模型 

依變數 解釋變數 外生變數 

建造執照面積 **房價 

**空屋數 

建築貸款餘額 

重貼現率 

家庭所得總額 

人口密度 

自有住宅率 

經濟成長率 

高鐵 

實價登錄系統 

區域熱絡程度 

##使用執照面積 

##建造執照面積（t-1） 

建築貸款餘額 

重貼現率 

家庭所得總額 

人口密度 

自有住宅率 

經濟成長率 

高鐵 

實價登錄系統 

區域熱絡程度 

貨幣供給額 M1B 

購置住宅貸款餘額 

平均每人 GDP 

消費者物價指數 

註：**為內生變數，##為預測內生變數用（工具變數） 

建商行為模型： 

A = f（P , V , S , D , E , R）                     （公式 2）                                  

變數說明： 

A：建造執照面積（Approvals） 

P：房價（Housing price） 

V：空屋數（Vacancies） 

S：供給面因素（建築貸款餘額、重貼現率）（Supply side factors） 

D：需求面因素（家庭所得總額、人口密度、自有住宅率、經濟成長率）（Demand side factors） 

E：事件因素（高鐵、實價登錄系統）（Events） 

R：區域熱絡程度（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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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使用執照面積與建造執照面積（t-1）為工具變數。 

1. 建商行為模型 

本研究以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為依變數，依照表 5 的模型，以房價與空屋數為內生變數，進行

二階段最小平方迴歸分析，建築行為之迴歸模型如表 6。 

表 6 建商行為之動態模型 

依變數：Ln 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 

 
非標準化係數 

Beta t 顯著性 
B 標準誤差 

（常數） -37.312 8.138  -4.585*** 0.000 

Ln 房價 -1.203 .527 -.452 -2.283* 0.012 

Ln 空屋數 .975 .053 .781 18.364*** 0.000 

Ln 建築貸款餘額 -.161 .353 -.030 -.456 0.325 

Ln 重貼現率 .172 .219 .037 .784 0.217 

Ln 家庭所得總額 2.642 .820 .434 3.222*** 0.001 

Ln 人口密度 .010 .049 .011 .206 0.419 

Ln 自有住宅率 -.137 1.256 -.005 -.109 0.457 

Ln 經濟成長率 .144 .808 .080 1.794* 0.037 

高鐵 .293 .119 .118 2.471** 0.007 

實價登錄系統 .487 .174 .195 2.803** 0.003 

Ln 區域熱絡程度 .458 .111 .223 4.376*** 0.000 

R2=0.867，F=118.423***，N=200 

***:P<0.001；**:P<0.01；*:P<0.05 

註：SPSS 統計軟體內建為雙尾檢定，本研究調整為單尾檢定。 

由實證分析發現，針對建商行為模型之各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性及顯著性，解釋如下： 

(1) 供給面分析 

房價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負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2.283*，p=0.012），實證結果顯示房

價愈高，建商會減少其建築行為。房價愈高，消費者無力負擔高額房價，因此會降低其購買數量，表

示當房價高使需求量降低。但建商會增加房屋供給，故建造執照之申請量相對增加，故顯示目前是比

較傾向於需求面導向影響。 

空屋數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18.364***，p=0.000），實證結果顯

示，空屋數愈多，建商會增加其建築行為。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消費者對於房屋有投資、投機與保值的

需求，而形成空閒的房屋，但卻不影響房屋的供給，且建商為因應此需求而繼續建造新房屋，另外老

屋或不合時宜的房屋，並不影響建商興建較符合時宜、法規、安全的房屋。因此造成空屋數雖多，但

建商仍會增加其建造執照的申請與興建。由此現象可以說明空屋中有不少是空閒或投資、置產或是結

構性的空屋，如何處理這些房屋的問題是政府目前著手進行都更、老舊宅更建的政策。 

(2) 需求面分析 

家庭所得總額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3.222***，p=0.001），實證

結果顯示家庭所得的增加，建商會增加其建築行為。當家庭所得的增加，消費者有多餘的資金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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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房屋，當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增加時，建商為因應此需求，因此建商會增加房屋供給，故建造執照

的申請量相對增加，此顯示購買力對建商行為是正面的影響。 

經濟成長率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1.794*，p=0.037），實證結果

顯示經濟成長率愈高，建商會增加其建築行為。當經濟成長率愈高，消費者的購買力亦會增加，就愈

有能力去負擔高房價的房屋，購買意願就會增加，建商也隨之增加房屋供給去因應此需求，故建造執

照之申請量相對增加。 

(3) 事件分析 

高鐵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2.471**，p=0.007），其研究結果顯示，

高鐵的興建，建商會增加其建築行為。高鐵的建造不僅縮短兩地往返時間，亦帶動區域間的均衡發展，

因此建商會在高鐵宣佈建設後，有了預期心理提前在此區域進行建築行為，故建造執照之申請量相對

增加。 

實價登錄系統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2.803**，p=0.003），實證結

果顯示實價登錄系統的建立，建商會增加其建築行為。實價登錄系統不僅使交易資訊公開透明，亦會

使價格回到合理的範圍，建商亦無法隨意哄抬。當價格回歸到合理價位，消費者對於房屋的購買意願

亦會增加，建商會增加房屋供給，故建造執照之申請量亦會增加。 

(4) 區域發展分析 

區域熱絡程度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4.376***，p=0.000），實證

結果顯示區域熱絡程度愈高，建商會增加其建築行為。當區域熱絡指數愈高，該地區的建商活動頻繁，

且造成供過於求，有群眾集體一致性之行為，是為集體不理性行為，故建造執照之申請量亦愈多，往

往在重劃區、都更區或捷運開發區都有一窩蜂興建之集體一致行為出現，可看出建商在各區域之表現

集中在熱絡區域的 M 型化與均衡的發展。 

從上述二階段最小平方迴歸分析之建商行為分析與線性迴歸分析建商行為比較分析，如表 7，同

樣以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為依變數，空屋數、建築貸款餘額、重貼現率、家庭所得總額、經濟成長

率、高鐵、實價登錄系統、區域熱絡程度與靜態之建商行為分析的實證結果相同，房價由不顯著負向

影響變為顯著負向影響，人口密度由顯著負向影響變為不顯著正向影響，自有住宅率由顯著正向影響

變為不顯著負向影響。無論是靜態或動態分析，建築貸款餘額與重貼現率對於建商行為並無顯著之影

響，顯示建築貸款餘額及重貼現率對於建商而言並不是其作決策的關鍵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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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建商行為分析：靜態與動態之比較 

依變數：Ln 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 

靜態之建商行為分析 動態之建商行為分析 

變數 t 顯著性 變數 t 顯著性 

（常數） -4.959*** 0.000  （常數） -4.585*** 0.000 

Ln 房價 -.038 0.485  Ln 房價 -2.283* 0.012 

Ln 空屋數 21.341*** 0.000  Ln 空屋數 18.364*** 0.000 

Ln 建築貸款餘額 -.758 0.225  Ln 建築貸款餘額 -.456 0.325 

Ln 重貼現率 .584 0.280  Ln 重貼現率 .784 0.217 

Ln 家庭所得總額 3.276*** 0.001  Ln 家庭所得總額 3.222*** 0.001 

Ln 人口密度 -1.878* 0.031  Ln 人口密度 .206 0.419 

Ln 自有住宅率 2.616** 0.005  Ln 自有住宅率 -.109 0.457 

Ln 經濟成長率 3.285*** 0.001  Ln 經濟成長率 1.794* 0.037 

高鐵 3.362*** 0.001  高鐵 2.471** 0.007 

實價登陸系統 2.100* 0.019  實價登陸系統 2.803** 0.003 

Ln 區域熱絡程度 9.287*** 0.000  Ln 區域熱絡程度 4.376*** 0.000 

***:P<0.001；**:P<0.01；*:P<0.05 

註：SPSS 統計軟體內建為雙尾檢定，本研究調整為單尾檢定。 

綜上所述，如圖 6 可以探討建造執照受供給面因素、需求面因素、事件、區域發展、空屋、與房

價之間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從供給面變數，得知建商積極從事建築行為，預期心理加上過分樂觀或投

機需求，造成市場上供給過剩與閒置之房屋，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可能產生建築產業的通縮之危機。

就產業行為而言，建商一直存在集體一致性行為之集體不理性的現象，尤其在區域發展熱絡之區域有

群聚開發之現象。就事件方面而言，高鐵對建商行為呈正向影響，顯示高鐵的興建帶動周邊地區的發

展，建商因此會增加建築行為。實價登錄系統對建商行為有正向的影響，顯示實價登錄使價格公開透

明，消費者會增加其購屋意願，使建商增加房屋的供給。因此實價登錄系統對於建商行為有增加或刺

激的作用，對建築業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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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動態市場模型相關變數之影響相關圖 

陸、結論 

本研究透過靜態及動態研究模型的實證分析，證實產業結構理論，即結構（S）-行為（C）-績效

（P）-效果（E）之模型的確能運用在建築產業中，當建築業受供給面、需求面、事件及區域變數（S）

影響，建商會因應環境變化（C），進而決定建案數量的多寡，而影響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積（P），

造成空屋及價格改變之產業效果（E）。實證分析的結果加以歸納彙整，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建築行為有集體不理性之現象，可由以下之研究結果看出： 

(一) 在區域發展熱絡區域，供給持續增加。本研究在動態行為分析中發現，區域熱絡程度對建商

行為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4.376***，p=0.000），對建商績效亦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

影響（t=2.851**，p=0.003），顯示區域愈熱絡，該地區的建商行為活動頻繁，且造成供過

於求的現象，使建商開始向周邊地區擴展興建，產生外溢效果。往往在重劃區、都更區或捷

運開發區都有一窩蜂興建之集體一致行為出現，為集體不理性行為。而建造執照之申請量亦

愈多，其建築績效亦隨之增加，可看出建商在各區域之表現集中在熱絡區域的 M 型化與均

衡的發展。 

(二) 空屋高但仍持續興建。本研究在建商行為模型中發現，房價對建商行為呈現負向且具顯著性

之影響（t=-2.283*，p=0.012），顯示因為房價高，消費者降低購買意願的需求，而實際上建

商卻持續增加房屋供給，為興建符合市場、法規的需求之房屋。而空屋數對建商行為呈正向

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18.364***，p=0.000），則顯示空屋數的增加，建商亦會增加其房屋

供給，為因應消費者的投機、投資需求與符合市場、法規需求的房屋。就上述之結果，就建

商而言是不理性之行為，而就產業而言是理性之行為。 

(三) 自有住宅率高下仍持續興建。由建商行為模型之靜態分析中發現，自有住宅率對建造執照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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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顯著性（t=2.616**，p=0.005），自有住宅率高，建商仍興建

房屋，其原因可能為建商之不理性行為，代表著民眾自住需求不高，傾向於投資、投機或保

值需求，建商因此增加其供給，顯示建商是出於有利可圖之集體不理性行為。 

二、因為集體不理性行為，建築產業確實出現產能過剩的現象，可由以下五件事情

看出： 

(一) 空屋率偏高。從空屋模型中，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對空屋數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

（t=31.950***，p=0.000），顯示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積的增加，空屋數亦會持續增加，這

也代表著建築業供過於求。 

(二) 建築供給持續增加。從建商行為模型中，空屋數對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呈正向且具顯著性

之影響（t=18.364***，p=0.000），顯示空屋數多，但建造執照總樓地板面積仍然在增加，

其原因為空屋數仍存在著不少結構性空屋、老屋及閒置房屋，而建商為了符合市場需求或法

規所需之房屋持續興建新屋，在存有存貨及閒置空屋之下，造成產能無法消耗，導致於產能

過剩之問題出現。 

(三) 人口成長率下降。人口成長率與以往相比是逐漸下降，表示需求是有所下降的，而建商仍不

斷興建房屋，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因此造成超額產能的現象。 

(四) 自有住宅率過高。至 2015 年為止，全台各縣市自有住宅率高達 80%以上，代表 8 成以上的

家庭擁有一棟自住的房屋，而從建商行為模型之靜態分析中發現，自有住宅率對建造執照總

樓地板面積呈正向影響，且具顯著性（t=2.616**，p=0.005），表示建商在自有住宅率高的

情況下，仍然持續申請建造執照，在需求面力量不大之下，而供給仍然增加，導致於市場上

的超額供給。 

(五) 供給大於需求。從估計超額供給戶數及估計空屋數中，皆可得知供給量遠大於需求量，並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代表著建商必須花費較長的時間去消耗這些產能。 

三、由實證發現建商行為受總體因素及事件的影響明顯，與產業結構理論相符，可

由下列看出：  

(一) 購買力會影響建商行為。本研究在動態行為分析中發現，家庭所得總額對建商行為呈正向且

具顯著性之影響（t=3.222***，p=0.001），顯示購買力對建商行為具有正向影響，所得越高，

表示其購買力增加，消費者亦會增其購屋意願，建商見此增加房屋供給。 

(二) 高鐵所帶來的軌道經濟，帶動區域發展使房價上漲。本研究在動態行為分析中發現，高鐵對

建商行為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2.471**，p=0.007）。高鐵的建造不僅縮短兩地往返

時間，亦促進區域間均衡發展，帶動附近區域發展與房市的熱絡，因而建商看好高鐵所帶來

的軌道經濟，在高鐵宣布建造時提前該區域發展，建商因而增加建築行為。而高鐵對房價呈

正向且具顯著性的影響（t=2.389**，p=0.009），顯示高鐵之影響所帶動的附近區域的熱絡，

使市場買氣增加，而促使房價上漲。 

(三) 實價登錄系統會影響建商行為。本研究在動態行為分析中發現，實價登錄系統僅對建商行為

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2.803**，p=0.003），而對建商績效、空屋數及房價不具顯著

影響，顯示實價登錄系統使交易資訊公開透明，房價回到合理價位，而建商亦無法隨意哄抬，

使消費者增加購買意願，建商亦增加建造執照的申請量。建商雖然增加建造執照之申請，但

從建築績效來看，對於建築績效的產出而言是沒有影響。 

四、消費者也出現需求面不理性行為，根據靜態行為分析中發現，自有住宅率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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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為呈正向且具顯著性之影響（t=2.616**，p=0.005），顯示自有住宅率高，消費

者對於房屋的需求傾向於投資、投機與保值，不以自住為目的，而建商因此而增加

增房屋供給，而即使市場上房屋價格高，但仍有消費者願意去購買，這屬於需求面

不理性的行為。 

整體而言房地產或建築業會回歸基本面，重視住宅的價值或差異化。在供過於求下，價格會下降

調整，且集體不理性也會形成無差異化與羊群效應，終究會進行各別差異化，而形成集體理性之差異

化行為，如不再興建豪宅，而是好宅或合理宅、價格合理之房屋、綠建築或品質好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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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推估空屋數 1 

單位：戶 

地區 
2000 年 2 

普查 

2001 年 

推估 

2002 年 

推估 

2003 年 

推估 

2004 年 

推估 

2005 年 

推估 

新北市 3 221,531  208,563  195,217  183,875  177,862  181,459  

臺北市 101,102  102,008  94,868  93,318  92,575  90,331  

桃園市 4 132,426  124,550  122,719  126,601  122,598  126,993  

臺中市 5 168,901  162,477  157,207  153,266  154,068  162,379  

臺南市 6 91,699  88,011  86,479  83,656  82,379  84,117  

高雄市 7 137,793  129,302  118,105  121,270  126,898  136,589  

宜蘭縣 30,750  29,726  29,009  27,519  26,141  26,652  

新竹縣 17,486  16,192  14,916  14,633  16,492  17,822  

苗栗縣 22,449  20,725  19,806  19,515  19,236  19,687  

彰化縣 61,701  57,023  53,987  51,466  49,095  48,565  

南投縣 23,645  25,809  24,436  23,306  23,265  22,598  

雲林縣 33,808  31,457  30,641  30,049  28,922  28,516  

嘉義縣 23,251  21,611  22,771  22,597  21,875  22,002  

屏東縣 39,899  36,719  36,352  35,628  36,936  36,682  

臺東縣 12,757  12,042  11,924  11,270  10,678  10,659  

花蓮縣 24,956  24,222  23,682  23,066  22,365  22,711  

澎湖縣 5,289  4,727  4,565  4,588  4,563  4,524  

基隆市 35,443  32,391  30,848  29,574  29,016  28,641  

新竹市 25,528  23,092  20,333  19,652  19,159  21,002  

嘉義市 18,384  16,911  16,392  16,199  17,349  16,838  

平均 1,228,798  1,167,559  1,114,255  1,091,048  1,081,471  1,108,76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6；本研究整理。 

註 1：空屋數估算公式=前期空屋數＋本期建築物使用執照戶數－本期需求數－本期建築物拆除執照戶

數；本期需求數=本期家庭戶數－前期家庭戶數。 

註 2：2000 年、2010 年之空屋數為行政院主計處十年 1 次的全民普查空屋資料，本研究以此普查空屋

數為前期空屋數，估算以後各期之空屋數。 

註 3：臺北縣於 2010 年更名為新北市。 

註 4：2014 年桃園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註 5：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為臺中市。 

註 6：2010 年臺南縣市合併為臺南市。 

註 7：2010 年高雄縣市合併為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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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估空屋數 1 (續) 

單位：戶 

地區 
2006 年 

推估 

2007 年 

推估 

2008 年 

推估 

2009 年 

推估 

2010 年 2 

普查 

新北市 3 198,801  218,349  244,614  322,339  328,742  

臺北市 91,133  98,614  105,944  121,578  122,905  

桃園市 4 136,210  142,698  144,153  152,934  153,717  

臺中市 5 163,541  168,470  173,695  196,115  198,842  

臺南市 6 89,549  94,224  98,697  123,208  126,029  

高雄市 7 147,234  149,424  152,650  173,665  175,548  

宜蘭縣 27,528  28,576  30,202  35,778  36,497  

新竹縣 16,928  18,163  19,354  26,190  26,890  

苗栗縣 20,776  21,334  21,544  25,880  26,668  

彰化縣 49,974  50,872  53,164  67,650  70,445  

南投縣 22,650  22,733  22,948  27,956  28,774  

雲林縣 28,492  28,813  29,424  38,860  40,562  

嘉義縣 22,037  22,777  24,529  34,065  35,151  

屏東縣 36,970  37,156  37,444  41,824  43,049  

臺東縣 11,217  11,558  11,901  13,886  14,262  

花蓮縣 23,150  23,417  23,818  27,424  28,027  

澎湖縣 4,878  4,801  4,747  5,997  6,348  

基隆市 29,799  30,410  32,871  39,923  40,886  

新竹市 22,421  24,515  26,525  31,654  32,249  

嘉義市 16,485  16,498  16,385  19,366  19,984  

平均 1,159,771  1,213,400  1,274,608  1,526,291  1,555,57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6；本研究整理。 

註 1：空屋數估算公式=前期空屋數＋本期建築物使用執照戶數－本期需求數－本期建築物拆除執照戶

數；本期需求數=本期家庭戶數－前期家庭戶數。 

註 2：2000 年、2010 年之空屋數為行政院主計處十年 1 次的全民普查空屋資料，本研究以此普查空屋

數為前期空屋數，估算以後各期之空屋數。 

註 3：臺北縣於 2010 年更名為新北市。 

註 4：2014 年桃園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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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為臺中市。 

註 6：2010 年臺南縣市合併為臺南市。 

註 7：2010 年高雄縣市合併為高雄市。 

1. 推估空屋數 1 (續) 

單位：戶 

地區 
2011 年 

推估 

2012 年 

推估 

2013 年 

推估 

2014 年 

推估 

2015 年 

推估 

新北市 2 316,044  310,159  306,592  303,933  312,597  

臺北市 111,481  104,178  99,827  95,864  104,091  

桃園市 3 150,380  146,642  146,014  145,331  147,307  

臺中市 4 191,257  187,616  186,934  186,968  190,908  

臺南市 5 123,367  122,181  122,334  123,848  125,888  

高雄市 6 171,229  169,826  169,615  171,558  173,413  

宜蘭縣 36,151  35,755  36,035  36,423  36,619  

新竹縣 27,095  27,221  27,124  27,795  27,878  

苗栗縣 25,578  24,923  24,700  25,134  26,398  

彰化縣 67,865  66,291  65,512  65,176  66,823  

南投縣 28,350  27,960  28,234  28,482  28,705  

雲林縣 39,427  38,252  38,154  38,671  39,663  

嘉義縣 34,480  33,988  34,069  34,362  34,788  

屏東縣 42,556  42,063  42,393  43,161  43,309  

臺東縣 14,288  14,314  14,395  14,595  14,565  

花蓮縣 27,745  27,610  27,487  27,392  27,611  

澎湖縣 5,619  4,944  4,421  4,086  4,707  

基隆市 40,750  40,782  40,848  40,617  40,791  

新竹市 31,375  31,444  31,266  30,965  31,860  

嘉義市 19,745  19,631  19,565  19,565  19,748  

平均 1,504,778  1,475,776  1,465,516  1,463,925  1,497,66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6；本研究整理。 

註 1：空屋數估算公式=前期空屋數＋本期建築物使用執照戶數－本期需求數－本期建築物拆除執照戶

數；本期需求數=本期家庭戶數－前期家庭戶數。 

註 2：臺北縣於 2010 年更名為新北市。 

註 3：2014 年桃園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註 4：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為臺中市。 

註 5：2010 年臺南縣市合併為臺南市。 

註 6：2010 年高雄縣市合併為高雄市。 



A Study on the Rationality of Industrial Behavior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189 

2. 歷年房價 1 

單位：萬元/坪 

地區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宜蘭縣 10.03  9.71  10.05  9.95  9.33  

新竹縣 10.53  11.15  12.00  11.69  11.79  

苗栗縣 8.42  7.96  7.95  8.08  7.77  

彰化縣 8.52  8.80  8.98  8.55  8.55  

南投縣 8.18  7.80  7.67  7.14  7.65  

雲林縣 7.37  7.94  7.45  7.09  7.10  

嘉義縣 7.62  7.62  8.14  7.27  7.13  

屏東縣 6.74  7.04  7.02  7.04  6.43  

臺東縣 6.52  6.17  6.27  6.54  6.64  

花蓮縣 6.17  6.56  6.86  6.34  6.45  

澎湖縣 7.36  7.01  6.94  8.60  7.47  

基隆市 8.16  8.40  8.76  8.81  9.02  

新竹市 14.56  14.37  15.08  16.26  16.66  

嘉義市 10.37  10.44  9.97  10.09  10.46  

新北市 2 12.77  13.93  14.28  14.84  16.85  

臺北市 28.38  31.72  35.04  36.69  46.50  

桃園市 3 9.74  10.05  10.10  9.59  9.85  

臺中市 4 9.64  10.00  10.33  11.75  12.15  

臺南市 5 8.93  9.17  9.15  8.81  9.33  

高雄市 6 10.17  9.32  9.71  9.74  9.76  

平均 10.01  10.26  10.59  10.74  11.34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2012；內政部實價登錄網，2016；本研究整理。 

註 1：各縣市房價為其各地區歷年平均房價之總平均。 

註 2：臺北縣於 2010 年更名為新北市。 

註 3：2014 年桃園升格成直轄市為桃園市。 

註 4：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為臺中市。 

註 5：2010 年臺南縣市合併為臺南市。 

註 6：2010 年高雄縣市合併為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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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年房價 1 (續) 

單位：萬元/坪 

年份 2011 年 2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平均單價 3 

2015 年總價/總

面積 4 

宜蘭縣 8.94  12.07  12.16  14.26  15.88  15.90  

新竹縣 10.88  14.08  13.13  14.28  16.20  16.56  

苗栗縣 7.39  11.42  10.29  9.33  13.37  13.73  

彰化縣 7.94  11.09  10.55  10.85  14.16  14.53  

南投縣 7.09  10.46  9.59  7.62  12.87  13.33  

雲林縣 6.37  9.86  7.59  7.04  11.65  11.81  

嘉義縣 6.32  8.77  7.72  8.03  9.97  10.47  

屏東縣 6.29  8.57  8.03  7.28  9.66  12.09  

臺東縣 6.42  9.95  8.45  7.95  13.20  12.79  

花蓮縣 8.42  7.98  8.84  7.66  17.51  16.90  

澎湖縣 8.74  12.89  9.32  9.47  13.67  12.38  

基隆市 9.52  13.51  13.00  13.29  13.19  13.53  

新竹市 17.72  19.96  19.19  20.39  21.42  20.08  

嘉義市 10.73  13.34  14.05  14.21  15.86  16.26  

新北市 5 19.52  28.14  26.03  26.58  33.74  33.27  

臺北市 53.90  63.63  56.28  57.09  62.07  61.57  

桃園市 6 9.97 15.63 14.50 15.04 16.69  16.18  

臺中市 7 12.09  15.84  14.85  16.38  18.00  18.03  

臺南市 8 9.08  11.91  10.17  11.21  14.87  15.17  

高雄市 9 9.63  13.26  11.57  12.36  15.35  15.47  

平均 11.85  15.62  14.27  14.09  20.17  18.71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2012；內政部實價登錄網，2016；本研究整理。 

註 1：各縣市房價為其各地區歷年平均房價之總平均。 

註 2：2011 年(含)後臺中、臺南、高雄等三區之房價為縣市合併算。 

註 3：2015 年平均單價為各縣市各區每筆平均單價加總除以各縣市各區總筆數。 

註 4：2015 年總價/總面積計算方法為各縣市各區總成交價加總除以總面積加總之平均房價。2015 年

房價二種計算方法交互比對，以使房價資料更精確，而本研究選擇後者方法。 

註 5：臺北縣於 2010 年更名為新北市。 

註 6：2014 年桃園升格成直轄市為桃園市。 

註 7：2010 年臺中縣市合併為臺中市。 

註 8：2010 年臺南縣市合併為臺南市。 

註 9：2010 年高雄縣市合併為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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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平台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之影響－以回饋期望為中介變項 

The Impact of Contents Identity to Behavioral Intention on Crowd 

Funding Platforms – A Mediation Model of Feedback Expectation 

廖世義 Shu-Yi LIA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管系所副教授 

郭瑋朋 Wel-Peng GUO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群眾募資平台上公共社會類與藝術設計類，瀏覽者的不同屬性對內容認同、回

饋期望和行為意圖的影響，透過瀏覽者對專案內文的瞭解及贊助行為，來探討回饋期望是否扮演著內

容認同對行為意圖影響的中介角色。探討兩專案類型對回饋期望的中介模式是否有調節的效果。以線

上問卷調查 291 份有效樣本，利用階層迴歸、徑路分析與多群組比較方法進行研究假設之驗證並提出

結論與建議。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或月所得較高者且有接觸線上募資經驗的瀏覽者對平台內容認同度

越高其贊助行為意圖也會越強烈。其次，回饋期望扮演著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影響間的中介角色，表

示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有直接的影響效果，但若能提升瀏覽者的回饋期望更能幫助提案者盡快完成籌

集資金的目標。最後以二階調節方面來看，若提高瀏覽者的回饋期望，公共社會類的專案比藝術設計

類的專案有較高的贊助行為，而直接效果的調節方面，瀏覽者在一樣程度的內容認同下對藝術設計類

的專案比對公共社會類的專案有較高的贊助意願。本研究的回饋是以實體還有體驗這兩類為瀏覽者期

望得到的，所以建議公共社會類募資專案可以用實體或體驗去延伸更多的回饋品；而藝術設計類專案

提案者所設計的內容應該要可以博得瀏覽者的認同，這樣贊助意願也會提高。 

關鍵字：內容認同、行為意圖、回饋期望、專案類型調整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igh propor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projects like as public or society and art or design on 

the Taiwan fund raising platform,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whether the two project types have the effe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sponsors or not. This study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nt 

identity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n the crowd funding platform under mediator of feedback expectation, 

comparing between two above kinds of project. A total of 291 valid respondents were surveyed and data were 

analyzed by regression, path analysis and multi-group comparison metho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Women 

who have higher monthly income and accessing online crowd funding experiences have more feedback 

expectation and higher behavioral intention. (2) Content identif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has higher willingness to sponsor with the project of art or design. (3) Feedback expectation plays as 

mediation role between content identity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addition, public or society project has 

higher sponsorship than art or design project when receiving feedback expecta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higher of content identity, higher feedback expectation will have higher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sponsors 

for crowd funding activity. But sponsors will have different interest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project.  

Keywords：Crowd Funding, Content Identity, Feedback Expecta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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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09 年在美國群眾募資平台的興起，為有想法及創意但缺乏資金的創業家開闢了一條新且容易的

道路。對小公司或是專案發起者來說，群眾募資是一種可行且有別於向銀行融資或找創投的籌資方式

(Larralde & Schwienbacher, 2010) 在網路時代中，群眾募資是一個新興的籌資方式(Boeuf, Darveau, & 

Legoux, 2014; Kleemann, Voß, & Rieder, 2008)。對贊助者而言，平台做為第三方連結，負責集結和管理

很多小額支持者的資金(Bruton et al., 2015)，若專案失敗平台會退回全數資助金；專案成功，平台也會

負責監督提案者執行和回饋品進度：對提案者而言，群眾募資提供提案者一個有別於傳統銀行或股票

市場的籌資方式，它不需要提供任何擔保品(Chen, 2015)，只需在平台上詳細闡述專案內容與想法，去

獲得支持者的青睞，並且透過提供回饋方式去吸引支持。而且可以將想法或商品先放到網路上接受群

眾測試、接受群眾募資。專案成功同時即取得足夠的產品/服務啟動資金，並證實市場有一定的接受度

(顏向瑜, 2015)。不僅利用了網路的方便性、資訊傳播的速度和互動的特性，讓提案者想法、商品大量

曝光，也可以有效率的在平台上向他人取得資金。2009 年募資平台在美國興起，而台灣在 2011 年也

成立了第一個正式群眾募資平台，從台灣群眾集資報告中顯示，贊助金額從一開始的 8 百萬截至 2015

年底已達 5 億台幣，金額穩定成長；贊助人數也從 3 千人到現在的 20 萬人，群眾募資高成長的現象，

也吸引很多投資者、創業者和學者的關注及研究。Belk(1988)研究表明消費者會選擇偏向接近個人特質

的產品，由於他人會將產品的意涵與購買人有關連性。個人的生活型態及人格特質亦是影響實際行為

的重要項目(Kassarjian and Sheffert, 1991 )。在 Pollster 線上市調(2014)對「群眾募資平台贊助意願」調

查中顯示男性民眾願意參與「群眾募資平台」贊助之傾向較女性為高。加上隨著募資平台運作的時間

愈長，累積越來越多贊助者持續瀏覽或贊助專案，提案者也持續在平台上發起募資專案。在提案者經

驗方面有 Greenberg and Gerber (2014)、程凱(2015)提出失敗的經驗將有助於下次募資案的發起；在贊

助者方面，雖有大量文獻研究投資人經驗對投資的影響，但是研究募資平台上贊助者經驗這方面的實

證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瀏覽者的不同屬性對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是否有影響，

為本研究動機一。Tuominen(1999)認為提案者應以溝通與互動來強化投資人的信任、承諾和關係連結。

一般而言，在後現代社會中人們會透過消費中的符號使用，建構他們內心裡的自我感與認同感購買者

透過展示自己所買到的商品，創造並維持認同(Belk, 1988)。因此綜述上述，本研究將探討瀏覽者對募

資平臺的內容認同感和行為意圖的相關性為本研究動機二。員工認同企業目標、價值、文化並非不能，

但前提是員工認同其得到的東西。如秦國百姓一樣，除當皇帝外，想位列公卿、躋身侯爵、謀取富貴

不是夢，只要在戰場上攢夠規定的敵首即可，當士兵認同所得到利益後，便會變得極度嗜血，戰鬥力

由此而生，整個秦國也因此而轉換成國史上動力最強勁的戰鬥機器。施正鋒(2006)認為認同不僅是一

種權利，它也左右個體對本身利益的認知，進而左右著人們的行動。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alism) 提

及利益的考量會影響我們如何選擇認同。因此綜述上述，本研究將探討瀏覽者對募資平臺的內容認同

是否影響回饋期望為本研究動機三。 

近年群眾集資成為社會運動的強大後盾，從到太陽花學運、反服貿紐時廣告，人民用小額贊助來

表達對這片土地的認同，而其類別的公共/社會類在臺灣每年都有亮眼的表現。而藝術/設計類，在臺灣

也有亮眼表現例如 2015 年轟動全球的金萱字體，因在募資平臺上成功發起，也透過網路快速增加其

曝光度，在臺灣募資平臺上藝術/設計類案件也占相當高比例。因此本研究以公共/社會類、藝術/設計

類不同類型的專案，探討兩專案類型對本研究路徑間是否有調節效果，為本研究動機四。本研究目的

乃針對臺灣集資平臺上所占比例極高的兩種專案類型公共/社會類及藝術/設計類來探討，對瀏覽者行

為意圖、回饋期望、內容認同進行差異分析。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如下：一、探討瀏覽者的基本屬性的

不同是否對公共/社會類及藝術/設計類的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是否有顯著差異。二、探討瀏

覽者在公共/社會類及藝術/設計類的內容認同越高行為反應是否越強烈。三、探討在公共/社會類及藝

術/設計類中回饋期望是否扮演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影響的中介角色。四、探討公共/社會類及藝術/設

計類的專案對回饋期望的中介模式是否有調節的效果。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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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募資」(crowd-funding)或稱為「眾籌」，林秀英與陳志勇(2013)認為群眾募資是將企業、組

織內完成的工作，改由外部群眾完成，故也稱為「眾包」。概念為群眾除了貢獻意見、心得、技術或

勞務工作等參與外，也提供資金的參與此被定義為群眾外包的延伸。然而在網路時代中，群眾募資是

一個新興的籌資方式(Boeuf, Darveau, & Legoux, 2014;Kleemann, Voß, & Rieder, 2008)，它利用了網路

的方便性、資訊傳播的速度和互動的特性，使得提案人可以有效率的透過網路群眾募資平台展示、宣

傳計畫內容、原創設計及作品，並向大眾解釋自己的作品量產或實現的計畫，最終向他人取得資金以

達成專案目標。在此將一個媒合及募資行為定義為網路群眾募資，而用以展示的網站或平台稱之為群

眾募資平台。提出計畫並欲募集資金者稱為提案者，而以實際行動贊助提案者則稱為贊助者或出資者。

一般而言群眾募資是透過網路上的平台連結起贊助者與提案者，用來支持各種活動，涵蓋範圍從創業

募資、設計發明、公益到災害重建、競選活動等。群眾募資平台如同仲介商一樣他主要是提供市場給

需要資金的人(提案者)刊登其想要完成的計畫，並讓群眾可以找到他們感興趣的專案，願意給予實質

的支持或贊助。 

內容認同的定義在牛津字典的解釋為“相同”。王敬之(2005)將認同感定義為團體成員對同一語

言、行為和態度，對團體內的人員具有更高的接受度、評價和支持度。也有學者認為「人們普遍認為，

相似的人要比不相似的人，彼此更容易互相喜歡和親近」。而募資平台的專案內容就是專案發起者運

用文字、圖像及影片等方式，其中 Kuppuswamy & Bayus(2013)的研究發現，附有影片介紹的專案通常

成效較佳，其中高達八成的成功專案附有影片介紹，這些內容用來幫助說明此專案的發起目的及詳細

計畫之時程規劃及金額運算。認同是指一個人接受他人的影響力而發生的認同作用，認同程度包括認

知的、情感的、知覺的、以及行為的認同四個方面，而 Shashkin 和 Morris(1984)也提出認同的概念可

由三個構面觀察：(一)認知成份(cognitive component)：即瀏覽者對於提案者的提案內容的觀念、信念、

意見、思想與知識的一致性；(二)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指由信念引以對客體事物之評價，使

瀏覽者轉變贊助者的關鍵之一；(三)行為成分(behavioral component)，然而郭良文(1998)則認為除了上

述所提及的構面外，應加入 Belk(1988)提出後現代社會中人們會透過消費中的符號使用，建構他們內

心裡的自我感與認同感的記憶構面。故本研究整理上述所提認同的特性、構面，將瀏覽者對於專案內

容認同分為三個構面，情緒類、記憶類與認知類並應用於本研究問卷設計。根據研究目的，此節文獻

提出以下命題一：瀏覽者對於專案的內容認同與行為意圖是否有正向的影響。 

人類的動機是一種心理狀態，意味著人們做某些事或是他們從事某些行為的原因(Mitchell & 

Daniels，2003)。學者 Henzberge (1959)將動機因素分為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可能是單純想贊助專案、

或是因為回饋的內容而選擇贊助，又或者兩者都同時存在，影響程度不同，導致出資者最後是否決定

贊助的行為。Deci (1975) 提出內在動機的認知評價理論，他提到內在動機的意義和個體是主動的，具

備自然的傾向做該活動，對行為皆出於自願性，並具有選擇權自由且能從活動感受到興趣。內在動機

是受到興趣或享受等感覺所驅使的動機，不會受到外在壓力的影響，只取決於個人自己本身。Bagozzi 

& Dholakia(2002)指出對群體的社會認同會增加社群成員的主動參與意圖，而 Klandermans(1984)發現

當人們期待其他人也願意參與活動時，人們參與社群活動的動機會升高，所以募資平台上的專案提供

贊助者一個交流社群，一個專案需要足夠的參與者才能成功，並能讓贊助者感到與其他贊助者是一個

群體關係(Harms,2007)。外在動機指的是人們之所以從事某項活動是為了獲得活動完成後所產生的結

果，而非來自活動本身( Deci& Ryan, 2000)，因外在動機而從事活動的人，最基本的目標即是得到回饋

報酬或互惠利益。外在動機著重在目標導向的理由，如獎賞或利益獲得，回饋是網路上虛擬社群參與

者的重要動機(Dholakia et.,2004)。回饋品的分類可分為有形性產品及無形性產品兩類(Peterson, 

Balasubramanian, and Bronnenberg,1997)，眾多學者表示如果集資贊助者獲得的結果是有形性的產品，

其投資意願也會比較高，其結果可以呼應目前在集資平台上大多的專案發起者還是傾向提供有形的回

饋品，然而根據 Hemer 在 2011 年的研究顯示，投資者並不是因為受到有形的回饋而有投資動機，反

而更因為無形性的回饋而受到刺激。由以上文獻可知，回饋型集資為目前群眾募資的主流。回饋型集

資平台上，因應不同型態的專案類型，專案提案者所提供的回饋品也會有所不同。以藝術設計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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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來說，專案提案者通常會選擇回饋自己研發的創意產品讓贊助者可以先於市場搶先使用最新商

品；而公共社會類型則傾向回饋公益小物或明信片。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不同類型的專案贊助者偏好何

種回饋方式。根據研究目的，此節文獻提出以下命題二：探討回饋期望是否扮演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

的中介角色。 

令出資者印象深刻的專案通常有較高的內容認同與回饋期望最後也會影響出資者的行為意圖，不

同的類型會吸引不同的贊助者，而本研究鎖定公共社會與藝術設計類型做為比較，不同類型的專案會

吸引的贊助者也有所不同。反應階層模式是由 Lewis 於 1898 年所提出，描述是一種消費者對於行銷

刺激的反應階段。Kolter(2000)認為購買行為是消費者整個冗長決策過程的最終結果，因此，這些模式

大致將消費者反應階段分成，情感的(affect)、行為(behavior)、與認知(cognition)的三個階段。也就是說

當消費者接收到行銷的資訊與刺激之後，其會經歷產品資訊與需求的認知，進而形成情感，最後採取

購買的行為。綜合以上文獻得知，在此模式中傳播媒介對目標群體的作用是說服目標群體能夠認同傳

播者的理念，進而達成行為的改變。由於募資平台上的專案使用有趣與能引起共鳴的介紹影片，目的

是能夠使目標群體改變其認知、態度及行為，而目標群體在接收訊息的過程中，會有一連串的決策過

程。因此本研究根據上列所提 AIDA 模式特性、要素，來應用於本研究之需求中，將引起注意(attention)、

發生興趣(interest)、產生慾望(desire)、開始行動(action)區分為三階段為認知、情感、行為，來做為判

定接受訊息者(出資者)對專案之支持、參與和認同感程度，應用於本研究設計。綜觀上述文獻提出命

題三：專案類型在回饋期望對行為意圖間有調節效果、專案類型在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間有調節效果。 

參、研究方法 

根據過往文獻影響專案成效有四個要項包含「專案內容」、「專案回饋模式」、「募集期間」、

「專案結束目標」本研究將針對專案內容、專案回饋模式這兩部分進行探討，並引用瀏覽者所產生的

滿意評估和判斷會影響其行為意圖的行為意圖層級模式，來探討瀏覽者的專案回饋期望和專案內容認

同是否決定贊助該專案且實際贊助的影響程度，並以專案回饋期望為中介變項之研究。因此，本研究

進一步探討在不同類型調節變項影響下的干擾效用，包括一階效用、二階效用、直接效用、間接效用

的顯著性檢定。因此，本研究屬於的干擾型中介模式。 

 

圖 1 研究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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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研究動機及相關文獻討論，並根據前面的研究架構圖，提出下列研究假設，分別說明如下：

女性消費者比男性更重視與品牌的關聯性，以及在情感上的連結與共鳴(謝馨慧，2006)。徐達光(2005) 

指出性別在購買決策的差異包括兩方面:男性重實用，女性重美感；男性重邏輯，女性重人際。針對男

性，如何讓產品的功能或價錢物超所值，是銷售成功的原則；而針對女性，主動積極與女性建立與維

持良好的關係，或將慈善活動或環保活動與促銷產品連結，引發女性的心動與共鳴。一般學理上，時

常可以看到大型的企業花大筆金額去贊助活動，除了贊助與自己形象符合的活動外，其中贊助所帶來

的效益更是考慮吸引贊助商重要因素之一，而贊助越大型活動曝光度越高所得到的效益就越大。認為

投資者接收到一個有效訊息時，往往較願意相信自己的判斷能力，而且越有經驗的投資者越容易依靠

自己的經驗。許多群眾募資相關研究中，研究者將瀏覽者視為消費者或顧客，因此在群眾募資平台中，

消費者購買意圖可視為出資意圖。Doney 和 Cannon (1997) 指出當買家感受銷售者與自己有高相似度

時，會產生情感上的回應，認為自己能更容易了解銷售者的意念，且更願意關心與自己擁有共同價值

觀的銷售人員。Clark、Drew 和 Pinch (2003) 認為消費者及服務提供者的相似度會影響兩者間信任，

且會對銷售結果產生正面影響。由此可推論，募資平台的提案者與瀏覽者之間的關係，像是銷售者與

買家，瀏覽者對提案者的價值觀認同度高將對其出資贊助的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本研究推論瀏覽者

行為意圖會對專案的回饋期望有影響。消費者被媒體上有趣或和自身有關的資訊吸引，進而產生一定

的興趣和心理認同，從而激發消費者產生需求與慾望，對相關的資訊產生記憶，並產生購買行為(黃振

家，2009)。在回饋型募資平台中，回饋報酬為此類型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想要探討透過回饋因素

的加入，是否影響內容認同影響行為意圖的關係。Larralde and Schwienbacher (2010) 指出群眾募資的

專案類型會對瀏覽者是否贊助專案產生激勵效果，進而影響專案募資的成功性。認為自我表達、認知

無形或有形的經濟價值、專案成果對自身的效用會影響瀏覽者行為意圖。因此本研究懷疑不同類型的

專案是否在各路徑中產生干擾效果，根據上述文獻提出表 1 內之假設。 

郭為藩(1975)指出認同是指一個人接受他人的影響力而發生的認同作用，認同程度包括認知的、

情感的、知覺的、以及行為的認同四個方面。此研究問卷將內容認同分為三個構面，分別為：情緒類：

指由信念引以對客體事物之評價，使瀏覽者轉變贊助者的關鍵之一(Shashkin & Morris, 1984)。記憶類：

在傳播與消費行為的研究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讓瀏覽者喚起過去經驗或印象中的事物相近(Engel et 

al., 1995)。認知類：瀏覽者對於提案者的提案內容的觀念、信念、意見、思想與知識的一致性。有些

學者依據雙因子理論將回饋期望分成內在及外在動機，內在動機是指出資人為了滿足個人心理需求而

選擇贊助，外在動機則是因為專案所提供的回饋品而吸引出資人贊助，包括小禮物或專屬限量的贈品。

本研究根據文獻整理出下列三種回饋方式，作為衡量受訪者回饋期望的指標，1.實體：本研究想利用

實體回饋，來探討消費者是否會因為有得到實體回饋而提高捐贈意願。2. 限量：限量的商品對於

消費者知覺價值上會有所改變，也因此常看見企業將商品或者贈品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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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研究假設整理表 

