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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關鍵字 

 

近年來，由於資訊、網路科技的發達，以及消費者意識的抬頭等社會運動的

興起，消費者已不再只是被動地接受生產端所提供的產品/服務。也因互聯網、

平台經濟與共享經濟的經營實務風起雲湧，傳統的線性供應鏈不再是創造價值的

唯一模式，許多的經濟活動已然進入學者所稱的「共創典範」。同時，上述實務

現象的轉變也促使學術界包括策略學者Prahalad and Ramaswamy (2004)等與行

銷學者Vargo and Lusch (2004)等，在2000年後展開了一系列價值共創(Value 

Co-creation, VCC)相關課題的研究。引發後續學者探討(1) 何謂價值？如何創

造？如何分配(獲取)？如何共創？等基礎層面問題、(2) 價值基礎策略如何運用

到其他層面，以及對其他領域的衝擊與交互影響、(3) 組織(廠商)為什麼會有不

同的價值創造(Why do firm differ in value creation)，以及廠商間價值創造之

優勢為何不同等策略議題。 

本社群為一自主性研究導向的社群，凝聚各自進行價值基礎研究的學者，主

要探討的核心議題包括：(1)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與

價值創造、(2) 價值之內涵與機制：價值創造、獲取、共創、(3) 價值理論與其

他策略與組織理論：交融及對話、(4) 產學合作之價值創造、服務主導邏輯等。

主要執行計畫方式包括：(1) 成立常態性價值研究社群、(2) 舉辦價值研究論

壇、(3) 新進學者輔導活動、(4) 授課、導讀與博士生發展營、(5) 建立實體與

虛擬平台，以利溝通、互動。 

本計畫執行期間共辦理6場次價值研究社群會議，5場次價值研究論壇，探討

議題除上述核心議題外，更涵蓋價值共創與平台策略、共享經濟關聯性、創業研

究與VCC關係、佳冬鄉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價值共創歷程、Guanxi與價值共創關聯

性等。也吸引一些對價值共創有興趣的年輕學者共同參與，也一起運用價值基礎

相關研究之管理與活動思維協助產業界發揮價值共創實踐的效用。 

本學術社群執行成果主要有三：(1) 辦理國外學者來台交流座談會，邀請

London Brunel University的Dr. Dorothy Yen與會演講，與本社群研究群成員、

參與學者與學生共同座談討論Guanxi研究，以及其與價值共創關聯性，激盪出一

些未來共同研究的想法。(2) 研究社群成員共同努力爭取科技部公私部門夥伴關

係之價值共創歷程：屏東縣佳冬鄉「活的博物館」之文創生活再造計畫，將價值

共創導入佳冬客家聚落，有效建構佳冬鄉整體之文創價值，帶動觀光人潮與經濟

效益。(3) 在本社群運作的同時，亦將部分研究成果彙整投稿於國際學術研討會

(如AOM、AIB等)，以及國內外期刊(如TSSCI、SSCI)，共計出版期刊、研討會

論文10餘篇，並持續彙整研究成果發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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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壹.各場次議題摘要及執行心得 

場次1 

 時間：2017/1/19 11:00AM - 14:00PM 

 地點：成功大學管理學院 R62457 教室 

 議題 

  (1)平台模式與價值共創 

(2)服務主導邏輯之價值共創 

 摘要 

  由不同角度切入價值共創概念，了解各個老師目前手邊的資源及現況，並研

擬出未來社群的方向。 

 

 討論議題內容 

(一) 開場 

(1) 回顧從2012 三月份成立 

雖然成果看似不明顯，但是成員已經有所共識，是最大的成果。且有科技

部的計畫與茄苳案，也是被肯定的部份。另外，信輝老師的實際案例，也是很

大的進展。其他還有許多，感謝各位。 

(2) 展望今年：社群努力聚焦 

之前的發展屬於點狀的，今年需要發展完整論述，包含 (1)學術研究

上，＂為什麼＂ 談價值共創、＂what＂:我們看到文獻上面看到的價值共創 & 

定義以及＂how＂:價值共創可能的正向因素增加與負向因素的減少。(2)實務

上，盡可能蒐集個案，做資料的分類(categorize)與歸納、從案例中抽取價值共

創的key constructs 或elements、提出價值共創的架構(step-by-step or 

framework)以利日後與業界對話。 

(3) 在工作的分配上 

實務工作 – 周老師與李老師。人文社會中心的經費抑注，讓每次有二位

講者提供一些意見。集結以利充實價值共創的完整論述。希望每個月固定開會

一次(約週四的時間)，由丹瑋負責聯絡、紀錄，及計畫之執行。 

(4) 討論 

李慶芳老師 

≫不是三年後有一個完整論述，而是emerging 的，逐漸出現的。 

≫科技部的計畫要用價值共創的角度，給科技部好的結果。  

方老師：社群的擴大，請各位老師介紹有意願的老師進入。雖然三、五年內

以學術為主，但是實務方面工作慢慢擴增。 



5 
 

(二) 社群網頁時效性與內容更新 

(1) Member 之增加：張紹基、蔡依倫、蔡振義、蔡志豪。 

(2) 注意時效性 & 內容豐富度 

(3) 請宛甄每週update 一次 

(4) 討論 

案例納入 (李老師)，再討論如何放入官網 

考慮誰在看網頁(蔡馥陞老師)，再討論如何放入官網 

 

