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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強論：隨創式的資源建構過程

Inversing the Powerful: Process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Bricolage

摘 要

弱肉強食是企業生存的真實處境。強勢者勝，弱勢者敗，被奉為競爭下的常態。不過，
隨創 (Bricolage) 文獻卻充滿希望地指出，如果弱勢者懂得槓桿身旁資源，仍有可能於劣
勢中創新。本研究以隨創理論為基礎，探索弱勢者如何能重新建構資源以回應強勢者所
施加的制約。本研究分析研華科技如何回應德國競爭者於中國工業電腦市場的優勢地
位。本案例觀察弱勢者如何逆轉強勢者的優勢，萃取其脆弱之處，進而以此弱點建構手
邊的資源，逐步改變劣勢地位。在學理上，本文提出「逆強」的資源建構模式，找出「強
者必弱」之原則，讓隨創理論更加豐富多元。於實務上，本研究所提出之逆機而動、逆
敵而取、逆勢而行的三項劣勢創新原則，可以提供企業以小搏大的借鏡。若能反向思考，
將強勢者的阻力逆向變成其助力，改變企業競爭之法則將不再是不可能。

【關鍵字】 隨創理論、資源建構、逆強

Abstract

“The weak are the prey of the strong” seems to be the reality of business jungle. High-power 
actors win and low-power actors fail. This research employs bricolage a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explores how low-power actors could reconstruct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constraints 
imposed by high-power acto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se of Advantech’s response to its 
German high-power competitor in the industrial computer market in Mainland China. This 
case study observes how the low-power actor inversed the high-power actor’s advantage into 
fragileness while constructing resources to change its relative power position. Theoretic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power-inversing” model for resource construction, which recognizes 
the inevitable weakness of the high-power actors and enriches the diversity of bricolage 
theory. Practically,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ree principles of bricolage: recognizing weakness 
from the strongest, converting foes into friends (so as to obtain resources), and shifting the 
power dynamics. By reversing the high-power actor’s stumbling blocks into stepping stones, 
it might not be impossible to change the law of competition.
【Keywords】bricolage, resource construction, power-inve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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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競爭是企業成長過程中的常態，取得優勢是競爭的法則。若要取得競爭優勢，過

去資源論提醒我們，企業理應竭力累積以及應用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如技術、資金與

人才，轉換為自身的能力，而難以被對手複製，便能建立持久性的優勢，成為市場上

的強者 (Wernerfelt, 1995)。相對地，那些規模小的企業，在技術貧乏、資金匱乏、人
才缺乏的狀況下，必然是競局下的弱者，任憑強勢者宰割。

不過，這樣悲觀的論點並未完全受到認同，至少有三類文獻對此觀點提出質疑。

首先，創業文獻認為，只要能敏銳察覺時機，便可將稀少資源做最佳化應用，於劣勢

中創新 (Ardichvili, Cardozo, and Ray, 2003; Shane, 2000; Vaghely and Julien, 2010)。其
次，權勢文獻也點出，弱勢者運用策略回應 (Strategic Response) 也可以局部解除制約，
在絕處仍可找到逢生的機會 (Bouquet and Birkinshaw, 2008; Casciaro and Piskorski, 
2005; Pfeffer, 1992)。最後，隨創（Bricolage，按：隨手拈來皆可創新之作法）文獻則
強調，弱勢者居於下風時可巧妙拼湊資源，發揮「講究不如將就，將就勝於講究」的

策略來化解阻力，發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創新 (Baker and Nelson, 2005; Bechky and 
Okhuysen, 2011; Garud and Karnøe, 2003)。
這些文獻給弱勢者的希望是，以謀略迴避強勢者的鋒芒，因地制宜地重組自身的

資源，仍然可以與強勢者周旋到底。這些文獻的共同處是，重組有限的資源，便可找

出解除制約的方案。不過，這些文獻卻尚未有機會分析，身處劣勢時，資源到底如何

「無中生有」，弱勢者又是如何運用資源以回應強勢者的制約。這其中有三項待處理

的議題。

第一，我們並不知道制約是如何被解除的。過去的文獻雖提出各種策略回應的作

法，但多著重在策略的描述，並未說明回應的過程 (Bouquet and Birkinshaw, 2008; 
Hargadon and Douglas, 2001; Oliver, 1991)。如此，我們很難得知解決方案如何形成，
制約又是如何被解套。除了被動順從與積極抗爭外，是否有其他策略回應的可能性，

是現階段探索的要點之一。

第二，過去文獻雖提出就地取材、將就著用、資源重組等隨創方式，不過這些作

法多來自創業家應付相對簡單的制約條件，例如將廢置公車變成行動圖書館。當商業

狀況變得愈加複雜，當弱勢者手邊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對抗強勢者時，應該如何無中生

有呢？這牽涉到「資源建構」(Resource Construction) 議題；也就是，弱勢者不只要重
組資源，而且必須思考如何將身旁看似無用的資源重新活化，或者由合作夥伴取得資

源，建構為對自身有利的優勢。不過，面臨強敵時，為何敵方的夥伴願意幫助弱勢者

呢？要了解此議題，我們需要分析弱勢者如何取得對手的資源。

第三，過去策略回應與資源建構的分析一直都是各自獨立。所以，即使弱勢者施

展了某項策略回應，我們並無法知道那項策略是否真的動員了某些資源，而產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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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同樣地，我們也不知道資源被組合之後，是否支援了某種策略。調查資源建構

如何連結到策略回應，進而產生隨創的做法，也是當前欠缺關注的議題。

這三個議題構成了本研究的核心探索：弱勢者如何建構資源，回應強勢者施予的

制約？本文接下來會先梳理劣勢創新文獻，再說明研究的設計與操作方式。呈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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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歸納出「逆強論」的構想，以期貢獻於隨創理論以及劣勢創新文獻，並探索此論

述對企業創新的啟示。

貳、文獻回顧

劣勢通常會由三種制約狀況所組成：缺乏資源、面臨強勢者威脅或環境的束縛。

過去文獻似乎多著重於順勢中如何創新。殊不知，企業在現實常需於劣勢中創新；或

為資源不足而煩心，或為提防對手攻擊而擔心，又或為環境制約而憂心。因此，劣勢

者如何回應制約，又如何在制約下創新，成為本研究之主軸。以下將回顧劣勢創新定

義與相關理論，並據此提出研究缺口。

首先，我們先定義劣勢創新中幾個重要元素。劣勢中，通常有三種主角：弱勢者

(Low-power Actor)、強勢者 (High-power Actor) 以及夥伴 (Bouquet and Birkinshaw, 
2008)。弱勢者與強勢者的差別在於規模的大小、資源的富貧、權勢的高低以及影響力
的遠近。劣勢下，弱勢者通常是受制於強勢者。不過，弱勢者不一定是「弱者」(The 
Feeble)。弱勢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一家公司在國際上可能規模不大，資源相對不豐沛，
但這家公司在母國可能具領導地位。本研究探索的主角並不是不堪一擊的「弱者」，

而是相對上資源比強勢者貧乏的「弱勢者」。這些弱勢者通常都擁有某種核心能力，

只是因位居劣勢，潛力可能一下發揮不出來 (Baker, Miner, and Eesley, 2003)。
居劣勢時，弱勢者可以找夥伴協助，而夥伴也有強弱。弱勢者可以聯盟許多弱勢

夥伴，以增加實力；弱勢者也可以與強勢夥伴合作，設法扭轉局勢。弱勢者與夥伴的

互動牽涉到資源交換問題。聯合許多弱勢夥伴是否能交換到合適的資源呢？強勢夥伴

自己擁有穩定的成長，為什麼要分散資源去協助弱勢者呢？更何況，當這些夥伴都是

對手的盟友時，更不可能與弱勢者合作，也不用談資源的交換或共享。這些都是當今

劣勢創新亟待探索的議題。目前文獻大約可分為三類論述，分別為：創業察機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權勢回應 (Relative Power Response)、隨創組合 (Bricolage 
via Combination)。
在創業察機文獻中，創業家面對劣勢時必須敏銳察覺機會，才能找到增資來源，

開發出熱銷產品或取得關鍵元件等資源 (Kirzner, 1997; Minniti, 2004; Tang, Kacmar, and 
Busenitz, 2012)。學者認為，創業家可以透過過去累積的知識、技術或人脈，察覺到創
新機會 (Ardichvili et al., 2003; Minniti, 2004)。或者，創業家因位處社會網絡之特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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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得以從跨領域的結構洞中發覺契機 (Burt, 2001; Shane, 2000)。
創業家可以借助先驗知識 (Prior Knowledge) 發現時機，以跨域應用找出資源的全

新價值。例如，三維印表機技術可以用於不同種行業，找到新的機會 (Shane, 2000)；
建築師可用在設計模型上，牙醫可以用於齒模上。這種多元實踐的方式可以解決資源