H1-1：女性較男性有較高的內容認同 H1-9：有資助經驗者會有較高的行為意圖 

H1-2：女性較男性有較高的回饋期望 H2  ：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有影響 

H1-3：女性較男性有較高的行為意圖 H3  ：回饋期望是否在內容認同影響行為意圖 

      間扮演中介角色 

H1-4：收入較高的資助者會有較高的內容 

    認同 

H3-1：內容認同對回饋期望有影響 

H1-5：收入較高的資助者會有較高的回饋 

      期望 

H3-2：回饋期望對行為意圖有影響 

H1-6：收入較高的資助者會有較高的行為 

      意圖 

H4-1：專案類型在內容認同對回饋期望的影響 

      間有調節效果 

H1-7：有資助經驗者會有較高的內容認同 H4-2：專案類型在回饋期望對行為意圖的影響 

      間有調節效果 

H1-8：有資助經驗者會有較高的回饋期望 H4-3：專案類型在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的影響 

      間有調節效果 

限量，運用限量策略來操弄產品的稀少性，進而造成消費者的購買風潮甚至於是促使消費者用較

高的價格購買(Verhallen and Robben, 1994)。3.活動與體驗：Ordanini (2011)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社會參

與感是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來促使瀏覽者願意贊助專案。Kraut & Resnick(2012)認為人們選擇參與線上

社群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獲得參與感。行為意圖常被用為衡量未來行為的指標，募資平台上的贊助者就

像是早期顧客，而專案則是產品，期待吸引贊助者的注意，進而有較高的內容認同與回饋期望。本問

卷設計使用消費者行為意圖階層模式做為衡量專案瀏覽者的行為意圖為指標。本研究對象為 2016 年

十月於募資平台上剛發起的專案，選公共/社會類和藝術/設計類，分別從台灣兩大募資平台，FlyingV

和嘖嘖平台上挑選了六個所關心的議題專案。 

以下為各平台及專案介紹，Flying V 募資平台是以公共/社會類為平台主要使命，所挑選的專案為

《吃好米的力量》，此專案發起的目的就是「找農夫種好米」,計畫源於「契作代耕」制度，就是消費

者用固定價格，不透過任何中間商，直接找農夫種好米，米種好大家分，讓農人領取固定收入，提供

耕種的服務；《野孩子，集合！樸谷田野學校》，專案目的在於創立一間田野學校。希望在自然中發

展孩子的天賦，並傳達對待土地的良善態度，用最自然的方式保護生態環境，教養出能照護土地的下

一代，留下更多淨土讓後代子孫來共生；《翻轉被隱藏的天賦》是由點點善團隊啟發，藉由專業設計

師的轉化將憨兒們的原創內容成為有趣的創作商品，增加商品的吸睛度並透過消費者的認同與喜愛進

而產生購買行為，讓利潤回歸憨兒創作者身上，他們不再只是資源的消耗者，找回大孩子的創作力。 

嘖嘖募資平台專注在設計、文創、內容，以創作藝術專案類型占極大比例，所挑選的專案《iShmre

愛炫賀卡》是為打破過去大家對傳統卡片的既定印象，突破實體卡片內容有限的不便以及電子卡片過

於冷淡的感覺，保留手寫實體卡片的溫度，搭載 AR 科技、影音畫面與互動留言平台，讓卡片不再只

是單向、片面的靜態圖文載具，而是雙向、複合式的回憶收藏寶盒；《Petsion™寵物衣飾》是為製作

兼具舒適貼合以及時尚的寵物衣飾，市面上許多毛小孩的衣飾是由對岸量產代工品，在外觀、品質、

舒適度上難以兼備，加上衣飾本身可能不耐穿脫、洗；《SONA 填充牙刷》為解決外出時需要隨身攜

帶牙刷的不便性，是一個將牙刷盒、牙刷與牙膏結合的填充牙刷，設計類型的專案除了傳統的藝術，

也包含文創設計類，此專案的設計融合創新也未生活帶來便利，表 2 為各募資平台專案的介紹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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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募資平台專案網站及網址 

公共/社會類: 藝術/設計類: 

 

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14155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ishmrecard 

1、吃好米的力量 1、iShmre 愛炫賀卡 

 

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13806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petsion 

2、野孩子，集合！樸谷田野學校 2、Petsion™寵物衣飾 

 

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14309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sona 

3、翻轉被隱藏的天賦 3、SONA 填充牙刷 

本研究運用 SPSS 22.0 版套裝軟體針對問卷進行分析，採用的統計方法有敘述性統計分析、信度

分析等方法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依據先前所提之各項假設，本研究將採用以下資料分析方法來驗證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階層迴歸分析法在學術上有較廣泛的應用，因它具有同時分析法的優點，也沒

有逐步分析法的缺點，所以可以依照理論上的先後次序或文獻上的探討推演，逐一分群檢驗各自變數

對一變數的解釋力。本研究利用路徑分析法進行變數間因果關係與中介模式之探討，用以研究原因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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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對結果變數之直接及間接效果的方法。多群組分析的目的在於探究配適於某一個群組的徑路模式

圖，相對應的參數是否也適配於其他群組(吳明隆，2008)。在進行跨樣本間的各種配適指標、參數估計

值和標準誤之間的不變性(差異)程度的檢定，以判定同一理論模式在不同樣本之間是否成立，亦即測

量工具是否具有一般性。根據 Bentler 和 Bonnet(1980)提出卡方差異檢定準則，兩個模型之間在 α=0.05

的情形下時改變為一個自由度，卡方差異達到 3.84 即表示存在調節效果；當改變三個自由度的情形

下，卡方差異達到 7.81 時表示存在調節效果。 

肆、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分別以公共社會類型和藝術設計類型，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係數將解釋自變數和依

變數相關情況，根據係數的大小可看出變項之間關聯強度。表 3 顯示公共社會類型方面變數的平均數、

標準差與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分析結果。依變數行為意圖與內容認同、回饋期望都呈現顯著的行為意

圖正相關(0.698<γ<0.747, p<0.01) (0.589<γ<0.715,p<0.01)，因此內容認同與行為意圖呈現正相關的結

果，支持假設二之內容認同越高行為意圖越高的說法，由於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之間的相

關亦達顯著，假設三回饋期望是否扮演中介角色初步成立，可進行後續研究分析。各變數之內部一致

性信度分析結果，公共/社會類問卷整體信度值為 0.932，藝術/設計類問卷整體信度值為 0.912，在不

刪除任何一題下，其信度值值皆大於 0.7 達到信度水準，故本研究問卷具有可靠性與有效性。 

在公共社會類型專案的「內容認同」構面中，「認知類」變數平均數(3.737)最高，代表對於公共

社會類型的專案，瀏覽者的認同是認知類大於情緒和記憶類，公共社會類型的專案又比藝術設計型的

專案擁有更高的內容認同(t=2.847**，p=0.005) ；在「回饋期望」構面中，公共社會類型專案的「體驗

式回饋」變數平均數(3.544)最高，代表瀏覽者較偏好擁有體驗式的回饋，再來是擁有實體的回饋品，

也許是因為想要親自參與社會議題，對社會 

盡一份心力，有沒有紀念品則是其次；然而，藝術設計型專案的「實體」回饋期望最高，代表瀏

覽者對於藝術設計類型專案比較希望能拿到實際的回饋物品，興許是因為欣賞而想要收藏；在「行為

意圖」構面中，公共社會類型專案的四個構面皆比藝術設計型專案高，但是整體來說兩者的行為意圖

皆沒有顯著差異，可推論公共社會類型的專案比較吸引瀏覽者的注意及興趣，也許是公共議題的關係，

引發瀏覽者的共鳴，讓他們更有欲望去參與相關事務；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的「注意」與「興趣」都

是最高，「欲望」與「行動」則是遞減，代表瀏覽者對於公共社會型和藝術設計型的專案有被吸引，

有較高的興趣，但是在實際行動去贊助的方面卻是比較不明顯的。 

本研究對受訪者屬性去作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與行為意圖喜歡程度差異比較，在性別、每月收入、

有無募資相關經驗和公共社會及藝術設計兩種類型專案對受訪者進行獨立樣本 t 差異，由表 4 可知，

女性的回饋期望(M=3.564)高於男性的回饋期望(M=3.329)，並達到顯著(t=-3.125**)；女性的行為意圖

(M=3.480)高於男性的行為意圖(M=3.328)，並達到顯著(t=-2.163*)。表示女性的回饋期望和行為意圖具

表 3 兩類專案的相關係數整理表 

 M Std 
1a 

1b 

2a 

2b 

3a 

3b 

1a.社會內容認同(X1) 

1b.藝術內容認同(X2) 

3.534 

3.355 

0.564 

0.507 

1 

1 
  

2a.社會回饋期望(Me1) 

2b.藝術回饋期望(Me2) 

3.432 

3.523 

0.663 

0.585 

0.698** 

0.707** 

1 

1 
 

3a.社會行為意圖(Y1) 

3b.藝術行為意圖(Y2) 

3.461 

3.395 

0.578 

0.582 

0.736** 

0.715** 

0.747** 

0589** 

1 

1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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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女性較男性有較高的回饋期望與行為意圖。由表 5 可知，每月收入 20,000 元(含)以上的

受訪者行為意圖(M=3.556)高於每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受訪者的行為意圖(M=3.374)，並達到顯著(t=-

2.428)，故假設 1-6 成立，假設 1-1、1-2、1-3 不成立。由表 6 可知，有接觸過募資的受訪者其內容認

同(M=3.586)高於無接觸經驗的受訪者其內容認同(M=3.392)，並達到顯著(t=-2.626**);有接觸募資的受

訪者其回饋期望(M=3.636)高於無接觸募資經驗的受訪者其回饋期望 (M=3.432)，並達到顯著(t=-

2.393*);有接觸募資經驗的受訪者其行為意圖(M=3.596)高於無接觸募資經驗的受訪者其行為意圖

(M=3.373)，並達到顯著(t=-2.819**)，表示有接出募資經驗的受訪者皆有較高的內容認同、回饋期望及

行為意圖，故假設 1-7、1-8、1-9 成立。 

表 4、性別對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間差異表 

構面 
男(n1=104) 女(n2=187) 

t 值 P 值 
M Std M Std 

內容認同 3.424 0.576 3.446 0.521 -0.333 0.739 

回饋期望 3.329 0.665 3.564 0.584 -3.125** 0.002 

行為意圖 3.328 0.540 3.480 0.595 -2.163* 0.031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表 5、收入屬性對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間差異表 

構面 
20000(含)以下(n3=210) 20000 以上(n4=83) 

t 值 P 值 
M Std M Std 

內容認同 3.405 0.487 3.522 0.653 -1.674 0.095 

回饋期望 3.447 0.612 3.565 0.649 -1.463 0.144 

行為意圖 3.374 0.538 3.556 0.660 -2.428* 0.016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表 6、經驗對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間差異表 

構面 
無接觸經驗(n5=222) 有接觸經驗(n6=69) 

t 值 P 值 
M Std M Std 

內容認同 3.392 0.523 3.586 0.574 -2.626** 0.005 

回饋期望 3.432 0.612 3.636 0.639 -2.393** 0.009 

行為意圖 3.373 0.568 3.596 0.59 -2.819* 0.017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由表 7 顯示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三者間的迴歸分析結果。由模式 2-2 的結果可知，內

容認同對行為意圖具有顯著的預測力(β=0.705, p<0.001)，因此假設二得到支持。假設三為回饋期望是

否在內容認同影響行為意圖間扮演中介角色。依照 Baron & Kenny(1986)的建議，本研究分別檢測中介

效果成立的條件。根據表 8 內容認同對回饋期望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模式 1-2, β=0.665, p<0.001)，內

容認同對行為意圖的預測能力也達到顯著(模式 2-2, β=0.705, p<0.001)；其 R2由 54.4%提升至 58.5%，

故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整體而言，內容認同與行為意圖透過回饋期望產生部分中介效果。經由以上

敘述得知，回饋期望在內容認同與行為意圖之間扮演著部份中介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假設 3-1 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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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3-2 皆成立。由表 10 的模式 1-2 結果可知，公共社會型專案的內容認同對回饋期望具有顯著的預測

力(β=0.696, p<0.001)，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的預測能力也達到顯著(模式 2-2, β=0.737, p<0.001)；其 R2

由 0.56 上升至 0.652，故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對於公共社會類型的專案，其內容認同與行為意圖透

過回饋期望產生部分中介效果。 

表 7 整體中介模式驗證表 

 回饋期望 (Me) 行為意圖 (Y) 

 模式 1-1 模式 1-2 模式 2-1 模式 2-2 模式 2-3 

控制變數      

  性別 0.200 0.175 0.152 0.125 0.075 

  所得 0.081 0.032 0.129 0.077 0.068 

  經驗 0.138 0.044 0.149 0.050 0.037 

自變數      

  內容認同 (X)  0.665***  0.705*** 0.515*** 

中介變數      

  回饋期望(Me)     0.285*** 

R2. 0.062.. 0.492 0.062 0.544 0.585 

F value. 6.363*** 69.251*** 6.298 85.261 80.411 

R2 change. 0.062 0.430 0.062 0.482 0.041 

F value change. 6.363*** 241.891*** 6.298 302.315 28.372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表 8 公共社會類型中介模式驗證表 

 回饋期望 (Me1) 行為意圖 (Y1) 

 模式 1-1 模式 1-2 模式 2-1 模式 2-2 模式 2-3 

控制變數      

  性別 0.111 0.157 0.079 0.127 0.059 

  所得 0.118 0.032 0.086 -0.005 -0.019 

  經驗 0.129 0.028 0.138 0.032 0.019 

自變數      

  內容認同 (X1)  0.696***  0.737*** 0.434*** 

中介變數      

  回饋期望(Me1)     0.436*** 

R2. 0.050 

.. 

0.515 0.038 0.560 0.652 

F value. 2.327 34.780*** 1.741 41.663*** 48.756*** 

R2 change. 0.050 0.465 0.038 0.522 0.092 

F value change. 2.327*** 125.551*** 1.741 155.234*** 34.506***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The Impact of Contents Identity to Behavioral Intention on Crowd  

Funding Platforms – A Mediation Model of Feedback Expectation  

 

  

201 

 

然而，本研究針對藝術設計類型的專案進行內容認同、回饋期望、行為意圖三者間的迴歸分析，

其結果由表 9 顯示。由模式 2-2 的結果可知，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具有顯著的預測力(β=0.681, p<0.001)，

因此假設 2 得到支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模式 2-3 的結果，藝術設計類型專案的回饋期望對行為意

圖的影響並不具有顯著的預測力(β=0.137,p>0.05)，為進一步檢驗直接效果的存在，本研究使用 Sobel 

(1982) 係數相乘法結果顯示效用值 1.71(z<1.96)藝術設計類型專案不具干擾效果只有直接效果。本研

究利用 AMO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徑路分析來檢驗回饋期望是否在內容認同與行為意圖反應之間扮演

著中介的角色之驗證。「內容認同」對「回饋期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767，t=15.883***)，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 0.001 )；「回饋期望」對「行為意圖」 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65，t 

=5.368***)，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553，

t=9.947***)，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從前述三條路徑結果可以判定，「回饋期望」在「內容認同」與

「行為意圖」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而表 10 則是顯示路徑效果比例，間接效果佔總效果之比例為 

36%，因比例不超過 80%，依 Jose(2003)提出中介效用評估準則，表示中介效用為「部分中介」。因

此本研究假設 3 皆成立。本研究利用群組分析法來檢驗不同專案類型對各中介模式路徑是否產生調節

效果，即做一階調節與二階調節及直接調節之不同專案之群組比較，將依據 Bentler 和 Bonnet(1980) 

提出卡方差異檢定準則，兩個模型之間在自由度為 1 與 α=0.05 的情形下，卡方差異達到 3.84 即表示

存在干擾效果。 

  

表 9 藝術設計類型中介模式驗證表 

 回饋期望 (Me2) 行為意圖 (Y2) 

 模式 1-1 模式 1-2 模式 2-1 模式 2-2 模式 2-3 

控制變數      

  性別 0.283 0.176 0.248 0.140 0.116 

  所得 0.058 0.011 0.193 0.147 0.145 

  經驗 0.175 0.044 0.178 0.047 0.041 

自變數      

  內容認同 (X2)  0.682***  0.681*** 0.587*** 

中介變數      

  回饋期望(Me2)     0.137 

R2. 0.088 0.528 0.104 0.543 0.552 

F value. 4.841** 41.918*** 0.842 44.556*** 36.705*** 

R2 change. 0.088 0.440 0.104 0.439 0.009 

F value change 4.481** 139.797*** 5.842 144.093 2.965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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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徑路效果比例表 

 公式 百分比% 

直接效果佔總效果之比例 

𝒄

𝒄′
 73 

間接效果佔總效果之比例 

𝒂𝟏𝒃𝟏

𝒄
 36 

註 1：a1 為內容認同到回饋期望的非標準化路徑係數。 

註 2：b1 為回饋期望到行為意圖的非標準化路徑係數。 

註 3：C 為直接效果；C’為總效果。 

由表 11 不同專案類型之群組分析模式比較結果顯示。不同專案類型在「內容認同」對「回饋期

望」之影響不具有一階調節效果(𝛘𝟐=0.106, p=0.745)，在達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水準；不同專案類型對「回

饋期望」對「行為意圖」之影響具有二階調節效果，(𝛘𝟐=5.824, p=0.016)，達統計上具有顯著水準；不

同專案類型對「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也具有直接調節效果，(𝛘𝟐 3.900, p= 0.048)，達統計上的具

有顯著水準。 最後，經由以上敘述得知，在不同專案類型下二階調節、直接調節皆產生顯著差異。因

此，本研究假設 4-2 與假說 4-3 皆成立。 

由群組分析法得知二階調節與直接調節皆產生顯著差異，因此進一步瞭解兩種不同專案類型在二

階調節與直接調節的關係程度。依據 Aiken 和 West(1991)研究建議可將自變數回饋期望從離平均差

(3.4802)正、負一個標準差(Std = 0.54069)，也就是(Me + Std=4.10376, Me - Std=2.85664)來討論。因此

利用迴歸分析圖來探討公共社會類(Y1)、藝術設計類(Y2)的回饋期望(Me)對行為意圖(Y)的回歸線如圖

2，其結果顯示贊助者在回饋期望對行為意圖受到不同專案類型所調節的，因二階調節顯著。就公共社

會類而言，其回饋期望與行為意圖的正相關大於藝術設計類，由此可以推論，當贊助者的回饋期望越

強時，贊助者對公共社會類專案的行為意圖越強。相反地，當贊助者的回饋期望不強時，贊助者則對

藝術設計類專案的行為意圖較強。接著檢驗在不同類型專案影響下贊助者的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的直

接調節效果差異程度，將自變數內容認同從離平均值(3.438)正、負一個標準差(0.624)， 

表 11 不同專案類型之群組分析模式比較表 

Model df CMIN p 值 

一階干擾 1 0.106 0.745 

二階干擾 1 5.824 0.016** 

直接干擾 1 3.900 0.048** 

註：*表 p <0.05，  **表 p <0.01，  ***表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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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專案類型之二階調節作用圖 圖 3 專案類型之直接調節作用圖 

也就是(Me + Std=3.97899, Me - Std=2.89761)來討論，利用迴歸分析圖來探討公共社會類(Y3)、藝

術設計類(Y4)與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的迴歸線如圖 3 所示。可以發現，探討內容認同望對行為意圖的

影響是否受到不同專案類型所調節，其結果顯示贊助者在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受到不同專案類型所調

節的，因直接調節效果顯著。就藝術設計類而言，其內容認同與行為意圖的正向關係大於公共社會類，

由此可以推論，當贊助者的內容認同越強時，贊助者對藝術設計類專案的行為意圖越強。相反地，當

贊助者的內容認同稍弱低於平均值時，贊助者則對公共社會類專案的行為意圖較強。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公共/社會與藝術/設計兩類的專案來探討，主要分析瀏覽者基本屬性的不同對各構面是

有部分影響、內容認同越高參與募資平台的行為意圖就越強烈、回饋期望扮演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影

響間的中介角色、專案類型對中介模式有二階和直接的調節效果。另將個人屬性分為性別、收入與有

無贊助募資相關經驗三部份，第一部分女性比男性有較高的回饋期望與行為意圖，本研究認為女性天

生因為懂得去關懷、照顧他人較有同理心，所以當看到有人有夢想需要幫助時就比較會想去參與募資

的行為，而進一步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實體的回饋或參與此活動的意願相對提高。第二部分收入每月在

20,000 元以上的受訪者贊助意願較高，本研究認為收入較高的人較有充裕的資金去做多方面的支配，

所以更願意幫助別人實現夢想並願意出錢去支持他所認同的專案。第三部分有接觸募資經驗的受訪者

皆有較高的內容認同、回饋期望及行為意圖，因為了解募資平台的理念且對募資平台有一定的認識與

認知，因此更願意幫助平台的提案者。提案者透過平台向大家宣傳、展示自己的計畫內容，希望瀏覽

者透過專案的內容而產生共鳴並且願意去支持。而本研究中發現贊助者只要對內容有很高的認同，則

他願意贊助的行為就會越強烈。原因可能是瀏覽者有相同的理想或是覺得內容有創意、獨特，讓人覺

得很有吸引力，也有可能是對內容產生信任感覺得提案者的想法是有價值的，所以更願意去參與此專

案。從中介效果分析驗證，回饋期望屬於部分中介的關係，表示內容認同對行為意圖有直接效果，但

加入回饋期望後更能幫助提案者盡快完成籌集資金的目標，這代表贊助者覺得內容有沒有觸動到他的

感覺是最重要的，而回饋是有加分的效果。其中回饋的部分瀏覽者偏向喜愛實體與體驗，在實體方面

或許對於瀏覽者來說實體的回饋被注入了和專案相同的理念或與瀏覽者想法類似的商品，或者實體回

饋品在設計上是有趣的，也或許是對於瀏覽者來說是有需要的商品，在體驗方面瀏覽者覺得此專案非

常有意義或是自己的也有類似的想法，所以也想要一起參與此活動。最後專案類型對中介模式有二階

和直階的調節效果，第一部分在二階調節的部分公共/社會類的比藝術/設計類還要高，這顯示出公共/

社會類的回饋期望越高則行為意圖就會越強烈，也代表公共/社會類的贊助者很希望贊助後可以得到一

些回饋，公共/社會類的回饋可能不是實體的回饋，因為大家認為取之社會所以想要回饋社會，想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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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出一份心力，在公共/社會類上大家也比較容易產生關懷、憐憫，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去幫助

他人，一起去參與公益活動、社會議題等。第二部分，直接調節的部分藝術/設計類是比公共/社會類來

的高，這顯示出，藝術/設計類的贊助者很在乎內容夠不夠吸引或有沒有讓人感動的地方，原因可能是

藝術設計類大家比較期望看到一些獨特或有創意的想法，所以會比較在乎內容是不是會讓贊助者有感

覺。 

經由前述各章節的分析與探討，本節將歸納出以下主要研究發現，並給予募資平台的業者及提案

者做專案上的建議：本研究發現女性在參與的意圖上比男性還要高，建議提案者在做專案時，所寫的

介紹詞、自己的理想、規劃活動、未來的發展與計畫，可以先想過女性覺得值得去聊嗎?會成為女性之

間的話題嗎?然後把目標市場鎖定在女性，並且抓住女性的消費心理去做行銷，可以在產品上做一些精

緻有美感的設計，製作影片時也可以加入一些情緒讓人看了會產生動人的感覺，在回饋品上可以去思

考女性會不會覺得有趣、有沒有幫助。第二，本研究發現有經驗的瀏覽者更願意參與此募資活動，建

議可以透過社群還有媒體的力量來增加曝光率，讓更多人對募資平台有更多的認識。提案者也可以自

己架設社群網站，建立自己的粉絲團去讓更多人認識自己的理想，創造屬於個人的品牌。甚至在執行

計畫時能開設直播，讓未參加過此類型活動的人們，了解你的計劃知道你是如何去追夢，更能達到推

廣活動的目的。第三，本研究發現贊助者對不同的類型所在乎的會有所不同，在社會/公共類的贊助者

期待可以得到回饋，有回饋就比較容易產生贊助的行為，而本研究中的回饋以實體還有體驗這兩類是

最多贊助者期望得到的，所以建議社會/公共類可以用實體還有體驗去延伸更多的回饋品，例如:參與

一日關懷銀髮族。而在藝術/設計類比較在乎內容是不是可以產生興趣、喜歡等，因此提案者的內容就

變得重要，所以再做專案內容前要先對你所想要的理念進行市場的客觀了解，你的想法在市場上是不

是行得通，有沒有類似的想法、商品，然後和別人有甚麼差異，有差異是最容易吸引消費者的方式，

有差異後內容要如何可以讓消費者產生情感連結，例如: 影片的部分拍攝成微電影，把自己的想法變

成一個故事，讓消費者感受到你的理念，對你的專案有一定的認知，然後創造瀏覽者贊助你的理由。

第四，由於本研究只針對回饋期望做中介的角色，然而在募資平台上還有很多因素是會影響贊助者的

贊助意願，像是提案者與贊助者互動關係的強弱、目標金額設定的高低、贊助者上線後的募資情況，

都會影響到贊助者的贊助意願，都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足以後續研究加入探討，故本研究建議後

續研究者可以針對特定的募資平台在進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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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策略中有故事嗎？-以知識分類學觀點探討策略故事類型之
研究 

There Are a Story in Your Strategy? -The Research of Discussing the Type 

of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onomy 

蔡展維 Daniel Chan-Wei TSAI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所副教授 

陳信宇 Hsin-Yu CHEN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摘要 

策略故事起源於 2010 年起我們所做的一系列有關策略變化的研究，強調不同時期之策略手段間

獨特且緊密的關係亦是一種策略，也是企業重要的競爭優勢來源。而我們過去的研究主要是從策略故

事本質、浮現過程及應用三個方面來嘗試建構理論的一般性，對於實務上的應用較缺乏探討。 

因此本研究透過知識分類學觀點，歸納策略故事之共同要素，從中粹取出發展脈絡合理性與發展

手段多樣性做為分類架構之分類基準，並將十七個個案依照準則放入矩陣分類架構中，並推導出四種

策略故事之類型，傳統專注、積極專注、積極跨界、傳統跨界。我們期望透過策略故事類型之建立，

可以幫助企業管理者在建構其獨特的策略故事時可以有著更清楚的思考邏輯來做為未來企業決策之

依據，乃至於以哲學的角度做為企業經營依循之圭臬。 

關鍵字：策略管理、策略故事、知識分類學 

 

ABSTRACT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is a dynamics theory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our researches are started 

from the research about strategic change in 2010. This concept emphasi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period. 

In this paper, we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type of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onomy, complying Taxonomy to systematically classify 17 cases, allocate and explore the logic of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by organizing and charting them. We hope that by analyzing those cases,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can be more complete, and help entrepreneurs with clear logics to 

make decisions.  

 

Keywords: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Strategic Change,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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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在複雜且多樣化的策略研究中，無論是在學理或是實務中皆以策略內容研究為主流，使得

策略過程研究較不受到重視。且過去的策略內容研究大多屬於靜態、單一層次的分析，研究方法也多

以邏輯實證論為主。然而策略本非選擇的結果而是一連串獨立事件的動態連結，具有差異性及連結性

的本質，將一連串獨立的策略事件做有意義的連結也是一種重要的策略手段，而此種概念我們將其稱

為策略故事。策略故事(Narrative Strategy Story)概念溯本求源為生命故事(Life Story)，而生命故事之觀

點近年來多使用於社會研究之敘說探究法(Narrative Inquiry)。而有關故事概念之策略研究主要分為兩

種不同的取向，一者為將策略視為一種實踐過程(Practice Process)，第二即是將策略視為一種敘說

(Strategy as a type of narrative)(蔡展維，2012)。然而這些策略研究都是以一段期間做為其研究主題，對

實踐過程的學者來說，策略是一種事後諸葛的概念；而對於敘說的學者來說，策略則屬於事前的概念，

並不能有效的表達企業策略之全貌。 

針對此點，我們（蔡展維，2012）提出策略故事之初探性研究，認為策略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強

調不同時期之策略手段間特殊邏輯關係。而這些策略手段間獨特且緊密的關係，就是企業重要的競爭

優勢來源。而在此概念下，策略故事應具備「故事差異性」與「故事連接性」等兩個特質，且故事差

異性中又區分為目的、策略取徑、策略手段的差異性；而故事連接性也分為「手段互補性」、「可供

敘說之性」等特質。在蔡展維與劉秀鈴(2013)亦針對策略故事浮現過程做深入研究，策略故事的浮現

最重要的並非策略手段的選擇，而是策略手段間的轉變，在研究中稱之為策略轉折(Strategy Transition)。

策略故事之浮現還有一點為漸進式的敘說過程(Incremental Narrative Process)，策略故事形成的過程是

一種漸進式的邏輯，是由無數的小故事(Smaill Story)透過策略轉折之潤飾後形成一個卓越故事(Great 

Story)。而在探討過策略故事本質及浮現之後，我們也開始嘗試以策略故事之概念來解釋諸多策略理論

缺口，包括：策略兩難(蔡展維、劉佩玲，2012)、策略過程論(蔡展維、黃于芳，2013)、成長策略(蔡展

維、王雪樺，2013)、個案導向式之比較研究方法(蔡展維、郭姿秀，2014)、Porter 謎題(蔡展維、陳思

婷，2014)。總歸來說，過去這一系列策略故事之主要研究焦點有三，第一，從複數個案中歸納出策略

故事之特性及本質。第二，從深入訪談以及對個案之爬梳中展演出策略故事之浮現過程。第三，運用

策略故事概念已重新檢討策略管理理論發展所留下之各種理論課題。 

然而我們目前研究的脈絡大都止於對此概念的陳述與理論應用，較忽略此一理論概念之實用性。

換句話說，在理論的發展中，一般性固然很重要，但若要探討其實用性還是應該要更全面地探討理論

之特殊性。每間企業之策略故事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同的企業有著不同的產業與環境背景，而不同的

管理者也有著不同的思惟模式，這都會造成每個策略故事間的差異性，而了解此一差異性則是策略故

事概念實務應用的關鍵。所以若要補強策略故事在實務上應用不足的問題，就必須要了解每個策略故

事間的差異性，並且從這些差異性中歸納出其脈絡，以找出策略故事之實用性。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哲

學之知識分類學(Taxonomy)觀點來探討策略故事之類型，試圖將過去十七個個案企業重新整理並繪制

策略故事圖，並依照知識分類學的方法將十七個個案有系統的粹取出共同要素做為分類之基準，嘗試

探討策略故事之分類架構的思考邏輯。 

貳、理論探討及研究方法 

本節中我們將由策略故事的緣起與發展背景切入，並敘述策略故事之本質、浮現過程及應用，最

後則是整理過去策略故事之研究方法，以勾勒出策略故事研究之全貌。 

一、策略故事之緣起與發展背景 

蔡展維(2012)所提之策略故事最早是起源於生命故事，這意味著策略是從策略變化過程間由不同

策略手段所組成之生命故事，然而生命故事的觀點並非來自經營管理領域之研究範疇。生命故事概念

最早要追溯到 Bruner(1986)之研究。他提出人類有兩種思考模式，其一為故事性的思考(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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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而 Polkinghorne(1988)更認為敘說是一種以故事的形式，用來表達內在思維的組織基模，它

可被視為創造故事的過程；而 Johansson(2004)更建議採取「述說生命故事」(Life Story Telling)的方式

來進行個人資料採集與質問式問答，也就是只針對問題或具體事實進行資料採集，其中訴說生命故事

指的是詢問企業創業至今的過程，並探討這些過程之中又存在哪些關聯；蔡敦浩及李慶芳(2008)亦認

為「敘說探究」是以生命故事的形式展現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之方法。總而言之，生命故事是透過敘說

探究研究方法所做出的研究結果，其共通點在於皆由一連串具有相互邏輯性之不同事件所組成，每個

不同事件均有其發生之背景與脈絡，透過特定有意義的序列編排且串連起來之結果，因此敘說探究或

生命故事的概念並非過去只針對單一情況、單一背景、單一時點的研究，而是一段期間的事件，可將

此研究視為一種動態的故事概念。近年來這種動態的觀點越來越為人所探討與研究，而這種敘說探究、

生命故事的概念也被應用在策略管理的研究領域中。 

過去策略管理中的研究主要分成兩種類型(Fahey and Christenen，1986)，一為策略內容研究(Strategy 

Content Research)，這是比較偏向靜態的研究；另一種則是將策略視為一種實踐過程(Practice Process)，

而這樣動態過程的研究也分為以下兩種不同的取向： 

一為策略管理中創發學派的學者所做之研究，其研究內容為透過個案故事及特定理論觀點來解釋

實現策略(Realized Strategy)中非計劃性之形成過程。例如：Pascale(1984)從本田公司在美國成功之個案

故事及學習理論來說明本田策略之形成過程、而 Mintzberg(2007)亦透過加拿大國家電影公司與加拿大

航空等數個個案故事來說明真實企業中之策略形成過程。而其後續的研究學者 Burgelman(2002)更透過

英特爾之個案故事，重覆驗證 Mintzberg 所提出之理論，認為現實生活中已實現的策略裡，其形成過

程會經過兩種不同的路線：一為誘發型策略過程、一為自律型策略過程(社內創業)。另外後續也有

Whittington(1996)、Langley(2007)、Jarabkowski & Spee(2009)等學者將這些從實踐過程中衍生出的策略

(Strategy as Practice)定位為一種新的研究路線，強調管理者在策略形成的過程中的思考 (Process 

Thinking)的重要性。綜觀上述學者對於策略形成過程的研究，雖然有別於過去對症下藥的策略內容研

究，透過一段故事 (個案)來說明策略的形成，並且詮釋特定理論之內容，及強調了策略在現場之實施

過程的重要性，但對這些策略過程研究的學者而言，故事(個案)只是用以佐證研究之理論正確性的手

段依據而已，而這樣的觀點還是偏向短期的動態觀點，並非探討企業一段期間裡每個策略手段的選擇

以及策略選擇的變化對於企業的成長、競爭的影響。 

第二種研究取向是將策略視為一種敘說(Strategy as a type of narrative) (蔡敦浩等，2011)。有別於

策略內容研究那樣對症下藥的靜態策略研究，也有別於上一種研究取向，是針對單一策略形成的過程

之研究。此種觀點認為有效的策略除了要滿足內外環境的情況外，更需要具有邏輯性與說服力以有效

推動策略，因此也要將策略視為一種敘說性故事。最早提出敘說觀點應用於策略領域的是 Barry & 

Elmes(1997)。他們認為從敘說的角度來看，策略需要其可信度與新奇性。因為要有可信度，企業之策

略必須要講究其情節之內容，情節之次序安排與情節所構成之策略故事之可讀性。 

策略故事這個名詞，最早由 Shaw et al.(1998)提出，當時以策略故事(Strategic Story)之觀點主張應

該使用像劇本一樣的方法來取代傳統的策略計劃。換句話說策略故事是一種事前的動作，一方面可以

用於與第一線的管理者溝通，另一方面也是強調策略並不是天馬行空的幻想，需要考慮能否實踐的問

題。而日本學者楠木建(2010)提出策略故事(Strategic Story)有別於 Shaw et al.(1998)所提出之策略故事

(Strategic Story)的概念，楠木建(2010)認為策略思考並不是「靜止畫」的概念，應該想像成「動畫」，

即為策略組織成故事。並提出策略故事的 5C，分別為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概念(Concept)、

構成要素(Components)、關鍵核心(Critical Core)、一致性(Consistency)。並且把策略故事的好壞評價分

為三種，分別為故事的強度(robustness)、故事的廣度(scope)、故事的長度(expandability)。當你的策略

故事同時具備強度、廣度、長度的時候，則可稱之為條理分明的故事，也就是所謂好的策略故事應該

具備的條件。 

二、策略故事之本質、浮現過程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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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策略故事一系列的研究從 2010 年開始展開，總結起來可歸納出三個階段，分別為：內容與

本質、浮現過程與應用。 

要探討策略故事之前，首先要了解策略故事之基礎的理論。我們認為過去策略管理領域中一直環

繞『論爭（Debate）』這個概念做為理論發展的動力，而當中最為人所知的則是 Ansoff vs. Mintzberg，

以及 Porter vs. Barney 兩個論爭。正因為有這些論爭，策略管理雖然發展至今只約一甲子的時間，但是

其理論之多樣性及發展的速度卻非任何領域可比擬的。面對如此蓬勃發展的理論，我們分別整理策略

管理之諸多論爭並匯整出策略管理之四大學派如下圖： 

 

【圖 1】 策略管理之理論性架構 

資料來源：蔡展維(2005) 

此兩軸四象限的學派分別為：環境、過程重視的計畫學派；環境、內容重視的定位學派；組織、

過程重視的創發學派；組織、內容重視的資源學派，而我們在此後的策略故事研究中即是從此四大學

派整理出各別的策略事件，策略故事研究也就是從這邊開始萌芽發展的。 

而在過去一系列策略故事的研究中，主要分成兩個時期，在 2013 年之前屬於理論發展期，2013

之後為理論應用期。蔡展維(2012)認為策略故事(Narrative Strategy Story)具有兩種特性，一為故事差異

性，二為故事連接性。在故事差異性中分為三點，分別是目的的差異性、策略取徑的差異性、策略手

段的差異性。目的的差異性：在策略的目的上，分為成長、競爭兩個層面，也可以稱為公司策略、事

業部策略，面對成長與競爭策略目的上，公司在同一個時間點有可能選擇成長、也有可能選擇競爭，

甚至也有成長與競爭並行。策略取徑的差異性：在選擇完目的之後，接著公司面對到策略取徑的不同，

共分為從上而下、從外而內、從下而上、從內而外四種不同的策略取徑。甚至還有同一時間選擇一種

至四種不同的策略取徑。手段的差異性：選擇完不同的策略取徑後，接著是選擇當下最適合的策略手

段，各別策略取徑中分別有二至八個不等的策略手段，依照公司所面對的環境、公司內部資源、公司

的策略風格，選擇出最適當的手段。在這三種差異中，看似只有兩個目的、四個策略取徑、十七個策

略手段，但是將其組合起來，再加以思考公司所面對的各種情況，所產生出來的變化稱之為策略故事。 

在故事連接性中又分為兩點：策略手段之間具備互補性、策略故事本身可供敘說之程度。蔡展維

(2012)提到，策略手段之間具備互補性特別是指兩個具有直接連結關係之策略手段間必須要有前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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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輔助之相互關係。而透過互補性的說明，更清楚的說明策略故事除了策略選擇、策略變化外，指的

是兩個以上具有互補概念之事件或行為所連接而成之脈絡；策略故事本身可供敘說之程度則更強調一

連串策略行動所構成之策略故事本身所具備之內涵及條理。好的策略故事應該具有強而有力之故事

性，此故事性如可供員工或外部者清楚敘說之程度越高，即表示該企業之策略手段間之連接性越強，

員工對策略手段間轉折之意義也就越了解。 

隨後我們也針對故事連接性做深入研究提出策略故事浮現過程概念，蔡展維與劉秀鈴(2013)認為

故事連接性中之手段互補性及可供敘說之程度等兩個構成要素是更加重要的，因此針對其提出更詳盡

的說明，並提出策略轉折(Strategy Transition)與漸進式的敘說過程(Incremental Narrative Process)等兩個

重要概念以解釋策略故事之浮現過程。策略轉折指的是當企業面臨產業環境與產業結構發生改變時，

其策略之取徑與行為將會產生重大之變革，將此重大之策略變化稱之為「策略轉折」，而這點同時也

呼應故事連接性之手段互補性，並且更清楚的解釋手段間轉變的過程。而另一點則是漸進式的敘說過

程，每當企業發生策略轉折時，高階管理者首先除了會先看策略要素，如意圖之變更或外部環境變化

之外，他也會去針對過去的策略脈絡進行回顧式的想定。而接下來高階管理者會先檢視公司到目前為

止做了什麼事情，之後才做出與之前決定有連結之選擇。而最後在新的策略付諸實施前，我們發現他

又會重覆的去檢視之前的策略手段與取徑後並進行故事之敘說。而這樣的過程會形成一個小故事

(Small Story)。而策略故事的形成則是由這些小故事所串連起來並共同組成一個大故事。而企業之策略

故事是一步一步的經由無數次的敘說與連結所形成的，這也稱之為漸進式之敘說過程。 

在對策略故事有初步理論概念化之後，2013 年起則是策略故事理論應用期，其研究主要都是以解

決理論課題為主，蔡展維與黃于芳(2013)透過策略故事的觀點來修正策略過程之理論缺口、蔡展維與

王雪樺(2013)則是透過策略故事的觀點來修正企業成長策略之理論缺口、蔡展維與陳思婷(2014)透過策

略故事的觀點來看定位學派之學者 Porter 之七大謎題，並嘗試修正其謎題內容、蔡展維(2014)以策略

故事觀點來看企業之商業模式，並比較策略故事與商業模式之互動關係。而蔡展維與郭姿秀(2014)則

是針對研究方法的建構加以深入探討，探討多重個案與單一個案之優缺點，並為策略故事之研究提供

一個更加完整且嚴謹的研究方法。 

三、策略故事研究法 

過去策略故事研究中，從 2010 年至今，其研究方法經過許多位學者的推導及修改，從最初的次級

資料收集企業之歷史事件並依此整理為策略故事，演變至今已發展為一套嚴謹且具有高度研究價值的

研究方法，因此本研究將從過去一系列之先行研究中整理出一整套策略故事之研究方法，並將之定名

為「策略故事研究法」，以供後續研究者有一套有系統之研究方法依據。而策略故事研究法也可以說

是以策略的觀點來進行企業史的一種研究。在台灣企業史研究一直以來都不受重視，原因有三：1.量

化論文抬頭、2.資料取得不易、3.研究耗時。過去中央研究院在 1986 年成立台灣史研究所，對台灣企

業發展史的研究提出三種方法，分別是：個人傳記與回憶錄、公司發展史、專題性研究。司徒達賢(2011)

表示：「歷史的演進是多元互動、多向循環的複雜過程。無論是個別企業或政府政策制定者，都必須

『鑑往』才可能『知來』。……因此我們對歷史學家能投入企業史的研究，抱以極高的期望與期待。」 

縱觀過去對企業史的研究方法，並沒有一套很清楚的步驟可以將企業史研究做有系統的整理，我

們對於策略故事之研究主要採用次級資料的收集，並且以專題性研究的方式，針對企業策略做詳細的

整理，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出企業策略發展之軌跡。而隨著研究時間的增加，我們開始針對研究方法加

以琢磨，並且發展出一套有系統且嚴謹的研究方法。將策略故事研究法流程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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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策略故事研究法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策略故事研究法是質性研究的一種，主要運用敘說探究法及次級資料收集法，亦可採用訪談法取

代資料收集的方法，策略故事經過本研究一系列之先行研究，儼然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各別

細項也做出完善的整理。分別一一說明之。 

(一)尋找研究個案 

個案的選擇對於策略故事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取樣方法採用立意取樣，立意取樣為非機率

取樣，基於立意取樣所選出的樣本，其研究目的並非從樣本推估母體，而是研究者為達研究目的而仔

細挑選出來的研究對象。而策略故事之研究目的是透過動態的的觀念來檢視企業從創業至今發展過程

中所發生的策略事件，基於這個研究目的，在挑選個案時應優先考慮四個問題：1.個案企業是否在該

產業中具足夠代表性？2.個案企業從創業至今的時間是否足夠長？3.個案企業所運用的策略手段是否

足夠多樣？4.個案企業是否為上市上櫃公司？亦或是研究者可收集到較完整資料之個案企業？ 

(二)了解策略管理理論 

在策略故事的研究中表面上看似訴說企業歷史，但是在那麼多的歷史事件的背後卻是以博大精深

的策略管理理論為基礎，若沒有策略管理理論為基礎，看到的這些歷史事件也只是故事而已，並無法

串連成完整的策略故事。策略管理理論過去有許多學者做過整理，而策略故事這一系列的研究以我們

（蔡展維，2005）所提出策略管理之理論性架構為本研究策略管理理論之依據。除了理論依據之外，

還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操作型定義，過去由蔡展維與劉善璿(2010)、蔡展維與凃瑞騏(2011)所推導出之策