 計畫執行心得或收穫 

(一) 發展與連結 

(1) 三個提問: 

本社群的核心價值 。 

學術上(Social Political Process)的價值共創，與少子化的影響 

商業模式：科技部 -- 出書 & 升等五篇、學校是政府的智庫、設立研究中

心，角色放在課程的研發 

(2) 學術工作的發展 

(3) 尚品的案例 for 管理學報 & AOM 投稿 

(4) 海外杜鵬老師的團隊 

(5) 四月(4/25, 26) 的案例研究研討會(預計三、四個人一起去，提高能見 

度)3/1 截稿 

(6) 研究中心的設立，寒假掛牌。可以作為本社群的實驗平台。會進行產學合

作的提案，以及嘗試＂微課程＂的設立。也會開始談企業的教育訓練。 

(7) 討論 

“產學合作＂ 包含的內容? 高雄SBIR 、科技部產學計畫都可以納入。中心

是提供一個幫忙的角度。 

四十個案例，有沒有什麼樣的條件? 二年要四十個不容易，包含了媒體報

導，我們改寫的，也有2 ~ 3 實際進入田野蒐集有關平台的案例。 

建立案例庫。 

蔡振義老師 & 楊鎮維老師都已經有部份案例，可以納入討論。 

案例的規格再由李老師提供。 

四月案例的研討會，參加的可能性? 中國的案例比台灣多，也比台灣快(周信

輝老師)，接受案例以及案例研究方法二個方面的文章 (李老師) 

邀請法國的老師，目前也在做案例，可以考量後續的發展 (周信輝老師) 

思考有什麼資源、可以做什麼活動、對象是誰、外部的夥伴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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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務合作 – 屏東縣政府茄苳案  

(1) 茄苳案是增加＂social impact＂的，目前受到肯定，經費比去年增加。 

(2) 蔡志豪的說明： 

科技部很重視! 需要認真進行。有可能會併入＂社會實踐＂的計畫案中。科

技部期望把學校的研發能量帶入社區。 

田野調查需要更深化。 

寒暑假可視為＂第三學期＂，讓學生更深入地方，把研發能量帶入社區。 

需要志豪編列整年經費的規畫。 

茄苳案要變更到成大，邀請蔡振義老師、謝如梅老師加入。 

類似的案子已經在進行的：1、社區訪談、2、教育部青年署的計畫，去年 

有得獎 ，結合社區需求。3、讓學生完成課程上的要求。(蔡振義老師) 

 

場次2 

 時間：2017/02/16 11:00AM - 14:00PM 

 地點：成功大學管理學院 R62457 教室 

 議題 

(1)組織理論觀點 

(2)從創業研究與談VCC完整論述 

 摘要 

(1)價值共創概念在組織理論角度的立論基礎及延伸。 

(2)創業生態系統及創業生態系統搭建介紹，並將價值共創概念運用在其中。 

 

 討論議題內容 

(一) 開場 

報告的最終目標是經過一年的討論，目標有二個:將來出書及蒐集國內外與大

陸地區的個案。 

透過交流的過程，凝聚對價值共創的完整論述，並隨時準備可以向不同的對

象(包含學術演講落世一般企業管理者)進行報告，針對學術的人，就要有學術

取向的說明，對業界的人，就有實務的說法。 

價值共創的概念有四個-What包含:ecosystem, stakeholder theory,背後的制度

邏輯不同 & How則是機制的設計(government mechanism):正面營造氛圍，降

低不同institutional logic的成員間的conflict。 

 

(2) 網頁的設計 

    因為社群將來三到五年很有成長與發展的機會，因為最近碰到許多人知道

社群的狀況。網頁的加強與更新，有賴謝如梅老師帶學生進行。細節的部份，

下次再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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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請遠東科大的聯合行銷中心主任治本社群會議分享與交流實務經驗 

    周雅燕助理教授已在遠東科大任教十餘年，專長在於農業生技的商品化，

今天開生技聯盟理監事會議，所以預計下次出席，周雅燕老師的實務 

分享有助於本社群掌握實務的脈動。 

(4) 全球架構的整合型計畫 

    請各位老師考慮是否申請，下次討論。 

 