有限的困境。此外，創業家也可透過各種聯盟找到機會，取得外援，像是資金、技術、

社會網絡等 (Alvarez and Busenitz, 2001; Eisenhardt and Schoonhoven, 1996; Shane, 
2000)。不過，這些文獻依舊忽略，外部夥伴為何要與弱勢者合作，而不是與強勢者合
作。況且，就算找到機會，取得資源後，在權力不對等的情勢下，又如何回應強勢者

施加的制約。是創業察機文獻尚未處理的議題 (Baron and Ensley, 2006; Brush, Greene, 
and Hart, 2001; Vaghely and Julien, 2010)。
權勢回應文獻試圖處理這些議題，重點在分析策略回應，分析當強勢者以優勢施

予制約時，弱勢者會如何回應。現有文獻便歸納了三種回應方式：臣服、抗爭、權謀 
(Bouquet and Birkinshaw, 2008)。
第一種策略回應是臣服。弱勢者順從市場領導者所制定的遊戲規則，或妥協機構

所訂定的標準，是常見的自保之道 (Ambos, Andersson, and Birkinshaw, 2010; Andersson, 
Forsgren, and Holm, 2007; Balogun, Jarzabkowski, and Vaara, 2011)。例如，模仿市場領
先者的新產品，或採納產業最佳實務，較容易取得正當性。臣服雖然可以爭取創新時

間，但略嫌被動。

第二種策略回應是抗爭，對強勢者奮予回擊，是弱勢者另一種突圍之道。子公司

可能違背母公司命令，採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策略，等贏得勝利後再取得

母公司認同。例如，Datakom的瑞士子公司決定另闢商業模式，不銷售母公司的電腦
產品，反而轉向銷售對手的產品，並將維修合約委託給競爭者 (Birkinshaw, 2003)。這
項舉動背離總部政策，卻成功地改變子公司於在地供應鏈的定位，由硬體銷售轉型為

加值服務。雖然抗爭可取得主動權，但「先斬後奏」也可能激怒強勢者，對弱勢者採

取報復行動，在未來埋下縮編、整併或裁員的後果。

如果不想直接衝突，弱勢者也可以採取第三種策略：以權謀悄悄影響強勢者。這

是一種迂迴轉進方式 (Dörrenbächer and Geppert, 2006)。例如，聯合利華的巴西子公司
就刻意地推薦 83名巴西藉主管進入總部。這個作法目的在安排內應，縮短與母公司
間的資訊落差，穩定強勢者的權力關係 (Bouquet and Birkinshaw, 2008)。不過，強勢者
若發現這些權謀，可能會對弱勢者產生不信任而加以防範，如此未必能長治久安。何

況，這些權謀是否真能引進資源，改變劣勢，在現有文獻也尚未著墨。手邊沒有權勢

時，弱勢者應該如何回應，現有文獻亦尚未交代。

隨創組合文獻填補了以上理論缺口。「隨創」(Bricolage) 一字源於法文，由人類
學家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在《野蠻心靈》(The Savage Mind) 一書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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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vi-Strauss, 1968)。他研究工匠如何發揮即興創意，在手邊沒有豐沛的資源，也沒有
嚴謹的規劃狀況下，拼湊出令人驚喜的作品。他稱這種類似野地求生式的隨意拼湊能

力為「隨創」。管理學者將隨創的觀念系統化為三個原則：就地取材 (Resource at 
Hand)、將就著用 (Making-do)、資源重組 (Resource Recombination)。
這三種方式可以讓資源無中生有，使劣勢轉化為優勢 (Baker and Nelson, 2005; Di 

Domenico, Haugh, and Tracey, 2010; Garud and Karnøe, 2003)。就地取材是巧用手邊可
取得資源。一般人認為沒用的資源，在隨創者眼中卻富含創作元素。例如，原住民善

於用漂流木、漁網、螺貝、珊瑚礁等廢棄素材做成藝術品。將就著用 (Making-do) 是
不奢求最完美的解決方案。一項研究發現，美國科學家精於嚴謹的實驗過程，卻一直

研發不出風力發電機 (Garud and Karnøe, 2003)。丹麥工程師從農民耕種用的簡陋水踏
車中，卻找出風力發電的原理，比美國團隊更早推出產品。「講究」不如「將就」地

運用資源，是隨創者由實作中創新的務實智慧。

資源重組是重新拼湊資源，找出新的應用方式，這類似技術中介。例如，將蒸汽

閥的原理用到球鞋，就變成氣墊鞋。資源組合不限於物件，也可能是工作或角色的組

合 (Bechky and Okhuysen, 2011)。例如，由工作重組來看，特警隊按例規要破門而入
去逮捕犯人時，突然發現屋中有人質，因此改變突襲方式，不破壞建築物，又可以救

出人質。由角色重組來看，電影公司於外景現場開鏡時，攝影師突然病倒無法到場，

導演為了應變，就找略懂攝影的燈光師代班。燈光師的角色變成攝影師時，加入更多

柔美光線，使鏡頭更加唯美，是另一種隨創效果。

除此三個原則外，當沒有資源時，還可以運用「無中生有」原則，將看似不利的

資源重新建構為有利的資源。譬如，一位農夫買了一塊土地，是廢棄煤礦場，其中瀰

漫有毒沼氣。農夫找來一座二手柴油發電機，燃燒沼氣來生產電力，將多餘電力出售，

並用離峰電力供給溫室，耕種有機番茄。有機植栽排水中有豐富養分，又用來養殖高

經濟價值的吳郭魚 (Baker and Nelson, 2005)。國內多篇論文雖曾用隨創觀點試圖分析
創新者如何取用、盤點與組合資源，但卻未文說明創作者如何進行隨創，又如何解除

制約，隨創過程仍然被忽視（陳意文、吳思華與項維欣，2010；洪世章與周婉婷，
2010）。資源建構比起資源重組更具前瞻性，不只是重新排列資源，更重新詮釋資源
價值。但是，資源建構議題於目前國內外文獻皆著墨不多。

綜觀之，現階段有一個理論缺口需待探索：劣勢下，我們需要探索更為複雜的資

源建構方式。過去文獻著重的是創業家因陋就簡的組合巧思，較少觀察更為複雜的商

戰環境中，弱勢者需如何建構資源。資源建構牽涉到不只是組合手邊資源，更要借力

對手的資源。

社會建構的作法強調議題重塑，配合對方內心狀態去溝通，傳達一種新的價值衡

量方式，藉以改變對方對資源價值的認知 (Schön and Rein, 1994)。通常這種社會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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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方式不會更改資源的客觀價值，而是以語言、修辭來改變人對資源感覺的價值。例

如，一件簡單的行政議題，由舌燦蓮花的經理人來傳達給高階主管，可能便成公司有

史以來最大的危機，藉此增取資源 (Dutton, Ashford, O'Neill, and Lawrence, 2001)。
「資源社會建構」是透過社會成員以特定修辭策略去改變對方對資源所投射的

價值，提升對方的接受度。雖然資源本身的物理特性沒有改變，卻改變對方對資源

的期望值。善用此技巧的人，學者也稱之為「文化創業家」(Cultural Entrepreneur)，
以說明社會建構必須熟知對方的文化脈絡，方能影響對方的意會，打動對方的心 
(Lounsbury and Glynn, 2001)。目前文獻仍少探討社會建構方式如何能變更資源的價
值，特別是在劣勢狀況下。

弱勢者不可能只專注於資源建構而無需顧及強勢者所施予的制約。弱勢者也不可

能只發想解除制約的策略，而無需去考量資源建構的具體作法。本研究提議探索弱勢

者如何能建構資源來解除制約。這個探索更需要向前後延伸，找到資源之前弱勢者如

何能察覺到「逆強尋弱」機會，如何能藉由對手夥伴借得資源，又如何能改變權勢不

對等的局面。以下說明本研究具體的實施方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調查重點是：劣勢下創新者如何建構資源以回應制約，有兩項調查主軸。

第一，為了解策略回應以及隨創作法，我們分析弱勢者於制約下的工作實務 
(Orlikowski, 2000)。這樣的分析不只需要調查弱勢者回應時所做的各類活動，更要以
微觀的角度分析弱勢者如何調度資源，像是資金、經銷商、維修人員、技術支援、採

購服務等。分析劣勢創新時，我們必須分析弱勢者的兩類回應。其一，弱勢者如何回

應強勢者，解除制約來源。其二，弱勢者如何與對手夥伴互動；於制約中找到合作的

可能性。分析制約下的創新過程，是本研究的首要任務，也是採取質性研究法的原因。

第二，本文另一個研究重點是分析資源的「社會性建構」(Berger and Luckmann, 
1966; Lounsbury and Glynn, 2001; Schön and Rein, 1994)。這是一種主觀的建構方式，
端視社會成員心智認知而決定對「真實」的定義。例如，一個魚缸的客觀價格只有