略事件表為策略故事研究中連接理論與實務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三)認識研究個案 

在了解完理論後，要從一些比較容易取得資料的地方了解研究個案，包括報章雜誌的報導、傳記、

官網……等，從各方面去對研究個案有初步的了解，可以稍微的知道研究個案策略之發展脈絡。 

(四)次級資料收集 

策略故事之研究採用次級資料收集，而次級資料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包括學術面、公司面、雜

學面。是先從碩博士論文網、華藝電子圖書館等學術網站搜尋過去學者對個案研究之期刊、論文，是



There Are a Story in Your Strategy? -The Research of Discussing the  

Type of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onomy 

 

  

213 

為學術面；從公司的角度可以從公司官網、卓越商情資料庫找到相關大事記，若為上市上櫃公司，亦

可從公開資訊觀測站上找出企業年報，年報中會有企業每年的發展方向，以及過去做過之重大決策，

而年報中的組織圖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從組織圖了解企業之整體架構，再從每間子公司去搜尋相關的

策略事件，是為公司面；而所謂的雜學面指的就是書報雜誌上的新聞、專題、採訪、報導、傳記等資

料，不過引用這些資料時要多留意一下資料的來源及真實性。最後將這三方面收集到之次級資料整理

為企業歷史事件表。 

(五)交叉編碼 

交叉編碼為策略故事研究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將過去步驟二及步驟四的產出做交叉編碼的動

作，也就是以策略管理之理論眼鏡來檢視實際企業發生的歷史事件，再從企業每個時期發生的歷史事

件加以印證策略管理理論，最後整理出策略事件年表。 

(六)找出重大策略轉折 

做完交叉編碼之後，會有很大篇幅的策略事件年表，為將故事做一套有邏輯的整理，因此將企業

從創業至今最後一個事件的期間劃分為四個時期，時期的劃分之依據有以下三點：1.當公司在公開內

部資訊中有明顯歷史年代之區分時優先做為本研究之劃分年代之依據。2.當公司有重大策略、行為足

以影響公司整體運作時，表示這個重大決策是對公司而言相當重要時。3.在策略事件年表中有明顯出

現新的策略手段與變化時，表示這個策略具有一定影響力。 

(七)製作頻率表及散佈圖 

在經過交叉編碼及確定重大策略轉折之後，開始針對每個時期運用簡單的計數統計計算出每個學

派的比率以及每個策略手段出現的比率，整理出策略事件步率表，並且依照其比率分為四個等級：

N(Nil)即比率為 0%、L(Low)即比率為 0%以上至 24%、M(Medium)即比率為 25%至 49%、H(High)即

比率為 50%以上。接下來並運用 Excel 的圖表繪製散佈圖，將 X 軸設為年份，Y 軸設為策略手段的編

碼，將企業策略事件年表中的每個事件的編碼放進散佈圖中，如此一來可以顯而易見的確認重大策略

轉折的時間點。 

(八)繪製策略故事圖 

從上述步驟踏實的一步一步走到這邊，腦海中自然會浮現策略故事圖的脈絡。故事圖從左到右是

一個時間軸的概念，故事圖的組成有以下四種要素：實線箭頭、虛線框框、主要策略、次要策略。前

面將企業劃分為四個時期，將每個時期主要策略放在中間，而輔助的次要策略則是以實線箭頭表示與

主要策略或是其他策略的關聯性，而同一時點出現較零散無關聯的策略則以虛線框表示。而在整張故

事圖的下方分別列出每個時期的年份區間、主要策略學派運用、主要策略手段運用，以策略手段間的

連結所繪製的策略故事圖，簡單扼要的呈現企業悠久且錯綜複雜的策略手段運用彼此之間的關係。 

(九)敘說策略故事 

策略故事圖是以全面性的方式將錯綜複雜的策略手段用簡單的要素呈現企業整體策略運用的手

法，而敘說策略故事則是鉅細靡遺的交待所有策略手段之間的關係。策略故事是企業的一個大故事，

而這個大故事是由許多小故事編織而成，每個小故事的發生並非依序發生的，而是因何將每個小故事

有順序、有邏輯的穿插在一起，透過文字的方式呈現出一套完整有趣且富含邏輯的策略故事，就是敘

說策略故事中最為困難同時也是最為精采之處。 

參、研究觀點及研究場域 

本研究嘗試以哲學之知識分類學來探討策略故事，試圖將過去十七個個案企業重新整理並繪制策

略故事圖，並依照知識分類學的方法將十七個個案之策略故事圖有系統的粹取出共同要素做為分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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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並嘗試探討策略故事之分類架構整套的思考邏輯。藉此希望可以為學術界在策略故事之理論趨

於完整，也希望可以對實務界之企業管理者有更清楚的思考邏輯可以做為未來企業決策之依據。 

知識分類學是一個很普遍用在各類學科的一種理論，其目的主要是將現存之理論加以概念化、範

疇化，使人們對於理論可以更加了解、認識，並進一步可以運用。在英文裡，分類有以下四個詞句，

分別為：Classification、Categorization、Taxonomy、Ontology，而本研究將針對 Taxonomy(知識分類學)

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及說明。 

在《韋氏字典》(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 Taxonomy(知識分類學)

有兩個定義：1.分類的科學或技巧。2.有關生物鑑定、命名和分類的科學。而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將

Taxonomy 譯為分類學，是指生物學上將有機體從一般到特殊分成不同的層次組，以反映演化和通常

的形態關聯。透過楊雅婷與阮明淑(2006)整理，Taxonomy(知識分類學)有以下七種涵義：1.生物分類。

2.分類的科學或技巧。3.知識分類學。4.由範疇(Categories)和連結範疇的關係所組成的一種架構。5.將

蒐集的項目與事先定義好的標籤作配對的過程。6.分類表、分類系統、標籤系統。7.知識地圖。

Taxonomy(知識分類學)被廣泛用在各種領域，包括生物學、考古學、人格心理學等。生物學中瑞典植

物學家林奈(Carolus Linnaeus)出版了著作《自然生物分類》，提出了一套把生物分門別類的系統，也

就是大家比較熟知道界(kingdom)、綱(class)、目(order)、屬(genus)、種(species)；考古學中以標型學用

以判斷相對年代，依照古物的用途、製法、形制歸類，並根據其形態之差異程度，列出各自的發展序

列，以確定出土物的相對年代關係；心理學中則是將人的心理分成內傾型與外傾型、感覺型與直覺型、

思維型與情感型、判斷型與直覺型。並依照這四維八極構成十六種不同的心理類型(Daryl Sharp，2012)。 

我們透過知識分類學(Taxonomy)從研究個案之策略故事中粹取出共同要素做為分類基準，並嘗試

探討策略故事之分類架構整套的思考邏輯，藉此希望可以為學術界在策略故事之理論趨於完整，可以

對實務界之企業管理者有更清楚的思考邏輯可以做為未來企業決策之依據。研究個案的選擇依照策略

故事研究法所述，挑選在該產業中具足夠代表性、歷史悠久、且為上市上櫃公司。為證明策略故事之

理論可實用於各大產業中，因此本研究也從上市上櫃三十個類股中挑選出其中十一個類股的龍頭知名

企業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個案，分別為食品：統一、味全；紡織纖維：南紡、遠東；鋼鐵：中鋼、義聯；

電腦及週邊設備：宏碁、華碩；電機機械：大同；塑膠：台塑；貿易百貨：三商；觀光：王品；其他：

巨大、美利達；通信網路：宏達電；光電：奇美等共十七個個案。 

肆、策略故事之類型論 

依照知識分類學的觀點針對本研究十七個策略故事歸納出策略故事共同的特性，並從中粹取出兩

個共同要素做為本研究之分類準則，分別為「發展脈絡合理性」與「發展手段多樣性」。並依此繪製

出策略故事之分類矩陣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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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策略故事類型分類矩陣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展脈絡合理性」與「發展手段多樣性」是從策略故事中歸納出共同特性而得，本研究從兩個

角度粹取出策略故事的共同要素，一為理論特性、一為實證資料。在理論特性中有以下四個特性：學

派歷史序列、目的選擇方向、取徑使用比例、手段使用比例；而實證資料上則有企業歷史年份、時期

主題名稱。 

學派歷史序列：學派歷史序列是依據策略管理理論發展的序列做為依據，然而這邊只是整理出的

歷史序列只是按照計畫、定位、創發、資源的順序，若以此為分類架構之準則，會略嫌偏重在不按歷

史序列的部份，並無法很平均且清楚的呈現分類架構。 

目的選擇方向：在目的選擇方向中，可以看到大多企業在第一個時間都是以成長做為其目的選擇，

而隨後則是成長與競爭共同存在，若以此為分類架構，較不能區分出個案間的差別。 

取徑使用比例：取徑使用的比例是考量個案在每個時期主要使用之策略學派，以該時期最高比例

之策略學派為主，因此若要將此要素列入分類架構，則是以四個學派使用比例之多寡為考量，使用多

學派亦或是少學派的取徑使用比例。 

手段使用比例：計算方式是不計算總事件的 1%的策略手段，在總策略手段(26 個)中，個案企業在

所使用的策略手段佔總策略手段的比例，以 40%為判別點，大於 40%則為策略手段使用多元，小於 40%

則為策略手段簡單。 

企業歷史年份：企業之存續時間是每間企業的重要指標，能夠頂住經營壓力，也說明著企業在面

對種問題是能夠運用策略手段去解決，然而策略故事中的變化與企業歷史年份的時間並不會有很直接

的關係，因此企業歷史年份與策略之間，較難找出其關聯性。 

時期主題名稱：每個個案企業在策略故事中都會區分為四個時期，每個時期的主題名稱都是依照

該時期主要策略手段做為時期主題名稱，每個主題都是由研究者所命名，因此在主題名稱的考量上並

不是那麼客觀，較不適合做為分類架構之準則。 

綜上所述六個共同要素為：學派歷史序列、目的選擇方向、取徑使用比例、手段使用比例、企業

歷史年份、時期主題名稱，將學派歷史序列以及取徑使用比例加以整合為學派歷史序列，本研究也將

這些共同要素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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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策略故事分類要素資料總覽 

 
歷 史 序

列 
目的選擇方向 手段使用比例 企業歷史年份 時期主題名稱 

 
是 否 符

合 

第一時

期 

第二時

期 

第三時

期 

第四時

期 

手 段

使 用

數量 

手 段

使 用

比例 

創業 

年份 

存續 

年份 
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 第三時期 第四時期 

統一 是 成長 競爭 
成長 

競爭 
競爭 16/26 62% 1967 49 創業時期 集團化時期 國際化時期 全球化時期 

味全 是 成長 成長 成長 
成長 

競爭 
11/26 42% 1953 63 創業時期 

相關多角化 

時期 

垂直整合時

期 
國際化時期 

中鋼 是 競爭 成長 成長 成長 10/26 38% 1970 46 創業時期 
相關多角化 

時期 
轉投資時期 

市場滲透時

期 

義聯 否 成長 成長 成長 
成長 

競爭 
16/26 62% 1975 41 創業時期 

垂直整合時

期 

市場滲透時

期 
造鎮時期 

宏碁 否 
成長 

競爭 
成長 

成長 

競爭 
競爭 24/26 92% 1976 40 創生時期 成長時期 集團化時期 全球化時期 

華碩 否 
成長 

競爭 

成長 

競爭 
成長 

成長 

競爭 
19/26 73% 1990 26 創業時期 成長時期 巔峰時期 集團化時期 

宏 達

電 
是 成長 

成長 

競爭 
競爭 競爭 15/26 58% 1997 19 代工時期 競爭時期 

機海戰術時

期 
行銷時期 

王品 是 成長 成長 成長 成長 11/26 42% 1990 26 
非相關多角

化時期 
聚焦時期 多品牌時期 

低成本國際

化時期 

華航 否 成長 成長 成長 
成長 

競爭 
21/26 81% 1959 57 民營時期 

開擴航點時

期 

大量拓點時

期 

天合聯盟時

期 

三商 否 成長 
成長 

競爭 
成長 

成長 

競爭 
16/26 62% 1964 52 創業時期 成長時期 集團化時期 全球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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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策略故事分類要素資料總覽 

 
歷 史 序

列 
目的選擇方向 手段使用比例 企業歷史年份 時期主題名稱 

 
是 否 符

合 

第一時

期 

第二時

期 

第三時

期 

第四時

期 

手 段

使 用

數量 

手 段

使 用

比例 

創業 

年份 

存續 

年份 
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 第三時期 第四時期 

奇美 是 成長 成長 
成長 

競爭 
競爭 12/26 46% 1953 63 創生時期 成長時期 集團化時期 全球化時期 

台塑 是 成長 成長 成長 成長 11/26 42% 1954 62 成立之初期 成長時期 投資時期 國際化時期 

大同 否 成長 競爭 成長 成長 13/26 50% 1918 98 初創期 成長期 
垂直整合時

期 
多角化時期 

南紡 否 成長 成長 成長 成長 7/26 27% 1955 61 
市場開發時

期 

市場滲透時

期 

非相關多角

化時期 
轉投資時期 

遠東 否 成長 成長 成長 
成長 

競爭 
14/26 54% 1942 74 紡織主業期 

非相關多角

化時期 
市場開發期 聚焦電信期 

美 利

達 
否 

成長 

競爭 

成長 

競爭 

成長 

競爭 
競爭 14/26 54% 1968 48 代工時期 

自有品牌時

期 
多角化時期 多角化時期 

巨大 否 成長 
成長 

競爭 
競爭 競爭 13/26 50% 1972 44 代工時期 

自有品牌時

期 
國際化時期 多角化時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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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略故事類型分類要素說明 

在探討策略故事類型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兩個象限的涵意，X 軸為發展脈絡合理性，並參考取徑

的比例而來；而 Y 軸則是發展手段多樣性，也就是手段的多元性。 

（一）X 軸：發展脈絡合理性 

策略取徑的發展脈絡依照策略管理理論歷史發展的順序，這樣的發展脈絡具有兩層含意，一為時

代背景的發展意義、一為策略理論的發展意義。 

在時代背景的發展意義上，策略管理的發展背景主要是在美國，1955 年至 1975 年當時適逢越戰

之時，雖然主戰區並不在美國，但是戰爭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體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而策略管理就

是在美國這個自由經濟體的背景下所成長茁壯的產物，從長達近 20 年的越戰，到美國經濟趨於穩定，

隨後日本企業的衝擊，對策略管理的諸多理論來說，都是十分精彩且充實的養份。 

在策略理論的發展意義上，最早從 Chandler 提出成長策略，有部份企業正是按照這樣的發展順序

而成長著(計劃學派)；在企業不斷成長及多角化後，企業會產生出許多產品及服務，這時企業將策略

目的從成長轉為競爭，進而看到自己在產業中的定位(定位學派)；經過許多同業競爭者的相互廝殺後，

生存下來的企業其規模也日趨龐大，面對旗下許多事業部，管理者縱有三頭六臂亦無力面對，因此開

始將權力下放到事業部，在事業部中各自依其所面對的產業及問題，發展出事業部中的自律性策略行

動(創發學派)；隨著自律性策略行動的增加，企業的資源也越來越多，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管理者勢必

要將這些資源充份利用並予以整合，因此有了核心競爭力等資源學派之理論出現(資源學派)。策略管

理的理論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產生，而後續的學者也將這樣的發展過程予以事後諸葛的合理化，

讓這樣的策略理論順序賦予一個全新的意義。 

（二）Y 軸：發展手段多樣性 

合理的個案並不一定是好的個案，相對的，非合理的個案也有可能是績效良好的個案，這除了是

檢視企業策略取徑運用的先後順序外，也與發展手段多樣性習習相關。因此在 Y 軸的部份則是以發展

手段多樣性做為分類準則之考量。 

發展手段多樣性意味著兩件事，其一、管理者在策略思惟上較為豐富，有很多策略手段做選擇；

其二、企業所面對的環境較複雜，所以必須以複雜的策略手段加以應付。不論是哪個原因，當發展手

段多樣性豐富時，管理者就必須要更有邏輯的將這些手段加以連結，以免手段過度發散，所做的策略

失去意義。發展手段多樣性就好比主廚的菜單一樣，兩間餐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假設你是消

費者，一間菜單多樣、各式料理均可選擇、前菜點心小菜水果飲料一應俱全，而另一間則是只有一道

菜可以選擇，在不清楚各別菜色好壞的情況，會選擇哪一間呢？答案顯而易見，正如徐志摩的詩集所

說：「數大便是美！」儘管實際上能吃的菜只有一種，但是看著菜單上玲瑯滿目的菜色其實也是一大

享受。因此在策略手段的比例中，運用策略事件表中 60%以上的企業稱之為發展手段多元；而手段運

用低於 40%稱之為發展手段簡單。 

二、策略故事類型分類矩陣說明 

發展脈絡合理性與發展手段多樣性，若只是單從各別要素來看並不能說明企業在策略的運用上有

什麼獨到之處，但是將之穿插組合起來，卻能夠看出企業在策略手段、策略變化間運用的差異。因此

本研究以這兩個要素做為分類準則，共同建構出策略故事分類矩陣架構，而在分類矩陣架構中四個象

限分別代表著四種追求不同目的的策略故事，分別為：傳統專注之策略故事、積極專注之策略故事、

積極跨界之策略故事、傳統跨界之策略故事。 

（一）傳統專注之策略故事： 

這樣類型的策略故事最大的風格是在策略手段的運用上，會有所謂的「慣性變化」。先從取徑的

觀點來看，以美利達、巨大集團為例，在不同時期皆是以計畫學派為優先選擇的策略，不論是代工、



There Are a Story in Your Strategy? -The Research of Discussing the  

Type of Narrative Strategy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onomy 

 

219 

垂直整合、國際化、相關多角化，在計畫學派的策略成功後，則是進行定位學派的策略選擇，包括：

窄範圍或廣範圍的低成本或差異化，這樣的慣性變化說明著，當企業在運用計畫學派的成長策略時，

應該需要同時思考著如何與外在的競爭者做競爭，不能只限於企業內部的成長，而忽視了產品與外在

競爭者間的關係。再來是從手段的觀點來看，遠東集團為例，在不同時間皆以非相關多角化做為其主

要策略手段，隨後緊接著就會做市場開發的動作，使非相關多角化的策略效益可以更加顯著。而遠東

在選擇非相關多角化的策略，有時會發現產業進入障礙較高，因此在做非相關多角化的同時，也會選

擇併購、合資、策略聯盟等策略，使其在非相關多角化的過程中更加順利。 

透過這一類型之實證個案可以發現，傳統專注之策略故事最大的風格在於「慣性變化」，企業只

要不斷的重覆相近的策略變化，適時的針對各別產業、產品做些許的修正，即可不斷的讓企業成長。

因此在傳統專注之策略故事中給予的策略思考邏輯為：觀察過去企業成功的策略變化，亦或是觀察其

他企業成功的策略變化，不斷的複製的同時也做些許的修正，即可做為未來策略選擇的思考方向。 

（二）積極專注之策略故事 

此類型策略故事有一共通特性：「皆較專注單一產業」，由於單一產業所面對的內外部環境、問

題較為簡單，因此在策略手段的選擇上會較有彈性。綜觀這種類型的策略故事，宏達電主要研發、生

產、代工智慧型手機；台塑一開始生產塑料，隨後從事石化事業；王品則是發展出許多餐廳品牌；中

鋼皆以鋼鐵業為主；南紡則是以紡織為主，到後期才有如南紡夢時代等非相關多角化的策略浮現。這

幾個企業有一個共通的點，那就是他們對於自己所從事的事業都是非常專注的，並沒有從事多餘的相

關、非相關多角化事業。換句話說，當企業所面對的產業比較單純，或是只涉入單一產業，其所面對

內外部環境組織的問題相對多角化企業就較少，因此企業所需之策略手段也相對簡單，儘管在取徑上

並沒有一定的邏輯與順序，但卻足以應付企業經營的各項問題。 

以這類型策略故事中的宏達電為例，宏達電是最典型楠木建(2010)所說的企業，一開始以代工起

家的宏達電在發展出自己的智慧型手機以 QTEK 與 Dopod 兩個低價品牌進入市場，這樣的行為在策

略手段中是定位學派的窄範圍低成本；而隨後宏達電開始強化自己的研發設計能力，而這樣的策略手

段是資源學派中的獨特能力；在有了研發設計的能力之後，宏達電就更能夠在自己的智慧型手機事業

裡發展，推出不同價位不同的產品，稱之為機海策略，這樣的行動在策略手段中是定位學派的廣範圍

低成本。因此在宏達電的策略變化中可以看出其在策略手段的運用上在定位學派與資源學派這兩種取

徑中做切換，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策略故事。再從另一個觀點來看這類型的策略故事，以王品為例，王

品一開始以非相關多角化的方式進行不同產業的嘗試，最後選定了各式料理餐廳做為其主要經營產

業，並以創發學派中的自律性策略行動為其開拓新品牌的內部創業模式，在開拓新的品牌餐廳之後，  

（三）積極跨界之策略故事 

這是位在分類架構左上角的象限，這類型的策略故事有別於第二種專注本業的策略故事，而是採

取跨界分權的方式。跨界分權有兩個方向，一為跨國、一為跨產業。當企業面對這兩種情況的時候，

組織會較單一產業來的大且廣，以跨國企業來看，宏碁、華碩、華航都是這類型的企業，華航雖然看

似台灣企業，但是因為其產業的關係，航空業本身就是跨國的產業，所以將華航視為跨國產業；而宏

碁、華碩雖然都屬於專注本業的公司，但是這兩間企業也都是屬於跨國企業，由於策略故事所描述的

是一個集團之策略手段的運用及變化，因此在策略手段的上面會較為雜亂，以宏碁為例，宏碁在很早

期的時候就到美國、歐洲成立分公司，並且在荷蘭設立發貨倉庫，隨後在德國設立歐洲辦事處、日本

及德國設立分公司，以及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設立行銷服務據點，積極拓展海外市場，

在此之前所有海外拓點的策略都是較為發散的，而每個國家所面對的外部因素也有不同，因此宏碁所

使用的策略手段也略有不同，若直接從整體集團之策略手段運用來看，會顯得格外的凌亂且沒有規則，

但若是從各個國家來看分公司的策略，則會較為簡單易懂。 

而三商行則是另一種跨界企業，三商集團從一開始以手工藝品起家，隨後開始從事各類非相關多

角化的產品，其營業項目包括：百貨、電腦、家具、餐飲、鞋業、披薩、人壽、家具、童裝、美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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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富製藥、文具、飲料、藥妝……等跨足許多不同事業，並且做為各式各樣國外品牌、產品的代理商，

在面對那麼多不同的產業，企業必須要因應不同外部環境的問題，而組織內部也必須以子公司的方式

做回應，因此若直接從整體集團之策略手段運用來看，會顯得格外的凌亂且沒有規則，但是若是從各

別多角化子公司來看子公司的策略，則會較為簡單且易懂。 

不論是營銷全球的國際企業，又或是跨足多個產業的多角化集團，當企業所面的的外部環境問題

相對廣大時，企業就需要使用多元的策略手段以應付多變的環境，因此本研究亦將這類型之策略故事

稱之為亂中有序的策略故事。而這樣亂中有序的策略故事雖然看似亂槍打鳥，但是如果能如宏碁一樣，

由於很早就國際化，因此對文化、環境、政治、社會、人口等國家特色十分了解，將各國之區位優勢

加以整合，以達到全球不同地理位置的原物料、制造能力、勞力、以及市場之最佳組合，是為全球運

籌管理；而三商行在廣泛的非相關多角化之後，也嘗試著將自己旗下所擁有之多角化子公司加以整合，

例如：利用三商電腦在軟體上的技術，為三商美邦開發 APP 應用系統、為三商行外食部開發自動點餐

系統……等，諸如此類子公司間的整合，是企業很重要的核心競爭力。 

（四）傳統跨界之策略故事 

當策略取徑的變化是以歷史序列來演進時、當策略手段的運用是更為豐富且多元時，這樣的企業

最大的特色在於集團下的事業部間的整合程度相當高，其高階管理者不僅有未來的遠見，同時也會顧

及過去企業所運用之策略手段，並加以產生連結，若將前述之意涵六的管理者稱為後知後覺，那麼這

類型的企業就是反應敏捷的企業。策略制定的當下不可能一切都如計畫進行，然而反應敏捷的企業會

在自己的計畫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當外部環境的變化發生時，企業可以很快速的

做出反應，並且予以與過去策略手段做連結，這樣敏銳的嗅覺是管理者必須具備的。 

楠木建(2010)指出，一個好的故事就表示各項構成要素之間的因果關係密切，因此評估策略故事

的標準是故事的一致性 consistency)，而一致性的層次可由三個方面做考量：1.故事的強度(robustness)、

2.故事的廣度(scope)、3.故事的長度(expandability)。換句話說，策略手段間是要有因果關係，且一石數

鳥，且為長篇故事，在合理多元、條理分明的策略故事就是達到這三點考量的策略故事，是條理分明

的策略故事。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這類型策略故事的案例：統一、義聯。 

統一主要的事業部都是以相關多角化做發展，從最早的麵粉，緊接著做了紙器廠及罐頭廠，看似

非相關的產業，其實都是為了後續的商品化做舖路的動作，同時也投資了畜牧場，以求原物料的齊全，

隨後統一開發出各式產品，包括調味料、麵包、蛋糕、點心、泡麵……等；當統一的產品越來越多樣

之後，便開始往下游通路發展量販店以及便利商店；隨著集團事業體越來越龐大，統一組織改以次集

團的方式來運營，而這樣的組織改變也讓許多創發學派、資源學派的策略浮現，讓統一走向台灣生活

服務產業霸主的位置；義聯集團則是一個策略轉折非常特別的企業。義聯一開始從鋼鐵業起家，最初

的兩個時期都是以本業為主，不斷的強化自己鋼鐵業的生產與技術；隨後開始跨到建築業，做相關多

角化的事業；到第四時期開始有比較多樣且高整合程度的策略出現，因此有了義大世界，義大世界裡

面包括義守大學、義大國際中小學、義大皇家酒店、義大遊樂世界、義大世界購物廣場、義大天悅飯

店以及義大皇家，可說是一個小型的都市，裡面應有盡有，將大部份的生活機能緊密的整合在一起。

個案企業中的統一與義大都有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們都將自己的事業高度的整合在一起，並且妥善

的分權，使策略故事中的小故事緊密且細緻的編織在一起。 

伍、結論 

從上一章清楚的解釋各別象限中個案的特色與實務上管理者之思惟模式，在結論中本章將從各象

限的分析中提出實用性的管理意涵，以供管理者做為策略思考的依據。 

在傳統專注之策略故事中可以得出兩個意涵：意涵一：在策略取徑的運用中，取徑間的順序變化

是具有意義的，從計劃學派到定位學派，是企業慣用之策略取徑。意涵二：在策略手段的運用上，不

論是相關多角化或非相關多角化，企業習慣在多角化後輔以市場開發之策略手段，使其多角化更具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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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在積極專注之策略故事中可以得出兩個意涵：意涵三：延續楠木建(2010)所述，企業在策略手段

上的運用，可以在定位學派與資源學派中找到二者之平衡點，以做為企業策略手段選擇之參考。意涵

四：若企業只是在單一產業中發展，並不需要豐富且多元的策略手段，且在策略取徑上亦不需要有合

理的順序，只要是適合的策略手段，即便是非合理與簡單的故事，也是一個好的策略故事。 

在積極跨界之策略故事中可以得出兩個意涵：意涵五：當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相關挑戰較多時，

應使用較多的策略手段以因應之。意涵六：當企業經營一段時間後，就必需要回頭檢視自己過去所做

的策略手段，並試著將過去的策略手段加以連結為有意義的行為。 

在傳統跨界之策略故事中可以得出兩個意涵：意涵七：企業在面對多變的外部環境需要有敏銳的

嗅覺，而嗅覺的來源則來源自己對自身企業過去策略手段的熟悉程度。意涵八：一個好的策略故事是

一個動態的概念，整個企業發展歷程、每個時點策略手段的選擇、每個期間策略取徑的變化，共同構

築出一個既強且廣又長的策略故事。 

而檢討完這四種類型後，其實我們可以回來重新思考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是一個『好的』策略

故事？」。從四個不同的類型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在這些不管是產業龍頭還是保守發展的企業

中，其實他們可以在歷史洪流中毅力不搖數十年，除了在不同的時間選擇不同的策略手段外，最重要

的他們將這些策略手段做了有意義的前後連結。當然有些企業面對的產業較複雜，或是他們的事業發

展範圍較廣，以至於在策略的手段使用上較多樣化；又或是在一些可能是較新興的產業中，有些企業

在策略使用順序上並不會按照策略理論發展脈絡來做，而是從一開始就使用較為複雜的手法去經營企

業。總而言之，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企業，或者是面對不同的產業，亦或是不同的經營階段，這些企

業均著重手段的差異性與手段的連結性。而我們發現其實手段越複雜，連結性也就需要越高，這也與

過去策略故事本質的研究不謀而合，也即是我們更加確立策略故事真正的本質。 

最後本研究亦提出以下三點研究課題作為我們日後努力的方向，分別論述如下：一、策略故事之

研究截至今日有十七個個案，而台灣在 2015 年為止，上市公司家數多達 874 家，因此未來研究者還

可以朝向不同產業之上市公司進行策略故事之研究，讓策略故事之研究更臻完善。二、本研究僅透過

次級資料之蒐集與整理，藉此找出隱藏於事件背後之策略意涵，如能將此研究實際與個案企業之高階

管理者進行訪談，更能使策略故事的信效度更具真實。第三，不同類型之策略故事應有其對應之情境，

這些情境可以包括產業發展時間，環境的不確定性，創業者人格特質…等，後續研究也深入探討這些

因素與策略故事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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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聯盟型態對公司創新績效的影響 - 以研發能力為調節變項 

The Influence of Strategic Alliance Types on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R&D Capabilities as a Moderator. 

趙雨潔 Yu-Chieh CHAO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蘇建彰 Chien-Chang SU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研究根據資源基礎理論（Barney, 1991）與動態能力觀點（Teece et al., 1997），探討策略聯盟型

態與公司研發能力對公司創新績效的影響。主要研究對象為 2012 年至 2014 年期間台灣上市上櫃之高

科技產業公司(半導體、光電與電腦及周邊設備產業)，採用縱橫資料分析（Panel Data）探討策略聯盟

型態對公司創新績效之影響。 

本研究將策略聯盟型態分為研發聯盟、行銷聯盟、一對一聯盟、一對多聯盟與國際聯盟。研究結

果發現：（1）一對多聯盟對於公司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2）國際聯盟對於公司創新績效有正

向顯著影響；（3）公司研發能力對於「研發聯盟與公司創新績效之關係」具有正向調節效果，亦即研

發能力較強時，進行研發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4）公司研發能力對於「行銷聯盟與

公司創新績效之關係」具有正向調節效果，亦即研發能力較強時，進行行銷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有正

向顯著影響。 

關鍵字：策略聯盟型態、研發能力、創新績效、專利權 

ABSTRACT 

In this study ,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Barney , 1991）and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Teece et 

al., 1997）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types of strategic alliances on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s are TSEC/OTC-listed firms in the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semiconductor, eletro-optics, and computer peripher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2 through 2014 

in Taiwan. Using the analysis of panel dat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the types of strategic alliances 

on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lassified the types of strategic alliances as R&D alliances, marketing alliance, one-to-one 

alliances, one-to-many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Results show that : （1）. One-to-many alliances have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up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2）International alliances have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up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3）A firm’s R&D capabil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alliance and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t is, when a firm’s R&D 

capability is stronger, engaging in R&D alliances is positive related to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4）A firm’s R&D capabil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ng alliance and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t is, when a firm’s R&D capability is stronger, engaging in marketing alliances is 

positive related to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words：Types of Strategic Alliance, R&D Capabilit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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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創新是整體經濟突破現狀，並維持穩定成長的動力來源。根據彭博社（Bloomberg）公布 2014 年

全球最具創新國家排名，台灣排名全球第 10、亞洲第 4，次於南韓、日本與新加坡。其中在專利註冊

項目，台灣居全球首位。數據顯示，台灣在 215 國家中專利註冊項目中贏得最高分，同時在高科技密

集度與高等教育效率都位居第二，雖然台灣的創新投入相對少與其他先進國家，但產出卻不亞於先進

國家，堪稱全球創新國家典範之一。 

創新是影響企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Cho（1998）指出績效較好的公司，應該有更多的資金進行創

新，然而，企業憑藉本身擁有的內部有限資源，無法在市場環境不確定下持續推動競爭力之創新。除

了內部投入發展研發資源，採用各種型態的策略聯盟以取得互補資產，已成為普遍企業迅速自外界獲

取專長與優勢 Blodgett（1991），而許士軍（1991）指出策略聯盟的方式可共同研發新技術、降低研

發的成本。Mohr & Speknan（1994）則認為聯盟成因是取得規模經濟、分擔風險；形成關鍵包括承諾、

相互獨立、合作、信任。Aaker（1992）也認為策略聯盟是企業得以快速進入市場途徑的方始，開拓國

內、外市場並且獲得大量的訂單，增加公司本身的市場佔有率。 

過去探討策略聯盟的研究非常豐富，許多研究已證實企業進行策略聯盟有助於提升企業的營運績

效（Lavie, 2007；Rothaermel & Deeds, 2006），而探討策略聯盟的範疇包含聯盟形成的因素、聯盟的

型態、聯盟的動機與聯盟的績效。截至 2016 年止，根據全國碩博士論文與華裔線上圖書館統計，探討

策略聯盟的相關文獻共有 1406 篇，但針對聯盟型態對績效的量化實證探討僅有 10 篇（林玲君，1991；

林茂山，2003 徐信琳，2009；李筱屏，2006；陳春宏，2002；劉惠卿，2001；李珞琳，2000；羅光聖，

2001；黃啟瑞，2004；林士傑，1998），李筱屏（2006）以垂直聯盟與水平聯盟探討對公司績效的影

響；鄒有憲（2003）則探討國內聯盟與國外聯盟對績效的影響，研究多證實，聯盟的型態不同的確會

影響聯盟績效。 

而各種不同的聯盟型態對公司的整體營運績效有無顯著影響較缺乏全面性探討。且以往的研究多

為以單一公司作為研究對象，請公司的負責人以問卷的型式進行調查，這樣的研究方法會侷限於公司

的單一聯盟，無法瞭解公司整體的聯盟網路，其對公司整體經營績效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了幾項

對創新績效較為重要的聯盟型態變數，張麗婷（2012）指出聯盟成員間對研發投入越高，對於聯盟績

效越高，依照價值活動取向，研發聯盟與行銷聯盟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甚大；陳慧娟（2006）指出國內

資源有限，若要有效的使企業國際化，與外國公司策略聯盟之國際聯盟能強化技術與整合雙方資源，

能夠有效的提升績效；而受現代趨勢的影響，已呈現許多公司結成一個研發聯盟共同開發新產品，因

此聯盟裡的成員多寡也會影響創新績效的提升。藉由這幾類重要的聯盟型態區分來探討對公司績效的

影響為此研究目的之一。 

另外，高科技公司常透過策略聯盟取得創新資源，且本研究以台灣高科技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

高科技公司的策略聯盟型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研發能力對於高科技產業是項非常重要的指標，亦有

學者指出，公司進行研發有助於產生創新，而專利權通常代表研發活動的成果（Mairesse and Mohnen, 

2004; Kim and Marschke, 2004），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公司的研發能力是否會影響聯盟型態對公司創新

績效之間的影響，此為本研究目的之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觀上述，茲歸納本研究之目的如下列所示： 

一、探討策略聯盟型態對公司創新績效之影響。 

二、探討公司研發能力對「策略聯盟型態與公司創新績效之關係」之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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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第一節 策略聯盟型態 

因策略聯盟的形成背景與動機不同，將有不同的種類和型態，聯盟類型的不同會影響聯盟公司的

決策模式和對資源（如技術）的控制力。有學者依照價值活動將策略聯盟型態分類（Porter&Fuller,1996；

Forrest,1990）；也有以聯盟的目的、方式為分類基礎（Porter & Fuller,1996；Takac&Singh,1992）；以

技術和資源分類（Nueno & Oosterveld,1988；Lorangeet.al., 1992）；以股權結構分類（Killing,1988；

Sierra,1995）；以地域為基礎的分類（Porter&Fuller,1996）；參與成員數目分類（余成楊，2013）。 

因應探討策略聯盟型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本研究將聯盟型態分為三個主要構面，要提升公司的

創新績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升研發能力，增加產能、專利，或是透過共同行銷的手法增加市占率，

因此本研究採用依照價值活動為基礎的研發聯盟與行銷聯盟；另外聯盟的內的成員數量也會影響公司

績效，本研究將聯盟內的成員多寡分為一對一聯盟與一對多聯盟；國外公司擁有先進的資源也經常成

為國內公司策略聯盟的對象，所以本研究採用依照地域為基礎的國際聯盟。透過這以價值活動、聯盟

成員、地域三種分類來探討聯盟型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 

第二節 各變數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一）研發聯盟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方世杰與曾獻惠（1999）曾提出研發聯盟是指二家（含）廠商，基於提升技術水準的共同需求，

藉由像工研院研發機構主導之科專計畫，在特定的期間內，簽訂協議合約以共同進行研發聯盟的合作

活動。Knoke（2001）學者認為研發聯盟是一種企業之間研究與發展合作的協議，通常成立於技術變化

迅速的領域。學者 Rothaermel（2001）定義發生研發聯盟行為的主要動機為資源和技術的相互學習可

提升技術之價值和創新之能力。因此企業透過研發聯盟協議，共同開發新技術，不僅能夠提高企業創

新能力，還可以藉由夥伴來分擔風險成本。 

聯盟是一種組織學習平台的合作方式（Lei, 1993），透過與合作夥伴的互動過程中可能獲得所需

要或欠缺的知識與技術，並且加以改善與學習企業創新能力（Khanna et al., 1998），Ernst（2011）認

為研發聯盟可截取彼此的經驗與將經驗使用在特定的技術領域，加深公司技術經驗角色的理解並強化

我們在研發聯盟的組織學習能力，依賴公司層級之研發投入來得到先前技術知識和吸收能力。也有學

者認為雖然有些技術知識可以經由購買或透過技術引進的方式取得，但通常具有核心價值的關鍵知識

大多是內隱的，必需透過人際互動的方式或密切觀察才能夠學習到。因此，組織基於學習之動機，就

會採用研發聯盟等方式來學習與獲得這些知識和技術（Badaracco, 1991 ; Tripsas et al., 1995; Sakakibara 

1997 ; 方世杰，1998）。 

 歸納上述學者對於研發聯盟及創新績效之整理，公司進行研發聯盟能有效的在技術層面上產生

互補來達成綜效性，且在聯盟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對方的知識與技術與分擔投入研發的風險成本，增

加公司的創新產出能力，因此，本研究認為研發聯盟對創新績效可能呈現正向之關係，故假設如下： 

H1：研發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二）行銷聯盟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Porter &Fuller, 1985）認為行銷聯盟的類型分為跨產品銷售、廣告促銷、共享通路、分享品牌及

加強銷售力量與銷售據點、服務網路等形式。此類的聯盟特別會發生集中在通路商或是互補性產品之

製造商當中，因此，能夠給合作對象進入新市場的機會與新的顧客產品區隔（Adler, 1966）。聯盟各

方也可透過此種新市場而讓競爭不至於因為各方力量差距過大而趨向獨占局面（張永祥, 2005）。 

依據資源依賴理論觀點，Casciaro and Piskorski（2005）提出行銷聯盟最明顯的案例是應用在企業

的併購及收購策略上。因企業缺乏某項重要資源，導致缺乏對市場的掌握能力，採用行銷聯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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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合作夥伴的現有資源，例如；品牌形象、品牌知名度、品牌忠誠度、顧客層、行銷通路等資

源來彌補自己的不足。KBV 理論也影響行銷聯盟、行銷績效、收購、技能轉移、產品開發甚巨。Grant 

and Baden （2004）認為知識為一切的基礎，KBV 提供吸引企業之間實施策略聯盟的誘因與管理。KBV

認為，知識取得可藉由聯盟來獲取知識來增強不確定性的未來之競爭環境，並給予新的競爭對手出現

時能提供先發優勢。Slater, Olson and Hult（2006）認為行銷聯盟是一種能有效的形成策略能力且是組

織一項重大資源和優勢，其能夠幫助企業迅速的產生優越績效。 

歸納上述學者對於行銷聯盟及創新績效之整理，公司進行行銷聯盟可以幫助公司排除競爭阻礙進

入新市場，公司可以吸收夥伴的現有資源，如：品牌形象、知名度、通路等來彌補自己在新市場開發

上的不足，並且也能夠學習到夥伴對於新市場的相關知識以提升公司績效，故本研究認為行銷聯盟對

創新績效可能呈現正向之關係，故假設如下： 

H2：行銷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三）一對一聯盟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Barney（1997）定義策略聯盟是兩家單一企業在研發、製造、銷售與服務上合作，藉此達到資源

互補之綜效。Bronder & Pritzl（1992）定義企業之間可透過策略聯盟的結盟協議，透過功能、資源與

價值的結合和交換的形式，來達到企業長期性策略目標之合作關係。譚天譯（2000）則解釋企業選擇

策略聯盟的原因是為了分攤風險、市場分區切入、購併障礙、地緣進入、科技差距、管理層級技巧與

資金限制。 

歸納上述以及相關策略聯盟文獻探討，整合一對一聯盟及創新績效之整理，公司與單一企業進行

策略聯盟，目的不免除是為了降低風險、分攤成本、資源互補、市場競爭優勢、擴大市場規模與謀取

經濟規模這幾項競爭優勢來提升公司績效，故本研究認為一對一聯盟對創新績效可能呈現正向之關

係，故假設如下： 

H3：一對一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四）一對多聯盟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處在複雜的產業環境中，單一廠商面臨多方位的需求是不可能在一個夥伴身上取得滿足，所以會

發生廣泛結盟的情形。但聯盟裡擁有許多夥伴並不代表可以隨便合作，夥伴數目過多往往會發生難以

整合的問題，因此聯盟的管理也是件重要的成本，一家企業須能夠有效管理聯盟的數目與有其限制，

管理聯盟的能力可說是每一家企業稀有珍貴的資源（齊思賢譯，Benjamin Gomes-Casseres, 2000）因此

可推論當策略聯盟，其表示管理聯盟的能力資源越是豐富，且經營績效也越佳。 

Dyer & Singh（1998）的研究也說明組織間之合作關係有助於接觸自身所需的互補資源和創造競

爭優勢。以社會網路理論的觀點來說，一旦廠商的聯盟數目越多，也就表示其所處之社會網路中心性

（centrality）越高，擁有較多資訊量，表示其社會資本更大，因此績效自然相對提高（Gulati, 1999; Koka 

and Prescott, 2002）。總而言之聯盟裡廠商數量越多，表示能夠接觸到更多須要經由多年營運經驗之累

積才能取得的技術、社會與商業等競爭資源，因此能得到更多能力，相較之下廠商之經營績效也會越

好。 

歸納上述學者對於一對多聯盟及創新績效之整理，公司如果聯盟裡只有單一企業，很難滿足自身

需求，但因聯盟裡企業的數目越多，管理與整合越是費工夫，如果能有效的整合多數企業，必定能夠

提升公司績效，故本研究認為一對多聯盟對創新績效可能呈現正向之關係，故假設如下： 

H4：一對多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五）國際聯盟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若企業策略聯盟牽涉到跨國的聯盟時，統稱國際聯盟。Root（1987）認為當企業發現自己侷限在

當地市場，無法達成其策略目標時，就會產生國際化的意念，其原因歸納有下列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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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仿效國內競爭之同業。2.因國內市場趨近飽和的情況，為了追求成長與獲利。3.使用現有的技術