(二) 楊鎮維老師報告 – 組織理論觀點 

VCC 的分析架構-community level 

方老師:更像 system level。 

周老師:用 community，感覺成員是 individual，而 system 則是 organization。

在 SDL，也看 ecosystem，但是提出 system within systems，就看如何 define 

system。 

楊鎮維:system 是一個比較中性的，第二 key paper 世觀念性的文章，但是提

供許多例子，從 knowledge-based 與 Transaction Cost 的角度切入。Why-VCC

有＂利他共生＂的概念，同時存在公利與私利。How 基植於第二篇 key paper

與之前的發表。 

周老師:之前的課堂有"利他"與"利己"的爭論，先例他在球幾，其實也滿符合

邏輯的。另外，施振榮也曾在影片中說＂利他是最大的利己＂。 

 

(三) 謝如梅老師報告 – 從創業研究與談 VCC 完整論述 

從實務而來的聲音，創業該從系統的角度出發。 

生態系統裡面談的＂濕地＂，動態循環、自我維持、自我調節。 

 

 計畫執行心得或收穫 

方老師:focal firm 的 EVXA(Sweeney et al.2015, JSR:315-335 的量化文章)，讓

actor 有意願且有能力投入共創的活動。 

周老師:不管是從管理還是行銷角度，要有 boundary 的概念，以大學創業的

案例來說，創業系統本身有 conflicts，而又 embed 在大學的系統裡面。Follow

這個案例，不管事後成或敗，都可以探討 conflict within and between systems。

應該是一個很值得採用 Action Research 的研究議題。 

方老師:透過平台的模式，完成共創。共創是一個大帽子，而平台是一個方

式，可以思考一下「共創」、「平台」、「共享」等不同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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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3 

 時間：2017/3/23 11:00AM - 14:00PM 

 地點：成功大學管理學院 R62457 教室 

 議題 

(1)服務主導邏輯與發展之方向 

(2)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s in Knowledge-based Organizations 

 摘要 

(1)價值共創理論與服務主導邏輯理論的連結和應用。 

(2)價值共創概念觀念的發展過程，強調知識的異質性及質性分析。 

 

 討論議題內容 

(一) 開場 

今年我們或許可以根據社群五年來所建構起來的「價值共創」理論觀點，針

對台灣的企業做田野的研究調查:請如沒幫忙，整理有關價值共創的論述，請有

意願的老師共同申請，也請如梅老師研究一下申請資格。 

預計每位老師每一年進行三~五個田野調查個案。 

特別請謝如梅老師、李慶芳老師、周信輝老師、蔡馥陞老師、蔡依倫老師、

楊鎮維老師，並邀請跨領域的老師。大致上有七位老師，共同申請。 

 

(二) 服務主導邏輯與可發展之方向 

十年的綜觀發展，近年擴張理論影響力到資管、一般管理領域……等。 

單一單位只能提出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但是無法 deliver 價值。 

既然強調 SD(Service Dominant),就相對要強調傳統 GD(Goods Dominant)的邏

輯。SD 強調價值是因為顧客使用了產品，價值才會產生，以及產品背後知識的

交換。 

價值主張的提出是一個 Invitation。 

資源(Resourceness)是一個目前相對缺乏文獻探討的重要概念，以台南的「夕

遊出張所」為例。 

未來有四個可以發展的方向，第二的跟 Customer Journey 的概念有所連結。 

 

(三) “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s in knowledge-based organizations＂ 

(1) 報告內容如附件投影片 

(2) 觀念性文章的發展過程 

先訂下 context，所以才會聚焦在 knowledge-based organizations，並以本社群

為實證。 

本文已被今年的 AOM 所接受。 

(3) 文章架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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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知識的異質性 

質性分析 

 

 計畫執行心得或收穫 

(1) 服務主導邏輯與可發展之方向 

楊鎮維老師:SD 是 context specific 還是 context free? 任何的 GD 都是 SD，在

SD 的世界裡，所有的產業都是服務業。 

楊鎮維老師:Inter-subjective 是什麼樣的概念? A 與 B 的交互關係中，A 會有

自我詮釋以及修正，一定有互動；以科學哲學的角度，有關我們如何建構這個

世界的 reality 也有一派說明世界是沒有客觀的，而是相對主觀性(social 

subjectivism)。 

SD 企圖變成 context free，但是到科學研究的層次上，仍然會是 context 

specific。 

 

(2)“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s in knowledge-based organizations” 

很精要的包裝，但是定位在質性的研究是否可行? 

邱志芳博士:Mechanism 在量化研究的觀念裡面，是一個 second order. 