500元，但被賦予「風水改運」的主觀詮釋後，對商人的價值可能就變成數萬元。一
項資源的價值並非一成不變，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意義。能投其所好，善用主觀詮釋，

就有機會轉換資源的價值。以社會性建構的視角來分析資源，需要摻入詮釋性研究的

分析手法 (Walsham, 1995)。
本研究乃由劣勢創新文獻以及隨創理論的基礎上發展理論，並非建構全新的理

論。這是一種理論驅動式 (Theory-driven) 的研究方法，不適合採用紮根理論的研究方
法 (Lee, Mitchell, and Sablynski, 1999)。以下說明研究整體之設計，含案例選擇、理論
抽樣原則、分析架構與資料分析步驟以及資料收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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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選擇與設計

本研究首要為分析「逆強」模式，共有三個理論抽樣原則 (Theoretical Sampling)，
以做為分析劣勢下創新行為的基準 (Yin, 1994)。第一，相對於強勢者，研究對象應該
是弱勢者，且必須不是弱者。第二，弱勢者應該會遭遇強勢者所施加的種種制約。雖

然有強弱勢之分，但如果強勢者沒有對弱勢者施予壓力，便不足以構成劣勢。

第三，劣勢創新下，弱勢者應該要積極尋找回應強勢者的策略，例如尋找潛在夥

伴，取得資源以回應強勢者。然而，夥伴也有強弱之分，也應該分別對弱勢者施予制

約。例如，弱勢夥伴應該因為某種因素而畏懼於強勢者，不願意冒風險與弱勢者合作。

強勢夥伴可能與強勢者已經建立合作關係，像是長期的客戶，無需與弱勢者合作。在

這種制約狀況下，如果弱勢者還能找出方法與兩者合作，便可以提供「逆強」之線索。

本案乃根據以上三項理論取樣原則篩選。本案例中有四位主角。前兩位主角分別

為研華科技（弱勢者）、德國控創（強勢者）；後兩位主角則為經銷商（對手的弱勢

夥伴）以及客戶華東所（對手的強勢夥伴）。相對於德國強勢者，研華是弱勢者，但

不是弱者，此符合第一項理論取樣原則。第一位主角是研華科技，在台灣，該公司是

在地國際化品牌前二十名，也是工業電腦的領導廠商。創立於 1983年，研華持續維持
獲利記錄，股權權益報酬率 (Return on Equity; ROE) 維持在 15%，平均毛利率達
30%~40%（相比個人電腦廠商只有 3%~8%）。研華每年投入約 5%年度營收在研發投
資上，每年創造 30種以上新產品以及 100多項專利，併購 29家科技公司，公司產品
線達 400多種。由此觀之，研華雖為弱勢者，但絕非弱者。當時，研華進入中國經營
工業電腦模組板市場才三年，遇上已經營十年的德國強勁對手，使研華受到層層制約。

第二位主角是控創亞洲 (Kontron Asia)，是工業電腦模板（Computers-on-modules，
又簡寫為 COM，以下簡稱電腦模板）全球規格的制定者。研華是技術跟隨者，位居
第四，需配合控創制定技術標準。研華的對手乃強勢的德國公司控創，而且在客戶經

營、產品技術、維修品質都遠遠超越研華，讓研華優勢盡失。控創較早進入中國市場，

取得先行優勢，電腦模板產品年營業額達 1100萬美元以上，指標性客戶多由控創經
營。研華較晚進入中國市場，年營業額約 400萬美元。控創研發的電腦模板商品訂價
在 400~800美元之間；研華訂價則是在 250~400美元間，可見其差距。
德國 Jumptec公司在 1998 年開發出 ETX (Embedded Technology Extended) 標準，

名為「嵌入式技術延伸標準」，也就是電腦模板的技術標準。2002年，控創收購
Jumptec。為擴大電腦模板市場，控創開放 ETX規格，與工業電腦競爭者共同組成電
腦模板技術聯盟。研華公司在第一階段加入，參與開拓市場。

第三與第四位主角分別是經銷商（對手之弱勢夥伴）以及上海華東所（對手之強

勢夥伴）。由於本案例中經銷商多達三十多家，以及客戶數百位，本研究選定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客戶上海華東所做為強勢夥伴的分析重點，再延伸相關上海地區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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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弱勢夥伴的分析重點。由於研究團隊無法親洽大陸採訪，因此僅能運用間接採訪

資料。例如，研究團隊以越洋電話採訪駐地工程師、中國區業務同仁以及負責的高階

主管，由他們口中了解當時經銷商的回應及客戶端活動的證據。

二、分析架構與資料分析

依據之前文獻，本文的分析架構有四個主要構念：制約、機會察覺、資源建構以

及權勢轉移（參見圖 1）。

（一）制約

是指強勢者所施加的壓力（例如掌握技術）、環境的限制（例如，市場後進者失

去先機）或本身資源不足（例如，能力無法製作軍事規格產品），這些制約使弱勢者

無法開展市場。創新的重點不是開發新產品，而是解除制約。制約也成為弱勢者於資

源建構時的重要創新槓桿點。

（二）時機察覺

分析弱勢者如何找到反攻的機會，聚焦於如何由強勢者的強處找出對方的弱點，

反而更能找出弱勢者自己的強項。時機是逆強論的首要元素，著重於分析弱勢者如何

能將強勢者的優點與強項，變成強勢者的阻力與障礙。這樣的時機察覺不是來自突然

發生，或是天賦異稟的洞察力，而是弱勢者可以於逆強思考過程中漸漸得出的策略。

（三）資源建構

回應制約時，弱勢者必須先擁有資源，資源取得是重點。由於弱勢者本身資源相

對匱乏，又難以無中生有，必須由對手夥伴「借得」資源。弱勢者如何讓對手夥伴願

意將資源借出，借到資源後又如何運用以解除制約，是分析資源建構的重點。當弱勢

者要與這兩類夥伴合作時，必會遭遇困難，而且通常這些夥伴是不會因憐憫而協助弱

勢者。弱勢者如何運用某種社會建構方式來取得合作意願，進而形成資源的新用途，

是分析重點。

（四）權勢轉換

解除制約的最後關鍵是轉換強弱勢力，將強者變弱，而將弱者變強。需注意，客

觀上強勢者並沒有「變弱」，而是弱勢者想到方法，更換遊戲規則而讓強勢者變弱。

例如，強勢者有精密維修能力，原本是強項。可是，如果以維修效率來評量，強項就

變成弱點，因為精密維修需要更長的檢測期。此步驟與機會察覺及資源建構環環相扣：

必須先察覺機會才能取得資源，才能改變遊戲規則，強弱局勢才可能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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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資料時會提出三類問題。第一，弱勢者所遭遇來自強勢者的制約為

何？弱勢者缺乏哪些資源？這些資源在誰手上？第二，弱勢者如何能與這些對象合

作，察覺到哪些機會？弱勢者運用哪些方式建構資源？弱勢者取得資源後，如何改變

運用的方式？第三，資源重新建構後，弱勢者如何能改變競爭規則而回應制約？弱勢

者與敵方夥伴之間的關係是否產生變化？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調查工作主要分為兩個時期（參見表 1）。第一時期是歷史回顧和產業背
景資料蒐集時期，本階段開始於 2012年 12月到 2013年 5月。資料蒐集重點為熟悉
工業電腦產業與市場、了解研華的組織架構和產品特質等。派遣一位研究助理進駐研

華收集資料，約兩個月期間（2012年 12月至 2013年 1月）。

劣勢隨創之分析架構

資料分析之推理步驟

強勢者

制約：強勢者施予哪些制約？
機會察覺：弱勢者如何識別解除制約的機會？

資源建構：弱勢者如何交換並取得資源？

權勢轉換：弱勢者如何改變權力動態？
回應：弱勢者如何回應制約？

弱勢者

弱勢夥伴

強勢夥伴

制約： 強勢者威脅、

環境限制或本

身資源匱乏

機會察覺： 如何由強

勢者找到

機會？

權勢轉換： 如何改變權

力動態（遊

戲規則）？
資源建構： 如何取得

對手資源

的方法？

3

1

2

4

圖 1 劣勢隨創研究之分析架構（本研究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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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實地訪查安排一覽（2012年 12月∼ 2014年 12月）
蒐集方式 類別 職稱 人數 次數 時數