賺取額外之報酬。4.跟隨國內客戶產業外移。5.為了追求規模經濟。6.掌握外國市場成長之機會。7.防

止外國企業入侵。8.其它。 

而于卓民（2000）則認為企業走向國際化動機區分為主動面和被動面。主動面是指基於掌握機會

和運用本身的優勢，可劃分為八種情況：低成本、獲取資源、掌握新市場、政府提供誘因、取得規模

經濟與綜效、運用本身優勢、風險分散、企業主持人之企圖心；企業被動走向國際化的原因，是受到

外在環境所逼，可劃分為四種情況：客戶的國際化、貿易競爭、母國營運環境的改變與國際競爭情況。

兩國的國家文化差異，可能是構成一個重要的情境因素。國家文化距離高的國家，聯盟夥伴中之組織

成員在認知和價值觀上會有較高之差異，因此可能會阻礙學習過程中知識之流通。 

歸納上述學者對於國際聯盟及創新績效之整理，與外國公司策略聯盟必須要注意國家文化的差

距，文化差距可能會造成管理成本大幅提升；但相對的可以掌握國外新市場與新技術、獲取國外資源、

外國政府提供誘因、分散風險或躲避國內飽和市場，故本研究認為國際聯盟對創新績效可能呈現正向

之關係，故假設如下： 

H5：國際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六）研發能力與各聯盟型態與創新績效之關係 

學者 Spital（1992）曾指出，由於研發的資源越多，所能累積的知識也越多，然而當技術水準和技

術的極限仍然有一段距離時，藉由外部策略取得知識將會是提升創新績效的重點。Zahra（2000）亦說

明，處在動態環境中，企業會利用外部策略來彌補其技術能力的不足，使企業能提供新產品，此能快

速追隨市場之機會與增強技術創新之能力，但是企業若無足夠的吸收能力將可能無法有效的整合外部

資源和知識（Cohen and Levinthal, 1990）。 

歸納上述學者對於研發能力的觀點，瞭解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企業為了適應此環境，一方面能

透過與其他企業策略聯盟；另一方面則可以增加企業本身的研發能力，透過投入大量的研發費用來增

加企業的創新能力，以確保能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生存，故本研究認為公司的研發能力越強，越可能

透過各聯盟型態來增強公司創新績效，故假設如下： 

H1a：研發能力與研發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H2a：研發能力與行銷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H3a：研發能力與一對一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H4a：研發能力與一對多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H5a：研發能力與國際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參、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科技之策略聯盟型態對公司創新績效之影響，並研發能力以作為調節變項，藉

此了解各構面之間的關係，以下為本研究針結合前一章之文獻探討，建構出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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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一）研究期間與樣本選取 

因應高科技公司常透過聯盟取得創新資源，且台灣目前高科技產業以半導體產業、光電產業為大

宗，半導體產業，大部分電子產品中核心單元皆與半導體有密切關聯，包括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

產品等。2009 年到 2016 中，台灣半導體產業經濟約成長了 80%，特別是晶圓代工，成長率相當驚人，

一直是台灣最引以為傲的強項；光電產業 2014 年全球前三大的台灣光電產業或產品中，若含海外生

產，矽晶矽太陽能電池產量全球市佔率達 22.1%、大型 TFT LCD 面板達 24.55%、中小型 TFT LCD 面

板達 26.73%，以位居全球第二；而 OLED 面板產量全球市佔率高達 3.79%、觸控面板達 20.9%、LED

元件也達 19.1%位居全球第三，台灣大學光電研究所所長林清富認為，上世紀是半導體的世紀，但 21

世紀，將會是光電產業的時代（DIGITIMES, 2013）。可見光電業在未來產業發展，具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力。隨著資訊業的年代，電腦設備需求大增，同時帶動了周邊設備蓬勃發展，然而電腦及周邊設備

產業也與光電和半導體產業密不可分，近年來電競熱潮，讓景氣低迷的電腦周邊產業有回升的跡象，

又因應許多先進國家提倡「公業 4.0」相關政策，如智慧工廠、智慧機器人等，未來電腦與周邊產業市

場需求預期會持續成長。半導體產業、光電產業、電腦及周邊設備產業強調知識密集與創新為產業發

展的核心價值，在半導體產業、光電產業、電腦及周邊設備產業創造競爭優勢的方式是利用無形資產

與知識來創造價值。因此，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擬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光電與電腦及周邊設備高科

技產業為例，探討各種不同的策聯盟型態對公司創新績效的影響，藉由公司研發能力對聯盟型態與公

司創新績效之干擾效果。 

本研究以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為研究期間，並以該企業下一年度有申請專利之

半導體、電腦及週邊設備與光電高科技企業作為研究對象，自然人及外國申請人不在其內。 

經過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後，研究樣本共 598 筆資料，其中有進行技術研發聯盟為 43 件，有進行

行銷聯盟有 12 件，有進行一對一聯盟有 41 件，有一對多聯盟有 16 件，有進行國際聯盟有 30 件。 

（二）資料來源 

本文研究之主題為策略聯盟之型態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係，以研發聯盟為調節變數，其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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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變數為專利申請數的變化。資料取得的方式分成三個部份。第一部份於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蒐集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電腦及週邊設備與光電之高科技公司詳

細資料；第二部份是使用連穎科技 WEBPAT 資料庫之台灣公開專利資料庫擷取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

電腦及週邊設備與光電之高科技公司詳細專利申請數量；第三部份於 Google 搜尋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電腦及週邊設備與光電之高科技公司是否有進行策略聯盟與

聯盟型態，以下將詳細說明之。 

1.台灣經濟新報（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本研究透過台灣經濟新報（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蒐集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電腦及週

邊設備與光電之高科技公司 202 家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相關財務資料。 

另外，針對上市上櫃半導體、電腦及週邊設備與光電高科技公司，從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

下載公司財務報表上之負債總額、資產總額、股東權益總額、稅後淨利、營業收入淨額、營業費用─推

銷費用與營業費用─研究發展。 

2. 連穎科技 WEBPAT 資料庫 

本研究利用連穎科技 WEBPAT 資料庫中的台灣公開專利資料庫，檢索條件以「專利申請人」與

「申請日」做為檢索條件，檢索樣本公司下一年度（t+1）申請日專利數，將其一一登錄於初步資料庫

中，專利數量共計 598 筆資料。 

3.Google 

本研究利用 Google 之篩選，查詢台灣上市櫃半導體、電腦及週邊設備與光電高科技公司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間各年度是否有進行策略聯盟，首先透過 Google 查詢 2012 年間 202 家

公司之新聞資料整理歸納出篩選進行策略聯盟與否的關鍵字，並在之後以關鍵字對高科技公司 2013

年、2014 年二年新聞資料進行篩選，這些關鍵字分別為：「…策略聯盟…」、「…聯盟…」、「…合

作…」、「…結盟…」、「…共同…」、「…策略…」、「…夥伴…」、「…攜手…」、「…聯合…」、

「…合資…」等。 

以上述關鍵字篩選出有策略聯盟的高科技公司後，於文章全文中再次以「…研發…」、「…開發…」

等關鍵字再次篩選出是否屬於研發聯盟導向之公司；以「…行銷…」、「…共同市場…」等關鍵字再

次篩選出是否屬於行銷聯盟導向之公司；以聯盟對象數量為單一公司屬於一對一策略聯盟；以聯盟對

象數量超過一家公司屬於一對多策略聯盟與聯盟對象是否屬於國際公司則歸於國際聯盟。 

第三節  變數操作型定義與衡量 

（一）依變數（創新績效：專利變化） 

Winter （1984）認為知識（Knowledge）才是真正促成企業創新活動之原動力，Baumol （2002）

也表示，創新是創造性知識累積之表現，創新會刺激下一個創新之能量，帶來新技術和知識的擴展。 

本研究為檢視策略聯盟之型態與研發能力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故參考 Zollo and Singh （2004）與

曾真真（2010）的增量創新績效做為衡量基礎，即企業下一年度專利數除與營業收入取 log 值用以衡

量創新績效。 

（二）自變數 

1.研發聯盟（Rd alliance） 

公司如果要獨立成立研發部門，需要龐大的經費和人力，但如果透過策略聯盟的方式，共享共用

資源，不但可以節省資金與人力，也可能節省重複的技術研發所帶來之資源浪費，表示公司能以更有

效率的方式從事創新活動，預期對創新的影響為正向關係。本研究將該項目設定成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配合 Google 搜尋的相關資料將該公司在當年度有研發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1；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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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有研發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0。 

2.行銷聯盟（Marketing alliance） 

本研究將該項目設定成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配合 Google 搜尋的相關資料將該公司在當

年度有行銷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0。 

3.一對一聯盟（one-to-one） 

本研究將該項目設定成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配合 Google 搜尋的相關資料將該公司在當

年度有一對一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0。 

4.一對多聯盟（one-to-many） 

本研究將該項目設定成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配合 Google 搜尋的相關資料將該公司在當

年度有一對多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0。 

5.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本研究將該項目設定成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配合 Google 搜尋的相關資料將該公司在當

年度有國際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為 0。 

（三）調節變數 

研發能力（R & D intensity） 

本研究根據過去研究，採用研發支出佔總銷售額之比例來衡量公司之研發能力（Kotabe et al., 2002 ; 

Lu and Beamish, 2004），其他學者亦指出研發能力作為解釋創新投入的變數與創新的產出，實證結果

均為正向且非常顯著關係（Hitt et al., 1997 ;  Keizer et al., 2002 ; Acs and Audretsch, 1988 ; Bhattacharya 

and Bloch, 2004）。根據台灣經濟新報之會計科目說明，研發費用是屬於營業費用科目之一，故本研究

研發能力衡量方式為： 

研發能力＝研究發展費用／營業收入淨額 

（四）控制變數 

1.公司規模（Size） 

員工人數愈多，公司規模愈大，一般規模較大之公司被視為可獲得較高之利潤，且相較於規模小

之公司更容易籌得資金，資源也較龐大（Madura and Wiant, 1995），內部可運用的人力資源也愈多，

成立獨立的研發部門機率相對愈高，因此創新的程度預期較高，因此預期和創新有正向關係。許毅雯

（2002）亦認為，公司規模和專利有高度正向的相關性。故公司規模亦是影響公司績效因素之一，須

作為本研究之控制變數。本研究採用與以往學者相同之衡量方式（Qian, 2002；喬友慶，2003；楊國彬，

2004），其公式如下： 

公司規模＝公司總資產取 log 值 

2.資產報酬率（ROA） 

資產報酬率即在衡量公司其資產是否充份利用。不論公司的資產是以舉債而來或是股東資金，公

司利用其所有的資產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報酬表現在稅後淨利上，因此資產報酬率便在衡量公司

的營運使整體資產的報酬運用效率狀況。在計算上，ROA 比率越高，表示公司的營運使整體資產的報

酬運用效率越高。 

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總資產 × 100％ 

3.行銷密集度（Marketing Intensity） 

 公司當年度獲得核准的專利可能為新產品的發明，因此公司可能會投入相當的費用以發表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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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銷廣告愈多代表新產品愈多，故行銷支出和創新預期有正向關係（鄭怡潔，2008）。本研究根

據過去研究，採用行銷費用佔總銷售額之比例作為行銷密集度之衡量依據（Kotabe, Srinivasan and 

Aulakh, 2002 ; Krishnan, Tadepalli and Park, 2009），故本研究行銷密集度衡量方式為： 

行銷密集度＝推銷費用／營業收入淨額 

4.年數 2013（2013year） 

本研究以 2012 年為對照基礎，將 2013 年的所有資料與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進行比對，故

本研究 2013 年對 2012 年的資料顯示方式為 0，對 2013 年的資料顯示方式為 1，對 2014 年的資料顯

示方式為 0。 

 5.年數 2014（2014year） 

本研究以 2012 年為對照基礎，將 2014 年的所有資料與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進行比對，故

本研究 2013 年對 2012 年的資料顯示方式為 0，對 2013 年的資料顯示方式為 0，對 2014 年的資料顯

示方式為 1。 

6.國際化程度（INT） 

國際化程度指標本研究主要是採用 Sullivan（1994）的文獻為主要依循本研究提供可信賴衡量國

際化程度的理論，採用台灣經濟新報蒐集的各公司之外銷比率。 

表 3-1 研究變數與操作型定義 

      類

別 

變數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與衡量 資料來源 

依變數 創新績效 

本研究修正 CHI Research 指標，以企業下年

度專利數除以 log 營業收入衡量創新績效。 

專利變化 = 下一年度專利數/log 營業收入 

連 穎 科 技

WEBPAT 資料

庫 

自變數 

研發聯盟 

該公司在當年度有研發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

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研發聯盟之事件出現

者設為 0。 

Google 

行銷聯盟 

該公司在當年度有行銷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

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現

者設為 0。 

Google 

一對一聯盟 

該公司在當年度有一對多聯盟之事件出現者

設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

現者設為 0。 

Google 

一對多聯盟 

該公司在當年度有一對多聯盟之事件出現者

設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

現者設為 0。 

Google 

國際聯盟 

該公司在當年度有國際聯盟之事件出現者設

為 1；沒有在當年度有策略聯盟之事件出現

者設為 0。 

Google 

調節變數 研發能力 

根據過去研究，採用研發支出佔總銷售額之

比例來衡量公司之研發強度（Kotabe et al., 

2002; Lu and Beamish, 2004）。 

研發能力＝研究發展費用／營業收入淨額 

台灣經濟新報

（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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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別 

變數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與衡量 資料來源 

控制變數 

公司規模 

採用與以往學者相同之衡量方式（Qian, 

2002；喬友慶，2003；楊國彬，2004）： 

公司規模＝公司總資產取 log 值 

台灣經濟新報

（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資產報酬率 

ROA 比率越高，表示公司的營運使整體資產

的報酬運用效率越高。 

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總資產× 100％ 

台灣經濟新報

（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行銷密集度 

參考 Kotabe, Srinivasan and Aulakh （2002）、

Krishnan, Tadepalli and Park （2009）等學者

之建議，採用行銷費用佔總銷售額之比例作

為行銷密集度之衡量依據： 

行銷密集度＝推銷費用／營業收入淨額 

台灣經濟新報

（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2013 年 虛擬變數，以 2012 年為對照基礎 本研究整理 

2014 年 虛擬變數，以 2012 年為對照基礎 本研究整理 

國際化程度 

採用 Sullivan（1994）的文獻為主要依循本研

究提供可信賴衡量國際化程度的理論，採用

台灣經濟新報蒐集的各公司之外銷比率。 

台灣經濟新報

（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係指將本研究各變數之資料進行分析，其數據包

含平均數及標準差，平均數可看出變數的分布情形是否集中，整體樣本平均水準為何，而標準差可反

映出樣本數據的波動。 

（二）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Pearson 相關分析是用來衡量兩個隨機變數之間“直線關係”的方向與強弱程度。（在相關分析裡，

X 和 Y 均假設為隨機變數）。分析的結果為一稱為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數字。相關係

數的值恆介於-1 至+1 之間。+1 表示 X 與 Y 為完全正向線性相關；換句話說，所有的點落於斜率為正

的直線上。-1 表示 X 與 Y 為完全負向線性相關；換句話說，所有的點落於斜率為負的直線上。若相

關係數的值非常接近 0 者，則表示 X 與 Y 無線性關係（鄭尼莉，2007）。 

（三）縱橫資料分析（Panel Data）檢定 

縱橫資料結合了時間序列（time series）資料與橫斷面（cross-section）資料的形式，除了具備時間

序列資料的動態性外，並擁有橫斷面資料可以顯示個別公司的特性，比一般傳統的最小平方法（OLS）

提供了更完整的訊息。以 OLS 估計下每間公司的迴歸式皆具有相同的截距項，則估計方式較不具有彈

性，由於不考慮個別公司或是時間不同之差異性，較容易忽略個別效果或是時間效果變數之量，而產

生估計上之偏誤。Panel data 除了能比單一時間序列或橫斷面估計能提供更多的樣本數，以及改善參數

的效率外，更能降低估計時所產生的偏誤，並減少共線性的問題。一般傳統的最小平方法只能估計縱

斷面或橫斷面的資料，並不能將兩者一起混合估計，故使用 Panel data 估計可以更有效率的反應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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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採用 Panel data 進行分析時，通常假設參數固定不變，但易產生異質性偏誤（Heterogeneity 

Bias）的問題。故採用 Panel data 中的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及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為解決此一問題的方法。 

固定效果模型與隨機效果模型之選擇，以 Panel Data 作分析時，應判斷該使用固定效果模型或是

隨機效果模型，其判斷方式，則是利用 Hausman test 作檢定，檢視隨機效果模型中的 μi與 χi（其中 μi

為截距的誤差項; χi為自變數）是否具有統計相關。若模型中的 μi與 χi具有統計相關時，則應採用固定

效果模型；反之，若模型中的 μi與 χi不具有統計相關時，則應採用隨機效果模型 Hausman Test 決策分

析法則，本研究使用以 Hausman Test 檢定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模型，結果顯示使用固定效果為佳，故

本研究之 Panel Data 分析採固定效果模型。本研究建立七個模型，其中模型一為只放控制變數之基礎

模型，模型二至七依序放入自變數與調節變數及其分別放入交互效果變數。模型如下所示： 

（1）模型一： 

CP=β0+β1Size+β2ROA+β3MI++β42013+β52014+β6INT+ε 

（2）模型二： 

CP=β0+β1Size+β2ROA+β3MI++β42013+β52014+β6INT+β7RA+β8MA+β9ONE+β10MANY+β11Nation+ε 

（3）模型三： 

CP=β0+β1Size+β2ROA+β3MI+β42013+β52014+β6INT+β7RA+β8MA+β9ONE+β10MANY+β11Nation+β12

RD+β12RD×RA+ε 

（4）模型四： 

CP=β0+β1Size+β2ROA+β3MI+β42013+β52014+β6INT+β7RA+β8MA+β9ONE+β10MANY+β11Nation+β12

RD+β12RD×MA+ε 

（5）模型五： 

CP=β0+β1Size+β2ROA+β3MI+β42013+β52014+β6INT+β7RA+β8MA+β9ONE+β10MANY+β11Nation+β12

RD+β12RD+ONE+ε 

（6）模型六： 

CP=β0+β1Size+β2ROA+β3MI+β42013+β52014+β6INT+β7RA+β8MA+β9ONE+β10MANY+β11Nation+β12

RD+β12RD×MANY+ε 

（7）模型七： 

CP=β0+β1Size+β2ROA+β3MI+β42013+β52014+β6INT+β7RA+β8MA+β9ONE+β10MANY+β11Nation+β12

RD+β12RD×Nation+ε 

依變數： 

CP：專利數變化量 

自變數： 

RA：研發聯盟；MA：行銷聯盟；ONE：一對一聯盟；MANY：一對多；Nation：國際聯盟 

調節變數： 

RD：研發能力 

控制變數： 

Size：公司規模；ROA：資產報酬率；MI：行銷密集度；2013：2013 年；2014：2014 年；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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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程度 

交互效果： 

RD×MA：研發能力×行銷聯盟；RD×RA：研發能力×研發聯盟；RD×MANY：研發能力×一對多聯

盟；RD×ONE：研發能力×一對一聯盟；RD×Nation：研發能力×國際聯盟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 4-1 為解釋變數基本描述性統計量分析結果： 

研發能力：平均數為 0.0662，標準差為 0.1061，最大值為 1.85，最小值為 0。最大值 1.85 為矽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矽統科技為國際 IC 設計領導廠商，憑藉自主研發的創新優勢，引領尖端數位科

技，公司一直以來獲得許多研究開發獎項，可見矽統科技相當注重研發能力，故推估此為矽統公司研

發能力較高的原因。另外，本研究推測最小值為 0 是因台灣高科技企業有部分為純代工，是故研發能

力為 0。 

表 4-1  敘述統計分析 

變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公司規模（Log 值） 598 6.9595 0.68684 5.29 9.17 

資產報酬率 598 0.0266 0.11402 -0.73 0.59 

研發聯盟（虛擬變數） 598 0.07 0.259 0 1 

行銷聯盟（虛擬變數） 598 0.02 0.140 0 1 

一對一聯盟（虛擬變數） 598 0.07 0.253 0 1 

一對多聯盟（虛擬變數） 598 0.03 0.162 0 1 

國際聯盟（虛擬變數） 598 0.05 0.218 0 1 

國際化程度 598 75.2980 27.34751 0 100 

研發能力 598 0.0663 0.10656 0 1.85 

行銷密集度 598 0.0489 0.05506 0 0.51 

2013 年（虛擬變數） 598 0.34 0.473 0 1 

2014 年（虛擬變數） 598 0.34 0.473 0 1 

專利權 598 2.3948 6.53573 0 53.64 

研發能力×行銷聯盟 598 0.0018 0.01798 0 0.29 

研發能力×研發聯盟 598 0.0048 0.02451 0 0.29 

研發能力×一對一聯盟 598 0.0048 0.02526 0 0.29 

研發能力×一對多聯盟 598 0.0017 0.01552 0 0.28 

研發能力×國際聯盟 598 0.0041 0.02386 0 0.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Pearson 相關分析與共線性檢定 

本節利用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探討各項變數間的相關性及顯著程度，並且進行了變數間之共線

性診斷。 

本研究欲進行相關分析之變項分別為：（1）公司規模、（2）資產報酬率、（3）行銷密集度、（4）

研發能力、（5）2013 年、（6）2014 年、（7）國際化程度、（8）研發聯盟、（9）行銷聯盟、（10）

一對一聯盟、（11）一對多聯盟、（12）國際聯盟等 1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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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2 可知公司規模與資產報酬率（γ=0.111,p<0.01）、國際化程度（γ=0.159,p<0.01）、一對一

聯盟（γ=0.205,p<0.01）、一對多聯盟（γ=0.168,p<0.01）、國際聯盟（γ=0.136,p<0.01）呈現正向高度

顯著相關，與行銷密集度（γ=-0.352,p<0.01）、研發能力（γ=-0.123,p<0.01）呈現負向高度顯著相關。 

資產報酬率與 2014 年（γ=0.076,p<0.1）、國際化程度（γ=0.107,p<0.01）呈現正向顯著相關，與行

銷密集度（γ=-0.307,p<0.01）、研發能力（γ=-0.134,p<0.01）呈現負向高度顯著相關。 

行銷密集度與研發能力（γ=0.432,p<0.01）、國際化程度（γ=0.094,p<0.05）呈現正向高度顯著相關。 

2013 年與 2014 年（γ=-0.510,p<0.01）、研發聯盟（γ=-0.089,p<0.05）、一對一聯盟（γ=-0.096,p<0.05）

呈現負向高度顯著相關。 

2014 年行銷聯盟（γ=0.074,p<0.1）呈現正向顯著相關，與一對一聯盟（γ=0.086,p<0.05）呈現正向

高度顯著相關。 

國際化程度與研發聯盟（γ=0.089,p<0.05）呈現正向高度顯著相關。 

研發聯盟與行銷聯盟（ γ=0.329,p<0.01）、一對一聯盟（ γ=0.667,p<0.01）、一對多聯盟

（γ=0.475,p<0.01）、國際聯盟（γ=0.766,p<0.01）呈現正向高度顯著相關。 

行銷聯盟與一對一聯盟（ γ=0.291,p<0.01）、一對多聯盟（ γ=0.346,p<0.01）、國際聯盟

（γ=0.404,p<0.01）呈現正向高度顯著相關。 

一對一聯盟與國際聯盟（γ=0.423,p<0.01）呈現正向高度顯著相關。 

一對多聯盟與國際聯盟（γ=0.579,p<0.01）呈現正向高度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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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相關分析 

＊＊＊p<0.01,＊＊p<0.05,＊p<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變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公司規模 1            

2.資產報酬率 .111*** 1           

3.行銷密集度 -.352*** -.307*** 1          

4.研發能力 -.123*** -.134*** .432*** 1         

5.2013 年 .002 .028 -.026 -.017 1        

6.2014 年 .029 .076* -.009 -.025 -.510*** 1       

7.國際化程度 .159*** .107*** .094** -.059 .025 .016 1      

8.研發聯盟 .218*** .000 -.004 .002 -.089** .061 .089** 1     

9.行銷聯盟 .044 -.025 .030 .034 -.027 .074* .047 .329*** 1    

10.一對一聯盟 .205*** .031 -.029 .010 -.096** .086** .063 .667*** .291*** 1   

11.一對多聯盟 .168*** .007 -.012 -.005 .013 -.053 .066 .475*** .346*** -.045 1  

12.國際聯盟 .136*** .011 .047 .033 -.051 -.002 .060 .766*** .404*** .423*** .57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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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 

本節針對 2012 年至 2014 年間半導體、電腦及周邊設備、光電上市上櫃高科技公司作為研究對象，

在不同的自變數、控制變數與調節變數對高科技公司創新績效之影響程度，本研究因研究樣本為時間

序列資料，故採用縱橫資料分析法（Panel Data）的固定效果來進行迴歸模型分析，共計有七個模型，

下列以迴歸統計分析的實證結果說明之。 

從表 4-3 所列出之七種迴歸模型中可得知 F 值改變量，模型一至模型七皆具有顯著性。本實證結

果顯示七種迴歸模型中，各個控制變數、自變數與調節變數對高科技公司後續之創新績效的依變數有

不同之影響關連性。 

模型一中可得知控制變數公司規模與創新績效之關係為正向顯著關係、並且在後續二至七模型

中，加入了自變數與調節變數後亦與創新績效呈現正向顯著關係，此實證結果與過去的學者之研究結

果相符(Madura & Wiant, 1995；許毅雯，2002；Qian, 2002；楊國彬，2004)，推估台灣企業的公司規模

大小影響創新績效呈現正向關係，規模大的公司，資源相對充足，因此企業較能夠投入龐大的研發資

源提升創新績效；2014 年與創新績效之關係為負向顯著關係、並且在後續二至七模型中，加入了自變

數與調節變數後亦與創新績效呈現負向顯著關係，推估台灣企業 2014 年相較 2012 年平均創新績效相

對減少，主要高科技產業如台積電、仁寶、宏碁、友達、群創申請的專利數量都大幅低於 2012 年，台

積電企業訊息處處長孫又文指出，台積電的專利是研發成果的展現，但不是每一個研發成果都會申請

專利，而是當成商業機密，因此不能僅看專利數而是要看專利的「強度」，也就是質比量更重要。 

模型二中除原來的控制變數外又加入了五個自變數，分別為：研發聯盟、行銷聯盟、一對一聯盟、

一對多聯盟和國際聯盟等五項，並發現在模型二中，研發聯盟對創新績效之影響雖為負向但並不顯著，

此實證與過去學者的實證不符 (Khanna et al., 1998；Ernst,2011；Rothaermel,2001)公司進行研發聯盟能

有效的在技術層面上產生互補來達成綜效性，且在聯盟的過程中，可以吸收對方的知識與技術與分擔

投入研發的風險成本，增加公司的創新產出能力，一對一聯盟對創新績效之影響亦不顯著，此實證不

支持學者 Barney(1997)兩家單一企業在研發、製造、銷售與服務上合作，藉此達到資源互補之綜效的

研究結果，而行銷聯盟對創新績效雖為顯著但卻呈現負向關係，此實證亦不支持學者(Casciaro & 

Piskorski,2005；Slater，Olson & Hult,2006)所認為行銷聯盟是一種能有效的形成策略能力且是組織一項

重大資源和優勢，其能夠幫助企業迅速的產生優越績效。以上皆與本研究假設不符合，因此本研究 H1、

H2 和 H3 不成立。一對多聯盟對高科技公司之創新績效呈現正向顯著關係，印證了學者的研究結果

(Gulati, 1999; Koka & Prescott, 2002；Dyer & Singh,1998)，一旦廠商的聯盟數目越多，也就表示其所處

之社會網路中心性(centrality)越高，擁有較多資訊量，表示其社會資本更大，因此績效自然相對提高。

與本研究之假設四：「一對多聯盟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呼應並驗證，故 H4 成立。國際聯盟

對高科技公司之創新績效呈現正向顯著關係，此結果呼應了(Root, 1987；于卓民，2000)的研究結果，

與外國企業策略聯盟可掌握國外新市場、新技術，獲得國外的資源提升公司績效。亦驗證本研究之假

設五：「國際聯盟對創新績效有顯著關係」呼應並驗證，故 H5 成立。 

最後模型三至七中分別加入了交互效果，研發能力×研發聯盟、研發能力×行銷聯盟、研發能力×

一對一聯盟、研發能力×一對多聯盟和研發能力×國際聯盟，分析其對創新績效之影響。結果顯示研發

能力×研發聯盟、研發能力×行銷聯盟對高科技公司之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呼應本研究假設六：

「研發能力與研發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本研究假設七：「研發能力

與行銷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與(Spital, 1992；Zahra, 2000)當公司的研

發能力愈強，愈能吸收聯盟夥伴的技術、資源，達成綜效，提高績效。並對其假設得到驗證並相符，

故本研究 H1a、H2a 成立。研發能力×一對一聯盟對高科技公司之創新績效呈現不顯著，因此本研究

H3a 不成立。研發能力×一對多聯盟對高科技公司之創新績效呈現不顯著，因此本研究 H4a 不成立。

研發能力×國際聯盟聯盟對高科技公司之創新績效呈現不顯著，與研究假設不符，因此本研究 H5a 不

成立。因此，公司研發能力只對於「價值活動分類之聯盟型態(研發聯盟、行銷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之

影響」存在調節效果，對於「聯盟成員多寡與是否為國際聯盟對公司創新績效之影響」，則不存在調

節效果。此部分結果仍需要更多後續研究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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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創新績效迴歸分析結果圖 

變數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β β β β β β β 

公司規模 0.548*** 0.514*** 0.510*** 0.510*** 0.513*** 0.508*** 0.510*** 

資產報酬率 -0.017 -0.028 -0.032 -0.027 -0.030 -0.028 -0.030 

行銷密集度 0.093** 0.075* 0.045 0.052 0.049 0.049 0.048 

2013 年 -0.043 -0.030 -0.027 -0.032 -0.028 -0.027 -0.029 

2014 年 -0.159*** -0.134*** -0.135*** -0.136*** -0.135*** -0.132*** -0.134*** 

國際化程度 0.005 0.004 0.013 0.012 0.010 0.009 0.012 

研發聯盟  -0.112 -0.170** -0.127* -0.112 -0.132 -0.105 

行銷聯盟  -0.095** -0.118*** -0.176*** -0.107*** -0.101** -0.102** 

一對一聯盟  0.048 0.047 0.055 0.016 0.063 0.041 

一對多聯盟  0.134** 0.172*** 0.159*** 0.151*** 0.184*** 0.146*** 

國際聯盟  0.182*** 0.135** 0.174*** 0.160*** 0.183*** 0.130* 

研發能力   0.044 0.044 0.047 0.059 0.049 

研發能力×研發聯盟   0.121**     

研發能力×行銷聯盟    0.108**    

研發能力×一對一聯盟     0.063   

研發能力×一對多聯盟      -0.057  

研發能力×國際聯盟       0.060 

F-value 40.124*** 23.905*** 22.566*** 22.554*** 22.186*** 22.193*** 22.168*** 

R2 0.282 0.315 0.320 0.319 0.316 0.316 0.316 

註 1：＊＊＊p<0.01,＊＊p<0.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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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與實證研究結果 

彙整本研究根據文獻所發展之假設與後實證研究結果，其結果整理如下表 4-4 所示： 

表 4-4  研究假設與實證研究結果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將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光電與電腦及周邊設備高科技企業之特性變數，其中控制變數包

含公司規模、資產報酬率、行銷密集度、研發能力、2013 年份、2014 年分與國際化程度。而目標企業

假說 假說內容 預期結果 實證結果 

H1 研發聯盟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 
不支持 

H2 行銷聯盟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 
不支持 

H3 一對一聯盟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 
不支持 

H4 一對多聯盟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 
支持 

H5 國際聯盟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 + 
支持 

H1a 研發能力×研發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

著關係。 

+ 

部分支持 

H2a 研發能力×行銷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

著關係。 

+ 

部分支持 

H3a 研發能力×一對一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

顯著關係。 

+ 

不支持 

H4a 研發能力×一對多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

顯著關係。 

+ 

不支持 

H5a 研發能力×國際聯盟之交互作用效果對創新績效有正向顯

著關係。 

+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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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策略聯盟作為主要觀察的分析變數，而聯盟型態分為五種，包含研發聯盟、行銷聯盟、一對一聯盟、

一對多聯盟與國際聯盟。最後，探討研發能力對五種策略聯盟型態之交互作用是否會對創新績效有顯

著影響。本研究中共提出十個研究假設，透過整合資料庫數據，以統計分析與驗證，得出實證結果可

使半導體、光電與電腦及周邊設備高科技企業的經營決策管理者做為重要參考，其結果證實如下： 

（1）研發聯盟對創新績效無顯著影響；（2）行銷聯盟對創新績效呈現負向顯著影響；（3）一對

一聯盟對創新績效無顯著影響；（4）一對多聯盟對創新績效呈現正向顯著影響；（5）國際聯盟對創

新績效呈現正向顯著影響；（6）研發能力較強時進行研發聯盟，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7）

研發能力較強時進行行銷聯盟，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正向顯著影響；（8）研發能力較強時進行一對一聯

盟，對企業創新績效無顯著影響；（9）研發能力較強時進行一對多聯盟，對企業創新績效無顯著影響；

（10）研發能力較強時進行國際聯盟，對企業創新績效無顯著影響。 

不論是公司自身的研發能力或者是外部資源的策略聯盟都是企業取得創新動力的關鍵方法。本研

究主要探討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光電與電腦及周邊設備高科技產業，透過研發能力與外部資源的合

作來使組織創新績效成長。另外，對任何公司取得外部資源來說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企業要與其他公

司策略聯盟，將會牽涉到許多後續的整合問題，當中存在著高度組織整合的複雜度和組織文化融合的

特性，要如何有效的整合並且產生實質效益將是一大難題，因此，如何透過研發或外部策略聯盟中獲

取最大的創新績效正是企業股東與投資人最為關心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上市上櫃半導體、光電與電腦及周邊設備產業高科技企業作為分析樣本，未來可研

究不同的產業別甚至透過國外企業來實證外部知識取得途徑對創新績效的分析。 

此外，建議可以從變數中增設高科技公司所採取聯盟型態之其他途徑，例如：多重活動聯盟、垂

直整合聯盟、水平聯盟與資訊聯盟等，探討在加入不同型態變數時，對其專利數的創新績效之影響關

係比較，如此可以增加資料的完整性外，還可加深研究的深度和拓寬其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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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觀光與體驗活動打造之最佳組合 

Best Match between Farm Tourism and Experience Activities 

梁榮達 Rong-Da LIANG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休閒暨遊憩系副教授 

摘要 

農場觀光由許多互動提供物所組成，因為它同時結合傳統農業生產/鄉村生活，以及符合觀光目的

地特徵的觀光活動。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以共同品牌觀點討論如何設計有效的農場行銷策略，提供

遊客正面的觀光體驗，進而吸引更多遊客的參與。作者回收 706 份有效問卷。分析結果發現：(1)農場

主張的農場意象與遊客認知相同時，農場意象及體驗活動的最佳配對比例較高。相較於農場主張的農

場意象與遊客認知不同時，遊客更願意再次旅遊、推薦他人、選購產品、停留較長時間與較多花費。

(2)不同農場主張相同的農場意象，並受遊客認同時，農場意象及體驗活動的最佳配對比例相同，並且

不同農場的遊客都有極為正面的反應(e.g., 推薦他人、停留較長時間)。本研究建議：(1)不同品牌的適

配性愈一致較能產生正面共同品牌效果，進而形成遊客正面反應、(2)農場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多

選擇犧牲體驗活動的品質(例如減少人力配置)來節省成本，其實長期而言並非明智之舉。 

關鍵字：農場觀光、共同品牌效果、農場形象、體驗活動 

ABSTRACT 

Farm tourism is consisted of several interrelated factors and elements. It combine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rural life, as well as sightseeing activities consistent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effective marketing strategy taking the concept of co-branding on how to design 

effective farm as a destination offers visitors meaningful experiences. Thus, attract more visitors to participate 

in farm tourism. A total of 706 use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e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revealed: (1) farm advocates image recognition with tourists is the same, higher optimal mating rate of the 

imagery and activities on the farm. Compared to farm advocates image recogn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with 

tourists, visitors prefer to travel again and recommend others, purchasing products, stay longer and cost more. 

(2) farm advocates the same images, and visitor admission, farm images and experience the best pairing the 

same proportions and visitors in different farms has had a very positive reaction (e.g., recommend others, stay 

for a longer tim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1) suitability of different brands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common 

brand c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and visitors positive response, (2) farms in the context of limited resources, 

most choose to sacrifice quality of experience activities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manpower) to save money, 

in fact, is not wise in the long run.  

Keywords：Farm Tourism, Co-Branding Effect, Farm Image, Experien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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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農場觀光(farm tourism)同時結合農業生產及觀光活動，頗受農業生產者及遊客的喜愛。它由許多

互動提供物所組成，例如住宿、食品、體驗及運送，隨著時間的演進而變得更加標準化、組織化及多

樣化(Forbord, Schermer, & Grießmair, 2012)。基本上，各國的農場觀光相同處都在於利用傳統鄉村生活

及景觀，發展符合所在觀光目的地特徵的觀光活動(Chen, Chang, & Cheng, 2010)，這股農場觀光的發

展風潮也出現在北美、亞洲、澳洲、英國、法國、德國，除了帶給遊客深刻的體驗感受，也刺激了農

業經濟的發展。 

然而，農場觀光面臨著許多的挑戰，根據作者近五年觀察農場觀光遊客行為、參與正式與非正式

的政府會議，訪談農場業者的過程裡，發現農場觀光最急迫需要解決的挑戰就是：如何設計有效的農

場行銷策略來提供正面的觀光體驗，並且吸引更多遊客的參與？Busby and Rendle(2000)從 20 世紀初

即呼籲：農場業者面對著農場觀光的風潮，卻對於怎麼從農業生產的角色轉變為觀光服務的角色感到

困擾，迄今十數年仍然缺乏有效的因應策略(Daugstad & Kirchengast, 2013)，上述觀光領域學者的主張

也佐證了作者觀察到農企業／農夫對於遊客喜好的認識不足，亦不善長如何設計符合遊客需求的觀光

體驗。 

作者主張：以農場意象及體驗活動的共同品牌效果，應可解決農企業／農夫對遊客喜好知識的不

足，並且藉由農業觀光共同品牌效果來評估農場及體驗活動的結合在消費者心目中一致與不一致情況

下的反應。首先，共同品牌效果是品牌的聯合，涉及短期或長期的合作，或者是二個或二個以上各別

品牌、產品的結合(Rao & Ruekert, 1994)。既然農場觀光是由不同互動提供物所形成(Forbord et al., 2012)，

最為常見即是農業生產及觀光活動的結合，促使遊客感受及瞭解農業環境，此即隱含著農場意象及體

驗活動為二種不同品牌的概念(Busby & Rendle, 2000; Di Domenico & Miller, 2012; Phillip, Hunter, & 

Blackstock, 2010)，也是遊客選擇農場的主要原因(農場良好的意象以及好玩的體驗活動)。其次，共同

品牌效果是觀光領域長期關注的研究議題，應用的範圍亦極為多元，例如飯店—觀光目的地、飯店—

餐廳、運動事件—城市、島嶼—觀光活動(Aarstad, Ness, & Haugland, 2015; Dioko & So, 2012; Dong & 

Duysters, 2015; Helmig, Huber, & Leeflang, 2007; Hsiao, 2015; Kim, Lee, & Lee, 2007; Park, Jun, & Shocker, 

1996; Tsaci & Denizci, 2010)，但未曾被應用於農場觀光現象。本研究因而呼應 Liang(2014)的主張，透

過休閒農場—體驗活動共同品牌現象的調查，可協助農企業／農夫塑造最佳化的遊客體驗。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共同品牌概念為基礎：(1)探討不同農場在遊客心中的意象是否具有差異？(2)

當不同農場的意象在遊客心中具有差異時，哪些體驗活動可與農場意象形成最佳配對？(3)比較不同農

場的遊客對於體驗活動的重要性認知是否相同？(4)當農場意象與體驗活動共同品牌效果一致與不一

致下的遊客行為意圖(e.g., purchase intention, 花費時間與花費金額)。 

貳、文獻探討 

一、共同品牌 

共同品牌乃是二個或二個以上品牌共同合作，達到各自的策略目標 (Boone, 1997; Guillet & Tsaci, 

2012; Keller, 2003; Lee, Kim, & Kim, 2006)。Rao and Ruekert(1994)主張共同品牌是二個或二個以上各別

品牌、產品在短期或長期的結合。Liang(2014)亦提出相似的主張，認為島嶼意象及觀光活動各自使用

名稱、符號、設計來與其他競爭者(如不同農場及不同觀光活動)產生差異。由此可知，農場及體驗活動

亦是一種名稱、設計等組合，共同形成了遊客的農場觀光體驗，本研究將共同品牌定義為農場意象及

觀光活動長期合作來達到吸引遊客及建立正面形象的各自目標。 

共同品牌透過轉移效果(Park et al., 1996)及外溢效果 (Simonin & Ruth, 1998)，讓合作雙方在良好

的規劃、指揮及謹慎小心的執行下，達到雙贏局面(Ueltschy & Laroche, 2004)。合作夥伴能夠降低風險

及投資成本、減少進入新市場成本、增加品牌權益、增加顧客基礎、減少顧客的風險認知、增加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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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Boone, 1997; Abbo, 2005; Keller, 2003)。更為重要的，品牌名稱的選擇變得比以往更為重要及複

雜，因為對新的共同品牌而言，認知適合性會成為消費者評價產品的摸索線索。農場業者也面臨同樣

的挑戰，在競爭者眾多、體驗活動變化快速的狀態下，慎重地設計搭配農場特性的體驗活動更顯重要。 

認知適合性代表原本品牌的認知品質可轉移到第二個產品，並認知二個夥伴的產品及品牌意象極

為合適(Aaker & Keller, 1990; DelVecchio & Smith, 2005; Simonin & Ruth, 1998)，最為常見的就是高品

牌知曉及正面品牌連結(brand association)，用以引起正面的產品評價，並且減少負面結果(Desai & 

Keller, 2002; DelVecchio & Smith, 2005; Dickinson & Barker, 2007; Janiszewski & van Osselaer, 2000; Park 

et al., 1996; Simonin & Ruth, 1998)。例如飯店與茶／咖啡品牌, SPA, TV, MP3 player, and DVD player 

brands; and toothpaste, soap and shampoo brands(Guillet & Penfold, 2013)。 

從消費者觀點來看，認知適合性代表共同品牌夥伴的配對(match)及兼容性(compatibility)，涉及品

牌構面的認知，例如熟悉性、意象、品質、價值，以及顧客反應(如購買意圖)(Aaker, 1991, 1996; Keller, 

1993, 2003)。Aaker and Keller (1990)主張認知適合性模型包含三個構面：完整性、替代性及可轉移性

適合度(complementary, substitute and transferability fit)。完整性構面描述消費者對於二產品的消費可滿

足其需求，可透過產品特色、概念及架構(schema)來評價產品(Martin & Stewart, 2001)。替代性，當產

品能被其他產品替代，並能提供相同程度的滿足。可轉移性是消費者如何認知二個品牌的技能及資產

(skill and assets)連結性(Aaker, 1990)。三個構面可以用來衡量整體品牌適合性。 

近年來的共同品牌研究，關注在顧客或需求端的效果，提供了某些有趣的發現。Lee et al. (2006)