正式訪談

弱勢者

研華公司：嵌入式運算部門

主管、研發人員、駐地工程

師。研華總部財務夥伴以及

採購人員

13 25 50

強勢者
控創公司：曾任職控創公司

主管、員工（含間接採訪）
5 8 16

弱勢夥伴

大陸經銷商（透過採訪三位

駐地工程師、負責協理、事

業部副總經理）

5 12 26

強勢夥伴

大陸國營企業主管（透過採

訪三位駐地工程師、負責協

理、事業部副總經理）

7 11 20

活動參與 工業電腦參展活動、部門會議、內部課程 4 15

資料檢核
舉辦兩次內部主管研討會（董事長主持），呈現階段

性發現並聽取反饋
12

時數總計 145

第二時期開始於 2013年 5月到 2014年 12月，著重在研華與控創的競爭過程。
期間另安排一位研究助理以實習身分進入研華，為期約2.5個月（2013年7月至9月）。
資料收集著重控創的技術優勢、產品特色、大陸經營策略等。我們關注研華如何與夥

伴交換資源，分析資源前後之差異與資源之佈局作法。我們於研華舉辦兩次主管研討

會，每次約 30位事業部主管參與，協助檢驗資料的準確性以及推理的可信度。

肆、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分為兩大部分，先分析弱勢者如何聯盟對手的弱勢夥伴，取得資源；再

分析弱勢者如何聯盟對手的強勢夥伴，取得資源。這兩項互動中可看出弱勢者施展隨

創的方式，分析制約下資源建構方式以及隨創方案的形成。本案例由「複合模式」與

「駐地服務」兩項策略著手，觀察弱勢者如何發展出「隱分銷」以及「類原創」的隨

創成果，以逐漸呈現機會察覺、資源建構、權勢轉換的過程。

一、隱分銷：聯盟對手弱勢夥伴的策略

第一部分所要呈現的是研華（弱勢者）如何由德方（強勢者）的強處中找到弱點，

並且藉對手經銷商的「危機意識」建構出新的資源，結合在地脈絡發展出「複合式分

公司」的經營模式，將經銷商變成盟友，成為研華的「隱形」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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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約：技術劣勢

德國控創公司以研發見長，重視技術創新。總公司成立電腦模板專屬部門，共編

制 100多位研發人員，派駐中國約 10人，總人力多於研華八倍。電腦模板產品的原
理就是把核心運算元件（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Module，也就是電腦機板的心
臟），結合管腳定義 (Pin Definition) 與電腦基板 (Base Board)，設計為類似主機板的
元件。電腦模板加上周邊連結，就成為電腦控制元件，應用於軍事設備、自動控制、

數位看板等監測裝置。

控創品牌知名度高，產品優良，以「軍規」（軍事用電腦規格）聞名，在高階市

場中獨佔優勢。以醫院為例，奇異、西門子的電腦斷層掃描儀、輔助診斷設備等，都

是用控創的電腦模板。除此之外，軍用儀器、衛星系統、交通監測等系統也都是控創

的專長領域。技術優勢使控創成為客戶首選，不需仰賴大陸在地經銷商。一位控創產

品經理指出：「這群重視高階技術的客戶，比較在乎功能與升級應用，比較不在乎價

格。穩定、擴充性高、安全是最重要考量。高規格的品質標準讓控創享有高同業一倍

以上的利潤。而且許多精密的檢測，我們都是送回德國原廠進行，毫不馬虎。」

很多原旗下經銷商想與控創合作電腦模板，但是控創都請他們將客戶引薦過來既

可。這也是因為控創擔心經銷商的能力不夠，難以符合德方對技術水準的要求。當地

經銷商只能供應比較低階的零件。電腦模板必須由控創直接供應與維修，經銷商的利

潤因此不大。為服務頂級客戶，2002年控創在上海設立中國區總部；2003年，控創
總部從上海遷移至北京，以服務軍方客戶並延展華北、東北、西北市場。

（二）機會察覺：放大邊緣化危機

研華當時電腦模板團隊不到十人，產品尚不穩定，模組化設計能力也還未成熟。

電腦模板在大陸市場有三類客戶，分為高、中、低階；高階是外商，中階是國營企業，

低階屬於中小企業。外商客戶多不熟悉研華，是控創的忠實客戶。國營企業不理解電

腦模板規格，採購時只能認品牌，控創自然是首選。中小企業不會採用控創的產品，

因為技術要求不高，且價格過高，通常只購買商規產品即可。

研華了解到控創的品牌優勢難以匹敵，不可能接近外商高階客戶。不過，大陸中

階客戶似乎是有機會的，因為這些國營企業預算常逐年波動，控創的高價產品漸漸成

為負擔。控創的標準制定能力、垂直市場整合能力以及專屬維修體系，雖讓後進廠商

難以匹敵，卻也讓在地經銷商被邊緣化，逐漸淪為配角。研華見此時機，便鎖定這些

中階客戶做為切入點，對經銷商提出三項訴求。

第一，研華是控創的電腦模板研發聯盟創始會員，產品完全遵循控創所制定的技

術標準，具有相容性。第二，研華同樣的產品，雖然技術等級不同，但價格比控創低

三成。第三，研華除了電腦模板商品之外，還有一系列工業電腦相關產品，可以讓經

銷商配套銷售，而且維修服務由研華支援，可減低經銷商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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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提案對經銷商有很大的吸引力。一家在地經銷商便指出，研華的產品其實與

控創很相似，技術有相同等級，但價格相對優惠，比較容易賣得出去。此外，因為同

文同種，經銷商與研華專案溝通上也更為便利。然而，這項頗具吸引力的提案卻乏人

問津。畢竟，沒有經銷商願意得罪德方。

研華再次遊說經銷商，但不再訴諸價格的優惠，而是放大經銷商的危機。一位研

華協理點出：「在大陸，代理商心中是很清楚的。不管你賣的是服飾或科技產品，做

得不好就被收回代理權。做得太好，也會被取代，外商會自己跳下來做。經銷商被拋

棄是常有的事。這些經銷商很清楚，我們只不過幫忙點出他們不願意面對危機而已。

今天，控創把電腦模板的客戶攬來自己做；明天，不難保控創就將所有產品都包了。

這些經銷商只好喝西北風了。」為了讓經銷商安心，研華提出一套兩全齊美的方案：

建立複合商業模式。

（三）資源建構：經銷商轉為複合分公司，建立隱形分銷體系

在大陸，由於經營公司有許多難以預見的風險，所以一家企業會設立很多分公司

去分散風險。若一家分公司不幸倒閉，還可以將資產轉到其他分公司名下，或者可以

迴避清算資產與負債的風險。針對此在地脈絡，研華提出「複合分公司」策略，讓經

銷商成立另一家獨立公司，與研華合資，名義上是研華的地區分公司。一位在大陸駐

點的研華主管說明：

「大陸的經銷商很有彈性，可以依不同客戶的需要成立分公司。例如，福升

這家經銷商可以和研華成立『福研』，成為研華的子公司；還可以另外成立『福

華』，成為凌華的子公司。這樣福升就同時代理兩家公司的產品。它只是把

原本屬於福升的業務部門獨立為子公司而已，卻讓客戶有獨家代理的感覺。」

這個作法很快就擴散到各區經銷商，研華用很少的資金在各城市建立了「分公

司」。對經銷商而言，這樣的複合式分公司經營起來不費力，又不得罪控創。例如，

一家華東的經銷商就將公司分為兩部分，將原公司放在右邊，將電腦模板部門與研華

業務放在左邊，兩邊的人員每天交流。左邊的員工會穿上研華的制服，讓客戶來洽公

時感覺像是不同公司。面對控創時，這家分公司又是獨立作業，與經銷商無關。

對經銷商而言，成立複合式分公司的另一個好處取得合格供應商名單 (Approved 
Vendor List) 資格。多數經銷商因為規模小，沒有資格參與大企業採購。為管控浮濫報
帳的風險，大企業要求參與競標廠商要通過「合格供應商」，才能列入採購名單。經

銷商可以借助研華的國際性知名度，被列入合格採購清單。研華則透過複合分公司模

式打入國營企業，並借力使力建立服務體系。

研華在大陸原已建置十多個服務據點，但熟悉電腦模板產品的工程師仍不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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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複合分公司模式，研華可以專注較高階的維修問題，像是底板相容性或專屬設計。

一般基礎性服務，如例常機台維修以及訂單處理，研華則轉給經銷商負責。經銷商對

這些任務則是樂此不疲，因為可以經常接觸客戶（不會被架空），可以接到訂單，維

修工作又不會太困難，可充分凸顯自己的價值。這些經銷商開始引薦研華其他工業電

腦產品到國企，但是還無法銷售電腦模板。研華因此在中國市場漸漸打開知名度，一

位中國區業務主管說明：

「策略上，我們是讓經銷商先協助拓展知名度，接著再建立供貨體系。例如，

中國電子部是依地區別分工，西安所專長衛星通訊，成都所負責電子監控，

上海華東所負責華東地區的網路安全。這些部門每年在自動控制採購上的預

算約 100多萬美元。經銷商幫我們把產品推薦給這些指標性客戶，比我們自
己去推銷來得有效。」

研華取得「敲門磚」後，又遇到另一項挑戰。國企因制度問題，通常會有三到六

個月的應收帳期，實際收款約需九個月。大陸經銷商為處理應收帳款，經年來已發展

出一套「放帳」的交易機制。大陸公部門每年編列的預算看似固定，卻會技巧性地進

行內部調節，讓營收符合計畫編列。所以，經銷商多做的生意不一定收得到款；少做

生意也不一定會虧本。國營企業與經銷商之間逐漸形成一套非明文規定的結帳制度，

稱之為「溢出報價」；也就是讓「應收」先變「實收」帳款。經銷商報價時會多出 5~10%
的溢價，作為放帳利息。這種隱性作法需要有人脈做為基礎，只有大陸公司之間才能

操作。研華便透過經銷商協助調度資金。

一位外商高階主管指出，這種交易模式在外商體系很難實施。歐洲企業為了符合

廉能原則，必須落實準時收款、精確出帳。因此，外商不易洞察這種「放帳」模式所

扮演的交易潤滑功能。

掌握大陸的放帳脈絡，經銷商成為「內部帳房」角色，使應收帳款作業得以順利

進行，穩定現金流並降低交易不確定性。這種「彈性掛帳」的作法讓研華逐步切入國

營企業，逐漸強化與中階客戶的連結。

（四）權勢轉換：不比技術，比商機

研華由強勢者的強處找出其弱點。控創的技術強，壟斷中高階市場，但經銷商忠

誠度便產生動搖（參見表2）。透過喚起被邊緣化的風險，研華激發經銷商「鞏固客源」
的危機意識。在不得罪控創的情況下，攏絡經銷商形成聯盟，以「複合式分公司」策

略讓經銷商紛紛投靠。研華以最快的時間，最少的資源，建構起「隱形」的分銷體系。

這讓經銷商與研華進行實質合作，又可對控創示誠。

比技術，研華必定淪為輸家。可是，比賣中低價位的周邊產品以及比運用大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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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脈絡，研華卻搖身變成贏家。這個過程蘊含資源的交換策略。經銷商由研華取得中

價位產品，可以銷售一系列工業電腦零件，讓他們可以維持客戶關係，又有利可圖。

藉由研華取得「合格供應商」資格，經銷商可以參與大企業投標案，贏得更多生意，

使兩方變成利益共同體。研華更藉由經銷商的「放帳」手法，穩定營運資金，讓經銷

商從調度貨源的工作拓展到調度資金的任務。經銷商則扮演起「帳房」的角色，替研

華承擔資金風險。改變遊戲規則，研華因而取得相對優勢。

表 2 建構「隱形」資源，成立複合分公司
分析要素 之前 之中（隨創過程） 之後

機會察覺

研華之電腦模板技術尚起

步中，又是市場後進者，

處於劣勢。

控創技術強，有壟斷市

場能力；卻造成經銷商

流失客戶的恐慌，成為

弱點。

研華運用「化敵為有」策略，聯盟對

手夥伴（經銷商）成為朋友，並藉用

經銷商資源形成通路優勢。

資源建構
資源匱乏：只有不成熟的

技術以及少數銷售據點。

利用邊緣化危機感，對

經銷商曉以大義。運用

複合式分公司，建立「隱

形」的分銷體系，經銷

商可以同時兼顧代理與

客戶關係。

資源之一：透過複合分公司模式，將

對手的經銷商變成自己的分銷通路。

資源之二：讓經銷商取得「合格供應

商」資格，迅速建立起服務體系。

資源之三：藉由經銷商的「放帳」機

制減低金流風險，成為自己的帳房。

權勢轉換

原角色：經銷商是控創的

正規軍；研華則是敵人。

遊戲規則：比技術優越性。

研華不是敵人，是經銷

商的「救兵」，以危機

意識建構隱分銷體系。

新角色：經銷商有雙重身分，是控創

的代理，也是研華的分公司。

遊戲規則：比銷售商機。

研華建構出經銷商的雙重身分，改變了雙方的權力結構。身分之一，經銷商是控

創「正規軍」。客戶若需要技術支援，經銷商可以合法地讓研華工程師提供維修服務。

客戶在「軍規」產品之外，如果需要任何相關零件，經銷商可以透過「自己的」複合

式分公司進貨。研華隱身在經銷商身後，了解客戶的技術需求，並設法強化研發實力。

身分之二，經銷商是研華的「隱分銷」與服務體系，提供客戶中價位的工業電腦選項、

便捷的維修服務以及彈性的產品搭售。可是，當經銷商引薦研華進入國營企業體系後，

客戶早已經運用控創產品多年，研華要如何才能贏得客戶的訂單呢？

二、駐地服務：聯盟對手強勢夥伴的策略

控創以軍用規格標準、原廠維修服務，鎖定高階客戶，處於強勢。處於劣勢的研

華，運用客戶的不方便找出強勢者的弱點。利用客戶這些不方便，研華推出駐地服務，

探索出客戶的技術換代商機，並且發展出「類軍規」策略，在劣勢中開拓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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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約：維修劣勢

控創在大陸的經營策略是鎖定高階客戶，以技術團隊提供解決方案，包括銷售、

專案經理、應用工程師、研發工程師。控創的團隊除了電機與電子工程師外，還配置

BIOS (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tems) 韌體程式設計師參與系統建置，確保嚴謹的規格
制定、原型設計到功能測試。控創的核心客戶多為外商，擁有充沛的預算，關心品質，

可以容忍較長的維修期間。一位任職控創經理指出：

「我們這行靠的是技術，得要有成套的解決方案，所以進入門檻很高。只要

突破一家客戶，透過口耳相傳，那整個頂級客群就都是你的了！像研華這種

以產品為主的廠商，沒有軍規產品，又沒有能力提出解決方案，是很難打入

這個客群的。研華也許三到五年可以趕上控創的產品；但是要能提供解決方

案？我保守的說，最少需要五十年吧。坦白說，研華並不是我們的對手。」

控創精良的技術帶來議價優勢。控創的產品較一般同業高出二到三倍，少有議價

空間。在維修品質上，控創不輕易讓步。任何維修問題必須經過嚴謹的診斷，關鍵零

組件更換也必須送回德國檢測，以確保系統穩定性，維修期間約需 6至 24個月。不過，
國營企業卻深感困擾，因為他們無法購買備用設備。一旦送到德國維修，便會影響正

常作業。昂貴的維修服務也墊高客戶營運成本。

（二）機會察覺：切入作業中斷危機

研華短期內並不容易切入第一級戰場：外商客戶。於是，研華透過經銷商嘗試進

入控創的第二級客戶：國營企業。研華發現，控創全力投注在一級客戶，難以分身照

顧二級客戶。此外，細膩的維修使時間拉長，讓國企客戶作業常常中斷；高昂的原廠

維修費用更成為客戶沉重的負擔。考量效率與成本時，控創的維修就成了鋒芒畢露的

缺點。

研華透過經銷商，開始向客戶宣傳「作業中斷」的危機感。研華針對國營企業的

不便，包括維修的不便、採購的不便與規格制定的不便，提出由經銷商來派遣「駐地

工程師」以提供技術顧問服務。此外，經銷商更提醒國企要防範德方的技術壟斷。當

然，駐地工程師是由研華派遣過去，經銷商只需穿針引線，不用負擔服務成本。

研華透過經銷商開始提供駐地服務給指標性客戶，並先鎖定上海華東所，是大陸

軍方以電訊技術為主的研究所。為取得客戶的信任，研華先由維修底板開始。電腦模

板其實是半成品，必須配合底板設計才能導入。一位駐地工程師解釋： 

「為了因應客戶需求，我們必須具備研發、BIOS（韌體）、軟體三項設計能
力。控創雖然品質比較好，對 COM的技術水平也比較高，但是服務不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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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沒法即時解決客戶在底板設計上的問題。我們進去後，就和客戶的工程

師變成技術團隊。控創的人來的時候，如果說這不能修，要送回總部；我們

就問他為什麼，把他們技術一項一項摸清楚。一次學會一點點，一年下來我

們對控創的技術就熟悉了，也可以自己修了。我們自己很有成就感，華東所

的哥們也很開心。」

幾年下來，研華與華東所的工程師成為團隊，更成為盟友，共同為解開技術難題

而努力。華東所逐漸仰賴研華的服務，也縮短維修期間。當控創從德國派工程師進行

年度檢修說明時，華東所邀請駐地工程師一起參與。研華因此漸漸取得控創在電腦模

板的設計知識，已經可以參與規格制定，協助華東所規劃技術採購需求。

（三）資源建構：客戶成為貴賓，提供駐地協修與採購服務

因為長期與華東所共事，研華駐地工程師經常聽到上海華東所主管抱怨控創嚴格

的付款條件、沒有議價空間、採購服務太慢等問題。研華的駐地工程師便與台灣總部

協調，為華東所建立「專屬帳號」(Key Account)，以貴賓模式提供全套採購服務。國
企原本在德方眼中是二級客戶，在研華卻成為頂級貴賓，這樣的差別待遇自然讓客戶