調查韓國餐廳的共同品牌對顧客滿意及品牌忠誠之影響，結果指出某些共同品牌類型 (e.g., price 

benefits and post-purchase services)是有效的行銷策略，使得餐廳能夠管理顧客滿意及品牌忠誠。Dong 

and Duysters (2015)探討運動事件及城市共同品牌設計，主張事件品牌的特徵會移轉到城市的意象，並

且轉移程度受到二者(城市及運動事件)間合適程度所影響。Tasci and Guillet (2011)在飯店及餐廳共同

品牌實驗中，發現共同品牌對二個夥伴品牌都有正面綜效，而且品牌熟悉性是導致此結果的重要因素。

Liang(2014)調查海島意象與觀光活動的共同品牌效應，結果發現當島嶼意象塑造出遊客心目中特殊定

位(如海洋遊憩或自然生態)時，觀光活動必須與其意象一致，較易引發遊客喜好及正面反應。

Hsiao(2015)探討強調低碳策略的島嶼及遊憩活動的共同品牌效果，結果發現遊客愈認同強調低碳策略

的島嶼，但遊客卻參與高排碳量的遊憩活動，反而會造成未來再遊或推薦他人的認同度較低。 

二、農場觀光 

農場觀光的興起，在於過去 50 年裡農業勞動力的持續下降、農業結構的改變、務農活動的集約化

及專業化，造成農業收入的下降，引發業者藉由農場觀光得到額外收入，並刺激當地經濟的發展。所

以，農場觀光被視為鄉村觀光裡的一個特殊型態(Nilsson, 2002)。Nilsson(2002)主張農場觀光是農村田

園的旅遊活動，Peebles(1995)建議農場觀光是在農場環境下的觀光，並且工作農場的傳統活動需要改

變以符合遊客的需求。觀光及耕地的環境直接的連結可稱為農場觀光(Clarke, 1999; Sharpley & Sharpley, 

1997)。農場基礎的觀光因而不能與農場環境的體驗以及田園風味(context of rurality)背景分離，二者的

結合支持著遊客感受及瞭解田園環境，並創造個人專屬的務農生活(Di Domenico & Miller, 2012; Phillip 

et al., 2010)。 

意象可從認知、情感以及整體觀點來詮釋目的地意象 (Baloglu, 1997; Beerli & Martin, 2004; 

Vaughan, 2001)。認知觀點的意象是指遊客對目的地屬性的認知評估；情感觀點的意象是指遊客對目的

地屬性的情感評估；整體觀點的意象則是遊客對目的地屬性整體的評估。MacKay and Fesenmaier (2000)

同樣認為遊客在旅遊前，其旅遊意象通常是建立在外在訊息而非旅遊地的真實特性，所形成的意象也

會吸引遊客前來。意象是遊客選擇旅遊目的地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Bigne, Sanchez, & Sanchez, 2001; 

Beerli & Martin, 2004; Castro, Armario, & Ruiz,2007)。作者認為農場意象意指著：農場在遊客心目中的

印象，給予遊客一種事前的感覺(Fakeye & Crompton, 1991)，可以做為休閒農場在眾多型態相似的市場

中，具備獨特的品牌意象優勢，並且符合遊客喜好的農場生活意象(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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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農場觀光活動可從遊客觀點加以分類。以中國為例，Su(2011)主張農家樂代替了農業活動

而成為休閒導向活動，提供了與自然及當地歷史遺產有關的活動，例如(1)釣魚、(2)泛舟、(3)民俗教育

活動(folk custom education  course)、(4)採果(fruit-picking)、(5)當地烹飪食譜(cuisine)、(6)自製農村品

(home-made country products)。Clarke(1999)主張農場觀光活動結合了(1)景點(attraction)、(2)活動(如釣

魚或騎馬)及(3)便利設施(amenities)。Holdnak and Pennington-Gary(2000)認為農場觀光活動可分為：(1)

農場基礎的住宿、(2)餐點、(3)活動、(4)農業節慶、(5)景點、(6)零售設施及遊客中心。Chen et al. (2010)

指出，歐洲的農場觀光通常包含住宿及飲食服務，教育及娛樂活動。Cheng(2013)調查台灣休閒農場觀

光活動極為多元，主要可分為五類：(1)DIＹ體驗活動(e.g., 自己動手做食物、生活用品、玩具)、(2)餵

食小動物(如白兔、小牛)、(3)動物互動(如擠牛奶、坐牛車)、(4)自然生態導覽(動植物生態解說)、(5)農

產品採摘(採摘水果、蔬菜)。 

参、研究方法 

一、抽樣設計 

過去研究對於農場的抽樣設計並無明確界定，例如 Rozman et al. (2009)在 Slovenia 挑選真實存在

的農場發放遊客問卷，但該研究並未說明以哪些標準及如何發放。因此，本研究以三個步驟進行抽樣

設計。第一，抽樣農場部份，本研究以 2015 年台灣觀光局提供的農場遊憩據點的 10 家知名農場(e.g., 

Wuling farm, Wei Chuan Punshin Ranch, Green world, Chulu pasturage, Tsou-Ma-Lai farm, flying cown 

ranch, Fushoushan farm, Jhaofong leisure farm, Cingjing farm, Nan Yuan resort farm)，以及農場所在位置

之農業收入為該地區主要來源(Di Domenico & Miller, 2012)、交通方便及配合發放意願較高之農場 3 家

(淨園、農春鎮、童話村)所組成。第二，以隨機挑選方式從中挑選 3 家農場，包含新光兆豐農場、走馬

瀨農場及淨園休閒農場。第三，受過問卷發放訓練的 4 位研究員於 2013 年的 6 月每週末(星期六、日)

於農場現場發放問卷，以便利抽樣挑選願意回答之遊客，並且每個遊客群體中僅挑選其中一位進行問

卷調查以避免同質性差(Chen et al., 2010)，合計回收有效問卷 365 份(新光：110 份、走馬瀨：101，淨

園：154)。 

二、量表設計 

問卷題項由過去信效表現良好的量表為基礎，包含：(1)農場意象，代表遊客對農場發展特殊定位

的認同程度，根據 Oreja-Rodríguez, Parra-López and Yanes-Estévez (2008)建議，目的地評估可以其功能

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les)加以設計，例如地理位置、發展潛力。作者事先以電話聯絡，並約定在農

場訪談行銷或休閒部門主管，經理人們提出各自農場的核心主張，例如新光兆豐農場係以渡假型態為

主，強調自然風光與遊憩設施的休閒(leisure)氛圍、走馬瀨係以生態觀光為主，強調生態導覽的特色、

淨園則營造放鬆心情，強調遠離都市塵囂的主張。因此，本研究以農場核心定位(例如強調自然生態、

遠離都會或渡假環境)，並以整體意象(Beerli & Martin, 2004)為基礎來發展特定農場的意象，設計出：

您認為ＸＸ農場的定位傾向強調自然／遠離都會／渡假環境，以 Likert 7 點量表回答(1: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2)最佳配對：回答最喜愛農場及該農場最搭配哪一個體驗活動，以及是否參與過該最佳

配對(修改自 Tasci & Guillet, 2010; Hsiao, 2015)。其中，體驗活動為遊客在農場裡從事的觀光遊覽活動，

活動類型參考自 Cheng(2013)，可分為六類：DIY 動手做、園區設施遊玩、餵食小動物、動物互動、導

覽動植物生態、採摘蔬果。(3)農場及體驗活動重要性，代表遊客最為重視農場意象或體驗活動的程度，

參考自 Liang (2014)。(4)再遊意願：遊客再次光臨、推薦他人及選購行為，參考自 Kim et al. (2007)。

(5)人口統計變數，如性別、年齡，參考自 Che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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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統計分析 

本研究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各個農場在遊客心目中的定位，是否與業者的主張相同。分析結果

顯示：遊客認為走馬瀨農場最具有整體生態文化的意象(F=13.64, M=4.93)，也提供了讓遊客自在享受

園內設施的場所(F=4.76, M=4.99)。另外，遊客認為淨園休閒農場最具有遠離日常壓力的意象(F=5.94, 

M=5.46)，可知除了新光兆豐農場外，其他二家農場業者定位與遊認知相同。續之，本研究根據遊客對

各自農場的定位，檢測農場意象與體驗活動之共品牌效果是否存在。 

表 1 遊客對農場意象認知分析 

XX 農場提供 新光(110) 走馬瀨(101) 淨園(154) F(p) 事後比較 

自在享受園區設施的

渡假環境 

4.31(1.75) 4.99(1.26) 4.47(1.76) 4.76(.009) 走馬瀨 > 淨

園、新光 

解說生態文化的自然

環境 

4.41(1.51) 4.93(0.97) 3.78(1.69) 13.64(.000) 走馬瀨 > 新

光>淨園 

遠離都市塵囂的環境 4.84(1.58) 5.17(1.21) 5.46(1.47) 5.94(.003) 淨園>新光 

共同品牌對不同品牌間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影響效果，過去研究主張可運用遊客對於品牌的認知適

配、配對的兼容程度進行評估(Liang, 2014; Hsiao, 2015; Tasci & Guillet, 2010)，本研究採用農場意象與

體驗活動的最佳配對以及曾參與程度來衡量共同品牌效果是否存在。首先，遊客需填答哪個農場為其

最喜愛農場(新光、走馬瀨、淨園)，隨後填答對該農場最喜愛體驗活動，形成最佳配對並以整體(Total)

代表最佳配適比例。其次，參與程度(participated)代表遊客已參與體驗活動之比例(表 2)。分析結果發

現農場及體驗活動最佳配對的前六名為：淨園／餵食小動物、新光／餵食小動物、走馬瀨／導覽動植

物生態、走馬瀨／餵食小動物、淨園／動物互動、走馬瀨／DIY 童趣玩具。由此可知，不論是任何型

態的農場，遊客均認同園區內提供與動物相處的體驗活動，代表遊客對於休閒農場的印象仍聚焦在動

物身上，這種深植於遊客心中的夢幻感受是極難抹滅。 

當我們更進一步探討農場地定位與體驗活動的適配性時，吾人可以發現淨園／餵食小動物為最佳

配對第一名(65.4%)，但是參與程度卻是走馬瀨／導覽動植物生態最高(88.6%)，並且前六名中走馬瀨農

場與不同體驗活動的組合占了一半(50%)。由此可知，走馬瀨農場強調生態文化的主張，與遊客認為最

佳適配的體驗活動一致。另外，淨園強調遠離塵囂的主張，透過遊客與動物互動及人員解說，提供了

遊客減少壓力的機會。然而，遊客在園區設施體驗並未列入最佳配對前六名當中，可知新光兆豐農場

強調休閒渡假的主張並未與體驗活動有效結合。 

表 2 遊客認為前六名的農場與體驗活動最佳配對 

排序 農場 體驗活動 項目 % 

1 淨園 餵食小動物 整體 

參與度 

65.4% 

64.7% 

2 新光 餵食小動物 整體 

參與度 

57.4% 

83.3% 

3 走馬瀨 導覽動植物生態  整體 

參與度 

41.2% 

88.6% 

4 走馬瀨 餵食小動物 整體 

參與度 

21.2% 

83.3% 

5 淨園 動物互動 整體 

參與度 

19.2% 

40.0% 

6 走馬瀨 DIY 用品玩具  整體 

參與度 

16.5%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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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在新光兆豐(33.6%)及淨園(42.2%)的遊客認為農場意象與體驗活動的一致較為重要，

而在走馬瀨農場(47.5%)的遊客認為體驗活動較為重要。此結果代表有效的共同品牌效果除了立基於二

個不同品牌(如本研究的農場意象及體驗活動)的有效整合外，若能更加強另一產品(體驗活動)與本身產

品(農場)，更能發揮 1+1>2 的綜效，由表 4 的遊客行為意圖分析結果更能佐證此現象。 

表 3 農場與體驗活動最佳配對之重要性分析 

 農場比較重要 體驗活動較重要 二者均重要 不知道 整體樣

本 

新光兆豐 (n, %) 7(6.4%) 36(32.7%) 37(33.6%) 30(27.3%) 110 

走馬瀨 (n, %) 26(25.7%) 48(47.5%) 21(20.8%) 6(5.9%) 101 

淨園(n, %) 25(16.2%) 43(27.9%) 65(42.2%) 21(13.6%) 154 

χ2 數值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Person Chi-square 43.71 6 .000 

Likelihood ratio 44.95 6 .000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3.83 1 .050 

N of valid cases 365   

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遊客在不同農場的行為意圖是否具有差異性。統計結果顯示：在走馬

瀨及淨園的遊客願意再遊的意圖較新光兆豐農場高(F=6.13, p<.01)。其次，在走馬瀨的遊客相較於淨園

(F=6.12, p<.01)及新光兆豐農場(F=5.65, p<.01)，更願意推薦所在農場給予親友，並且多加選購農場伴

手禮。 

表 4 遊客在不同農場之行為意圖 

問項 

農場 

我希望再次光臨這家農場 我願意將這家農場推薦

給我的親朋好友 

我願意多加選購這家農

場各類伴手禮品 

新光(110) 4.66(1.68) 4.22(1.56) 4.36(1.61) 

走馬瀨(101) 5.09(1.20) 4.91(1.23) 4.94(1.18) 

淨園(154) 5.29(1.41) 4.54(1.47) 4.37(1.50) 

F(p) 6.13(.002) 6.12(.002) 5.65(.004) 

Post-hoc 走馬瀨、淨園>新光 走馬瀨>淨園、新光 走馬瀨>淨園、新光 

對照表 2 的最佳配對以及表 3 的最佳配對重要性能夠發現，休閒農場本身的意象即是以農業特色

(如動物圍繞身邊餵食、解說導覽自然生態)為主所營造的休閒環境(e.g.,Chen et al., 2010)。其實，遊客

對於最佳配對的象，源自於夢幻般(fantasy)的遊憩感受，因為遊客會從不同來源組成個人對於農場的

意象(imagery)、好奇(curiosity)及體驗農村生活的期待(Chen, 2016; Light, 2009)，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

遊客就算身處不同休閒農場也都偏愛相似的動物互動體驗活動。另外，當體驗活動(如餵食動物)能夠

符合這樣的特色，更加深遊客的愉悅感及再次遊覽的意圖。如同 Aaker(1996)的主張，共品牌的成功需

涵蓋品牌間的契合度。由表 4&5 可知，(1)遊客不論在哪個農場都有極為正面的行為意圖(M>4.2)、(2)

相較於另二家農場，22.8% & 42.0%的遊客都願意在走馬瀨農場花費較多費用(NT$2001-3000)，以及停

留較長時間(4-6 小時)，亦驗證了這個結果。本研究對此提出下列主張：共同品牌效果必須立基於二種

品牌的相互兼容，並且在另一搭配品牌(體驗活動)愈符合本身品牌(農場)的特性時，愈能夠提供遊客愉

快的休閒體驗，進而產生愈正面的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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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遊客在不同農場之遊憩行為 

時間 

農場 

少於 1 小時 1-3 小時 4-6 小時 高於 7 小時 χ
２

(p) 

新光(110) 6.4% 68.2% 22.7% 2.7% 70.72(.000) 

走馬瀨(100) 1.0% 38.0% 42.0% 19.0%  

淨園(154) 1.9% 82.5% 10.4% 5.2%  

費用 

農場 低於$1000 

1001- 

2000 

2001- 

3000 

3001- 

4000 

4001-

5000 

5001- 

6000 高於$6001 

χ
２

(p) 

新光(110) 29.1% 18.2% 12.7% 14.5% 2.7% 3.6% 19.1% 111.6

3(.000

) 

走馬瀨(101) 19.8% 20.8% 22.8% 8.9% 7.9% 17.8% 2.0% 

淨園(154) 61.0% 17.5% 13.0% 2.6% 1.9% 3.2% 0.6% 

伍、結論 

從本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共同品牌效果發生在不同品牌具有一致性，亦即所謂的品牌適合性，

較能發揮正面影響遊客反應的效果。同時，作者透過二個研究，可以明確的解釋當品牌一致，以及不

一致時的效果差異性。另外，從最佳配對的重要程度可以瞭解體驗活動與農場意象在 40%左右的遊客

心中同等重要，而有 30%左右的遊客認為體驗活動較為重要。這樣的結果與 Tasci and Guillet (2010)及

Liang(2014)等人認為二個品牌同等重要的主張不同。但是，Dioko and So(2012)亦實證發現遊客會重視

共同品牌(目的地 & 飯店)中的其中之一(如目的地)。由此可知，遊客會在不同品牌組合時對於品牌重

視的層面不同。作者主張，在農場觀光背景下，體驗活動是農場必須重視的項目，特別是資源有限的

情況下，許多農場業者會犧牲體驗活動的品質(例如減少人力配置)來節省成本，其實長期而言並非明

智之舉。 

本研究學術貢獻在於，過去多數共同品牌研究以假設劇本(Dioko & So, 2012; Helmig et al., 2007)或

不存在的品牌合作關係，例如飯店及零售品牌(Tsaci & Guillet, 2010)調查需求端的遊客認知及選擇，本

研究則檢測了現實存在農場觀光與遊客反應的關係。其次，本研究在目的地品牌化及共同品牌文獻中

具有理論意涵。舉例而言，本研究發現體驗活動甚至比農場意象更重要，代表了轉移效果在農場觀光

中存在，當體驗活動的正面屬性存在於遊客心中，將能轉移到農場意象上，進而造成遊客更為正面的

反應(Park et al., 1996)。更為重要的，從二個研究中可以發現，農場觀光在遊客心中其實具有月暈效果，

因為不論任何類型的農場，遊客都會偏好與動物互動的活動(月暈效果)，在競爭激烈的農場產業中，

將會造成農場難以追求差異化的窘境，特別是對農場眾多、土地資源相對缺乏的國家。有鑑於此，作

者主張學者可應用 Bandyopadhyay and Nascimento(2010)及 Chen(2016)的研究為基礎。因為農場意象創

造了夢想般的環境。 Schellhorn and Perkins (2004, p. 126)建議有效運用觀光資源的物質現實來銷售夢

想給遊客，因此可打破遊客傳統的農場意象，更加上想像力、好奇心的幻想空間，就能搭配及創造不

同且獨特的體驗活動，最終達到農場品牌差異化的經營方式。 

實務貢獻方面，作者建議農場業者應更專注於獨特體驗活動的開發，特別是多數(66%)經理人在訪

談過程中曾提到，由於體驗活動開發耗時、容易被競爭者模仿，甚至是因應流行趨勢卻開發不符合農

場意象的體驗活動。久而久之造成農場不願花費資源及精力來創造新的體驗活動。然而，由本研究成

果可知，農場意象與體驗活動是相同重要，甚至將近 30%遊客更為重視體驗活動。因此，農場業者必

須將不同部門的人員組成開發團隊，定期激發腦力或觀察國內外農場活動，以建立符合農場意象的體

驗活動。此外，業者設定的農場形象是否符合遊客心中的認知，會影響著農場形象與體驗活動的最佳

配對程度。因此，業者應發展適合的問卷，例如農場形象是否具有休閒氣氛、生態環境，並定期詢問

是否符合遊客的認知。 

本研究限制如下：調查臺灣農場意象及體驗活動的共同品牌效果，由於臺灣地狹人稠，因此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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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中國或美國這麼大的面積。當然，這也符合 Forbord et al. (2012)的主張，不同國家及地區的農場

觀光可能受到國情影響而有所差異。因此，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國家進行農場及體驗活動共同品牌的

遊客反應比較。本研究以夏天週末做為抽樣時間，乃是基於假日人潮較多，以家庭或朋友共同出遊居

多，因此樣本較具異質性。然而，不同季節或周間的遊客人潮或是類型(e.g., 校外教學)可能不同，未

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同遊客類型或時間進行遊客反應的比較。本研究聚焦在共同品牌本身，探討農場品

牌意象及體驗活動關係。但是，過去目的地品牌化(branding)文獻指出，信任、承諾、當地教育水準

(Aarstad et al., 2015)及熟悉性(Dickinson & Barker, 2007; Tasci & Guillet, 2010)是影響共同品牌效果的因

素，因而建議未來研究可加入其他變數。最後，體驗活動在遊客心中的重要性甚至有大於農場意象的

情況，可知體驗活動的服務流程、設計內容極為重要，建議未來研究可運用不同理論概念(e.g., service-

domain logic, SDL)來設計利害關係人共創價值的體驗活動(Grissemann & Stokburger-Sau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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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併購夏普簽約前後對蘋果概念股之影響：以事件研究法分
析 

The Impact of Hon Hai's Merger for Apple-Related Stocks -An Event-

Study Analysis 

陳宗豪 Tsung-Hao CHEN /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許文駿 Wen-Jun XU /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士 

摘要 

全球經濟及投資環境轉變極大，造就面板產業一片低迷，而夏普因為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再加

上台灣、中國大陸、南韓的液晶面板產業興起，競爭越演越烈，導致夏普較沒有價格談判的優勢，但

由於夏普的品牌及技術不僅將能提供鴻海的大客戶-蘋果，有更多廣泛的零件應用，因此鴻海夏普合併

對於未來將會有更重要性的突破與提升。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分析鴻夏戀對蘋果概念股之影響。 

本研究以蘋果概念股作為研究對象，以傳出簽約、夏普鉅額虧損、入股及簽約後為事件日，股價

資料涵蓋範圍自 2012 年 03 月 27 日至 2016 年 04 月 02 日。樣本公司之選擇係由分析師報告，

並佐以公開新聞資訊作為蘋果概念股之篩選，本研究篩選後共計 14 家企業為蘋果概念股。  

實證結果發現鴻海與夏普簽約前後四個事件日之股價有異常報酬率之現象。簽約日之後過一個月

橫斷面統計量(累積)CAR 曲線在第 14 天後顯著下降，驗證中時電子報報導投資人普遍擔心雙方的企

業文化不同；第二個事件日-鉅額虧損事件，我們觀察到就在鉅額虧損事件日爆發後 9 天後，可明顯看

出橫斷面統計量(累積)走向從負值持續攀升到正值。因為市場普遍不看好這項重大併購案，認為鴻海

在得知巨額虧損後，兩家公司並不會再有進一步合作意圖，因此鴻海股價開始呈現慶祝行情。第三個

事件日-夏普與鴻海簽約，我們發現到(累積)異常報酬率 CAR 依然呈現負值趨勢，但是可以看出 13 天

後投資人對此項併購案信心有慢慢回升，儘管擔心，但相信鴻海能跨越障礙，帶領夏普展現不一樣的

風貌。 

關鍵字：鴻海，事件研究法，異常報酬，橫斷面分析，蘋果概念股 

ABSTRACT 

There are huge change in global economy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generate an economic 

downturn in the panel industry. Because Sharp's brand and technology will not only provide Hon Hai's big 

customers-Apple, but also supply more extensive parts application, so Hon Hai want to merge with Sharp. This 

study want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Hon Hai's merger for Apple-related stocks by Event-Study analysis. 

This study takes the Apple concept uni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tock price cover from March 27, 2012 

to April 02, 2016. The selection of the sample was reported by analysts and accompanied by public news 

information as the screening of Apple's conceptual unit; the study filtered a total of 14 enterprises for Apple 

Concept unit. 

The empirical results found there are abnormal return rate about event days of Hon Hai and Sharp signed 

up. About Hon Hai and Sharp signed up, the averag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ate (CAR) existences 

negative and remarkable abnormal remuneration after fourteen event day. About the second event day, the 

averag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ate (CAR)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remarkable abnormal 

remuneration from after fourteen event days. About the third event day, the averag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ate (CAR) is significant negative and rise from after thirteen event days slowly. 

Keywords：Hon Hai, Event Study, Abnormal Return,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 Apple-Related Stocks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7i8VM/search?q=kwc=%22%E7%95%B0%E5%B8%B8%E5%A0%B1%E9%85%AC%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7i8VM/search?q=kwc=%22%E6%A9%AB%E6%96%B7%E9%9D%A2%E5%88%86%E6%9E%9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7i8VM/search?q=kwe=%22abnormal%20return%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7i8VM/search?q=kwe=%22cross-sectional%20regression%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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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自從金融風暴以來面板產業一直都不好走，台灣面板產業因為大幅擴充產能想搶佔市場，導致市

場緊縮或供過於求，整個產業面臨很大的經營風險。但因為 3C 電子產品布局廣、市場需求不斷增加，

面板市場的產業日益崛起，更是國際性競爭的產業，因此面板的技術成了最重要的一環。為了得到夏

普的面板技術，鴻海在 2016 年 3 月 30 日宣布投資 2888 億日圓收購夏普普通股，以及斥資 999.999 億

日圓購買夏普特別股，總計砸了 3888 億日圓，約新台幣 1108 億元(美金 35 億元)取得夏普 66%股權，

讓鴻海在業界為之一亮，有了夏普這個品牌，結合鴻海垂直整合製造能力讓鴻海集團出海口更大，對

於集團是一大利多。 

本研究選定蘋果概念股作為對象，以相關事件發生日，根據電子類股情形觀察目前股價變動的相

關情形，再以事件研究分析法探討出會影響股價變動，以進行研究，希望能藉此作為分析鴻海併購夏

普簽約前後對蘋果概念股的影響作為參考，此外，希望透由此研究方法了解影響股價變動之因素，以

作為往後欲探討相關事件日發生影響股價變動的研究者參考之用。本研究主要探討鴻夏戀簽約前後對

蘋果概念股的影響，對於臺灣上市公司股票市場之影響。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希望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之分析、探討、歸納與比較，期能達成以下

目的： 

1. 針對鴻海公司併購夏普公司期間所發生事件日，進行異常報酬(abnormal returns，簡稱 AR)

之檢定，分析市場是否對蘋果概念股產業股票有顯著之影響。 

2. 觀察雙方簽合作同意書 (2012/03/27) 之異常報酬，檢視市場反應之影響。 

3. 觀察發現夏普有鉅額虧損 (2012/04/22) 之異常報酬，檢視市場反應之影響。 

4. 觀察雙方正式簽約 (2016/04/02) 之異常報酬，檢視市場反應之影響。 

5. 針對相關實證結果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2-1 夏普公司相關文獻介紹 

夏普公司的強項在於深厚的研發技術能力與專利，善用其研發成果重新建構以獨特技術為核心的

戰略，提供特殊性產品或服務來滿足客戶的需求，並獲得信賴感及認同感，最後經由客戶群的忠誠度

來奠定市場一定的佔有率(陳明賢，2012)。 

1. LTPS 技術：低溫複晶矽薄膜電晶體技術，又稱 LTPS。具備高效能、高解析、反應速度較快等

特點，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與平面顯示器的興起，低溫複晶矽技術儼然已成為高畫質顯示器的

代名詞。應用領域從數位攝影機、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到高解析大型視訊家電等市場都可

發現其蹤跡。但是其技術製程較複雜，因此合格產品的比率也相當低，有技術門檻(林宗儁，

2012)。 

2. OLED 技術：有機發光二極體技術，又稱 OLED。本身具備有省電、輕薄、堅固、安全及反應

時間快等優點，其本身另具製程簡單、可應用於撓曲性面板等多項特點，所以在應用上可以說

是全面性的，從手機、筆記型電腦的顯示器，大此吋應用可以當電視的面板，此項技術被公認

為在未來可以發展成一個低成本，高性能的顯示器(陳鵬聿，2011)。 

2-2 鴻海公司相關文獻介紹 

(黃宜彬，2012)鴻海由零組件起家， 2005 年後更宣告由 3C 走向 6C，包含數位內容、汽車、通

路。鴻海更積極擴張全球事業版圖(歐洲、亞洲、美洲)，從製造到科技，轉型到創新，發展出獨特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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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模式，提供完整「一條龍」服務，將複雜的垂直整合工作，變成鴻海集團的競爭優勢。 

2-3 APPLE 概念股相關文獻 

概念股是與業績股相對而言的。業績股需要有良好的業績支撐。概念股則是依靠某一種題材比如

資產重組概念(張獻文，2007)是區分個股群組的概略性分法。通常用來指有共同特質的公司，例如：互

相競爭的同一產業公司、有合作關係的上、下游公司、同一集團公司等，都可以被歸納為同一「概念

股」。在台灣，概念股股價有齊漲齊跌的特性。 

2-3-1 蘋果概念股的定義 

本研究在定義蘋果概念股上，以蘋果在選擇組裝工廠的時候所設立高規格的「蘋果供應商行為準

則」為研究對象。目前蘋果在全球共有 18 家組裝工廠，以台灣上市 14 檔為基準，如下表 1 所示 ： 

表 1 台灣 14 家蘋果概念股之上市公司 

股號 公司 供應鏈地位 

2311 日月光 封裝測試 

2317 鴻海 代工組裝 

2330 台積電 晶圓代工 

2382 廣達 代工組裝 

2354 鴻準 機殼 

2392 正崴 連接器 

2474 可成 機殼 

3008 大立光 鏡頭模組 

3189 景碩 IC 載板 

3376 新日興 樞紐 

3673 TPK-KY 觸控面板 

4938 和碩 代工組裝 

4958 臻鼎-KY 軟板 

6269 台郡 軟板 

資料來源：聯合財經網 

2-4 事件研究法相關應用研究 

事件研究法主要是在效率市場的假設下，當市場接收新資訊後，投資人會立即給予反應，其目的

係探討當某一事件發生時，是否會引起股價的異常變動，因而產生異常報酬（abnormal returns, AR）。

由於此類資訊（事件宣告）可用來瞭解市場證券價格與特定事件是否有關聯性（沈中華與李建然，

2000），因此事件研究法經常被應用於財務、會計與管理等領域的實證研究（e.g. Arya and Zhang, 2009； 

Chen,Ganesan, and Liu, 2009； Carow, Heron, and Saxton, 2004）。 

過去很多的文獻使用事件研究法研究總體市場或某特定產業，並利用統計方法檢定異常報酬狀

況，經由實證結果來推論該假設是否成立，本研究針對研究事件影響整個市場 (Market-Wide) 如政府

政策的改變、貨幣政策變動、總體經濟變數等影響，將其相關的文獻作一探討，如下表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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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內外學者對事件研究法相關文獻之探討 

國外學者 年份 研究結果 

Kothari 

& 

Warner 

1997 

長期事件研究包含許多問題，是短期事件研究所沒有考慮的。長

期事件研究較短期事件研究更困難獲得不偏的統計量，他們認為

期望報酬估計所產生的偏誤會隨估計期間增長而增加，且隨估計

期間的增長對不同模型的估計也相對更加敏銳。 

Spiess 

& Affleck-Graves 
1999 

以事件研究法研究純粹公司債與可轉換公司債發行後，股價長期

異常報酬。他們假設任何事情對股價變動效果是延遲的，股價對

資訊的調整是慢的，因此，必須觀察長期股價行為，以瞭解資訊

傳遞的長期效果。 

Lyon, Barber 

& 

Tsai 

1999 

他們認為事件研究法往往會評估某特定產業特定事件，標的股票

績效行為，以隨機樣本取樣無法反應真實世界，而且不同抽樣情

況，很可能會改變實驗結果。 

國內學者 年份 研究結果 

范高瑋 2012 

本論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對我國上市公司股票作分析與研究，觀察

證所稅宣告效果對於不同風格的股票有無不同的影響。本實證結

果有四項： 

一、證所稅復徵宣告對我國上市公司股票市場影響為顯著為

負。 

二、證所稅復徵宣告，成長型特質股(高本益比、低股利支付率)

股價累積異常報酬率顯著劣於價值型特質股(低本益比、高

股利支付率)。 

三、證所稅復徵宣告，股價波動度高股股價異常報酬率顯著劣

於波動度低股。 

四、藉由複迴歸實證分析，成長型特質股解釋變數對股價累積

異常報酬率的影響為負向。 

王怡珊 2014 

研究結果顯示個別事件都有顯著的異常報酬和異常交易量，整體

上在首次見報日後二十天都有連續的正面異常報酬，二十七天後

也有連續的正面異常交易量。 

廖宥閎 2016 

研究方法是採用市場指數調整模式之事件研究法，實證結果發現：

各產業對利率的調升或調降，反應並不完全相同，此外各產業對

利率的調降，相對於利率的調升反應比較相同，也較強烈，顯示

利率調升跟調降的資訊內涵並不相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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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描述與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圖 1 本研究之架構 

3-2 資料描述 

本研究依據研究的背景與動機決定選擇的條件： 

1. 研究因子為「電子類股產業」，因此研究個案必須從事半導體、晶圓等電子產業之公

司。 

2. 研究因子為「股價」，因此研究個案是必須有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的上市上櫃公司。 

3. 研究因子分別為「雙方簽合作同意書 2012 年 03 月 27 日」、「夏普有鉅額虧損 2012

年 04 月 22 日」、「正式簽約 2016 年 04 月 02 日」，因此研究個案必須有供應蘋果產

品零件之公司。 

本文的研究期間為 2012 年至 2016 年，首先以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上

市上櫃為主，共計有鴻海(2317)、日月光(2311)、台積電(2330)、廣達(2382)、鴻準(2354)、正崴(2392)、

可成(2474)、大立光(3008)、景碩(3189)、新日興(3376)、TPK-KY(3673)、和碩(4938)、臻鼎-KY(4958)

以及台郡(6269)等 14 家公司。將上述 14 家公司在這四年內所有有關蘋果概念股的公司與鴻夏戀事件

發生日期記錄下來，作為「事件研究法」的基礎。 

3-3 事件研究法的探討 

3-3-1 事件研究法之定義 

事件研究法最早是由 Fama,Fisher, Jensenand Roll (1969)探討股票分割事件的宣告為例來探討股票

分割這項新資訊對公司股價的影響並觀察資本市場的效率，之後此方法被廣泛地運用於各種不同的事

件。 

3-3-2 事件研究法之設定 

1. 事件日選擇 

本研究之事件日，即為鴻夏戀相關新聞事件。其事件日定義，依據公開資訊搜尋確認，資訊來源

包含：Yahoo 網站及維基百科等相關條目，交叉比對確認鴻夏戀之新聞事件時間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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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確認後列示事件日期，如下表 3 所示 ： 

表 3 事件日選擇 

事件 事件日期 事件說明 

雙方簽合作同意書 2012 年 03 月 27 日 

郭台銘以個人資金投資堺工廠，

鴻海並以每股市價 550 日圓入

股夏普 9.9%，鴻海在同意書中

附帶要實施事前調查的條件。 

夏普有鉅額虧損 2012 年 04 月 22 日 

獲知夏普有鉅額虧損，股價暴跌

至 190 日圓，鴻海要求立即進行

調查。 

正式簽約 2016 年 04 月 02 日 
鴻海出資 3,888億日圓取得夏普

66%股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事件均為對鴻夏戀之不同新聞事件。故本研究採用鴻夏戀之新聞日期：2012 年 03 月 27 日、

2012 年 04 月 22 日、2012 年 08 月 03 日、2016 年 04 月 02 日，作為事件研究法之事件日期。 

3-4 股票報酬率預期模式與異常報酬率估計模式 

3-4-1 估計期與事件期之設定 

 

圖 2 估計期與事件期示意圖 

過去文獻中，對於事件研究法之估計期選擇並未有統一衡量標準，若以日報酬率建立估計模式的

時候，估計期間通常設定為 100 日至 300 日；週報酬率則為 50~120 週；月報酬率則通常設定 24 個月

至 60 個月。 

事件期長度方面，與估計期相同並沒有客觀標準，事件期越長雖然可以掌握到事件對股價的影響，

但是也越容易遭受其他因素的干擾。本研究皆以文獻常用之 150 天作為估計期長度，此範圍涵蓋超過

半年交易日，應足以具有代表意義。本研究四個事件所採用 2 個時間點的事件期，以期有足夠之期間

長度觀察是否有資訊洩漏之效果，完整涵括事件反應效果。 

估計期與事件期前後天數，如下表 4 所示 ： 

表 4 估計期與事件期前後天數 

第壹章 事件 第貳章 估 計

期 

第參章 事件期 第肆章 事件期 

第伍章 雙方簽合作同意書 第陸章 -150~-

16 

第柒章 -15~15 第捌章 -15~30 

第玖章 夏普有鉅額虧損 第壹拾章 -150~-

16 

第壹拾壹章 -

15~15 

第壹拾貳章 -

15~30 

第壹拾參章 正式簽約 第壹拾肆章 -

150~-

16 

第壹拾伍章 -

15~15 

第壹拾陸章 -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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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2 股票報酬率預期模式 

一、股票報酬率預期模式可以分為三大類（沈中華、李建然，2000）： 

A. 平均調整模式(Mean Adjusted Returns model) 

B. 市場指數調整模式(Market Adjusted Returns model) 

C. 市場模式(Market model) 

1.平均調整模式 

此模式存在一個強烈假設，亦即個別證券事件期的預期報酬率即為估計期平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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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tR
代表 i 公司在估計期 t期的報酬率，

)( iERE
代表 i 公司事件期 E 期的預期報酬率。 

2.市場指數調整模式 

 此模式是假設某公司股價報酬率事件期在某一期之預期報酬率即為當期市場報酬率，亦即 

mEiE RRE )ˆ(
 

其中， mER
為市場報酬率。 mER

該使用市價加權指數(value weighted index)，還是平均加權指數

(equal weighted index)來計算市場報酬率，理論上，市價加權指數可能會較理想，可反映市場的績效

(Roll,1980)。然而 Brown 與 Warner(1980)指出，使用平均加權指數較能夠發現異常報酬率。

Paterson(1989)認為平均加權指數與股票報酬率之間相關性較大，因此參數估計較為精準，故能發現異

常報酬率。 

3.市場模式 

市場模式是以估計期資料，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簡稱 OLS)建立以下回

歸模式 

,itmtiiit RR  
 

其中， it
為誤差項且

),0(~ 2 Nit 。經過最小平方法即可以得到估計值 î
與 î

，因此事件

期 E 期的預期報酬率為 

mEiiiE RRE  ˆˆ)ˆ( 
 

然而股價報酬率往往出現波動聚集(volatility clustering)的現象，亦即大波動伴隨著大波動。

Engle(1982)提出自我相關異質條件變異數(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variance；簡稱

ARCH)模式以 Bollerslev(1986)提出的一般化 ARCH(Generalized ARCH；簡稱 GARCH)模式可以描述

此現象。沈中華與李建然(2000)指出若出現波動聚集的現象，未考慮 ARCH 模式時，可能會有下列問

題： 

(1) 在估計期，市場模式

係數可能會被高估。 

(2) 事件期的 ARCH，

變異數會隨時間改變。因此，異常報酬率要進行標準化時，必須進行樣

本外變異數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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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事件日發生連續三日報酬上漲，這可能是來自 ARCH 的聚集，而非股價真的有連續三日

正的效果。 

一般實務上，GARCH(1,1)為較常用的模型，因此本文亦考慮以此模式作為假設，亦即 

itmtiiit RR  
， 

),0(~,,| 2

,21 itititit N    

2

1

2

1

2

  itiitiiit baw 
 

其中，模式的參數必須使用最大概似(maximum likelihood)估計法，經過計算可以得到最大概似估

計值(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簡稱 MLE)。因此事件期 E 期的預期報酬率計算方式如下 

mEiiiE RRE  ˆˆ)ˆ( 
 

3-4-3 異常報酬率估計模式 

所謂的異常報酬是以事件期的實際報酬率減去預期報酬率，亦即 

)ˆ( iEiEiE RERAR 
 

其中， iEAR
為 i 公司在事件期 E 之異常報酬率， iER

為實際報酬率與
)ˆ( iERE
為預期報酬率，而

且依據研究目的所選擇的預期模式而有所差異。文獻上，異常報酬一辭亦稱為超額報酬(excess return)、

預測誤差(prediction error)與殘差(residual)。 

事件研究法的精神在於探討某事件對股票報酬之影響，但若僅觀察 iEAR
是無法得到任何結論，因

為每家公司在估計過程中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例如事件日中，除了感興趣的事件之外，尚有許多非

研究事件的干擾事件，將造成股價之變動等等。因此 iEAR
 = 研究事件引起之報酬+干擾事件引起的

報酬。 

沈中華與李建然(2000)建議將所有樣本的異常報酬率平均，可降低這些干擾對股票報酬的影響。

因此欲進行統計檢定之前，必須先計算平均異常報酬率(average AR；簡稱 AAR)，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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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為公司個數， iEAR
為事件期第 i 家公司的異常報酬率。除此之外，會依其目的或是某種

因素，累積事件期之異常報酬率，稱為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cumulative AAR；簡稱 CAAR)。累積平均

異常報酬率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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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文獻將個別證券異常報酬率標準化(standardized)後，計算平均異常報酬率以及累積異常報酬

率。其目的是將異常報酬率的分配轉換為標準常態分配，以符合齊一分配(identical distribution)之條件。

Zibart(1985)指出此作法將有助於提高檢定異常報酬率之能力，尤其是在股價對某些事件反應較弱的情

況之下。 

3-5 事件研究之統計檢定 

事件研究主要是對某事件的發生是否對股價造成影響，僅觀察對個別證券並無法作出結論。因此

必須檢定平均異常報酬率或是累積異常報酬率是否顯著異於零。 

欲進行檢定時，可考慮有母數檢定與無母數檢定。有母數檢定是以常態分配作為理論基礎，通常

假定異常報酬率為常態分配。無母數檢定則不需要對異常報酬率作任何分配的假設。因此，在許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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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報酬率並非常態分配的情況之下，為增加結論的穩健性(robustness)，可考慮無母數檢定。 

ㄧ般來說，我們所關心的是橫剖面的平均異常報酬率或是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是否顯著異於零，

因此儘管各別證券的異常報酬率可能不是常態分配，根據中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只要

橫剖面的個別證券異常報酬率為獨立且齊ㄧ(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的分配，當樣本量越大即保證樣

本橫剖面平均異常報酬率趨近於常態分配。因此，傳統有母數檢定法會有不錯的檢定力。若對於樣本

異常報酬率分配有所疑慮時，不能符合有母數檢定假設時，不妨使用無母數檢定以提高研究結論的穩

健性。 

3-5-1 期望報酬率之計算 

本研究採用 OLS 風險調整模式去計算預期報酬率，目的在於探討當鴻夏戀事件發生時，是否會對

電子類股產生異常報酬。在於實證上廣泛應用之方法，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以觀察個別股報酬率對市場報酬率所做的迴歸分析，其迴歸模型如 (1) 式： 

itmtiiit RR  
                                                          (1) 

𝐭=1,2,3…；i=1,2,3,…,N 

其中： 

𝐑𝐢𝐭：事件於第 i 種證劵第 t 期的股票報酬 

𝐑𝐦𝐭：市場投資組合在第 t 期的市場報酬 

𝛂𝐢：截距項 

𝛃𝐢：Beta 係數 

𝛆𝐢𝐭：殘差項 

3-5-2 估計異常報酬率之計算 

一、比較事件期間實際報酬率與預期報酬率之差額，即可算出事件其異常報酬率𝐀𝐑𝐢𝐭。將樣本異

常報酬率加總後除於樣本數，可以得到樣本平均異常報酬率𝐀𝐑𝐭
̅̅ ̅̅ ̅，其計算是如下： 

異常報酬率(𝐀𝐑𝐢𝐭)之計算，其計算方式如 (2) 式： 

ARit=R
it
-E(�̂�𝐢𝐭) 

(2) 

其中： 

𝐀𝐑𝐢𝐭：第 i 種證劵於 t 日的異常報酬率 

𝐑𝐢𝐭：第 i 種證劵於事件日中 t 日的實際報酬率 

E(�̂�𝐢𝐭)：第 i 種證劵於第 t 日的估計之預期報酬率 

 平均異常報酬率(𝐀𝐑𝐭
̅̅ ̅̅ ̅)之計算，其計算方式如 (3) 式： 

𝐀𝐑𝐭
̅̅ ̅̅ ̅ =

𝟏

𝐍
∑ 𝐄𝐑𝐢𝐭

𝐧

𝐢=𝟏

 

(3) 

其中： 

𝐀𝐑̅̅ ̅̅
𝐭：第 t 日的平均異常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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𝐍：樣本數目 

二、累計平均異常報酬率(𝐂𝐀𝐑𝐭)之計算 

為了瞭解某一特定期間的累積效果或異常報酬率的行為，本研究將觀察期間內某一特定期間的平

均異常報酬率予以累加，以求得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Cumulative Abnormal Retum，𝐂𝐀𝐑𝐭)，其計算方

式如 (4) 式和 (5) 式： 

𝐂𝐀𝐑𝐭𝐢,𝐭𝐣
= ∑ 𝐀𝐑𝐭

𝐭𝐣

𝐭𝐢

 

(4) 

𝐂𝐀𝐑𝐭𝐢,𝐭𝐣
̅̅ ̅̅ ̅̅ ̅̅ ̅̅ = ∑

𝐂𝐀𝐑𝐭𝐢,𝐭𝐣

𝐍
⁄

𝐭𝐣

𝐭𝐢

 

(5) 

其中： 

𝐂𝐀𝐑̅̅ ̅̅ ̅̅
𝐭𝐢,𝐭𝐣

：𝐭𝐢到𝐭𝐣之累計平均異常報酬率 

ti：計算𝐂𝐀𝐑̅̅ ̅̅ ̅̅
𝐭𝐢,𝐭𝐣

的開始(start)日 

tj：計算𝐂𝐀𝐑̅̅ ̅̅ ̅̅
𝐭𝐢,𝐭𝐣

的中止(end)日 

3-5-3 統計檢定方法 

當異常報酬率計算出來後，即可利用統計檢定方法檢定在發生事件期間的事件日是否有顯著的異常報

酬率。 

三、事件期平均異常報酬率(𝐀𝐑𝐭)檢定 

本研究你已有母樹檢定法中，t 統計量檢定事件其中交易日的異常報酬是否顯著於零。虛無假設

與對立假設以及統計量如(6)式： 

𝐇𝟎：𝐀𝐑𝐭 = 𝟎 

𝐇𝟏：𝐀𝐑𝐭 ≠ 𝟎 

𝐓(𝐀𝐑𝐭) =
𝐀𝐑𝐭
̅̅ ̅̅ ̅

𝐒(𝐀𝐑)
=

𝐀𝐑𝐭
̅̅ ̅̅ ̅

√
𝟏

𝐍(𝐍 − 𝟏)
∑ −𝐍

𝐢=𝟏 [𝐀𝐑𝐢 − ∑
𝐀𝐑𝐢

𝐍
𝐍
𝐢=𝟏 ] 𝟐⁄

 

(6) 

𝐀𝐑𝐭
̅̅ ̅̅ ̅：估計期間內平均異常報酬之算術平均數 

𝐒(𝐀𝐑)：估計期內平均異常報酬率之標準差 

四、事件期累計平均異常報酬(𝐂𝐀𝐑𝐭)之檢定統計量如 (7) 式： 

𝐇𝟎：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𝟎 

𝐇𝟏：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𝟎 

𝐓(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

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 ̅̅ ̅̅ ̅̅ ̅

𝐒(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 ̅̅ ̅̅ ̅̅ ̅)

=
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 ̅̅ ̅̅ ̅̅

√
𝟏

𝐍(𝐍 − 𝟏)
∑ −𝐍

𝐢=𝟏 [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

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𝐍
𝐍
𝐢=𝟏 ] 𝟐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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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估計期間內累計平均異常報酬之算術平均數 

𝐒(𝐂𝐀𝐑𝐭𝟏,𝐭𝟐
̅̅ ̅̅ ̅̅ ̅̅ ̅̅ ̅)：估計期內累計平均異常報酬之標準差 

肆、實證分析與結果 

4-1 實證分析 

本論文研究以事件研究法探討鴻海與夏普企業合併始末重要關鍵的四個日子：雙方簽合作同意書

(2012/03/27)、發現夏普有鉅額虧損(2012/04/22)、夏普同意鴻海以低於市價價值入股(2012/08/03)以及

鴻海與夏普正式簽約日(2016/04/02)，觀察蘋果概念股相關電子類指數有無受到影響。 

針對本論文研究而言，在資料類型的選擇部分，資料市場是台灣，資料頻率是日資料，報酬類型

我們選擇簡單報酬率，在事件日選擇選擇方面以上述四個日期為依據，並且允許重複樣本及重複樣本

的提示；在預期模式的選擇部分內，選擇市場指數調整模式的方法，並將指數分為上櫃，指數代碼為

電子類指數；估計期間為 150 日，而事件期間則取事件日前 15 與事件日後 15 日、30 日互相做對照，

在事件期證券缺適值的處理方法則以零值取代。 

4-2 實證結果 

4-2-1 雙方簽合作同意書 (2012/03/27) 

一、雙異常報酬率 (2012/03/27  -15 天期) 

雙方公司合作的起源來自於 2011 年，夏普會長町田勝彥(已卸任)在香港與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會

面，表達聯合對抗三星的提議。郭台銘表示高度興趣，決定出資合作，並在隔年 2012 年 3 月與夏普進

行協商，3 月 27 日簽訂合作同意書，決議以 1 股 550 日圓投資夏普 9.9％股份。 

此項消息在業界民間不斷流傳，我們先各自抓事件前後 15 天來觀察，如下圖 3 所示，可以看出

在事件日爆發前投資人信心值震盪不安，可以看出 AR 在事件日前大多負向多於正向，可以解釋說投

資人擔憂大於樂觀。 

 

圖 3 雙異常報酬率 (2012/03/27  -15 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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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異常報酬率 (2012/03/27  -30 天期) 

再來拉長觀察日期，增加變為 30 天期來研究，如下圖 4 所示，簽約日之後過一個月橫斷面統計

量(累積)CAR 曲線在第 14 天後顯著下降，驗證中時電子報報導投資人普遍認為雖然這次成功締結企

業合作同意書，但仍擔心因雙方的企業文化不同，郭台銘被日本人稱為「現代成吉思汗」，屬於決策

果斷者，與日本夏普企業文化之決策必須層層核決完全不同，若將來合併日後相處還需要多多磨合。 

 

圖 4 雙異常報酬率 (2012/03/27  -30 天期) 

4-2-2 發現夏普有鉅額虧損 (2012/04/22) 

三、雙異常報酬率 (2012/04/22  -15 天期) 

但在簽完同意書後事隔不到一個月，夏普卻爆出巨額虧損，股價從原本市價 550 日圓暴跌至 190

日圓。因為當時簽約時下普急著催促鴻海趕緊簽約，因此鴻海沒有足夠的時間做詳細調查，遂在文末

加註了須實施事前調查的條款，於是鴻海引用了此項條款，要求雙方在進行協議。 

從下圖 5 所示，我們觀察到，爆發鉅額虧損前，市場信心雖然在動盪不安，但橫斷面統計量(累

積)CAR 曲線依然正向呈現，顯示依然有些人對鴻海簽約夏普這件併購案保持樂觀態度。但就在事件

日爆發後，可明顯看出橫斷面統計量(累積)CAR 逐漸下降，連帶影響鴻海股價跟著重挫，也令投資人

心情盪到谷底。 

 

圖 5 雙異常報酬率(2012/04/22  -15 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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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異常報酬率 (2012/04/22  -30 天期) 

這次將觀察期拉長 30 天來觀察市場反應，如下圖 6 所示，我們觀察到自從夏普的「不誠實」事

件後，雖與鴻海關係降到冰點，橫斷面統計量 AR 曲線在事件日後大多正向呈現，從箭頭處的橫斷面

統計量(累積)CAR 曲線可以發現，發生 9 天後走向從負值持續攀升到正值。因為市場普遍不看好這項

重大併購案，認為鴻海在得知巨額虧損後，兩家公司並不會再有進一步合作意圖，因此鴻海股價開始

呈現慶祝行情。 

 

圖 6 雙異常報酬率(2012/04/22  -30 天期) 

(2012/08/03  -30 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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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雙方正式簽約  (2016/04/02) 

一、雙異常報酬率 (2016/04/02  -15 天期) 

如下圖 9 所示，3 月底鴻海與夏普董事會這件大宗跨國企業併購案，達成包括減價收購、延後收

購債權銀行優先股、債權銀行展延夏普貸款等 6 項基本共識。30 日鴻海正式宣布減價 1000 億日圓，

以總金額 3888 億日圓（約新台幣 1123 億）的價格，收購夏普的 66％股權，讓鴻夏戀在今日簽約後正

式修成正果。而在 4 月 2 日於日本大阪舉行簽約儀式，未來彼此資源整合，有助於搶攻全球市場商機。 

 

圖 9 雙異常報酬率 (2016/04/02  -15 天期) 

 

拉長 30 天相關觀察期之後，如下圖 10 所示，我們發現到(累積)異常報酬率 CAR 依然呈現負值

趨勢，但是可以看出投資人對此項併購案信心有慢慢回升，儘管擔心，但相信鴻海能跨越障礙，帶領

夏普展現不一樣的風貌。 

 

圖 10 雙異常報酬率 (2016/04/02  -30 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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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是探討自 2012 年以來鴻海與夏普簽約前後之重大事件日對蘋果概念股的影響，分別為下

面四個日期：2012 年 3 月 27 日鴻海與夏普簽合作意向書、2012 年 4 月 22 日鴻海發現夏普有鉅額虧

損、2012 年 8 月 3 日夏普同意鴻海以低價入股、2016 年 4 月 2 日鴻海與夏普正式簽約，而事件期間

取事件日前 15 日與事件日後 15、30 日來探討，依上述的四個事件日做以下彙整之結論： 

一、鴻海與夏普簽合作意向書有負向的影響 

由樣本與實證結果顯示，在投資人知情此一合作意向書後平均異常報酬一直呈現負向報酬，因此

投資人對鴻海與夏普的合作還是抱持著擔心的態度。 

二、 鴻海發現夏普有鉅額虧損有正向影響 

由樣本與實證結果顯示，投資人在夏普傳出有鉅額虧損後平均異常報酬雖然呈現負報酬但有慢慢

回升的跡象，可以得知投資人對投資鴻海又有信心了。 

三、夏普同意鴻海以低價入股有正向影響 

由樣本與實證結果顯示，投資人在知道鴻海以低價入股夏普後，平均異常報酬呈現了正向報酬，

因此投資人很看好鴻海以低價入股夏普的這項投資。 

四、鴻海與夏普正式簽約有負向影響 

由樣本與實證結果顯示，投資人在知道鴻海與夏普的合作案開花結果後，平均異常報酬呈現了負

向報酬，可以得知投資人對此一投資還是較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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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動機與併購類型對併購績效的影響─以台灣電子工業之併
購事件為例 

The Impact of M&A Motives and M&A Types on M&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High-Tech Firms 

趙雨潔 Yu-Chieh CHAO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黃翰歆 Han-Xin HUANG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 

溫佩吟 Pei-Yin WEN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士 

陳培馨 Pei-Xin CHEN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士 

張巧筠 Qiao-Yun ZHANG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士 

邱慧雯 Hui-Wen QIU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學士 

摘要 

主要探討台灣高科技產業的併購動機及併購類型對併購績效的影響，研究樣本為台灣地區上市櫃

電子工業及其子公司之併購案件，使用之數據資料取自於台灣經濟新報併購交易資料庫及公開資訊觀

測站，以 2008 年至 2011 年為研究期間。依照過去相關文獻提出本研究之範疇、方法與論點，進而建

立研究設計，再經由蒐集資料、整理樣本後進行實證與分析，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鍵字：併購動機 併購類型 併購績效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M&A motives and M&A types on M&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high-tech firms. The research data are taken from firms and its subsidiaries listed in the Taiwan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 data used are from the Taiwan Economic News M&A transaction database and Public 

information observatory, from 2008 to 2011 for the study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cope, methods and arguments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n establishes the research design, 

then collects the data, organizes the samples and makes the analysis. Finally,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M&A motives, M&A types, M&A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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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企業併購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資本聚集與集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企

業在追求獲利及永續經營的原則下，常常藉由水平、垂直、同源、複合這四種不同的併購類型，獲得

新技術、人才、原料、生產設備等各方面資源，並且降低人事及研發等各類成本的支出，以期望能快

速進入新市場也增加其在該產業的市場佔有率，進而形成規模經濟。併購一詞不論是主動或被動收購

也成為了在台灣許多的高科技企業必須面對的課題，併購行為已經成為我國高科技產業經營上重要的

手段及策略(曾真真，2008)，在 21 世紀為科技進步的時代，尤其高科技更是眾所矚目的的產業，高科

技產業包括：電子資訊相關產品、生物科技產業、網路、通訊商品等，這些都是屬於台灣經濟發展的

主要來源之一。 

為了能夠成為產業龍頭，高科技公司常藉由上下游廠商或同業之間的策略合作，以使該家企業能

佔有一席之地，所以在程度上必須要有相當性的競爭力，不僅在研發、技術、創新、市場通路等，都

是公司在競爭的大環境中獲取優勢的必備條件；另外為了要擴展事業版圖、降低營運成本，企業更需

要藉著併購的活動來整合資源、擴大規模經濟、集團組織結構調整等，甚至跨足不同的產業，以多角

化的方式來經營，增加價值以達成公司的目標。科技技術的日新月異，即使是大公司也不一定能完全

跟上技術變遷的速度，所以為了適應這快速變遷的環境，高科技的公司必須不斷追求最新的技術、科

技，因此併購這項手法成為高科技公司的主要成長策略。台灣企業進行併購分為五大原因(湯明哲，

2006)：1. 借貸成本低、資金取得容易：低利率環境的影響下，使其借貸的成本低，利用向金融機構舉

借的資金，進行併購以擴張版圖。2. 減少競爭、讓產能重新分配：近幾年各產業的成長率不佳，尤其

是資訊科技業，使其產業面臨發展瓶頸，而併購卻是一個可以減少競爭、讓產能重新分配的手段。3. 

擴大生產與製造規模：國際級、大型採購廠商家數越來越少，但規模卻愈來愈大，使台灣代工須透過

併購，壯大自己的生產與製造規模。4.取得新技術：未來的終端產品往往須整合二至三個以上的技術，

企業若全靠自己研發速度太慢，因而只有靠併購來整合所需要的技術。5. 快速進入市場：為了快速進

入一個新市場。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一為瞭解高科技公司之併購動機。併購類型又分為水平式、垂直式、同源

式、複合式，舉例來說，遠新資通收購新世紀資通，其收購目的是為了集團的資源整合，由於兩家公

司同屬電信產業，因此屬於水平式併購。併購類型為了解併購活動之重要項目，因此探討高科技公司

之併購類型，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二。企業藉著「併購活動」進行資源整合，來取得競爭優勢、技術、

核心能力及原物料等擴大市場佔有率甚至是擴大領域，以達到企業快速成長的目標。而併購目的不外

乎就是為了提高市場佔有率、追求生產的規模以減少生產成本、減少同業間之激烈競爭、獲得賦稅上

之優惠及避免倒閉之風險等，那麼併購後的績效就是能使企業快速進入新市場，並且透過異業的合併，

吸收不同產業的知識、技術，提高管理效率。因此探討併購動機與類型對併購績效之影響，為本研究

之研究動機三。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一、探討台灣電子業併購動機分類。二、驗證台灣電子業併購動機分類對

績效的影響。三、探討台灣電子業併購類型。四、驗證台灣電子業併購類型對績效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企業併購依照我國企業併購法第四條所定義的併購是指公司之合併、收購及分割的法律行為，而

企業併購是一個概括「合併」(Merger)與「收購」(Acquisition)兩種不同法律行為的通稱。 

併購，為二個以上企業間對於其營業、資產、股權、負債經由合併、收購股權或資產的方式，以

取得經營權或控制權之經濟行為(王泰允，1991)，也就是指透過法人或個人因財務考量或策略考量利

用投資、購買處分，取得公司的控制性股權成為旗下的大股東。廣義的併購指所有一切涉及企業控制

權移轉與合作之行為；狹義的併購則僅限於以取得股份、讓與營業及法規上之公司合併為手段之企業

控制權移轉與合作行為(吳芳銘，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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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併購類型 

併 購 類 型 說 明 

合 併 

吸收合併 
又稱存續合併，指兩公司於併購行為後，所有的資產負債由主併公司(存

續公司)吸收，被合併之公司(消滅公司)需申請消滅辦理解散登記。 

新創合併 
又稱新設合併，指兩公司於併購行為後同時消滅，而另成立一家新公司

作為新設公司並承擔所有資產與負債。 

收 購 

資產收購 
指買方公司視自己之需要購買目標公司部份或全部之資產。包括實物、

有價證券、債務免除或勞務之提供等。屬於一般資產之買賣行為。 

股權收購 
買方公司直接或間接取得賣方公司部份或全部之股權後，賣方公司成為

買方公司之轉投資事業單位。 

併購動機現今許多研究發現併購所追求的已經不再只是過去單純的財務面動機而已，除了財務面

動機之外其它的管理動機也會影響到併購結果，因此近年來許多學者認為管理者在採取併購手段同時

是呈現多重動機目的，而許多學者也將併購動機依不同標準區分為不同類別深入討論，Brouthers, 

Hastenburg & Joran(1998)認為併購動機(merger motives)可分成三大主要動機，十七個子動機項目，其

三大主要動機為： 

(一) 經濟動機(economic motives)認為企業併購行為的產生主要在強化企業的經濟績效表現。這些

動機包含為了增加利潤、達到經濟規模、降低資金成本、藉由併購以取得在市場上防守地位

而不易被競爭者威脅、或對目前在市場上的失敗作反應，以求突破困境。管理者將併購視為

績效增加的手段，因此經濟動機包括了獲利增加、規模經濟、風險擴散、成本降低、以及藉

由多樣化市場價值來取得議價能力的提昇等。 

(二) 個人動機(personal motives)併購的發生因為經營者將其視為個人利益，以滿足個人權力慾望，

這些個人動機包含透過銷售的增加及公司的成長可增加經理人自身聲譽、薪酬可因此提升

或銷售增加而圖利自己之行為。此外，整合新公司與管理其營運所產生的挑戰，也是促成併

購活動產生的動機之一。此動機是由於管理者本身為了追求某些個人目標而洐生出的個人

動機，因此個人動機包括管理者藉由公司成長機會來提昇個人對企業的影響能力；或藉由銷

售量以及獲利率的增加來使管理者個人的報酬增加；或藉由併購新企業來挑戰新的管理機

會。 

(三) 策略動機(strategic motives)策略動機之目的在擴張全球市場、追求市場佔有率、增加對市場

的控制力及獲取新資源的綜效。而欲改善競爭環境可透過收購競爭對手或創造競爭障礙、擴

張產品線等方式，都是併購動機產生的誘因。策略動機包括綜效的追求、產品線擴張、全球

性市場擴展、市場力量增加以及取得新的管理技巧或原物料資源，並且藉由併購競爭者或增

加進入障礙來改善目前激烈的競爭環境。 

依據 Brouthers, Hastenburg & Joran(1998)提出的「經濟動機」、「個人動機」、「策略動機」為考

量，及台灣產業鏈結構中通常以家族聯合企業居多，故本研究也將組織結構調整分為一項併購動機。

因此本研究依據以往的財務面動機，及現代動機理論中的經濟、策略動機以及台灣企業型態的組織性

動機，將併購動機分為以下五類： 

(一) 資源取得：其為根據 Brouthers, Hastenburg & Joran(1998)提出的策略面動機。企業從事併購

事件中，為取得新技術、新資源之併購動機，歸類為此項。 

(二) 市佔率及規模經濟：其為根據 Brouthers, Hastenburg & Joran(1998)提出的經濟面動機。企業

從事併購事件中，為增加產品、品牌之市佔率、規模考量之因素，歸類為此項併購動機。 

(三) 財務因素及其他：其為以往之企業財務動機以及尚難以分類之事件。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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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合與調整企業財務及其他目的之併購動機，歸類為此項。 

(四) 策略聯盟：其為策略面動機。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兩家或兩家以上它集團之聯盟合作，其

風險與報酬互相共享，屬於多方面、目標導向以及長期的一種夥伴關係，歸類為此項併購動

機。 

(五) 集團內組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其為組織面動機。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為跨大或縮

減而進行組織結構調整、為提升企業整體營運效率之併購動機，歸類為此項。 

併購類型以兩家公司之業務性質或產業關聯性來區分，則大致可分成下述幾種： 

(一) 水平式併購(Horizontal Merger)指同一產業中，在相同或不同市場的兩家或兩家以上相同業

務之公司進行合併。(FTC 橫向合併；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市場 推廣/混合兼併。)  

(二) 垂直式併購(Vertical Merger)指同一產業中，依其合併方向，係指同一產業中，具有上、中、

下游關係之兩家或兩家以上公司之間的合併。( FTC 垂直兼併)其分為下列兩種：1.向前整合

(Forward Integration)：指下游公司併購上游公司，降低廠商間尋價、報價等交易成本，以獲

得穩定而便宜的供貨來源。2.向後整合(Backward Integration)：指上游公司併購下游公司，因

而取得固定的銷售管道，確保產品可以順利地銷售，避免存貨的積壓。 

(三) 同源式合併(Congeneric Merger)指同一產業中，兩家或兩家以上具有高度相似的生產或分配

技術公司進行合併，以取得雙方在此產業中的競爭優勢。公司為追求在某個領域的全面領導

地位時，會利用此方式來達成目標。 

(四) 複合式合併(Conglomerate Merger)又稱為集團式或多角化合併。指處於不同產業且沒有業務

往來的兩家或兩家以下公司，為了擴展產品或發展新市場而進行合併。其又可分為下列幾

點：1.市場擴張合併(Market Extension Mergers)2.產品擴張合併(Product Extension Mergers)3.

純粹業務多角化( Pure Conglomerate Merger)其優點在於可以快速將企業的觸角伸進新的市

場，達到快速成長的目標，也可以透過異業的合併，吸收不同產業的知識，提高管理效率。 

併購績效的評價指標國內外學者對於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盛行，學者多以客觀指標：股價或財務

面來衡量併購後績效，但我們這組針對主觀指標：問卷、經理人或專家來衡量併購後的績效，以下我

們將一次介紹這些指標對績效的影響。 

(一) 以股價指標衡量績效 

以股價為績效基準的研究，常在於探討當企業宣布併購成立的同時，公司股價在這段時間的變動

情況，用股價來分析併購對資本市場的影響程度，也就是利用併購事件來探討股東財富價值的創造以

及超額報酬，而這樣的分析方法被稱為事件研究法，其重視的是市場的短期反應。相關研究如表 2-2。 

表 2-2 併購績效的股價指標 

股 

 

價 

 

指 

 

標 

學者 研究併購績效 

Kim and 

McConnell(1977) 

研究結果發現，股價的異常報酬與併購後經營績效有顯著正

相關。 

Beattie(1980) 認為主併公司的股票價值於併購後並未有增加的情況產生。 

Asquith, Bruner, and 

Mullins(1983) 

主併公司可獲得顯著且正的累積異常報酬，但在宣告日到合

併日期間，合併成功的主併公司，其平均的累積超額報酬為不

顯著的-0.46%。 

Jaffe and 

Mandelker(1992) 

以長期股價來衡量，指出主併公司的股東在合併完成後 5 年

內，股東財富顯著地減少了 10%。 

續表 2-2 併購績效的股價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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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價 

 

指 

 

標 

學者 研究併購績效 

Longhran and 

Vijh(1997) 

提出宣告日的股價報酬並不能完全代表併購活動會影響股東

財富的看法。 

謝惠貞(1997) 
認為國內公司從事併購活動，大體上能獲取正向報酬，但並不

顯著。 

傅志偉(1999) 
就股價長期績效而言，併購後的公司績效不但並未改善，反而

呈現顯著負向異常報酬，有劣化趨勢。 

洪宏達(2003) 
整體而言，在併購後 3 年內，台灣上市公司從事併購活動後

的短期股票異常報酬及長期營運績效表現並不如預期。 

胡慈容(2009) 研究結果顯示，有 2/3 的公司在併購後價值降低。 

(二) 以財務指標衡量績效 

以財務指標為主的績效研究，則是利用多項財務比率來比較企業在併購前後所產生的差異情況，

而學者通常會以這樣的研究結果來代表併購的長期績效表現，部分學者認為併購活動會為企業帶來綜

效，部分則持相反意見。如表 2-3、2-4、2-5。 

表 2-3 財務績效衡量指標 

 

財 

 

 

 

 

務 

 

 

 

指 

 

 

 

標 

學者 衡量指標 

Venkatraman & 

Ramanujam (1986) 

營收成長率、獲利率、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每股盈餘

率 

Fitzgerald, Johnston, 

Brignall, Silvestro & 

Voss(1991) 

獲利能力、流動性、資本結構、市場比率等 

Kaplan and Norton(1996) 
為取得資金應如何面對股東，其以收益與成長組合、成本降低及

改進生產力、資產運用及投資策略去衡量 

學者 研究併購績效 

Kinthing(1967) 
併購後以財務綜效表現最佳，生產與技術綜效表現次佳。行銷綜

效表現最差。 

Kim and 

McConnell(1977)、Healy, 

Palepu & Ruback(1992) 

研究結果皆發現，參與併購的公司在併購之後其營運現金流量報

酬率有顯著增加，尤其是主併公司和目標公司屬於高度相關的產

業。 

Hoshino(1982) 
認為公司於併購後，其流動性有上升的趨勢，但其獲利性及負債

比率卻有下降的趨勢。 

Banerjee & Eckard(1998) 
以公司市值來作為衡量併購後的績效指標，結果發現，併購後由

於營運效率的提高，使公司價值的增加率高達 12%-18%。 

Gugler(2003) 
研究過去 15 年來世界各地企業併購利潤的變動，得知平均而言，

企業在併購後利潤會有明顯的增加。 

Ramaswamy & 

Waegelein(2003) 

對併購公司過去 5 年的財務績效研究結果則發現，企業併購後

的財務績效雖有增加，但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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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財務指標的衡量基準 

財務指標 學者 併購績效結果 

營收資產比 
Harrison 、 Torres & 

Kukalis(1998) 

探討日本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投資行為和財務績效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投資行為和財務績效有正向關係。 

ROA 

總資產報酬率 

 

Goyal, V. K and Park, 

C. W (2002) 

 

 

以所有產業公司的 3 年平均 ROA 與組織 ROA 相互比較，

研究 121 家相關與非相關產業併購與績效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併購前的產業利潤與組織利潤對於組織

追求相關產業併購有正向關係。 

Eric et al.(2003) 探討日本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投資行為和財務績效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投資行為和財務績效有正向關係。 

ROE 

股東權益報酬率 

Eric et al.(2003) 

 

探討日本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投資行為和財務績效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投資行為和財務績效有正向關係。 

Tobin’s Q 

托賓的 Q 比率 

洪麗惠(1995)與孫梅

瑞(2000) 

探討之研究，均以 Tobin’s Q 為公司過去經營績效表現之

指標。因此 Tobin’s Q 可做為主併公司過去績效表現的替

代變數。 

表 2-5 問卷指標 

 

 

 

問 

 

 

 

 

卷 

 

 

 

 

指 

 

 

 

 

標 

學者 研究併購績效 

Kitching(1967) 

以 1960 年至 1965 年為研究期間，以問卷調查方式衡量進行併購活動達

二年以上且為成功案例的 22 家企業，採財務、行銷、技術及生產技術等

構面，探討併購後的綜效。 

Ansoff, Richard, 

Portner & 

Raymond(1971) 

以 1946 年至 1965 年間美國製造業為樣本，採問卷調查方式對銷貨額、盈

餘、每股盈餘、總資產、權益報酬率、每股股利、調整後股價、負債比率、

本益比、股利盈餘比及股價權益比等變數進行調查分析。 

Hoshino(1982) 

以 1970 年間進行併購的 15 家日本企業為樣本。採用淨值／總負債、淨值

／總資產、流動比率、負債權益比、週轉率及淨利／總負債等相關財務比

率衡量併購公司的績效。 

Muller(1985) 

以 1950 年至 1972 年為研究期間，並以 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評選出 1000 大企業中進行目標公司的 209 家為樣本，採用市場佔有率

衡量目標公司併購前後變動的情形。 

Kusewitt(1985) 

以 1967 年至 1976 年為研究期間，在此期間進行併購案件者約有 3500 件，

但具有併購前後 5 年以上資料者僅有 138 件，運用複迴歸分析，以相對規

模、併購比率、產業相關性、併購時點與市場景氣偱環的攸關性、併購支

付方式、目標公司於併購期間的獲利性、支付價格為自變數，以總資產報

酬率(ROA)及市場報酬率為應變數，探討企業併購策略因素對財務績效的

影響。 

Fowler and 

Schmidt(1989) 

引伸 Kusewitt(1985)的研究，以 1975 年至 1979 年為研究期間，選取於此

期間進行併購的 60 家製造業(SIC Codes 2000－3999)公司為樣本，再扣除

會嚴重影響研究結果的極端值 18 家，可得研究樣本數共 42 家公司，同時

以併購前後四的會計及資本市場資料分析，運用複迴歸模型，以普通股異

常報酬率及股東權益異常報酬率衡量企業併購後的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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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子工業在併購時，其併購動機及併購類型對績效之影響，以下為本研究針對所

探討目的所發展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H1：不同的併購動機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H2：不同的併購類型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一、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上市(櫃)電子工業及其子公司之併購事件為研究對象，所使用之數據資料取自

台灣經濟新報併購交易資料庫(TEJ)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以 2008 至 2011 年為研究期間，共計四年。並

根據以下條件加以篩選：(1)研究期間，該樣本可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中蒐集資料；(2)研究期間，股價資

料需為完整。(3)研究期間，併購年份、併購動機、併購類型等三項目需完整，其中因資料不齊者，將

其排除，因此所得到之樣本數為 98 件併購案。 

本研究以 2008-2011 年台灣地區上市(櫃)電子工業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併購案 98 件為樣本，其中併

購動機分類為：(1)資源取得、(2)市占率及規模經濟、(3)財務因素及其他、(4)策略聯盟、(5)集團內組

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等五種動機。併購類型分為：(1)水平式、(2)非水平式，此二類宣告事件為

研究觀察值進行探討。原資料筆數觀察值為 190 筆，將資料不全觀察值剔除後 2008 年有 25 筆、2009

年有 26 筆、2010 年有 23 筆、2011 年有 24 筆，共 98 筆。 

二、變數衡量 

根據以上之研究假設，本節參考國內電子業公司公告及相關研究，考量可行性與適合度，以作為

各變數之衡量方式。 

(一)併購動機 

本研究將 2008-2011 年的電子業合併、收購案的併購動機分為五種類型，即資源取得、市佔率及

規模經濟、財務因素及其他、策略聯盟、集團內組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進行探討，並依「公開

資訊觀測站-公告查詢(取得或處分資產公告)」之併購動機欄位內容，將併購動機分類。五種動機類型

分述如下： 

1. 資源取得：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為取得新技術、新資源之併購動機。因此當公告出現結合

技術與資源、垂直整合等字句時，本研究將其歸類為動機一。 

2. 市佔率及規模經濟：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為增加產品、品牌之市佔率、規模考量之因素。

因此當公告出現擴大經營規模或整合以降低成本，穩定經營、提升競爭力等字句時，本研究

將其歸類為動機二。 

3. 財務因素及其他：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以整合與調整企業財務及其他目的之併購動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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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當公告出現有關財務方面、企業財務考量的字句，如股東利益、長期投資、收購義務等或

無法分辨的字句時，本研究將其它歸類為動機三。 

4. 策略聯盟：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與它集團聯盟之合作，發展策略聯盟之併購動機。因此當

公告出現彼此整合，充分合作或策略聯盟等字句時，本研究將其它歸類為動機四。 

5. 集團內組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企業從事併購事件中，為跨大或縮減而進行組織結構

調整、為提升企業整體營運效率之併購動機。因此當公告出現組織重組及專業分工或提高經

營績效等字句時，本研究將其歸類為動機五。 

(二)併購類型 

以兩家公司之業務性質或產業關聯性來區分，則大致可分成下述幾種：水平式併購、垂直式併購、

同源式合併、複合式合併，但在本研究之樣本中，垂直式 10 間、同源式 0 間、複合式 16 間，由於上

述併購案件偏少，因此把它們綜合歸類為「非水平式併購」，所以本研究就以水平式、非水平式作為

研究依據。在分析模型中，水平併購設為 1；非水平併購設為 0。 

(三)併購績效 

本研究以併購宣告之股價異常報酬，作為併購事件之績效表現指標。並以較為嚴謹之平均標準化

累積異常報酬，作為併購績效之衡量指標。 

1. 異常報酬率(Abnormal Return, AR)：以事件期的實際報酬率減去事件期的預期報酬率，其計

算公式如下： 

ititit RRAR ˆ
 

itAR
：表示 i 公司於事件期第 t 日之平均異常報酬率。 

itR
：表示 i 公司於事件期第 t 日之實際報酬率。 

itR̂
：表示 i 公司於事件期第 t 日之預期報酬率。 

本研究為求嚴謹，將個別證券異常報酬率予以標準化(standardized)，以計算平均標準化異常報酬

率(SAR)及平均標準化累積異常報酬率(SCAR)，Ziebart(1985)指出該作法有助於提高檢定異常報酬率

之能力，尤其在股價對某些事件反應較弱的情況之下(沈中華、李建然，2000)。 

2. 平均標準化異常報酬率(Standardized Average Abnormal Return, SAR)：將觀察期每日的標準

化異常報酬率平均後，得到平均標準化異常報酬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3. 平均標準化累積異常報酬率(Standardized Cumulative Average Abnormal Return, SCAR)：為瞭

解某一特定期間的累積效果或異常報酬率的行為，將觀察期間內某一特定期間的標準化平

均異常報酬率予以累加，其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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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先針對樣本作敘述，獲得初步了解後，進一步以事件研究法及迴歸分析進行假說之驗證，

茲分述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 

針對樣本進行初步分析，計算各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及最小值等，以瞭解本研究樣本之特性。 

(二)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是由 Fama, Fisher, Jensen, and Roll(1969)所提出，其主要目的在於觀察當

某一市場資訊或事件發生時，是否會引起股價的異常變動，亦即股價是否會產生「異常報酬率」

(Abnormal Return)之現象，此資訊可以用來瞭解市場證券價格與特定事件是否有關聯性，因此為一個

有效證明股價對資訊反應的方法。其方法包含以下之條件，如圖 3-2 所示： 

1. 國內電子業公司併購之事件：以國內電子業公司併購之宣告日為事件日。 

2. 相對日數：以各宣告日為「零日」，-t 日表示宣告日前第 t 個交易日；+t 日表示宣告日後第

t 的交易日。 

3. 估計期：宣告日前第 130 個交易日至宣告日前第 31 個交易日止，共計 100 個交易日。 

4. 事件期：宣告日前第 2 個交易日至宣告日後第 2 個交易日止，共計 5 個交易日。 

 

圖 2 樣本研究期間關係圖 

(三)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 ANCOVA)是變異數分析與直線迴歸分析的結合。在分析過程

中，它先用直線迴歸分析，將共變量對依變數的影響排除之後，再進行變異數分析檢定各組平均數之

間是否存有顯著差異。因其使用直線迴歸方法排除共變量的影響，因此在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

的 K 個組中，K 個共變量與依變數之迴歸線必須具同質性，這是進行共變數分析時一個很重要的假定

(assumption)。 

共變數分析又分為單因子共變異數分析 (one way ANCOVA) 與多變量共變異數分析

(MANCOVA )。本研究採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分別探討併購動機與併購類型對併購績效之影響是否具

有差異。 

(四)相關分析 

本研究透過個變數間的平均值、標準差了解樣本分布狀況後，透過相關分析了解變數之其相關程

度，以預先得知各變數間可能存在之關係，並透過 Person 績差相關分析將兩個變數的每個各別觀察值

先轉換成標準分數，並以此分析結果檢視自變數間是否存在過於高度相關之情形並予以排除，以使本

研究未來在進行統計分析能夠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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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建立依變數 (或稱反應變數)與自變數 (或稱控制變數)間關係的

統計模型，其主要目的為利用一組已知的變數，來解釋或預測另一個感興趣的變數。本研究則用來檢

視國內電子業公司併購對於績效之影響程度。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 2008 年到 2011 年台灣電子工業上市櫃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併購事件為研究樣本，總計取

得樣本為 190 件。扣除樣本資料不齊全之併購事件(包含該樣本公司的公司規模、併購動機、併購績

效、樣本研究期間的股價資料不全者)，共計有效研究樣本有 98 件。以下針對併購動機與併購績效做

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併購動機 

本研究有效樣本 98 件樣本中，依據併購動機區分為 5 類，第一類為資源取得有 21 件，第二類為

市佔率與規模有 36 件，第三類為財務與其他有 12 件，第四類為策略聯盟有 15 件，第五類為集團組

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有 14 件，可知電子業進行併購活動之動機以市佔率與規模之考量居多，

如圖 4-1。 

 

圖 4-1 各項併購動機之併購公司數百分比 

 

(二)併購績效 

如表 4-1 所示，併購績效以併購宣告之股票異常報酬衡量，最大值為 11.268，最小值為-3.105，併

購績效平均值為 0.564，標準差為 2.367。 

表 4-1 併購績效之敘述性統計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績效值(累積 5 天) 98  -3.105  11.268  0.564  2.367  

有效的 N (完全排除)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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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共變數分析的檢驗發現，併購類型之控制變數效果 F(1,90)=2.012，P=0.159，顯示併購類型對併購

績效未達顯著水準，併購年份之控制變數效果 F(1,90)=4.350，P=0.04，顯示併購年份對併購績效達顯

著水準，當月份多次併購之控制變數效果 F(1,90)=3.322，P=0.072，顯示當月份多次併購對併購績效達

顯著水準，R 平方為 0.201，表示併購動機單因子分析表具有 20%的解釋力，如表 4-2。 

併購動機對併購績效具有顯著影響(P=0.056)，因此支持假說一：不同的併購動機對公司績效具有

顯著影響 

表 4-2 併購動機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表 

依變數：績效值(累積 5 天)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校正後的模式 109.350  7  15.621  3.238  0.004  

截距 20.986  1  20.986  4.350  0.040  

併購類型 9.708  1  9.708  2.012  0.159  

年份 20.987  1  20.987  4.350  0.040  

當月份多次併購 16.025  1  16.025  3.322  0.072  

併購動機 46.203  4  11.551  2.394  0.056  

誤差 434.183  90  4.824     

總和 574.736  98      

校正後的總數 543.533  97        

a R 平方 = .201 

共變數分析的檢驗發現，併購類型之控制變數效果 F(1,93)=6.588，P=0.012，顯示併購類型對併購

績效達顯著水準，併購年份之控制變數效果 F(1,93)=4.200，P=0.043，顯示併購年份對併購績效達顯著

水準，當月份多次併購之控制變數效果 F(1,93)=4.171，P=0.044，顯示當月份多次併購對併購績效達顯

著水準，R 平方為 0.175，表示併購類型單因子分析表具有 17%的解釋力，如表 4-3。 

併購類型對併購績效不具有顯著影響(P=0.104)，因此不支持假說二：不同的併購類型對公司績效

具有顯著影響。但 P 值鄰近顯著水準。 

表 4-3 併購類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表 

依變數：績效值(累積 5 天)  

來源 
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校正後的模式 94.925(a) 4 23.731 4.920 .001 

截距 20.309 1 20.309 4.210 .043 

併購類型 31.778 1 31.778 6.588 .012 

年份 20.258 1 20.258 4.200 .043 

當月份多次併購 20.122 1 20.122 4.171 .044 

併購類型 12.997 1 12.997 2.694 .104 

誤差 448.608 93 4.824     

總和 574.736 98       

校正後的總數 543.533 97       

a  R 平方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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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分析 

本研究利用 Pearson 績差相關分析來衡量變數間的相關性是否顯著，相關矩陣如下表 4-4 所示，

非對角線的變相間兩兩配對的相關係數，係數值越大，表示變數間的相關程度越強，透過相關分析可

以了解變數間的相關情況。 

由表 4-4 在併購年份與併購動機對併購績效之相關係數方面，績效值(累計 5 天)與併購動機、當

月多次併購皆達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r = 0.296，P<0.01)、(r = 0.216，P<0.05)。併購年份與當

月多次併購具有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為(r = -0.313，P<0.05)。  

由於表 4-4 中之相關係數值皆為低度相關(r < 0.4)，因此模型沒有共線性問題。 

表 4-4 併購年分與併購動機之相關係數分析表 

 (A)   (B) (C) (D)   ( E) 

績效值(累積 5 天)(A)        

併購動機(B) 0.296  **      

購併類型(C) 0.139   -0.125      

併購年份(D) 0.155   0.118  -0.099     

當月份多次併購(E) 0.216  * 0.181  0.153  -0.313  *  

**P<0.01；*P<0.05。 

四、迴歸分析 

為檢定控制變數及因變數對台灣電子業併購績效之影響程度，本研究採用線性迴歸模型，共計有

二個模型。 

模型一納入控制變數，調整後可解釋變異量占總變異量的 7.8%。結果顯示年份與當月是否進行多

次併購，對併購績效均有顯著影響。2008 年與 2011 年之績效相比(β=-0.287,p<0.1)對併購績效具負向

顯著關係，說明 2008 年之併購績效較差。本研究認為金融風暴影響當年的併購績效，2008 年下半年

起，美國本土的金融危機已經擴散成為全球性的金融風暴。我國股市明顯受挫，進而衝擊國內消費與

投資。 

當月多次併購(β=0.323,p<0.1)對併購績效有正向顯著關係，說明當月進行多次併購之績效較佳。

本研究認為，當公司進行多次併購時，或許由於事件之能見度較高，因此股價有較明顯之正向反應。 

模型二納入控制變數與因變數，結果顯示當月多次併購(β=0.231,p<0.1)對併購績效之效果也與模

型一相同，具正向顯著影響。 

在研究動機方面，本研究發現動機五-集團內組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之併購績效表現較佳。

因此支持假說 1：不同的併購動機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其中，動機一與動機五相比，對併購績效具有負向顯著影響(β=-0.414,p<0.05)，表示以「集團內

組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為動機之併購案併購績效優於「資源取得」為動機之併購案。 

動機二與動機五相比，對併購績效具有負向顯著影響(β=-0.386,p<0.1)，表示以「集團內組織結構

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為動機之併購案併購績效優於「市占率及規模經濟」為動機之併購案。 

動機三與動機五相比，對併購績效具有負向顯著影響(β=-0.307,p<0.1)，表示以「集團內組織結構

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為動機之併購案併購績效優於「財務因素及其他」為動機之併購案。 

動機四與動機五相比，對併購績效具有負向顯著影響(β=-0.253,p<0.1)，表示以「集團內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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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為動機之併購案併購績效優於「策略聯盟」為動機之併購案。 

調整後可解釋變異量占總變異量的 13.9%。綜上所述，台灣電子業 2008-2011 年併購動機分類之

動機五績效明顯比動機一至動機四績效好，如表 4-5 所示。 

本研究之併購類型分為水平與非水平兩類，依照表 4-5 中，兩者的併購類型與績效無顯著影響，

因此不支持假設 2：不同的併購類型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 

表 4-5 台灣電子業併購績效迴歸分析結果 (n=98) 

             模型 

變數 1 2 

 Beta 值 Beta 值 

控制變數 

年份 

  

2008 vs.2011 -0.287* -0.256 

2009 vs.2011 -0.112 -0.055 

2010 vs.2011 0.028 0.049 

當月份多次併購  0.323* 0.231* 

因變數 

併購動機 

  

動機 1 vs.動機 5  -0.414** 

動機 2 vs.動機 5  -0.386* 

動機 3 vs.動機 5  -0.307* 

動機 4 vs.動機 5  -0.253* 

購併類型  0.126 

   

F 值 3.043 2.739 

調整後的 R2 0.078 0.139 

***p<0.01,**p<0.05,*p<0.1 

最後，彙整本研究根據文獻所發展出之假設與實證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研究假說與實證結果比較 

假說 假說內容 預期結果 實證結果 

H1 假設不同的併購動機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 成立 

H2 假設不同的併購類型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 + 不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 2008 年到 2011 年台灣電子工業上市櫃公司之併購案為資料來源，藉由線性迴歸分析探

討企業併購動機、併購類型與績效之關係研究，並納入年份與當月多次併購的影響之因素，針對各併

購動機及類型進行解析，以提供企業進行未來併購事前評估之參考，以助於併購後的績效提升。 

根據本研究結果，歸納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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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經濟環境對併購績效具有影響。本研究發現，不同年份之併購案績效存在差異。2008 年

與 2009 年併購績效相較於 2011 年之併購績效較差，因此本研究推論 2008 年與 2009 年因為受到金融

風暴的影響所以 2011 年相較於前面 2 年則併購績效更為優異。 

2008 年下半年起，美國本土的金融危機已經擴散成為全球性的金融風暴。我國股市明顯受挫，進

而衝擊國內消費與投資；加上全球景氣趨緩，我國出口及外銷訂單，乃至整體經濟皆受到影響(郭秋榮，

2009)。 

(二)併購動機對併購績效具有影響。舉例來說，新奇美電的合併案為面板業界的世紀合併案，由

群創光電合併奇美電與統寶 2 家公司，併購目的是為了使雙方結合現有資金、技術、人才、產品及客

戶組合及產能規模，3 家公司的合併的組織架構已定，後續依舊也會在重新調整組織架構，以節省管

理成本。奇美電正式成軍後已躍升為台灣第一大、世界第 3 大面板廠。 

(三)本研究將併購動機共分為五類進行研究探討。根據有些學者的研究發現：「第五類併購動機

集團內組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集團子公司之併購事件，通常為集團之策略性調度，且併購後

仍屬於同一集團，與予以排除」(曾真真，2010)，但本研究認為母公司、子公司各為具有法人地位的獨

立公司，子公司和母公司也各以自己所有財產為限承擔各自的財產責任。且本研究透過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嘗試將併購動機區分為財務與非財務兩類來做併購動機績效之比較，並扣除第五類集團內組織

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結果顯示財務動機有 12 項，非財務動機有 72 項，併購動機對併購績效的

P 值為 0.784，不具顯著影響。發現第五類併購動機的確對併購績效具有顯著的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將

此併購動機「集團內組織結構調整以提升營運效率」分為第五類。 

二、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有以下幾點： 

1.台灣有關併購案資訊的透明度並不高，使得資料蒐集上有困難。2.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初級資

料內，公司公開之併購動機用詞相當不明確，造成併購動機分類上的困難，可能影響研究之準確度。

3.本研究將每件併購案之併購動機歸類為五類中之一類。但整理資料時發現一件併購案可能不只有一

個併購動機，由於研究方法上的限制，未能呈現併購動機之多樣性。 

(二)研究建議 

1.本研究建議可使用訪談之方式，調查公司的併購動機為何。2.本研究以年份 2008 年至 2011 年

以及單月多次併購次數為控制變數，因實際經濟景況多變，所以本研究建議可加入更多之變數，多收

集資訊如市場層面、公司本身需求等因素為考量，以達更高的研究準確度。3.本研究主要以國內高科

技產業之電子工業為主要研究樣本，然而隨著全球化之跨國併購趨勢下，建議未來可以擴大研究之樣

本，進行跨國併購案或其他產業、國家之研究，藉此比較國內外、不同產業併購案之差異性。4.台灣

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集團內擁有其他子公司，一個集團內在同樣的產業別中擁有許多子公司，等於

增加集團內的成本，為了集團的有更好的效益，因此本研究建議企業可以重整集團內的組織結構以節

省集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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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口碑一致性對購後失調之影響：產品類型與消費價值之調
節效果 

How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Of-Mouth Influences Post Purchase 

Dissonance: The Roles of Product Type and Shopping Value 

陳佳誼 Chia-Yi CHEN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呂亭儀 Ting-Yi LU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 

摘要 

消費者在購物後會搜尋資訊以降低購後失調，而所搜尋到的口碑通常會呈現高度不一致。然而，

過去的文獻發現消費者對於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會有不同的反應。部分研究發現，因人們對於負面訊息

的重視程度較高，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會降低其對於產品的評價而造成較高的購後失調；相反的，其他

研究則發現，不一致的網路口碑則可提高訊息的可信度及產品的有利性而減少購後失調。為了解決過

去研究中兩種不同的主張，本研究提出，網路口碑與購後失調之間的關係會受到產品類型及消費價值

所影響。為了驗證研究假說，本研究進行了一個 2(網路口碑一致性：高 vs.低) ×2(產品類型：搜尋 vs.