漸漸「移情別戀」。一位研華採購主管說明：

「維修過程不可能不採買零件。客戶需要電子料號、關鍵元件或周邊零組件

時，我們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合格供應商，因為研華早有一套全球尋

購系統；甚至連辦公設備的採購或其他運輸機具等非電子周邊設備，我們也

都可以幫忙找廠商議價。然後，我們會把最後的工作交給經銷商，讓他們在

客戶面前有功勞，也可以分享利潤。」

駐地工程師不只提供電腦模板，研華其他產品線也都在採購服務中。例如，研華

會提供電子購料的比價分析及合格廠商名單，幫華東所縮短採購流程，讓客戶有「買

一贈多」的實惠感。提供整套的採購服務，讓上海華東所無後顧之憂，也成為研華的

優勢。上海華東所發現，研華連 COM都做得出來，又有板端產品、液晶顯示模組等；
採購部門便願意嘗試研華產品。然後一個產品帶出一連串採購需求。

相較於控創不彈性的付款規定，研華以專屬帳號提供三到六個月的付款彈性，配

合經銷商資金調度需求。研華推出整合採購模式後，議價也更有迴旋空間。駐地工程

師在協助華東所維修控創產品的過程中，漸漸熟悉年度升級時機與技術規格。研華發

現，控創通常會提供最新技術，藉此提高價格優勢，但這些新技術未必符合華東所的

需求，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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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前瞻技術超過需求。華東所除了軍事作戰時需要用到「軍規」產品外，其它

控制系統、通訊設備或網路服務並不需要購買到「軍規」等級的產品。例如，通訊設備

通常放置在室內，不需容忍極度溫差或強震。其次，年度預算會波動。華東所的預算需

配合國家政策增減，時有波動。在預算有限時，華東所未必有充裕經費採購控創的產品。

這給了研華可趁之機，駐地工程師在「技術換代」（例如，作業系統更新時，便需要進

行技術換代）時便會提出搭配方案，以該年度預算為基準，協助評估配套專案。

研華駐地工程師了解客戶需求，協助客戶省去不必要的過度設計。利用客戶系統

升級的時機，研華提供優惠的價格。研華稱這種配套策略為「類軍規」(Quasi-military 
Standards)，也就是混搭軍規產品與工規產品。電腦系統可分為「軍規」、「工規」、
與「商規」三種規格。例如，「軍規」可以承受最高攝氏 85度，最低攝氏零下 45度
的高低溫差，並能承受高震動、高濕度等，這樣的規格讓系統相當穩定。相較之下，

「工規」可以承受的高低溫差在攝氏 65度到攝氏零下 20度之間；「商規」則在攝氏
45~0度之間。一位研華技術主管解釋：

「其實有些電子設備不一定要用到最頂級的材料，尤其上海華東所的電腦設

備都有空調，可以調節溫濕，根本不需要用到『軍規』產品。你可以找出客

戶的設備中有哪些不需要用到軍規的元件，把工規產品配套軍規，然後跟客

戶說這是『類軍規』，但還是『軍規』喔，這樣他們就很能接受。如果你跟

客戶說，這是配套工規的產品，他們就會皺眉頭了。」

（四）權勢轉換：不比維修，比服務

控創強在技術，維修過程嚴謹，為求最高水準品質，部分維修與檢測作業必須送

回德國，但這也變成控創的弱點（參見表 3）。另外，過度關注高階客戶，就不免忽
略中階客戶，讓客戶認為德方以「技術霸權」控制中方，又成為控創的缺點。控創無

暇顧及客戶的維修作業，此時研華提出駐地服務正好解決客戶的痛點，同時也藉機切

入中階客戶市場。控創雖挾維修技術優勢，研華則是讓駐地工程師結合客戶去熟悉控

創的技術規格。研華沒有維修的技術優勢，於是提供多元產品線、即時維修、整合採

購優惠、彈性付款機制等來贏取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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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構「駐地」資源，提供協修與採購服務
分析要素 之前 之中（隨創過程） 之後

機會察覺

研華的工規產品於技術上

低於軍規，對低階市場又

高 於 商 規 需 求， 處 於 劣

勢。維修技術與細緻度遠

遠落後控創。

控創技術強勢，維修講

求精密，是優點；但送

修期長，維修成本昂貴，

造成客戶作業中斷，成

為缺點。

透過經銷商，提供駐地協同維修與採

購服務。

資源建構

相 對 而 言， 研 華 資 源 有

限， 無 法 提 供 軍 規 的 產

品，維修技術又與德方對

手有相當大的落差。

研華以「仗義相助」的

姿態提供駐地服務，協

助 擺 脫 德 方 的 技 術 霸

權。研華幫客戶建立「貴

賓帳號」，提供技術協

修、採購統籌、規格企

劃等服務。

資源之一：研華變成客戶的維修中

心，取得維修技術知識。

資源之二：研華成為客戶的採購平

台，取得技術規格需求與制定權。

資源之三：客戶成為研華的「實驗基

地」，發展出「類軍規」搭售方式。

權勢轉換

原角色：研華是廠商；後

轉變為經銷商的替代維修

人員。

遊戲規則：比維修細緻度。

研華不是敵手，是客戶

的「及時雨」，以維修

不即時、採購不友善、

價格沒彈性等危機建立

起駐地服務模式。

新角色：駐地工程師演變成技術顧問；

經銷商則演化為「管家」的角色。

遊戲規則：比服務效率。

研華巧妙地改變遊戲規則，不與控創比維修的精緻度，而是比整體服務。研華與

客戶之間原本沒有相依性，透過駐地工程師的角色，研華從系統維修涉入到採購服務

與規格制定，又透過這個角色去強化經銷商的「管家」角色（行政、收帳、關係維護），

使得三方關係更加密切。如此一來，就算控創想提供類似服務，也不易打破這種依存

關係。但就算理解研華的做法，控創也不願意分心去回應，因為控創的資源投注在高

階客戶與技術上，難以在短期內轉換經營模式。

伍、討論

劣勢創新理論仍在持續發展中，現階段的任務是分析弱勢者如何能於劣勢中結合

資源建構以解除制約。於學理上，本研究歸納出「逆強式」的策略回應，其中弱勢者

要察覺時機，由強勢者之強找出其缺點，轉化為弱勢者的優點。然後，弱勢者便可以

重新建構資源，由對手夥伴取得資源，轉換權勢之不對等，改變優劣勢，藉此解除制

約。於實務上，本研究指出劣勢隨創如何成為經理人未來實施創新的重要技巧，以下

詳述之。

一、理論意涵

本研究指出，強勢者不可能全然沒有弱點；最強的能力背後總會隱含最脆弱的一

面。例如，巨人力大無比，卻可能行動遲緩。本研究提出之「逆強論」於學理上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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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貢獻（見表 4統整）。
第一，逆機而動：「由強尋弱」而創造時機，逆轉局勢。本研究點出，弱勢者可

以找出強弱轉換的逆強契機，由強勢者身上找到機會之窗 (Window of Opportunity)。
過去，創業文獻強調身處劣勢時「辨識機會」(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的重要性。
為何創業家可以找到他人難以找到的翻轉機會？學者認為，創業家可以透過過去累積

的知識、技術或人脈，察覺到創新機會 (Ardichvili et al., 2003; Mahnke, Venzin, and 
Zahra, 2007; Minniti, 2004)。或者，創業家因位處社會網絡之特殊地位，得以從跨領域
的結構洞中發覺契機 (Burt, 2001; Hargadon and Sutton, 1997; Shane, 2000)。但上述討論
忽略劣勢與競爭因素。當敵手擋在門口時，自己又沒有足夠資源時，要如何找到機會？