經驗) ×2(消費價值：享樂 vs.功能)的組間實驗設計。實驗的結果顯示，在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

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會增加功能消費的購後失調；另一方面，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無論是

享樂或功能消費，網路口碑不一致都會增加購後失調，且此關係在功能消費時比享樂消費時更強。 

關鍵字：網路口碑、購後失調、產品類型、消費價值 

ABSTRACT 

High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of-mouth is commonly encountered when customers seek for information 

to eliminate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after consumptions. However, opposite predictions were obtained in 

literature on how consumer response to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of-mouth. Som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because people weight negative information more heavily, higher dispersed online word-of-mouth decreases 

product evaluation, resulting in greater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Conversely, some other studies maintains 

that higher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of-mouth enhances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and product favorability, 

consequently reduces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ontroversial results in previous 

research, the current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and dispersion in 

online word-of-mouth is moderated by product type and shopping value. To examined formulated hypotheses, 

a 2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 of‐ mouth: high vs. low) × 2 (product type: search vs. experience) × 2 

(shopping value: hedonic vs. utilitarian)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engaging in utilitarian consumption for search goods, higher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 of‐ mouth increases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In contrast, higher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of‐mouth decreases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for hedonic consumption when consuming search good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shopping 

experience goods,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is increased corresponding to higher dispersion of online word‐

of‐mouth for both utilitarian and hedonic consumption and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in the situation of utilitarian 

than hedonic consumption. 

Keywords：Online Word-of-Mouth, Post-Purchase Dissonance, Product Type, Shopp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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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行動裝置及行動上網所帶來的方便性讓人們蒐集資訊的方式有了大幅的改變，以往產品訊息是以

口耳相傳以及傳統的大眾媒體(如電視、報章雜誌)傳播給他人，而現在已經進步到使用網路，人們可

以透過社群網站、即時通訊、論壇、部落格、e-mail、聊天室及產品評價網等各式網路平台，傳遞產品

的資訊與分享消費的經驗，也因此｢網路口碑｣成為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例如 Ante 

(2009)指出大多數消費者在做出購買決定前，會參考網路的產品評價，Moe and Trusov (2011)指出網路

上有關的產品評價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和意願。 

固然過去的研究已經證實網路口碑會讓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態度產生影響，但這些研究中多是以購

前的觀點加以探討消費者對於產品之態度，鮮少去探討網路口碑對消費者購物後對於產品態度的影

響。然而，消費者在選擇某產品之後，就必須放棄其他可選擇產品所具備的理想屬性，進而承擔由於

拒絕的產品所帶來的壓力，並對自己的購買行為產生懷疑和焦慮，稱之為購後失調(Festinger, 1957)。

許多研究也發現，消費者為了降低上述過程所帶來的失調感，亦會上網搜尋口碑尋求支持購買決策的

訊息，進而降低自己的購後失調及購後後悔程度。但在網路口碑的領域，仍缺乏研究驗證探討網路口

碑與購後失調及購後後悔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因為每個人的想法與偏好皆不同，所以對於產品的看法也會有所差異，進而讓網路口

碑可能出現不一致的情況。當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消費者會有如何的反應，學者們提出兩種不同

的主張。一部分學者認為，在正面口碑中存在些許負面口碑，可提高口碑訊息的可信度，而增加消費

者對產品的正面態度；另一方面，亦有學者認為因負面口碑的影響力比正面口碑大，因此不一致的口

碑會降低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因此當消費者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究竟會提升或降低消費者對於

產品的評價，仍未有定論。 

本研究擬整合上述不一致的主張，提出消費行為之後所產生的「消費價值」及「產品類型」是調

節網路口碑一致性與購後失調及購後後悔之間關係的兩個重要因素，期望研究成果可供廠商在網路口

碑的維護及管理時給予參考價值。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口碑 

過去產品口碑的傳遞主要透過消費者的親朋好友進行人際間的口語傳播，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

展，口碑傳遞的管道也移轉到網路上。Buttle (1998)開始觀察到企業設置電子佈告欄，提供消費者發表

相關產品之留言訊息，因此口碑未必只能以面對面的口語方式進行傳遞，亦可透過不同的網路媒介進

行傳播。隨著網際網路的使用率逐年提升、行動裝置的普及以及社群網站的熱絡發展，更是形成網際

網路使用方式的另一波改革。正因網際網路及通訊設備高度發達，面對面的傳統口碑已逐漸被網路口

碑取代，在群眾間的重要性也漸漸增加。Hennig-Thurau, et al., (2004) 表示，任何對於產品或公司正負

面的敘述皆有可能是潛在、真實的意見，此意見會經由網路讓許多人和機構認為是有效的，形成所謂

的「電子口碑」(electronic Word-Of-Mouth, eWOM)，又名「網路口碑」。和傳統的口碑一樣，網路口

碑也影響了人們在網路上的決策。許多研究皆顯示，當人們在網路上作決策時，會去參考網路上其他

人的意見(Bonabeau, 2004; Senecal and Nantel, 2004; Kamakura et al., 2006)。 

二、購後失調 

所謂的「購後失調」(post-purchase dissonance)，就是指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決策之後，所認知到的

資訊有利於未選擇的方案時所產生的感受 (Festinger, 1957)。其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人一旦選擇了

某種方案後，就必須放棄其他選擇方案所具備的其他理想屬性，這樣的選擇會違反了人想要得到這些

理想屬性的想法，而承擔由拒絕方案所帶來的壓力，這也是決策後所必經的一種心理過程 (Cum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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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enkatesan, 1976; Festinger, 1957)。Sweeney, Hausknecht and Soutar(2000)三位學者將購後失調區分

為以下三大構面，分別是情緒反應(Emotional)：買決策後心理的不舒服，藉此反應出購買相關的焦慮。

選購智慧 (Wisdom of Purchase) ： 在購後回想時發現此產品是否需要或可能沒有選到適合的。交易疑

慮(Concern Over Deal)：購後回想是否受到銷售人員的影響，而違背自己的信念。 

三、產品類型 

「搜尋品 (Search goods)」與「經驗品 (Experience goods)」的概念由 Nelson (1970) 所提出，他認

為若消費者掌握的商品品質資訊有限，會對商品的市場建構造成極大影響，特別是當消費者只知道該

品類的少數品牌時，會導致嚴重的消費商品獨佔(monopoly)情形，但過去經濟學者在研究「獨佔權」

時，總關注產品功能或市場大小等變項，因此 Nelson 以 Stigler (1961) 的「搜尋理論 (Search Theory)」

為基礎，進一步提出產品類型的概念，試圖證明其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並找出消費者資訊搜尋行為與

商品市場行為間的關聯性(Nelson,1970)。消費者通常在比較產品價格與品質後才決定是否購買，獲取

產品資訊最好的方法就是「搜尋」，然後評估這些資訊的效用性。Nelson (1970) 定義「搜尋 (Search)」

為「任何評估商品資訊的方式」，但有兩大限制，第一、消費者必須檢視(inspect)這些資訊；第二，這

種檢視必須發生在購買該品牌之前。不過並非所有商品都適合透過事前檢視的方式來決定品質，倘若

產品屬性在使用前無法判斷，或者檢查各種不同的品牌的產品資訊需要耗費太多成本時，「經驗

(Experience)」直接就變成相對便宜的程序。例如，要選出最適合的魚罐頭品牌，因為這類商品單價不

高，比起花時間去比較成分、原料和口味，直接購買後食用，再從這些罐頭品牌中找出最喜歡的一種，

對消費者而言是較方便的方式。因此，「搜尋品」與「經驗品」的一個最大差別在於，後者的產品屬

性必須購買且消費之後才能評定，前者卻不需要經過這道程序。 

四、消費價值 

許多研究都已證實價值可以被概念化的分成一個多面向的結構(Babin et al., 1994; Fernández and 

Bonillo, 2007; Sheth et al., 1991)。而在這些眾多價值的層面之中，最常在行銷相關的文獻中提到的是享

樂價值及功能價值(Babin et al., 1994; Jones et al., 2006; Overby and Lee, 2006; Park, 2004; Voss et al., 

2003)。而最常被引用的是 Babin et al. (1994)所提出的兩種相對價值的觀點，功能型價值(utilitarian value) 

與享樂型價值(hedonic value)，可以反映出消費者經驗中潛在的娛樂與情緒價值。Ryu et al. (2010)認為

功能與享樂價值是消費者對於消費經驗的評價基礎，因為這兩種價值的層面可以解釋最基本的潛在消

費現象。因此，透過這兩個層面可以完整的呈現消費者的價值。 

功能價值指的是理性及任務導向的消費行為(Batra and Ahtola, 1991)或是功能性的利益和支出

(Overby and Lee, 2006)。功能價值是包含更多認知方面的態度、經濟性的「值多少錢」(Zeithaml, 1988)，

以及判斷是否方便及省時(Jarvenpaa and Todd, 1997; Teo, 2001)。Overby and Lee (2006)定義功能價值為

對一切功能性的利益和付出成本的評價，因此，功能價值被認為整合更多層面的態度，例如對金錢等

經濟性的價值，或是對於便利性、省時等方便的評價(Jarvenpaa and Todd, 1997; Teo, 2001)。消費者追

求這些價值以滿足其飢餓、對便利省時的需求、快樂、娛樂、社交互動以及情緒的轉移(Grewal, Munger, 

Iyer, and Levy, 2003; Jarvenpaa and Todd, 1997; Mathwick, Malhotra, and Rigdon, 2002; Teo, 2001)。 

而所謂「享樂性消費」是指使用產品、服務、活動所產生的情緒或情感而滿足消費知覺價值的一

種消費行為，此種消費行為以享受及樂趣的消費行為為主，重視的是購買商品過程的體驗。由此可知，

所謂享樂價值應屬非目標導向、體驗性與情感方面的價值。享樂型的消費者行為可以被認為是體驗及

情緒相關。消費的經驗會影響心情及情緒，經驗提供感受、情緒、認知、行為相關的價值並取代功能

性的價值。Babin et al. (1994) 定義享樂價值為對於體驗利益及犧牲整體價值的評估，如娛樂及逃避。

消費者通常是因為增加經驗而購買，而不是僅僅為了完成任務(Holbrook and Hirschma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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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ㄧ、研究架構 

根據第貳章的文獻，本研究試圖探討產品類型及消費價值對網路口碑一致性與購後失調之調節效

果。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之架構 

二、研究假說 

（一）在產品類型為搜尋品時，消費價值對口碑一致性的影響。 

1.享樂消費 

Adaval (2001)提出情感確認效果，此效果只有當消費者在進行享樂消費時才會成立，他認為心情

對於產品評價的影響非直接產生，而是透過影響其對特定資訊的相對權重分配間接導致。所以當消費

價值為享樂消費時，在查看口碑時會因為情感確認效果，賦予符合其自己所期待的正面口碑較高的權

重，相對地而減輕對於負面口碑的比例，負面口碑的影響因此而降低。 

另一方面，消費者普遍認知口碑評價是較主觀的心理感受，無法確認他人對口碑的評價標準是否

與自己一致，且消費者都存在著偏好差異認知(Chu, Roh and Park, 2015），特別是相較於功能消費，享

樂消費的情況下消費者多有著較高的偏好差異認知，反映出消費者們有多種不同的需求需要被滿足。

所以當口碑不一致時，相對負面的口碑僅代表產品可能不能滿足評論人的需求，但並不意味商品不符

合消費者個人的偏好。此外，過往的研究也證實，當口碑正負並陳時，符合消費者對享樂消費偏好差

異的認知，會增加消費者對於整體口碑訊息可信度(Doh and Hwang, 2009)。據此，本研究提出： 

H1：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相較於不一致的口碑，一致的口碑會提升享樂消費之 (a) 情緒

反應認知失調(b) 選購智慧認知失調(c)交易疑慮認知失調(d)購後後悔。 

2.功能消費 

當消費價值為功能消費時，由於其帶來的實用性與功能性相對於享樂消費較容易傳遞及量化，因

此消費者對於此消費價值有較客觀的衡量標準。相較於享樂消費，功能消費的情況下消費者都有著較

低的偏好差異認知，反映出消費者們存在著較相同的需求。當口碑呈現一致時，會因為低偏好差異認

知的關係，消費者認為自己的需求也能被滿足，故消費者會選擇此商品的決策應能帶來預期效用，故

較不會出現失調的情況；相對地，若口碑呈現不一致時，代表有部分消費者對於此產品有負面的口碑，

消費者會知覺自己的需求可能不一定能被滿足，且相較於正面口碑，負面口碑較容易影響到消費者的

決策，更容易出現失調的情況。根據上述，本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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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在產品類型為搜尋品條件下，相較於不一致的口碑，一致的口碑會降低功能消費之 (a)情緒

反應認知失調(b)選購智慧認知失調(c)交易疑慮認知失調(d)購後後悔。 

（二）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時，消費價值對口碑一致性的影響。 

根據 Nelson (1970)的定義，經驗品指的是消費者在購買前需要親自試用和檢查。在這條件下，消

費者只有在親身經歷該產品後，才能了解產品的優劣，具有較高的知覺風險，為消費者增加心理上的

不確定感，因為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無法預知結果，在面對不確定的情況下便產生了消費者知覺風

險(Bauer,1960)。故要評估商品的表現需實際使用後才有辦法判斷，口碑僅是提供給消費者形成預期及

降低知覺風險的參考資訊。因此，無論消費價值是享樂或功能消費，消費者為了有正面的預期及降低

知覺決策風險，相較於不一致的口碑，一致性的口碑對於提升正面預期及知覺風險的降低有較佳的效

果。且過去研究發現負面的口碑的影響力在經驗品 (相較於搜尋品)時又更強烈（Bone 1995; Nelson 

1970; Nelson 1974；Parl & Lee,2009）。故本研究提出： 

H3：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無論是享樂或功能消費，相較於不一致的口碑，一致的口碑

會降低 (a)情緒反應認知失調(b)選購智慧認知失調(c)交易疑慮認知失調(d)購後後悔。 

本研究進一步主張，在經驗品的條件下，不同的消費價值動機會影響口碑的一致性與購後行為間

的關係。當消費價值為享樂消費時，會因為 Adaval (2001)所提出的情感確認效果而主觀的評價產品，

較無法確認他人對口碑的評價標準是否與自己一致，且相較於功能消費，享樂消費的情況下消費者都

有著較高的偏好差異認知，反映出消費者們有多種不同的需求需要被滿足。面對不一致的口碑，也可

能認知其部分原因為顧客需求不同而對商品有不一致評價，故相較於功能消費，在經驗品且消費價值

屬享樂消費的條件下，口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決策滿意與失調的影響力相對較弱。 

相反的，當消費價值為功能消費時，會因為其帶來的實用性與功能性相對於享樂消費較容易傳遞

及量化，因此消費者對於此消費價值有較客觀的衡量標準。相較於享樂消費，功能消費的情況下消費

者都有著較低的偏好差異認知，所以口碑不一致則代表需求未必被滿足，再加上在經驗品的條件下，

消費者期望有一致的正面口碑來降低其知覺風險，負面口碑的影響會被強化。故相較於享樂消費，在

經驗品且消費價值屬功能消費下，口碑是否一致對於消費者決策滿意與失調具有較高的影響力。根據

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4：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口碑一致性對 (a)情緒反應認知失調(b)選購智慧認知失調(c)

交易疑慮認知失調(d)購後後悔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時比享樂消費時更強。 

三、變數操弄及衡量 

本研究為一個 2(口碑一致性：一致 vs. 不一致)×2(消費價值：享樂消費 vs. 功能消費)×2(產品類

型：搜尋品 vs. 經驗品)之實驗設計，依變數為「購後失調」及「購後後悔」，購後失調分為「情緒反

應」、「選購智慧」及「交易疑慮」三個構面衡量。各變數之操弄或衡量分別說明如下： 

(一)口碑一致性：。口碑一致性分為一致的及不一致的兩種型態，本研究以圖表方式呈現口碑的

一致及不一致性，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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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一致 口碑不一致性 

圖 2 口碑一致性之操弄 

(二)產品類型：本研究依據 Zeithaml (1981)之研究，以住宿度假代表經驗品；並依據 Lovelock and 

Wirtz (2012)對搜尋品之分類方式，以手機應用程式代表搜尋品。 

(三)消費價值：本研究針對不同的產品類型情況下，以消費動機的敘述操弄不同的消費價值。以

下針對本研究情境如何操弄消費價值加以說明，如表 1 及表 2。 

表 1 搜尋品的條件下消費價值之操弄 

消費價值 操弄敘述 

享樂消費 
您是位喜歡遊玩手機遊戲的消費者，由於想要打發時間，所以至 APP 商店

瀏覽有趣好玩的遊戲 APP。 

功能消費 
您是位善用手機工具程式的消費者，由於工作需要，所以至 APP 商店瀏覽

可以幫助完成工作的翻譯 APP。 

表 2 經驗品的條件下消費價值之操弄 

消費價值 操弄敘述 

享樂消費 
為了尋找有趣的度假方案，於是您參加了近期舉辦的國內旅展，展覽中果然

有許多店家推出玩樂方案吸引玩家。 

功能消費 
為了尋找優惠的住宿方案，於是您參加了近期舉辦的國內旅展，展覽中果然

有許多店家推出優惠方案刺激買氣。 

(四)購後失調：購後失調的衡量採用 Sweeney, Hausknecht & Soutar (2000)所設計的量表，並將其

分成「情緒反應」、「選購智慧」及「交易疑慮」三大構面。 

(五)購後後悔：本研究採用 Inman and Zeelenberg (2002)所使用之量表衡量購後後悔。 

四、實驗程序 

(一) 研究對象：本研究為一個情境基礎的實驗設計，首先請受測者閱讀一段有關 APP 或是住宿

券購買的情境故事，請受測者想像身處於該情境中。在資料蒐集上，選擇以方放實體問卷及線上網路

問卷，以前者為主，後者為輔。主要之研究對象來源為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以及餐旅管理系修習

與行銷相關課程之學生。 

 (二) 問卷設計：本研究問卷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實驗情境之敘述，第二部分為測量受

試者購後認知失調及購買後後悔的反應，第三部分為口碑一致性之操弄檢查，第四部分則為受測者的

基本資料。第二及第三部分採用李克特七點量表，每題均依「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而給予 1

至 7 的分數，分數愈高代表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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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與結果 

一、人口統計變數 

本研究共有 302 位受測者，其性別比例以女性居多，有 190 人，佔 62.9%，男性則有 112 人，佔

37.1%。年齡以 21-30 歲居多，20 歲以下次之，21-30 歲為 192 人，佔 63.6%，20 歲以下為 104 人，佔

34.4%，31-40 歲為 5 人，佔 1.8%。受測者主要為大學以及研究所在學生。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的依變數包括「情緒反應認知失調」、「選購智慧認知失調」、「交易疑慮認知失調」以

及「購後後悔」。本研究利用 SPSS 軟體計算上述各變數衡量問項的 Cronbach’s α 值在情緒反應認知

失調為 0.97、選購智慧認知失調為 0.95、交易疑慮認知失調為 0.89、購後後悔為 0.87，均為高信度，

具有內部一致性。 

三、操弄確認 

本研究利用問項的填答，來檢查情境操弄是否成功。由 t 檢定結果可知，填寫口碑不一致問卷的

受測者，其口碑一致性知覺(M=3.54)，顯著低於填寫口碑一致問卷的受測者(M=5.52)(t=-12.08，p=0.000，

顯示本研究對於「口碑一致性」的操弄成功。另一方面，由 t 檢定結果可知，在產品類型為搜尋品時，

填寫享樂消費的受測者，其回報之消費價值(M=2.02)，顯著低於填寫功能消費的受測者(M=5.59)(t=-

22.40，p=0.00)，顯示本研究對於搜尋品的消費價值操弄是成功的。最後，由 t 檢定結果可知，在產品

類型為經驗品時，當消費價值為享樂消費時，受測者對於渡假村 (M=6.11)的回報顯著高於民宿

(M=5.05)(t=-5.72，p=0.00)；當消費價值為功能消費時受測者對於渡假村(M=4.97)的回報顯著低於民宿

(M=5.29)(t=--2.52，p=0.02)，顯示本研究對於經驗品的消費價值操弄是成功的。 

四、統計分析與假說驗證 

以下針對實驗所蒐集之資料進行統計檢定，檢視「網路口碑一致性」、「消費價值」與「產品類

型」之間的交互效果對於情緒反應認知失調、選購智慧認知失調、交易疑慮認知失調及購後後悔的影

響。茲依照依變數將驗證結果分述如下： 

(一) 情緒反應認知失調： 

1.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口碑一致性×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達顯著(F=6.33, p=0.013)，顯示口

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之情緒反應認知失調，會因為消費價值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交互作用圖如圖 3

所示。進一步觀察不同消費價值對於情緒反應認知失調的影響可發現，消費者對於享樂消費在口碑不

一致時有較低的情緒反應認知失調(M=3.09)，顯著低於在口碑一致時 (M=3.63)，且經事前比較，達統

計上之顯著(t=-2.07，p=0.04)，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1a 獲得支持。 

此外，消費者對於功能消費，其在口碑不一致時有較高的情緒反應認知失調(M=3.57)，並沒有顯

著高於口碑一致時 (M=3.14) (t=-1.56，p=0.12)，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2a 未獲得支持。 

2.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口碑一致性對情緒反應認知失調之主效果達統計上之顯著(F=22.55，

p=0.00)，顯示口碑一致與不一致時對消費者的情緒反應認知失調有顯著的差異。由交互作用圖(圖 4)

進一步觀察，可發現無論是享樂消費或功能消費，消費者在口碑不一致時的情緒反應認知失調高於在

口碑一致時，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3a 獲得支持。  

此外，由變異數分析中發現口碑一致性與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項達中度顯著(F=3.70, p=0.057)，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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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口碑一致性對緒反應認知失調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及享樂消費時的影響有顯著差異，且從交互作

用圖發現，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口碑一致性對情緒反應認知失調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時

(t=4.84,p=0.00)比享樂消費(t=1.95,p=0.056)時更強。故假說 H4a 獲得支持。 

  

圖 3 依變數為情緒反應認知失調且產品類型為搜

尋品之交互作用圖 

圖 4 依變數為情緒反應認知失調且產品類型為

經驗品之交互作用圖 

(二) 選購智慧認知失調： 

1.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就交互作用效果而言，「口碑一致性×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達顯著

(F=11.52, p=0.00)，顯示口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之選購智慧認知失調，會因為消費價值的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交互作用圖如圖 5 所示。進一步觀察不同消費價值對於選購智慧認知失調的影響可發現，消費

者對於享樂消費在口碑不一致時有較低的選購智慧認知失調 (M=4.44)，顯著低於在口碑一致時 

(M=5.05)，且經事前比較，達統計上之顯著(t=-2.09，p=0.04)，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1b 獲得支持。 

此外，消費者對於功能屬性的消費，其在口碑不一致時有較高的選購智慧認知失調(M=4.45)，顯

著高於口碑一致時 (M=3.65) (t=2.74，p=0.01)，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2b 獲得支持。 

2.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口碑一致性對選購智慧認知失調之主效果達統計上之顯著(F=13.32，

p=0.00)，顯示口碑一致與不一致時對消費者的選購智慧認知失調有顯著的差異。由交互作用圖(圖 6)

進一步觀察，可發現無論是享樂消費或功能消費，消費者在口碑不一致時的情緒反應認知失調高於在

口碑一致時，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3b 獲得支持。 

此外，由變異數分析中發現口碑一致性與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項達顯著(F=50.23, p=0.03)，顯示口

碑一致性對選購智慧認知失調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及享樂消費時的影響有顯著差異，且從交互作用

圖發現，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口碑一致性對選購智慧認知失調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時

(t=4.25,p=0.00)比享樂消費(t=0.97,p=0.33)時更強。故假說 H4b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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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依變數為選購智慧認知失調且產品類型為搜

尋品之交互作用圖 

圖 6依變數為選購智慧認知失調且產品類型為經

驗品之交互作用圖 

 

(三) 交易疑慮認知失調： 

1.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就交互作用效果而言，「口碑一致性×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達顯著

(F=11.81, p=0.00)，顯示口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之交易疑慮認知失調，會因為消費價值的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交互作用圖如圖 7 所示。進一步觀察不同消費價值對於交易疑慮認知失調的影響可發現，消費

者對於享樂消費在口碑不一致時有較低的交易疑慮認知失調 (M=3.68)，顯著低於在口碑一致時 

(M=4.45)，且經事前比較，達統計上之顯著(t=-2.91，p=0.01)，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1c 獲得支持。 

此外，消費者對於功能消費在口碑不一致時有較高的情緒反應認知失調(M=4.21)，顯著高於口碑

一致時 (M=3.59) (t=2.08，p=0.04)，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2c 獲得支持。 

2.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口碑一致性對交易疑慮認知失調之主效果達統計上之顯著(F=4.42，

p=0.04)，顯示口碑一致與不一致時對消費者的交易疑慮認知失調有顯著的差異。由交互作用圖(圖 8)

進一步觀察，可發現無論是享樂消費或功能消費，消費者在口碑不一致時的交易疑慮認知失調高於在

口碑一致時，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3c 獲得支持。 

此外，由變異數分析中發現口碑一致性與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項達顯著(F=2.00, p=0.16)，顯示口

碑一致性對交易疑慮認知失調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及享樂消費時的影響並無顯著差異，故假說 H4c

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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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依變數為交易疑慮認知失調且產品類型為搜

尋品之交互作用圖 

圖 8依變數為交易疑慮認知失調且產品類型為經

驗品之交互作用圖 

(四) 購後後悔： 

1.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就交互作用效果而言，「口碑一致性×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達顯著

(F=5.87, p=0.02)，顯示口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之購後後悔，會因為消費價值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交

互作用圖如圖 9 所示。進一步觀察不同消費價值對於購後後悔的影響可發現，消費者對於享樂在口碑

不一致時有較低的購後後悔(M=3.40)，顯著低於在口碑一致時 (M=3.97)，且經事前比較，達統計上之

顯著(t=-2.11，p=0.04)，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1d 獲得支持。 

此外，消費者對於功能消費在口碑不一致時有較高的購後後悔(M=3.81)，顯著高於口碑一致時 

(M=3.40) (t=1.40，p=0.02)，因此本研究之假說 H2d 獲得支持。 

2.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 

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口碑一致性對購後後悔之主效果達統計上之顯著(F=16.09，p=0.00)，顯

示口碑一致與不一致時對消費者的購後後悔有顯著的差異。由交互作用圖(圖 10)進一步觀察，可發現

無論是享樂消費或功能消費，消費者在口碑不一致時的購後後悔高於在口碑一致時，因此本研究之假

說 H3d 獲得支持。 

此外，由變異數分析中發現口碑一致性與消費價值之交互作用項達顯著(F=5.53, p=0.02)，顯示口

碑一致性對購後後悔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及享樂消費時的影響有顯著差異，且從交互作圖發現，在

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口碑一致性對情緒反應認知失調的影響效果在功能消費時

(t=4.501,p=0.00)比享樂消費(t=1.17,p=0.25)時更強。比享樂消費時更強。故假說 H4d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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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依變數為購後後悔且產品類型為搜尋品之交

互作用圖 

圖 10 依變數為購後後悔且產品類型為經驗品之

交互作用圖 

伍、結論與建議 

ㄧ、研究結論 

(ㄧ) 產品為搜尋品時，不一致(一致)的口碑較能有效降低享樂(功能)消費之購後失調 

消費者在從事享樂消費時，有較高的偏好差異認知(Chu, Roh and Park, 2015)，意味消費者認知享

樂消費的口碑均是主觀的心理感受，故口碑不一致在享樂消費的情況係屬普遍，部分的負面口碑僅代

表產品可能無法滿足評論人的需求而已，因此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消費者並不會因為有部分的負

面評價而提升消費者的購後失調。加上在享樂消費時會產生情感確認效果(Adaval, 2001)，消費者較為

重視符合期待的正面口碑，只有有正面口碑的存在，即可以降低認知失調。甚至當口碑正負並陳時，

會增加消費者對於整體口碑訊息可信度(Doh and Hwang, 2009)，使正面口碑降低認知失調的效果更為

提升。 

另一方面，相較於享樂消費，功能消費的情況下消費者都有著較低的偏好差異認知，意味消費者

認知功能消費的口碑是較為客觀的評價，故他人的口碑能客觀表達出產品的情況，因此面對一致的網

路口碑時，消費者會認為自己的需求也能被滿足，消費此產品的決策應能帶來預期效用，較不會出現

失調的情況；而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時，消費者會知覺自己的需求不一定能被滿足，且根據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所提出的展望理論，可得知負面口碑訊息比正面口碑訊息更有影響力，故

相較於正面口碑，負面口碑較容易影響到消費者的決策，故消費者會認為自己的決策不一定理想，因

而出現失調的情況。加上從事功能消費之消費者會期待產品所能提供的實質功能及所能帶來的立即效

果，而功能性消費後的口碑內容相對於享樂消費較為客觀及量化，因此消費者面對不一致的口碑時，

並不會將部分負面評價歸因於個人的偏好，而是認定產品客觀上的功能表現無法滿足所有的消費者，

因而降低對產品的評價，提升購後失調的程度。 

本研究之假說 2a 及 2d 未獲得支持，顯示在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口碑一致性對「情緒反

應認知失調」及「購後後悔」的影響不會受到功能消費之影響而降低。因消費者在從事功能消費時，

是理性及任務導向的消費行為，不會考慮到無形性及情緒層面的消費經驗，故較不會出現情緒上的反

應，所以其調節效果不顯著。 

(二) 產品為經驗品時，無論是享樂或功能消費，一致的口碑能降低購後失調，且在功能消費時比

享樂消費時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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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消費者只有在親身經歷該產品後，才能了解產品的優劣，具

有較高的知覺風險，為消費者增加心理上的不確定感，因為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無法預知結果，在

面對不確定的情況下便產生了消費者知覺風險(Bauer, 1960)。因此，無論消費價值是享樂或功能消費，

為了有正面的預期及降低知覺決策風險，相較於不一致的口碑，一致性的口碑對於提升正面預期及知

覺風險的降低有較佳的效果，加上過去研究發現負面口碑對消費者購買意圖比正面口碑的影響還要大

(Weinberger & Dillon,1980)，且此負面口碑的影響力在經驗品 (相較於搜尋品)時又更強烈(Bone 1995; 

Nelson 1970; Nelson 1974；Park and Lee,2009)。故相較於不一致的口碑，一致的口碑較能增加消費者對

於其決策的滿意度以及降低失調感。 

另外，一致的口碑降低消費經驗品時認知失調的效果，仍會因為消費價值的不同而有強度上的差

異。雖然消費者在消費經驗品的條件下，會偏好一致性的口碑，但面對不一致的口碑，也可能認知其

部分原因為顧客需求不同而對商品有不一致評價，故相較於功能消費，在經驗品且消費價值屬享樂消

費的條件下，口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購買經驗品後的決策滿意與失調的影響力相對較弱；相反的，當

消費價值為功能消費時，消費者都有著較低的偏好差異認知，反映出消費者們認知所有消費者應存在

著相同的需求，所以口碑不一致時代表產品的性能表現未能滿足部份顧客的需求，因而提升消費者的

購後失調，且此負面口碑的效果可能因個體對於負面訊息的重視，其對購後失調的增加效果有會被更

進一步提升。故當消費經驗品時，相較於享樂消費，口碑不一致對於消費者決策滿意與失調對於功能

消費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而假說 4c 未獲得支持，顯示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時，口碑一致性在不同消費價值的情況下，對

「交易疑慮認知失調」的降低效果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消費者在消費經驗品時，一定要親身經歷該

產品後，才能了解其優劣，進而衡量該產品是否能有效降低其知覺風險(Bauer, 1960)，故不管是在何種

消費價值的情況下，消費者存在的疑慮感會因為尚未體驗過產品而較為相同，因此，不管消費者是從

事享樂消費或是功能消費，口碑一致性對其的降低效果差異並不明顯。 

二、理論貢獻與管理意涵 

(ㄧ)理論貢獻 

1.以購後觀點探討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反應 

過往關於網路口碑一致性的相關研究，多是以購前的觀點加以探討，鮮少以購後觀點加以探討。

本研究探討一個重要的理論－購後失調，探討消費者在購買不同的產品類型及產生不同的消費價值之

後，網路口碑一致性對購後失調的影響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發現在搜尋品的條件下，從事享樂消費

的消費者，相較於一致的網路口碑，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會呈現出較低的購後失調及後悔，而從事功能

消費的消費者，相較於不一致的網路口碑，一致的網路口碑會呈現出較低的購後失調及後悔；另一方

面，在經驗品的條件下，不論消費者從事享樂或是功能消費，相較於不一致的網路口碑，一致的網路

口碑會呈現出較低的購後失調及後悔。本研究的發現指出，消費者在購後的態度會因為其消費價值及

所消費的產品屬性不同而調節到網路口碑一致性所帶來的影響。此發現補足了過去研究中，缺乏探討

網路口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購買之後的影響之研究缺口，更全面性的瞭解網路口碑在消費者購後行為

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亦可做為實務上之參考，有助於廠商在管理產品網路口碑時，有更全面的架構作

為依據，以掌握網路口碑在購前與購後對消費者決策行為的影響。 

2.整合了既有文獻對不一致口碑對產品態度影響的不同主張 

過去關於網路口碑不一致的影響有兩種不同的推論結果：一方學者認為正面口碑中存在些許負面

口碑可提高其可信度，而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另一方學者則認為負面口碑的存在會因為其影響

力比正面口碑大而降低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本研究試圖探討會產生不同推論結果的原因，並認為消

費價值(享樂 vs. 功能)及產品類型(搜尋 vs. 經驗)為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在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

件下，網路口碑一致性的影響會因為不同的消費價值而不同，當消費者從事享樂消費時，不一致的網

路口碑較能增加其對產品的態度，意味著正面的網路口碑中存在些許負面網路口碑較會增加消費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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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態度，另一方面，當消費者從事功能消費時，一致的網路口碑較能增加其對產品的態度，意味

著存在負面網路口碑會降低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而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不論消費者的消

費價值為何，相較於不一致的網路口碑，一致的網路口碑較能增加其對產品的態度。本研究的發現，

補足了過去文獻中對於網路口碑一致性的影響的不足，說明了為何消費者在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

時．會有不同的態度。本研究之結論除了補充過去文獻的不足，亦可提供廠商在販售不同種類的產品

時，對於網路口碑管理的參考。 

3.發現產品類型及消費價值為影響網路口碑一致性的重要因素 

過去文獻中，發現不同的消費價值會影響網路口碑一致性對於產品態度的影響，本研究還發現產

品類型(搜尋品 vs. 經驗品)會影響網路口碑一致性對於消費者的購後失調及購後後悔的態度。研究結

果發現，網路口碑一致性確實會受到不同的產品類型調節而影響到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在搜尋品的

條件下，從事享樂消費的消費者，相較於一致的網路口碑，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會呈現出較低的購後失

調及後悔，而從事功能消費的消費者，相較於不一致的網路口碑，一致的網路口碑會呈現出較低的購

後失調及後悔；另一方面，在經驗品的條件下，不論消費者從事享樂或是功能消費，相較於不一致的

網路口碑，一致的網路口碑會呈現出較低的購後失調及後悔。本研究應為首先將口碑一致性、消費價

值及產品類型三者加以一起探討的研究，發現產品類別及消費價值是影響口碑一致與消費者購後失調

間重要的調節因素，有助於整合過去文獻中對於口碑一致性與消費者態度間關係的探討，補充過去文

獻的不足。 

(二)管理意涵 

1.功能消費之產品，廠商應考慮是否開放網路評論功能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搜尋品或是經驗品，當消費者消費的產品所產生之消費價值為功能消費時，

相較於一致的網路口碑，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會增加消費者之購後失調與購後後悔程度。因此，當產品

屬於功能消費時，廠商為避免負面口碑訊息影響到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應考慮是否開放消費者評論

的功能，本研究建議廠商以其他方式代替網路口碑評論，例如以專家背書或名人推薦的方式提供消費

者參考資訊，由於消費者在從事功能消費時會期待產品所能提供的實質功能及所能帶來的立即效果，

而功能性消費後的口碑內容相對於享樂消費較為客觀及量化，故請專家及名人來為此產品做口碑應可

增加消費者對此產品的態度，避免不一致口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2.享樂消費之產品，廠商應鼓勵網路評論功能 

本研究發現，從事享樂消費之消費者在產品類型為搜尋品的條件下，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時，

其購後失調及後悔程度比面對一致的網路口碑時低，而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面對一致的網

路口碑時，其購後失調及後悔程度比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時低。另外，從事享樂消費時，消費者有

較高的偏好差異認知(Chu, Roh and Park, 2015)，意味消費者認知享樂消費的口碑均是主觀的心理感受，

故口碑不一致在享樂消費的情況係屬普遍，而當口碑正負並陳時，會增加消費者對於整體口碑訊息可

信度(Doh and Hwang,2009)。因此當消費價值為享樂消費時，廠商應提供平台讓消費者給予產品評價及

評論，對於負面的評論也應開放，因為消費者會因正負並陳的效果增加對產品的可信度進而增加其對

產品的態度。而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時，雖發現消費者在面對一致的網路口碑時，其購後失調及後悔

程度比面對不一致的網路口碑時低，但經驗品的特性為要親身經歷之後才能理解其效果，故網路口碑

所提供的資訊並不會對消費者造成太大的影響。 

3.產品類型為經驗品時，廠商應營造一致的正面口碑 

本研究發現在產品類型為經驗品的條件下，無論是享樂消費或是功能消費，相較於不一致的口碑，

一致的口碑會降低消費者的購後失調及後悔的程度。因此本研究建議廠商應以更多元的方式突顯其正

面口碑，進而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本研究建議的方式有：試用機會及意見表達。廠商可透過多

種方式讓消費者有試用的機會，例如試用品的贈送及發放、於銷售通路設點供消費者試用試吃及舉辦

活動供消費者體驗，試用機會的方式可以立即得知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口碑且透過試用可有效降低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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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知覺風險，假如消費者對於產品有負面的評價亦可立即向消費者說明及有效改善進而降低其失調

程度；廠商亦可提供意見表讓消費者表達其意見，此方式可讓廠商看到每位消費者的意見，對於正向

的評價廠商可將其刊登於網頁或銷售通路中較為顯眼的地方，吸引消費者的目光，而負面的評價廠商

則可在後續處理完之後再刊登於銷售通路中，透過上述的方式，不僅突顯了正面口碑，亦可對於負面

口碑加以說明而降低消費者的失調程度。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大部分為大學生，本研究建議可以擴大研究對象的範圍，提升研究結論的外部

效度。此外，本研究僅以口碑一致性、產品類型及消費價值作為影響變數，是否有其他可能影響消費

者對於購後認知失調(情緒反應認知失調、選購智慧認知失調交易疑慮認知失調)及購後後悔的影響，

如信任度、品牌知名度、產品涉入程度…等，仍有待探索，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往此方向作深入探

討。對於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採用實驗法，其研究結果與實際消費狀況可能有所落差。建議後續研

究者可利用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調查分析實際購買 APP 及住宿券之後的實際情況，而非使用情境模

擬的方式來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當能更真實反應消費者在面對實際的情形下，不同的消費價值及產品

類型，對於口碑一致性與購後認知失調之間的影響，進一步對本研究提出的理論架構進行驗證，提供

更多元的證據，藉以使口碑一致性理論架構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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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A Research of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Marketing — A Case Study about 

NanFeng. 

蔡展維 Daniel Chan-Wei TSAI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所副教授 

郭穎蓉 Ying-Rung KUO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劉暉晟 Hui-Sheng LO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摘要 

近年來隨著大學普及化及少子化問題，大學的學校經營越來越注重品牌行銷。特別是隨著網路科

技之進步，越來越多大學捨棄傳統的文宣方式，透過目前最廣為人知的社群經營平台——Facebook 作

為行銷學校與傳遞訊息之主要工具。本研究將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之屏科南風粉絲專頁為個案對象，

以動態觀點透過描述粉絲頁發展脈絡來探討社群經營對學校的影響，進而探討粉絲頁的經營策略。 

關鍵字：社群行銷、社群經營、學校經營、Facebook 粉絲專頁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agement of the University in Taiwan was becoming serious and the university must 

pay more attention to brand marketing. Especially networ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through the most 

well-known community management platform——Facebook fanpage to do marketing school image and the 

main tool for delivering messages. This research will be A Case Study of the Facebook fanpage——NanFengas 

the research object, take a dynamic view to describe the fan page development context to use Social Media 

how to impact on school management, and discuss Facebook Fan page business strategy. 