即使能看到機會，強勢者那一關也不見得過得了。這正是當前文獻的缺口之一。

表 4 歸納逆強的隨創模式
與敵方弱勢夥伴的互動 與敵方強勢夥伴的互動

制約

面臨技術與市場弱勢：研華剛進入中國

市場，缺供應經銷體系資源；沒有軍規

產品，是工業電腦的規格跟隨者，產品

技術亦落後。

面臨議價與維修的弱勢：大陸國企多向

領先技術廠商下單，研華僅有工規技術，

缺乏議價能力；維修實力也落後德方。

機會察覺：逆機而

動，以「由強尋弱」

而創造時機，找到

反轉劣勢的機遇。

由強尋弱：放大弱勢夥伴被邊緣化的危

機。德方技術規格強，不需仰賴經銷商，

可直接與頂級客戶洽談技術與產品。經

銷商因此被邊緣化。

由強尋弱：切入強勢夥伴被忽視及作業

中斷的危機。德方以技術取得議價優勢，

使國企屈居下風；原廠維修精密又細緻，

非研華短期可及。但是原廠維修耗時過

久，引發作業中斷的危機。

資源建構：逆敵而

取，找出「因強必

弱」的夥伴關係，

藉此轉化敵我關係

以取得資源。

化敵為有：對手的經銷商變成弱勢者的

分公司。研華以複合模式維持與經銷商

的雙重關係，讓經銷商成為研華合格供

應商，參與大企業競標，使經銷商成為

研華銷售與服務資源。

化敵為有：對手的客戶成為弱勢者的實

驗基地。研華將「二級」客戶當作「貴

賓」，以駐地服務換取維修技術，並深

入客戶採購作業，取得制定技術採購規

格資源。

權勢轉換：逆勢而

行，找出強者鋒芒

畢露所造成自身夥

伴的危機，進而改

變遊戲規則，轉換

強弱局勢。

不比技術優越性，比銷售商機：對經銷

商，研華不與強勢者比技術的優越性，

而是以周邊銷售商機來更換遊戲規則。

若比技術，研華遠遠落後；但是比「議

價優先權」，也就是讓經銷商成為合格

議價廠商，可以參與大企業採購標案，

研華卻能變成贏家。

不比維修細緻度，比服務效率：對國企

客戶，研華不與強勢者比維修細緻度，

而是以服務效率來轉換遊戲規則。若比

精密維修，研華則相形見拙；但是比「規

格制定權」，也就是幫客戶統籌採購、

制定技術購買規格，研華卻能變成贏家。

機會窗口何處尋？本研究指出，機會就正在強勢對手身上。逆強原則之一是，弱

勢者可以「由強尋弱」而創造時機，找到反轉劣勢的機遇。例如，德方技術水準強，

研華相對是技術跟隨者，屈居劣勢。不過，德方過度強勢卻也造成經銷商被邊緣化的

危機。由強尋弱，研華便找到逆轉契機，透過複合分公司與一系列的商機，將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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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自己的盟友。

由此觀之，弱者可以從強者身上找尋「強者必弱」的契機，進而找到自己「由弱

變強」的時機。強勢者有鋒芒，但必然因為鋒芒畢露而「必漏」，顯現出自己的缺點。

本研究所提之「逆強」不是叛逆，而是顛覆「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迷思；當找到

逆強時機，弱者便可以伺機而動，啟動「由弱轉強」的行動，而讓強者「由強轉弱」，

翻轉優劣局勢。

第二，逆敵而取：轉換資源的來源，以化敵為「有」的策略由敵方夥伴取得資源。

過去，資源理論宣導企業必須取得稀有、難以替代的資源，才能掌握優勢 (Wernerfelt, 
1995)。現實上，許多企業的資源是匱乏的，僅能拼湊組合、將就著用，以求生存 (Baker 
and Nelson, 2005)。
難處是，當本身缺乏資源，要向外求援時又遭遇對手抵制，弱勢者應該如何自處？

此時，無中難以生有。本研究點出，逆轉的機緣就在看清：強勢敵手的夥伴不必定成

為弱勢者的敵人。逆強的原則之二是，找出強勢者「因強必弱」的夥伴關係，轉化敵

我的關係便可取得資源。敵我關係往往是相對的，關鍵就在能否看清：今天的敵人可

能是明天的朋友；而且敵人的朋友不一定不能成為我的朋友。以此原則，弱勢者可以

密謀強者身邊資源。轉化敵我關係的關鍵是先改變「敵夥」關係，進而擁有敵方夥伴

的資源。

例如，研華察覺到經銷商日益被控創邊緣化的危機。但對研華而言，這些熟門熟

路的在地經銷商，卻是進入大陸市場的開路先鋒。研華由此缺口下手展開資源交換，

為經銷商建構雙重身份，一方面維持經銷商與控創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又以合資公

司名義，讓經銷商透過研華取得合格供應商資格，可以參與大企業的競標，找到新的

商機。

相對於強勢者，弱勢者沒有足夠資源 (Resource)，但卻可以透過「草船借箭」式
的資源再覓 (Re-sourcing) 過程，化敵人資源為我方可用資源，改變資源劣勢，是本研
究提出逆強理論的第二要素。

第三，逆勢而行：由強勢引發的危機，可以用來改變遊戲規則，轉換情勢。過去

文獻提出，弱勢者面對強勢者可以臣服、對抗、權謀、默從，或柔韌設計等回應做法 
(Bouquet and Birkinshaw, 2008; Hargadon and Douglas, 2001; Oliver, 1991)。但這些回應
並未改變強弱勢關係，弱勢者能回應一時，卻不一定能長治久安。這些文獻尚未考量

的是，權勢可以是相對的 (Power is Relative)，若能找到改變遊戲規則 (Change the Rule 
of the Game) 的方法，強勢者便可能翻轉成為弱勢者；弱勢者甚至能取得主導權，逆
轉局勢。

本研究指出，關鍵是在善用「危機」，重新訂定有利於己的遊戲規則。以本案為

例，控創原是軍規制定者，研華只是技術追隨者，只能製作工規產品，尚不具生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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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產品能力。控創的頂級軍規與強勢的議價，讓預算毫無彈性，讓經銷商被冷落，又

使國企苦不堪言。敵方夥伴的危機就是弱勢者的轉機，也是改變遊戲規則的契機。

本研究點出，逆強的原則之三是找出強者鋒芒畢露所必然造成自身夥伴的潛在危

機，進而改變遊戲規則，轉換強弱局勢。由強勢者萃取弱點，可找到敵方夥伴的危機，

也可以藉此看到自身的強處，成為遊戲規則轉換的轉折點。權勢就是遊戲規則，改變

遊戲規則就改變了權力與勢力的情勢。由此角度分析，「逆勢而行」可提供權勢回應

與隨創文獻一個動態的觀察點。

二、實務意涵

在實務上，了解劣勢創新對新一代經理人有重要的啟示。我們更常面對的，並不

是順境下的創新，而是時時在逆境中與制約鬥智。資源是匱乏的，又面臨強勢對手的

威脅，這似乎才是多數經理人所處的真實環境。劣勢下如何隨創呢？本文試著提供心

態上與做法上的借鏡。心態上，我們需體會，弱勢者不一定是弱者，若能夠了解逆強

回應之道，仍有創新致勝的可能。

做法上，我們可以將劣勢創新歸納為三個步驟供經理人參考。第一，由「強者必

弱」察覺逆強的機會。遇見困境時，切勿懷憂喪志，先試著了解弱勢者與強勢者的逆

向脈絡，也就是「越強者，可使而越弱之」。找出弱勢者之強與強勢者之弱，便可以

研擬「以弱之強，攻強之弱」的逆強策略。弱勢者設身處地思考對手的弱點，洞察利

害關係人的隱性需求或潛在危機，就能找到創新契機。

第二，強勢必造成夥伴的危機，藉此可借用敵方夥伴的資源。依據此逆強策略，

開始思考建構資源的作法。首要之務在將對手夥伴的資源轉為弱勢者的資源，並由手

中有限的資源建構出新價值。例如，研華讓經銷商參與大企業投標，藉此換取國企銷

售網絡。資源建構也要配合關係的轉換，改變與對手夥伴的互動關係，使之朝向自己

有利的方向發展。如此，便可以由對手方取得資源，導引資源成為解套方案，例如創

造「隱經銷」與「類軍規」等作法，以由制約中解套。至於本案例中所提到創意做法，

例如複合模式、駐地工程師、換代商機、類軍規等，不僅是科技業可以現學現賣的技

巧，也是其他行業可以酌用之借鏡。

第三，避開強者的鋒芒，改變遊戲規則以翻轉局勢。弱勢者審查局勢，可因地制

宜迴避與強勢者的強項競爭，而由強項找出對手缺點，善用自身的優點，去改變競爭

規則。對手研發技術強，銷售就不一定強；對手維修品質強，效率就不一定強；對手

給頂級客戶無微不至的服務，就會冷落第二級以下的客戶。以此類推，不參與遊戲，

但改變遊戲規則，弱勢者便可以找到改變翻轉強弱局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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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發展出隨創的資源建構理論，但理解此原則也必須考慮其限制以及思考未

來改善之道，可分為幾點說明。第一，深化逆強策略的分析。本文之逆強分析豐富了

策略回應的文獻，提出另一種回應強勢者的策略。這也提醒我們，需要多由企業內的

「策士」(Strategist) 來檢視此類回應。未來，本研究需要更深入探索此類逆強原則。
第二，強化資源建構的調查。本研究點出資源建構的隨創模式，也點出未來可探

索的豐富議題。身處劣勢之中，要借用敵方夥伴資源，社會建構變得非常重要，是一

種主觀轉價過程，需要依照在地情境去重新定義資源的價值，更需要入境隨俗將資源

重新脈絡化。弱勢者如何能將資源再脈絡化 (Re-contextualize)，予以加值去回應制約？
這些議題可以強化創新文獻對於「再脈絡」的探討 (Brannen, 2004; Peltokorpi and 
Vaara, 2012)。

第三，探索資源綜效的形成。面對劣勢，弱勢者無可避免地必須與內外部合作，

引進所需資源。弱勢者的下一個挑戰是如何整合這些資源。由外部流入資源，必然需

要與內部資源進行結合。但是，哪些資源結合後會形成綜效？哪些資源碰撞後又會產

生衝突？不同資源整合時會如何相生相剋？弱勢者如何處理資源整合的綜效 (Larsson 
and Finkelstein, 1999)，將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精采議題。

陸、結論

劣勢中亟思隨創之道，不只是一項值得深思的議題，更是一項橫跨創新、策略、

創業等文獻的研究任務。劣者，少力也，也就是找出以最少的力量去釋放出龐大創意

的槓桿點。在人微言輕的環境中找出解決方案，需要考量以「逆強」思維來建構有限

資源，甚至由對手借到資源，化制約為助力。聖經之〈哥林多後書〉有云：「我以弱勢、

凌辱、艱難、脅迫為喜樂，因為我什麼時候軟弱，就什麼時候剛強了。」這原是神要

透過保羅告訴世人，當我們自覺力量薄弱，可以在神的懷抱裡獲得剛強的心靈力量。

但若再深究其意，神似乎是要讓世人看到自身的軟弱，擁抱自己的弱點，才能看到自

身的堅強。

這其中有兩層含意。首先，當我們承認自己的弱點，就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真正

的長處。在原戰場上，弱勢者難以逆轉情勢，不太可能獲勝；但若另闢戰場，弱勢者

就有可能誘敵深入，找到強弱逆轉的契機。強弱勢其實是相對的，唯有忠實承認自己

在原戰場的弱勢與不足，才有機會看到強者的弱點，反射自己的優點，轉戰到另一個

戰場，提高取勝的機會。其次，唯有勇於承認自己的弱點，才不會執著，誤判情勢，

甚至錯用資源。在弱勢之中，我們才會認真地思考如何改變遊戲規則，翻轉強弱形勢。

不過，多數人因為不願承認事實，不想承認自己的弱點，以致誤判情勢，執意以螳臂

擋車而自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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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以弱勢為「喜樂」，表示我們終於看清事實，洞察強弱關係的結構，

也就可能脫離泥沼之中，得以從困局中解脫，因此獲得喜樂。唯有願意放棄原本的戰

局，才有另闢下一戰場的可能。察覺「強者必有弱」之脈絡，巧思手邊僅有資源，這

種剛柔並濟的逆強法則也許是企業未來亟需學習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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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sing the Powerful: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Bricolage

Summary
The norm in business competition is usually the weak being the prey of the strong, with 

high-power actors winning over low-power actors. The premise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literature has been that large firms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can dominate competitive 
smaller firms that struggle with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are unable to change their power 
position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low-power actors can change their power 
positions under constraints such as lack of resources or the presence of a monopol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construct a power-inverse model that outlines the processes in 
which low-power actors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construct resources, and redefine the 
context of competition with high-power actors. The power-inverse model consists of three 
principles low-power actors follow: (a) recognizing opportunity, with low-power actors 
recognizing the inevitable weakness of high-power actors in their strength and dominance, 
(b) constructing resources through alliances with their opponents’ partners, and (c) redefining 
the rules of the competition. These principles explain how the low-power actor ‘overpowers’ 
the high-power actor by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dynamics and relationships of high-
power actors and their partners.

The research question is addressed through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Advantech and Kontron in the market segment of Computer on Module (COM), an 
electronic baseboard for industrial computers in China.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Advantech 
and Kontron reflects ‘the David and Goliath’ story. Kontron is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in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COM while Advantech is a latecomer in the 
COM market. The two companies faced intensive competition in China. For this study, data 
were gathered through in-depth ethnographic work consisting of 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executives, managers, and engineers from Advantech and Kontron, as well as field 
observations at the two companies’ branches in Taiwan. We focused on four key elements in 
our analysis: constraints,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bricolage 
outcome. We analyzed the kind of constraints Kontron imposed on Advantech and the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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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sources Advantech needed to respond to the constraints. We also examined the timing 
and situation in which Advantech interacted with Kontron’s low-power and high-power 
partners.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by which Advantech constructed symbolic meanings of 
resources, we considered the change of power dynamics among Advantech, Kontron, and 
their partners as the outcome of bricolage.

Two episodes illustrate how Advantech inversed its power position by recogniz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strengths of high-power player actor, constructing resources with high-
power players’ partners and redefining the rule of the competition. The first episode shows 
how Advantech established partnerships with Kontron’s local dealers by amplifying the 
dealers’ sense of crisis. Kontron’s aggressive approach to its customer relationships 
marginalized its local distributors and even threatened their survival. To approach the local 
distributors, Advantech first made them aware of their dire position with Kontron and then 
offered to establish joint-venture alliance with them to gain resources that it would not have 
otherwise. The joint-venture partnership was mutually beneficial to Advantech and the local 
distributors. Advantech built its distribution network in the least possible amount of time and 
lowest possible cost, and local distributors survived in the market by selling Advantech’s 
products to mid-ti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without appearing to be disloyal to 
Kontron. Consequently, Advantech was able to inverse its power position by redefining new 
rules of competition with Kontron so that the competition was no longer based on providing 
industrial computing technology for top-tier clients but on serving mid-tier customers and 
using network resources in China.

The second episode illustrates how Advantech exploited service disruption experienced 
by Kontron’ customers and constructed resources to win over those customers. Kontron’s 
stringent approach to technological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caused its mid-tier SOE 
customers severe operational disruption and inconvenience.  Once again, Advantech saw 
Kontron’s aggressiveness in technological maintenance and customer service as its weakness 
and intended to win over those of customers. Advantech first provided them on-site 
engineering service, helping them with procurement, and then customized technology 
specification in “quasi-military standards” so that customers could mix and match different 
technology standards according to their operations. As Kontron focused most of its attention 
on top-tier customers instead of on SOE customers, Advantech made these SOE customers 
its privileged customers and helped them with maintenance and procurement. Advantech 
redefined the context of the competition, which was no longer based on rigorous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but on customized services. Advantech also developed a new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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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e—COM technology in quasi-military standards—which had not been applied to COM 
technology before..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literature in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First,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entrepreneurs can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due to their prior knowledge and challenging previous experiences. We extend 
this line of research by proposing that entrepreneurs can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in the 
constraints lying within incumbents’ strengths and dominance. Second, studies of bricolage 
have focused on “making do” by repurposing resources and recombining resources, but have 
yet to examine how to construct resources from nothing. We propose that low-power actor 
can construct resources from nothing by giving symbolic meanings to the resources, making 
allies with opponents’ partners, and obtaining resources from them. Last, we propose a 
systematic power-inverse model for low-power actors to inverse their power positions with 
respect to high-power actors. Strategic literature has indicated various tactics for responding 
to power constraints; however, these tactics have been reactive rather than proactive. We 
argue that low-power actors are able to inverse their power positions by redefining the 
context of the competition. Our model indicates that low-power actors can proactively affect 
the context of competition and reshape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high-power actors and 
their partners, and low-power actors can be influential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This research has a few limitations but opens up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irst, we 
could not conduct fieldwork directly with Advantech and Kontron in China so had to rely on 
field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with their branches in Taiwan. Our data collection included 
interviews only with managers from the two companies who were stationed in China, so we 
could not examine how they formulate strategic responses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Future research could examine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power and low-
power actor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power-inverse framework and explore other ways in 
which actors can change the rules of the game to inverse their power positions. Second, we 
did not have the data to account for how Advantech combined and integrated new resources 
with its existing resources. Thus, we could not address how actors who have obtained and 
internalized new resources integrate them with existing resources and whether such actors 
find a synergy between old and new resources. These questions could be addressed in future 
research to shed light on the synergy of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ird, as suggested, resources can have symbolic meanings, and actors can re-contextualize 
the meanings of resources to construct new resources from nothing. Future research could 
continue to examin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 and how 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may facilitate resour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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