Keywords： Social Media Marketing, Social Community Management, University Image Management, 

Facebook Fan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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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現今科技的日趨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習慣、娛樂、工作、學習模式，甚至是溝通方式，由於網

路的發展讓人們在資料傳遞與溝通上更加便利。且在科技的進步下，資訊的傳遞更加迅速並隨手可得，

在資訊如此流通的情況下，利用網路來搜尋資訊已經成為現今的人習慣的方式。在這樣的改變下，人

們開始了解到連結(link)的價值，以及互動所衍生出的新式溝通與經驗，所以漸漸地發展出許多連結人

們的社群網站，像是 Google+、推特（Twitter），以及部落格（Blogs）等等，這些社群媒體網站的功

能與特點都有所差別，但是它們的共通點都是提供一個發現與分享一切新事物和提供大家感興趣與有

價值的內容，達到與訪客直接溝通效果的平台。特別是近年 Facebook 在台灣迅速成長，根據行政院主

計處的統計，Facebook 涵蓋了台灣十八歲到三十四歲年齡群組約八成的人口，由此可見 Facebook 在

當今台灣的普及程度。 

自從 Facebook、Line 等各種社群網站出現後，社群行銷（Social Media Marketing）就在生活週遭

迅速拓展，Facebook 於 2015 年 12 月公佈台灣民眾多達 75%都擁有 Facebook 的個人帳戶，而這其中，

年輕學子在學校及周邊區域使用 Facebook 更高達 76%，顯示出台灣年輕學子的生活資訊與社群網站

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現今許多企業及個人皆嘗試透過 Facebook 中的粉絲專頁自我行銷或提高影響

力，然而企業並非投入資源即可在粉絲專頁產生預期效果，因此如何掌握粉絲專頁成功關鍵因素，是

今日相當重視的議題。若粉絲群夠大的粉絲專頁便可以成為一個自營媒體，自己生產內容給粉絲讀者，

將可以省下仰仗外部媒體的大筆費用。 

而利用社群行銷若搭配上事件行銷便能瞬間累積人氣，這幾年來市場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看到許

多搭配「事件」的宣傳方式，雖然在操作的工具上或有不同，但是所謂的「事件行銷」多半都是透過

引發「新聞媒體追蹤報導」與「消費者參與、融入或話題討論」的方式，創造出吸引大家注意的焦點，

進而營造出聚眾的效果，甚至引發風潮，所以操作粉絲頁時利用事件來聚焦更能彰顯目的，達到提升

曝光度的效果。而利用粉絲專頁做宣傳的方式，也陸續運用在學校方面，現今許多大專院校為了提高

知名度而創建粉絲專頁，目的是透過學校知名度的提升，進而提高招生率，其中所包含的視聽者有高

中、高職生、校友、在校生，抑或是家長。而學校的社群網站大部分屬於官方色彩較重的平台，要吸

引到這些客群關注粉絲頁，達到宣傳效果，粉絲頁的操作就更為重要。學校經營如果能夠有效的利用

社群行銷和事件行銷的搭配達到和外界直接的接觸和回應，將有效提升學校經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在 104 年 90 週年校慶，舉辦了首次的校慶園遊會與校友回娘家等大型活動。

為了提高活動的曝光度，進而吸引校友回到母校，由職涯發展處創立了「屏東科技大學 90 週年校慶」

之粉絲專頁，活動中利用操作粉絲頁及透過一連串的事件達到提高活動的曝光度，當天有一萬五千餘

人次校友返校，效果十分顯著。所以校方決定持續此專頁的經營，並更名為「屏科南風」作為連繫校

友為主的學校官方粉絲專頁以利學校經營。屏科南風從創立到現在讚數一直不斷的提升，透過發放各

類種的消息還有利用事件行銷的方式吸引視聽者關注。 

因此本研究以屏東科技大學粉絲頁－「屏科南風」為個案，透過行動研究法與事件分析法長時間

觀察並記錄其發展脈絡，進而探討如何運用事件行銷的方式來操作粉絲專頁。 

貳、文獻探討 

一、少子化問題導致學校經營之困難 

台灣已進入少子化的階段，全台各地大專院校數量在教育部實施的高等教育普及化政策，使得大

學或高等院校數目一路成長至 164 所。高等教育過渡膨脹的結果造成某些大專院校面臨招生不足甚至

倒閉之困境。全國 160 餘所大專院校，入學方式有推甄、登記分發、繁星等方式，各大學共同搶招日

漸減少的學生，因為校方將面臨最大的考驗與挑戰就是如何吸引學生來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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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社群媒體及如何經營粉絲專頁 

E 世代的降臨，社會基建日益完善，移動網絡設備無處不在使得資訊傳遞迅速且隨手可得。網絡

改變了過去以書信、電報作為主流通訊的年代，更是改變了人類生活、工作、娛樂甚至學習的模式。

個人移動裝置的普及化衍生出各類型的通訊軟體與社群互動平台，如早年的 MSN、friendster、無名小

站等，演化至今天的 Facebook、Twitter、Line 等各類社群平台，催化出以往所沒有的全新互動手法—

社群平台經營，並迅速拓展開來。以台灣為例，在各類資訊媒介都能以一台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電腦，

就能讓莘莘學子一覽無遺。 

而社群經營起源自網絡社群構成，一群網絡使用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彼此間心理上針對某項事件或

話題具有接近性，不需考慮地理上的限制與就近性；網路社群成員間若能持續性互動，就需要在對於

虛擬社群的心理上有一定程度的認同（吳國豪，1999）。企業成立社群的目的是為了要提升產品的銷

售和推廣，而大學更可以藉由社群經營來塑造形象及口碑，達致招生之目的。社群初期只要定位為一

個方便聚集人氣與客群溝通的管道就好，雖然是從行銷 4P 的推廣（Promotion）之概念延伸而來，但

重點還是在於後續的經營，而社群的經營在於其背後的經營團隊，是為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又稱為社會性媒體或社會媒體，它的起源與網際網路息息相關，為一種網

路人際關係間互動的表現形式，而網路社群的構成是建立在成員間互動的過程，所強調的是成員彼此

間心理上的接近性，不一定要有地理上的接近性，而在網路上，社群成員之間如果要能夠有持續性的

互動，就需要在對於虛擬社群的心理上，有一定程度的認同(吳國豪，1999)。如今，社群媒體當道，首

先要運用顧客關係管理（CRM）的概念，認清目標客群是一群什麼樣形態的人，社群媒體人便可在其

中收集並觀察社群裡的反應與回饋，好讓經營者更加進一步認識消費者。當業者從社群得到粉絲在哪

打卡、瀏覽的內容或議題等大數據資料後，顧客喜好的輪廓從模糊中轉為清晰，即可逐漸推斷出他們

內心可能最需要的產品，接下來就可以試著“投其所好”，鎖定正確的目標客群，適時推薦產品、宣

導觀念或服務與資訊，而在這潛移默化中，對於社群裡的所有參與互動的人們而言，獲得這些資訊不

僅不是垃圾，而是有效的訊息。 

社群行銷對於現今的商業利益提升是有一定程度的助益，操作者也漸漸發現在虛擬社群中與社群

成員建立良好甚至緊密、直接的關係並了解其中的意見，確實有助於改善產品與服務，進而與社群成

員建立長久關係，以獲得穩定的顧客忠誠度甚至進一步拓展新客源。社群行銷對未來行銷手法的重要

性勢必與日俱增，虛擬社群如何對於學校的形象與品牌塑造，亦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現今，使

用社群網站已經是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吸引了許多企業及品牌紛紛投入更多成本在社群媒體

上，藉由網站或服務的社交互動性和消費者進行溝通，甚至操作相關的行銷活動。本研究將著重在互

動類-社會網絡的社群媒體，以目前全球擁超過十億以上使用者，在台灣坐擁 1800 萬用戶的社交網站

Facebook 作為研究標的，探討社群行銷的效益，及其對學校在經營社群上有何助益，對於未來的招生

或校友的維繫上起了以往所沒有的密切作用與互動橋樑。 

Facebook 網路社群擁有的強大人脈搜尋功能，現今已經成為人們熱門的搜尋引擎之一。周世惠

（2011）將 Facebook 比喻為一個大拼盤，認為是整合「Skype 或 Msn 即時通+電子郵件+BBS 電子公

告版+地圖+部落格+無名小站照片分享+YouTube 影音分享+網路遊戲」的網路社交集合體，其功能包

含塗鴉牆、資訊、讚、朋友、粉絲專頁、社團、打卡等七項。而且，Facebook 的使用者可以將個人所

有的動態顯示在上面，Facebook 用戶能夠互相追蹤動態，藉此可以知道被追蹤者發表的文章、好友、

使用的應用程式或是加入的粉絲團等等，最後擁有相同興趣的一群人互相連結便形成了社群。徐毓良

(2014)在「社群、品牌與媒體的新融合時代」提到，全球社群的 C2C 有六種類型：社交網絡、微網誌、

行動社群、照片分享、影音分享、餐飲評論，其中社交網絡以 Facebook 最具代表性。 

粉絲專頁是 Facebook 中一種具有論壇功能的組織型頁面，Facebook 使用者透過按「讚」表示支持

該粉絲專頁，加入粉絲專頁成為該專頁的粉絲不需要透過專頁管理者的批准，如果不支持該專頁想退

出，只要「收回讚」就可以(潘弘愿，2011)。當使用者為粉絲專頁按讚後，Facebook 首頁便會將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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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紀錄下來，日後朋友到自己的個人檔案或動態時報上就能看到此項連結。若朋友圈裡頭的 Facebook

用戶有興趣便會點取連結進而加入成為粉絲，藉此粉絲專頁將快熟擴散到所有的朋友，甚至是朋友的

朋友都能夠藉此看到，互相連結形成了一個網絡，再加上粉絲專頁的粉絲人數並無上限，不像個人用

戶添加好友數以 5000 人為上限，更能達到全方位且簡單、快速的行銷宣傳與信息傳遞。目前粉絲專頁

共分為六大類型：(1)地方性商家或地點、(2)公司、組織或機構、(3)品牌或商品、(4)表演者、樂團或公

眾人物、(5)娛樂、(6)理念提倡或社群。而粉絲專頁的類別會顯示在專頁名稱下方，不僅只是為了粉絲

專頁的定位，並告訴 Facebook 使用者這個粉絲專頁的屬性，協助他人認識該粉絲專頁。 

經營粉絲專頁就像是經營一個品牌，而經營一個成功的粉絲頁，必須注意到粉絲頁其實不是一個

獨立的存在，它跟公司的產品、行銷策略，甚至品牌內容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在開設粉絲頁

前，鄭至航(2015)提到必須要先注意以下三件事，品牌定位、品牌所提供的具體服務及價值與鎖定基

本族群。 

所謂的品牌定位是指透過品牌傳遞讓視聽者對品牌擁有什麼感覺，好的感覺就能讓人留下好的印

象，甚至在有需要時想起，粉絲專頁的經營也是同樣的概念，在創建前必須先了解所要經營的粉絲頁

屬於什麼品牌定位，而品牌定位包含了獨特性、聚焦性及一致性。當粉絲頁的品牌定位確認後，接下

來要了解所要提供的內容與服務是什麼，這些內容可以帶給視聽者什麼價值，是否符合其需求與帶給

其利益，也就是粉絲專頁能提供的具體服務及價值，透過良好的服務與價值傳遞可以快速的提升粉絲

專頁的凝聚力。 

最後必須先鎖定基本族群，了解訊息所要傳遞的對象有哪些族群，如此才能讓發放的訊息達到效

益，更可以準確的提供訊息，使目標族群從粉絲專頁解決需求問題，進而保持長期關注的效果。 

成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門檻很低，只要是 Facebook 的使用者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或需求建

置一個粉絲專頁，不過，要有第一眼就吸引人的粉絲專頁必須先有能夠引人注意的專業名稱、大頭貼、

封面頁，是粉絲專頁最基本的門面，不只如此，粉絲專頁是情感交流與資訊交換的平台，而不只是一

個宣傳廣告用的平台，不論是名稱、大頭貼抑或是內文等都不宜太過商業化，如果只是一昧的提供太

過制式或是宣傳的訊息，往往會造成多數用戶的反感。雖然呈立粉絲專頁的門檻低，但是要有成功且

吸引人的粉絲專頁，最重要的還是操作與經營。 

粉絲專頁開創在初期應先追求數量而不是質量(鄭至航，2015)，先將粉絲群的量盡可能的提升，

以達到建立潛在粉絲對專頁內容的可信度。當專頁的粉絲群到達一定數量後，在進行專頁內容的質量

調整，因為要讓用戶主動成為專頁的粉絲，並且長期關注專頁的粉絲群，專頁所提供的訊息內容相當

重要。在一開始提升粉絲群的數量時，先鎖定一個大範圍的族群，再針對這個大範圍族群去細分為幾

個小族群，我們稱之為「漏斗系統」，也就是說，當用戶進入到專頁管理者所設定的漏斗系統後，再

逐一針對潛在粉絲提供更有用的訊息，並且在過程中確保視聽者有好的體驗及收穫，也就是讓視聽者

覺得粉絲頁對其是有幫助、有價值的，如此才能有效的長期經營，將這些穩固的粉絲群變成專頁最有

力的資源。 

要讓粉絲專頁長期運作，最重要的還是內文的質量，而內文的撰寫方向及重點是維持粉絲頁穩固

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撰寫貼文時必須要先了解粉絲專頁的目標客群，抓到貼文方向後才能撰寫出能

夠引起粉絲共鳴與創造連接點的貼文，內文的撰寫可以依照故事性、真實性及情感連結這三個方向進

行撰寫，透過這三種方向進而撰寫出觸動人心的貼文，另外，文章的字數不宜太過冗長，過於冗長的

文章大部分的視聽者會選擇略過，所以文章必須簡短並切入主題，而且最好可以搭配圖片，進而讓視

聽者印象更深刻。 

綜上所述，建立粉絲專頁其經營者必須要先花時間、精力、甚至金錢，從每一個環節開始逐一打

造，營造出專頁要帶給用戶的感覺，讓用戶能夠對專頁產生興趣，透過與用戶的訊息溝通及交換，慢

慢累積專頁的粉絲群與專頁文章的討論數及觸及率，再漸漸地放一些與專頁相關的廣告或連結，增加

用戶的參與度，如此一來專頁的經營才能有效的長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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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行銷 

張永誠（1998）認為事件行銷乃企業整合本身資源，透過具有企劃力和創意性的活動或事件，使

之成為大眾關心的話題、議題，因而吸引媒體的報導與消費者的參與，進而達到提昇企業形象，以及

銷售商品的目的。而事件行銷與傳統行銷最大的不同是事件行銷將行銷活動規劃為公眾生活的一部

分，讓事件成為媒體有興趣，而且和消費者有切身相關的話題。因此，事件行銷的操作實際上比傳統

行銷更複雜，變數更多。它不僅包含 4P、5P 的綜合運用，也必須將企業整體資源做戰略性、前瞻性的

規劃。同時它還要充分掌握社會變遷的脈動，了解市場的消費趨勢。Robert Jackson(1997)的定義為：

「事件行銷是一個特別的、非自發的，且經過周詳的籌畫設計所帶給人們快樂與共享；也可是產品、

服務、思想、資訊群體等特殊事務特色主張的活動。」事件行銷的起源在傳統行銷概念裡，企業為了

銷售目的，只重視目標顧客的需求。然而由於時代演進與外在環境的急遽變化，使得過去的廣告、促

銷、推銷等行銷工具，漸漸失去其功效。 

事件行銷中的事件或活動本身只是起點，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成功的事件行銷的開始，它同時

扮演著許多事項的催化劑，例如：建立品牌知名度、創造促銷、改善與地方商業夥伴或配銷通路的聯

繫、強化公共關係、增加媒體曝光率、增進銷售、激勵顧客等。 

綜合論述，我們將事件行銷定義為企業依照目標受眾規劃具有行銷目的活動，將其活動結合特殊

事件，使事件成為具有創意性、吸引力的議題，將議題包裝於事件活動中表現給媒體，吸引消費者參

與活動，同時不但提升企業形象，亦能達到產品銷售之目的，藉此創造成功的綜效。而大學中可稱為

事件之活動眾多，我們將在下節研究設計中整理出本研究之事件表以作為事件分析之依據。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法作為本研究之基礎，並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粉絲專頁—屏科南風為例，探討

其創業歷程的描述與對其發展脈絡之爬梳，歸納出學校經營社群之重要性。而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

以行動研究法與事件分析法長時間觀察並記錄研究個案之創業脈絡。 

本研究透過所發展出來的事件表與歷史年表進行交叉編碼，繪製成本研究個案之粉絲頁發展脈絡

圖，透過歷史年表及脈絡圖進行個案之事件分析，進一步了解其創業脈絡。下圖 1 為本研究之研究設

計流程。 

 

圖 1  研究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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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研究設計流程中總共可分為以下幾個步驟。步驟一是確定研究目的，研究內容與研究對象間

之因果關係，以準確了解個案之發展脈絡及內容。本研究主要是在觀察屏科南風之發文策略及其背後

所隱含之訊息，定位及各種手法之操作。步驟二蒐集並整理社群行銷臉書與事件行銷之文獻，並從文

獻中對照粉絲專頁經營之現況，以作為本研究判斷粉絲專頁經營脈絡之事件法之依據，並從粉絲專頁

中的洞察分析功能得到大量的數據，了解粉絲專頁的所有貼文時間和內容。步驟三我們同時運用訪談

法及事件分析法，除了透過訪談經營粉絲頁的版主與小編了解粉絲頁的經營方法外，並透過粉絲頁的

貼文之文本分析進行歷史年表之製作並以步驟二所提出之事件表為基礎進行事件編碼。本研究經過文

獻整理，再經過初步與版主和小編的訪談後，將目前的資料整理為下表，如表 1 所示。我們依照事件

種類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為學校政策，分別為政令宣導和形象宣傳；第二種為生活資訊，分別為系

所、交通、生活與課業；第三種為學生活動，分別為社團、系所與個人；第四種為事件，分別為主動

式、被動式與偶發性。 

表 1 事件種類表 

1.學校政策 
1.1 政令宣導:宣傳學校的政令，與宣佈一些公告事項等訊息。 

1.2 形象宣傳:為塑造學校形象的相關媒體報導。 

2.生活資訊 

2.1 系所:系所官方公告。 

2.2 交通:校內、外的相關交通資訊。 

2.3 美食:校內、外的美食分享。 

2.4 生活:校內、外學生的住宿、休閒娛樂、景點介紹等。 

2.5 課業:校內的相關證照、考試等。 

3.學生活動 

3.1 社團:校內社團例行性活動。 

3.2 系所:各系所舉辦的活動。 

3.3 
個人:非學校單位、社團或系所，由學生個人或小群體所舉辦的活

動。 

4.事件 

4.1 主動式:主動創造，擁有主導、決定權的活動。 

4.2 被動式:由校方、其他單位所舉辦的活動。 

4.3 偶發性：即時、突發性狀況報導。 

在步驟四我們針對這兩個結果進行交叉編碼，發展出粉絲專頁發展脈絡圖，將其以故事圖的方法

來呈現。步驟五，研究者以行動研究法直接進行事件經營參與，以了解南風之重要經營模式及其脈絡。

最後在步驟六中，我們將針對這個故事圖進行細部的分析，以找出經營屏科南風粉絲專頁重要之方向

及結論。 

肆、實證研究 

本研究之研究個案「屏科南風」，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在 104 年 90 週年校慶，舉辦了首次的校慶

園遊會與校友回娘家等大型活動。為了提高活動的曝光度，吸引校友回到母校，由職涯發展處創立了

「屏東科技大學 90 週年校慶」之粉絲專頁，活動中利用操作粉絲頁及透過一連串的事件達到提高活

動的曝光度，當天有一萬五千餘人次校友返校，效果十分顯著。所以校方決定持續此專頁的經營，便

更名為「屏科南風」作為聯繫校友為主的學校官方粉絲專頁以利學校經營。為了讓粉絲專頁能夠有效

且持續引起關注，因此經營團隊將粉絲專頁的內容豐富化，在執行上都是由每位成員分工完成，粉絲

專頁之組織編成如圖 2，有版主、秘書、生活資訊、學生活動、校園美景、文藝新聞、美工設計及貼

文管理。經營粉絲專頁要了解貼文的時間排程與內容管理，隨著時間的推移，粉絲專頁開始陸續提供

與校內更密切相關的資訊，搭配校外生活資訊更有助於粉絲專頁的推廣及受關注度，更有助於塑造優

質校園形象，也對於未來校方進行招生活動上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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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屏科南風粉絲專頁經營團隊組織編成 

根據本研究所發展之事件種類表，與歷史年表進行交叉編碼，繪製成粉絲專頁發展脈絡圖，並依

據讚數之推移，分析編碼結果及依照事件發生較為顯著的時間，將其分為四個時期。第一、90 週年校

慶宣傳期：因最初僅針對該屆校慶之相關活動進行宣傳，所包含的事件種類有主動式、被動式與偶發

性事件。第二、粉絲專頁轉型期：在因應校方要求下，開始進一步摸索出除了延續前一階段之部分事

件種類外，也發展出新的事件種類。第三、粉絲專頁拓展期：因寒假的時機點，包含前述之事件種類

外，再發展出生活資訊、課業及美食文章。第四、粉絲專頁穩定期：因粉絲專頁在一年的發展後，藉

由第一至第三階段所衍生出來的各種事件種類模式繼續穩定的經營。本節中我們將依粉絲頁發文內容

進行歷史年表製作，截至 2015 年底共整理出 2167 個事件，再利用本研究所整理的事件表進行歷史年

表之交叉編碼發展出繪製粉絲頁發展脈絡圖，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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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期 

第一時期  
（2014/10/01 

-11/30） 

第二時期 
（2014/12/01-2015/01/16） 

第三時期 
（2015/01/17-2015/11/30） 

第四時期 
（2015/12/01-2015/12/31） 

故 

事 

圖 

  

定

位 

90週年校慶 

宣傳期 粉絲專頁轉型期 粉絲專頁拓展期 粉絲專頁穩定期 

宣傳校

慶 

成立粉

絲 

頁。 

4.2被動式 

校慶所有系列活

動資訊報導。 

 

4.3偶發性 

校慶即時報導，

如:辦桌食材送

達。 

 

4.1主動式 

一週資訊整

理為表，如:

學生活動、學

校政令等。 

 

3.學生活動 

社團及各系

活動。 

 

2.5課業 

提供學生課

業相關資訊。 

 

4.2被動式 

屏科聖誕節

裝飾、萬金教

堂聖誕節系

列、Red bull

空投活動、全

國校長會議

報導。 

 

4.3偶發性 

屏科聖誕完工報

導；萬金教堂聖

誕節光雕秀等報

導。 

 

4.1主動式 

學生拍攝聖誕新

年祝賀:並分享名

言金句。 

 

4.3偶發性 

Red bull空投

計畫位置、全國

校長會議即時

報導。 

 

1.2形象宣傳 

全國校長會議後

續報導。 

 

4.1主動式 

寒假專欄。 

 

4.1主動式 

寒假利用說影屏

科持續發放屏科

景色。 

 

1.2形象宣傳 

圖書館前長頸

鹿裝置藝術 。 

 

4.1主動式 

說影屏科搭

配事件主題。 

 

4.1主動式 

增加運動會

發文素材，提

高事件關注

率。 

 

4.2被動式 

運動會賽前

相關報導、蝶

舞屏科相關

報導。 

 

1.1政令宣導 

新生資訊:登記

分發放榜、新生

座談會通知、新

生資料袋發放

等。 

 

4.1主動式 

新生專欄:報

導學校附近

店家、交通、

景色等。 

 
4.1主動式 

透過老師及學生拍

攝倒數照宣傳校

慶、12G校慶女孩、

共享現在畢冊分享

活動。 

 

4.2被動式 

91週年校慶

系列活動報

導。 

 

4.1主動式 

90週年校

慶回顧、第

一屆12G校

慶宣傳大

使，並推出

校慶年曆。 

 

4.2被動式 

91週年校慶牧草

藝術季、草地音

樂會相關報導。 

 

4.2被動式 

91週年校慶

回顧及南風

大事件回顧。 

 

1.2形象宣傳 

91週年校慶

宣傳大使上

報。 

 

4.3偶發性 

校慶當天即

時報導。 

 

圖 3 粉絲專頁發展脈絡圖 

 



A Research of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Marketing —A Case Study about NanFeng. 

 

315 

如圖 3 所示，90 週年校慶宣傳時期，為粉絲頁剛成立的雛形時期，文章內容多以主動式與被動式

事件所組成，以屏科大 90 週年校慶為事件主軸，主動創造事件及話題。在操作主動式事件上加以炒

作，並利用主動式事件來提升被動式事件的關注率，即報導校慶官方資訊。 

在主動式事件的操作中，為了讓進一步推高關注率，在主動式事件中再創出另一個主動式事件，

用以提升被動式事件的關注率，如：12G 校慶宣傳大使宣傳活動、學校單位巡禮等。在被動式事件的

資訊較多的情況下，將活動資訊加以彙整成集，又形成了一個主動式事件。更重要的是，這些主動與

被動事件中還會連帶著偶發性事件，如：校慶晚宴食材送達與前置作業、校慶當日活動如：攤位、舞

台、校慶晚宴等活動當天的即時狀況報導。 

第二階段為轉型期，在校慶結束後粉絲專頁因應校方的要求，轉變為學校與校友及學生溝通的橋

樑，“屏科南風粉絲專頁”也就此誕生。在轉型期間，除了報導學校政令與形象宣傳外，也加入學生

活動的報導。從脈絡圖中可看見，當團隊在遇到活動的被動性或偶發性事件後，會針對該項事件持續

報導其活動之相關宣傳訊息，並在活動當天衍生出即時性報導。此外，在這時期也仍有主動式事件，

例如：將各類活動資訊由小編彙整出一張活動時間表，這個主動式事件也帶動後續的生活資訊與學生

活動的報導。在此時期，當產生一個被動式事件時，將針對該事件進行追踪、關注後便形成一個偶發

性事件，如：聖誕節，當操作該事件對學校的形象會有所提升時，便形成校方政策的形象宣傳，而粉

絲專頁也因這偶發事件而有所啟發，創造一個主動式事件，例如：針對聖誕節期間的相關報導，粉絲

專頁找來師生校友們拍攝與撰寫佳節祝語，塑造佳節氛圍。另外，當社會新聞媒體報導與學校相關之

活動時，便也形成學校政策的形象宣傳，這時針對事件再進行持續性的報導而形成被動性事件，如：

由屏科大所承辦的全國校長會議。 

隨著 2015 年寒假的到來，在寒假期間版主帶著小編出遊，並以旅遊過程中的景點及美食作為寒

假期間的粉絲頁內容作報導，是為一個主動式事件，進而延伸出生活資訊。而生活資訊報導遊記內容

裡所包含的美食內容，也可在日後將其獨立出美食文章作為粉絲頁裡生活資訊的另一種元素。而這樣

的主動式事件中再延伸出更多的主動式事件，也有助於豐富粉絲專頁的內容之餘，也能吸引更多不同

層級的客群前往粉絲頁瀏覽，也讓以校園校，為主的屏科南風即使在寒暑假期間也能持續性的經營，

也開啟了第三時期的新篇章，進一步拓展更多類型的活動報導與不同的貼文元素。  

除此之外，透過學校官方事件的媒體報導，再經由粉絲頁轉發形成形象的宣傳。在這個時期對於

前面的變化已演化為某些具規律性的變化，像是每逢寒、暑假及節慶，便會由主動式事件延伸到生活

資訊的生活、美食及學校政策的政令宣導。 

而生活資訊中的生活及美食文章已經成為這時期最基本的貼文種類；此外，固定式的主動式事件

也會因應當下的時事而跟著做小浮動與變化，例如：說影屏科。當某期間內若無大型被動式事件或需

要向粉絲們傳遞的重要信息，則經營團隊會主動創造一個主動式事件來帶動粉絲專頁的氣氛，由主動

式事件來炒熱被動式事件，而在活動當日便形成一個偶發性事件，這也進一步強化了粉絲頁的經營者

與粉絲們之間的互動性。 

另外，新生入學期間，在針對學校政策等的相關政令宣導時，會有許多新生在得知屏科南風粉絲

頁的存在後前來點閱並對入學相關資訊提出疑問，這無形中增加了經營團隊們的工作量與負擔。為讓

新生們有效得到解答，便創造了一個主動性事件，如：新生專欄，將一些較為關鍵且基本的入學資訊

加以彙整並提供，有效將學校政策等相關政令對新生們傳遞的同時，也減輕了經營團隊們的工作量，

更提升粉絲頁的點閱率及之間的互動性。 

第四時期，恰逢粉絲專頁經歷滿一週年，經營團隊在前三個時期的歷練及拓展後，已經擁有比較

穩定的執行力，且在過去整年的變化中，不斷的衍生出各類型事件的操作，因此當再度進入新一年的

校慶時，粉絲頁經營團隊便能在各種主動或被動事件上做變更與搭配操作，而也因長時間的積累，已

培養固定的閱聽者，因此在觸及率及贊數上也呈現穩定成長。甚至可透過間中如節慶等偶發性事件的

搭配，可為粉絲專頁帶來時不時推高曝光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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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上述可知，許多事件種類間的關聯性，大部分的事件種類所產生的結果都有著相互的關聯

性，粉絲專頁要持續經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事件。倘若被動式事件不夠吸引人，勢必要創造一個足

夠吸引人的主動式事件，因為在每一個事件發生後的讚數成長都是顯而可見的，如圖 4-4 所示，自粉

絲頁創立初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在經營團隊的努力下，透過不同事件的操作與搭配，使得贊

數不斷且持續性的攀升。而在與廣大校友們、或校內師生的互動中也有效的將關鍵的資訊加以傳遞的

同時，更是進一步提升學校形象，有助於未來學校在不論是對外的事情上，如：未來的招生、或是教

育部針對大學的評鑑上都是有絕對性的助益。 

伍、結論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社群行銷對學校經營的影響，並根據屏科南風粉絲專頁洞察報告中的

粉絲專頁點讚人數、談論人數、發文按讚數與文章轉貼率等數據來觀察按讚的變化及訪談粉絲專頁經

營團隊成員：版主與幾位小編，了解該團隊是如何運用社群行銷媒體以吸引粉絲關注，並協助校方傳

達學校資訊與活動，進而探討社群行銷對學校經營的影響及事件行銷的操作方法與內容。 

本研究將結論分為以下三大點：一，經營粉絲專頁對學校的重要性及影響力，粉絲專頁對學校形

象經營方面所應扮演的角色；二，粉絲專頁的定位與所提供內容之影響，及粉絲之間的互動關係；三，

針對個案進行實證研究並以行動研究法長時間觀察做歸納出：實際經營粉絲專頁的操作手法比創立更

重要，透過觀察出創業脈絡，了解如何操作事件並影響及塑造出學校形象以作為本研究之重要結論。 

一、社群經營對學校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1）粉絲專頁對學校形象經營方面所應扮演的角色 

當今社會處於資訊爆炸的年代，各家媒體良莠不齊，與過往相比真可謂目不暇給，任何類別的資

訊信手捏來隨時可尋，當然也包含許多不正確或不真實的資訊。而恰逢網絡社群平台的興起，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不再局限於地域甚至時間，透過網絡無國界找尋同好設置群組進行各自所喜好的話題或事

物，進而誕生出以往所沒有的全新行銷模式——社群行銷，而這也是現今社會最常也最廣為運用的行

銷方式。屏科南風粉絲專頁也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應運而生，透過不論在台灣或是全球各地都擁有極為

龐大用戶的 Facebook 作為平台基礎，利用粉絲頁平台作為媒介，讓學校與在校師生、校友、學生家長

甚至其他未來可能成為屏科大一份子的人們有所連接，利用這樣的平台施展社群行銷，成為了粉絲頁

經營者與閱聽者彼此間的關係橋樑，也能即時發布重要資訊及拉近、維護與閱聽者之間的關係。 

台灣目前正面臨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數量龐大的大專學府無不面對學生來源短缺的問題，也因

此出現了大學退場、校際之間的整併等以往所沒有的議題。在社群媒體行銷尚未出現並普及運用之時，

大部分的學校若欲宣傳資訊，基本上都會透過校園官網、報章雜誌或電視、廣播新聞、街頭廣告看板

等等的方式來傳遞，而這些宣傳內容大多是經過學校包裝甚至美化後的資訊，像學校的研發成果、學

生獲獎及政策活動等豐功偉業，但這些資訊的宣傳效果往往不彰，所費資金人力也自然不在話下。資

訊科技發達的時代，人手幾乎都有一台可連接互聯網的移動裝置如：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且能在網

際網路上得到的資訊眾多，所以單靠電視新聞、報章雜誌對現代的人們而言已經不是必要收看或購買

的存在，這也使得傳統的宣傳方式效果更加不佳。 

社會進入了少子化的階段使全國所有大專學府新生入學人數逐年下降，這時招生的課題對於學校

來說，就變的非常迫切。以屏科南風粉絲專頁為例，因在台灣 Facebook 的使用戶數非常多，每日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與時間相比起其他的網路媒體還要更多，這時若學校能藉由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

的方式，便將能透過不同的社群行銷手段快速的把學校形象及重要資訊傳遞出去。 

（2）不同時間點對於相同或不同的貼文操作手法 

學校在經營粉絲專頁的優點，在於“即時、快速”的傳達經營者要對廣大閱聽者所傳遞的資訊。

且如上所述，透過台灣最主流的社群平台——Facebook 粉絲專頁，更能有效的讓資訊傳遞至閱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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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能及時回應閱聽者的提問，與閱聽者互動溝通，加深彼此間的關係，這便是傳統宣傳手法上

難以取得的效果。此外，在傳統的宣傳手法上，學校總是傳達一些很制式化的官方資訊，但事實上，

學校的形象仍是建立在校園生活之中，透過粉絲專頁可以將校園生活的在不同時間點裡的不同特色、

過程點滴加以傳遞，不但能勾起校友們的記憶與反饋，同時在粉絲專頁上這一來一往的互動模式中，

還能與校友維持良好的關係，也因他們在粉絲專頁中所提供的內容點擊按贊，吸引了未來可能成為學

校學生或未來學生家長等等這類潛在閱聽者，猶如“透明化”校園生活並塑造良好形象，因此經營粉

絲專頁不論是對學校的形象甚至資訊傳遞上、招生活動中都具有相當正面的效果及影響力。因此本研

究建議學校更加強在招生方面，運用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方式來宣導學校形象及對外傳遞資訊，

未來將能有效提升形象及改善招生方面的問題，更因與校友之間的關係密切，使得廣大校友們在社會

中產生一定影響力，對於學校未來的經營上，效果更是一加一大於二。 

二、學校經營粉絲專頁的定位於內容的提供如何影響與粉絲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從上一節中，本研究已說明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所帶來的優勢，及對於學校經營的重要性。但

在社群媒體頻繁運用的大環境中，如何有效利用粉絲專頁的優勢來提升觸及率、貼文的贊數使得在社

群媒體中曝光度更大，便是經營者們所需面對的挑戰。 

粉絲專頁所發布的內容，是影響閱聽者觀感的最大關鍵點之一。因此，貼文內容是經營粉絲專頁

者需具備的最基本也是最緊要的技巧。當學校經營粉絲專頁時，其所發布的內容不能只有硬性新聞，

如校方政令、或是學校各項研發與學術成就等制式化的文章與內容。就如本研究在第二章所提及許多

粉絲專頁經營狀況不甚理想一樣，未能貼近消費，導致失敗。因此特別是學校在經營粉絲專頁時，應

有別於以往以學校網站作為官方資料的宣傳方式，宣導學校的豐功偉業，因為這不是粉絲想要瀏覽的，

換句話說，個案經營比較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建立了一個吸引人的品牌定位，就是生活資訊平台，利用

大量報導跟學校生活有關的資訊來提升吸引力，所以個案看似學校官方平台，但實際上是一個生活資

訊平台。以屏科南風粉絲專頁為例，其內容的發布主要以校友及在校生為主，除了一般的校方文宣，

更是在不同時間不同事件中，逐步拓展出新的貼文種類，如最基本的衣食住行與育樂、即時新聞與事

件報導等，以不同於一般傳統的內容傳遞模式，吸引更多的潛在閱聽者關注，也讓現有的閱聽者持續

保有新鮮感並持續追踪。另外，貼文中所欲表達之內容，盡可能以活潑鮮明、帶有趣味或真性情的文

字呈現，較能與閱聽者產生共鳴，並創造連結點，自然能引起迴響。再者，貼文中的照片或影片的組

合，也是另一關鍵，因大部分閱聽者偏好喜歡附帶具有主題性的影像內容，因此適度的搭配影像會使

得該篇貼文點閱率較高，例如屏科南風粉絲專頁經營團隊中，小編自主拍攝的《看見屏科》空拍影像，

或是《說影屏科》裡頭，呈現出學校在不同時間不同角落的美感，便能引起極為廣大的迴響，點閱率

甚至達近十萬不等，也藉此機會對外界展示校園美麗的一面。因此利用不同的題材增加貼文的新鮮感，

避免發布千篇一律的貼文類型，有助於粉絲專頁的點擊率穩定成長，甚至在吸引到粉絲目光後，再從

中穿插一些真正所要發放的正式訊息，類似附帶性植入行銷的方式讓原先的低觸及率的官方訊息觸及

率連帶提高，將能夠補足前面提到的官方資訊觸及率不足的問題。不過，需要留意粉絲專頁的貼文內

容即使非常亮眼精彩，但無每日固定上載新貼文，而是每隔一段時間才發布新貼文的狀況下，將會導

致粉絲頁的曝光率降低，所以在經營粉絲頁時，應盡量保持每天的貼文頻率，以避免粉絲頁觸及率及

貼文讚數降低的風險。 

最後，在經營粉絲專頁時，有些經營者會希望讓貼文能在固定時段裡曝光，為的是確保每天不間

斷的運轉，可透過粉絲專頁的貼文排程功能，預先排定好貼文時間，較能引起共鳴的貼文排在特定時

段，這樣也對粉絲頁的觸及率有正面的提升。 

综上所述，經營粉絲頁不管是在貼文時段、貼文內容的呈現方式及貼文頻率都有一定的規律及經

營方式，若能善加利用這些優勢，對於往後粉絲頁的經營及提升學校形象會有一定的助益。 

三、操作事件並影響及塑造出學校形象 

在個案研究中，由校方所提供的資訊或是在形象宣傳上的訊息接列在個案的官方訊息，也就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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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專頁的產品定位；而生活資訊、社團、科系等學生活動和主動式事件等為個案的品牌定位。本研究

在觀察圖 3 時發現，如圖 4，圖中的第一時期為校慶宣傳階段，在此時期將校慶的官方資訊穿插在校

內師生倒數照與選出 12 位本校女學生擔任校慶宣傳大使 12G 的主動式事件中發佈，若主動式事件的

觸擊率達到高點，便可利用這段粉絲專頁尚處於高曝光率的時機點貼出官方訊息，藉此就能夠提升官

方資訊的觸及率，或是直接在主動式事件中夾雜官方資訊，例如：每週活動表，如圖 5，個案將每週

的官方資訊與學生活動一併整理成每週活動表中，讓粉絲在查閱活動時也能看見官方資訊，例如：將

證照獎勵辦法、選課和社團、學生活動的時間、地點等資訊整合在一起。透過較不官方的方式將官方

的訊行做成整理貼出比較能夠被在校生所接受，以往官方訊息都是貼在校方網頁的搶先報中，實際會

到校方官網點擊查詢的在校生不多，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將校內的訊息告訴在校生，一部分幫助主辦

方推廣也可以提升學校對外的形象，讓學校校內多元的活動讓更多人看見。 

 

圖 4 校慶期間官方資訊穿插主動式時間之脈絡圖 

 

 

圖 5 主動式事件夾帶官方資訊之脈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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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在經營粉絲專頁時，產品定位若沒有明顯直接的吸引力時，必須要重新塑

造新的品牌定位以吸引閱聽者來增加粉絲專頁的支持率與讚數。這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原先的產品定

位，而是要在產品定位與品牌定位中做適當的交叉安排，這樣不僅能夠讓產品定位的資訊讓更多粉絲

所關注，也可以在不過度渲染官方資訊的情況下將資訊提供給粉絲們，降低粉絲對於官方訊息的反感

程度，以增加粉絲持續關注的機會。消費者不會每天都盯著看粉絲頁，同樣一件事情要用多篇一點，

讓一件事情吸引消費者看，讓他們盯著看，偶發性事件不是兩個，所衍發出的脈絡不一樣，讓他綁在

粉絲頁上，利用事件的延續性夾帶一些官方訊息。 

再者，為避免千篇一律的貼文內容造成粉絲厭煩，所以在每個時期對於貼文的操作也有所不同。

在每一個時期，粉絲專頁都有想要強調的訊息，對於這些貼文如何在每個定位中呈現，本研究透過粉

絲專頁脈絡圖的觀察，接下來將利用事件種類的學生活動為例來凸顯各時期的定位差異與貼文操作手

法，以解釋在各時期的變化和如何定位不同時操作相同的事件種類。 

 

圖 6 學生活動在各階段所扮演的角色之脈絡圖 

另外，本研究也透過觀察表 2 與圖 3，發現針對偶發性事件所報導的貼文，其單篇文章讚數與觸

及率都有顯著提升的現象。偶發性事件的貼文是為無法預測之事件，又可分為“即時性”與“時效

性”。兩者分別如下： 

表 2 偶發性事件種類之差異 

偶發性事件種類 意涵 

即時性 追求事件發生當下要立即在粉絲專頁上分享 

時效性 追求獨家報導或消息散佈的時限性 

屏科大是為全台灣單一校區最大之學府，全校師生以自備交通上下課者佔八成以上，因此如有校

內及臨近校區之交通資訊，屏科南風粉絲專頁會在第一時間以即時貼文的方式張貼在粉絲專頁上提醒

大家，如：校內外道路施工、校內路燈檢修、警衛開罰違規車輛等。如圖 7 所展示的個案貼文為例，

類似事件在貼文上載後快速引起校內師生及職員的關注與討論，也因此在極短時間裡創下高觸及率。 

  



 A Research of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Marketing —A Case Study about NanFeng 
320 

 

圖 7 交通資訊之單篇文章洞察分析報告圖 

因此本研究建議專頁經營者往後在經營粉絲專頁時，要在最快的時間抓到訊息並且分享給粉絲，

便能達到即時效果，如此不僅可以讓粉絲有想要繼續關注專頁的需求，並透過搶先獨家報導也可以讓

粉絲覺得該專頁有不可替代之效果。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是一所美麗的校園，既然學校有這麼棒的資源，屏科南風的小編決定設立一個

“說影屏科”專欄，並在不同時期給予專欄一個主題，把學校的美以照片的方式記錄下來分享給大家，

並邀請粉絲們一同投稿分享。隨著時間過去，這個專欄發展地越來越成熟後，屏科南風的小編會配合

學校行事曆或節慶活動去命名不同主題的說影屏科專欄，如圖 8 所示。透過這個專欄，不僅保有專頁

特色，也可以讓粉絲知道在每一時期專頁的主題，幫助粉絲了解專頁在該時期欲傳達的主要訊息。 

 

圖 8 說影屏科專欄主題與事件的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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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建議專頁經營者在經營專頁時，除了要配合各時期炒作事件外，還要有專屬該專頁獨

有並且長期經營的專欄與閱聽者達到互動的效益。 

粉絲專頁經營者在操作事件時若能妥善規劃事件的先後行動與貼文呈現方式，可以增添專頁內容

的豐富性，也能讓粉絲覺得該專頁的訊息是活潑的，而非只是一個傳遞訊息的平台。因此本研究建議，

經營專頁不應只是扮演訊息傳遞的角色，而是要隨著主軸事件的不同來規劃事件發展先後順序的行

動，並以專頁獨有的特色撰寫貼文與粉絲互動，創造故事來炒作事件的話題性，以增加粉絲專頁與粉

絲的觸及率。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往後的專頁經營者可以研擬出一套例行性事件的標準作業方式，進而將空

出的時間與心思放在非例行性事件的創造與操作，如此不僅可以豐富專頁的內容，也可以讓粉絲們覺

得專頁內容很新鮮，使得粉絲對專頁的關注期能夠加以延長，進而讓粉絲專頁得以經營下去。在這樣

測潛移默化下，不僅能吸引校友或在校師生的關注，也在此過程中吸引到外界人士的注意甚至認同感，

而在長時間的積累之下，學校裡的各項事蹟點滴也會因適度的透明化與曝光，讓更多人了解學校的同

時，校方可利用這一優勢，操作學校風氣塑造校園形象，也對於未來的招生上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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