周信輝老師:First or second order 在質性的想法裡面，是理論的角度描繪個案

(first description)，再從個案拉出 novelty(second order conceptualization)。 

邱志芳博士:Mechanism 在 topology 裡面的效果是什麼? 

周信輝老師:Proposition 應該要呼應 framework 

邱志芳博士:這個案群組所共創出來的 value 是什麼? Value 目前受到 leader 很

大的影響，但是的確要思考 beyond 這個社群價值是什麼。 

邱志芳博士:社群中未被解決的問題如何在個案中呈現? 

周信輝老師:社群是一個exploratory的，所以題目可以改成Practice for 

searching，以表達質性研究的探索性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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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4 

 時間：2017/4/20 11:00AM - 14:00PM 

 地點：成功大學管理學院 R62457 教室 

 議題 

(1)超臨界萃取創造農業新值 

(2)研究與實務之現在與未來 

 摘要 

(1)新農業的契機為何並以自身經歷說明。 

(2)論述價值共創理論，以及價值共創理論的實務及研究領域發展。 

 

 討論議題內容 

(一) 超臨界萃取創造農業新值 

(1) 周主任的學術生涯以及聯合行銷總中心介紹 

(2) 生技中心的 Know-How，不申請專利也不寫文章，而是在人員的腦中，因   

 為這樣比較不會被挖走。 

(3) 新農業可以賺的是新的 business model，且 Information 很重要，是該生 

    技中心所能貢獻的。 

(4) 行銷總中心的工作內容 

十年的經驗累積 

一年三到五次的商業展覽 

(5) 行銷足跡遍及全球 

(6) 新農業的契機 

產品附加價值過低台灣的栽種技術有很關鍵的技術(以木鱉果為例)。 

產品品質不穩定但是我們的原料缺乏競爭力。 

二階段的處理方式:原料送到中央工廠，再由中央工廠萃取。則成本端跟品質

上都比市場產品高出許多。很會做、很會賣、要靠口碑行銷。雖然成本較高，

但有實際數據支持產品的有效性，價格才能提高。 

(7) 創意行銷的引擎 

只要客戶需求，事情不是不可能的，但要十分清楚客戶是否有這樣的需求，

以有機產品市場為例，客戶不是沒有錢，而是錢不願拿出來。 

了解公司環境時，一定要先盤點"公司所擁有的資源"，而且要很清楚要先想"

賺錢"，二十歲座二十歲的生意，四十歲就做四十歲的生意，不同的公司資源才

能針對不同的目標市場，即要把公司資源跟目標市場做連結。 

透過產品的概念、設計、顧客價值、價值主張，才能產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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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與實務之現在與未來 

(1) 近期的沉澱，重新體認價值共創的核心 

"利用＂、用力 

互動:資源的整合和跨界，不同的資源放在不同的地方，產生不同的價值。 

互信:互動的前提，互惠。 

(2) 從回應＂管理學報＂的過程中的反思 

平台是首要的 

系統性的串連 

(3) 實務上 ULer 平台 

上週第一次上課，雖然只有八人，但是有所體會。要做，做了就會產生問

題，有問題才會找解決方式。 

另外，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情，是很真實的。 

學生在學習中實作，例如開始創業。 

(4) 自發性的向學校申請建立＂產學與價值共創研究中心＂ 

學校提供空間，整理好之後，很多單位就會想來用。 

商業模式在於上的好後，要人來找，即為免費帶收費。 

要幫別人當顧問，要先開始免費定製。 

(5) 佳冬案的想像 

有形的東西是什麼? 

(6) 政策趨勢商機 

價值共創團隊需要思考 

整體速度要加快 

VCC 的顧問服務 

(7) USR 計畫的發想，供各位參考 

(8) 討論 

方世杰老師:大方向很明確，細節的部分，有機會再一起討論。 

周信輝老師:很好，但是大家的時間都不夠。 

周老師:接下來讓碩士生直接參與 

李老師:線上媒合，線下可以到成大來上課。 

周雅燕主任:資源的整合模式已經很明確，有機會可以多參與團隊，雖然在座

的老師都很忙，但都有很棒的研究生，本人的能力是在連結各業的山頭。這個

團隊的文章有讀過，覺得很棒。 

方世杰老師:ULer 平台是否跟如梅老師的拚創實驗室相互交流經驗。 

謝如梅老師:高教升等的部分，可以試試看。 

蔡振義老師:私校的平台可能未來不在校內，整合跨校的，可以變成一個大平

台，並且讓在台面下的師資，浮上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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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行心得或收穫 

(一)  超臨界萃取創造農業新值 

方世杰老師:十年不算長，但累積很多 

李慶芳老師:萃取技術不是本行，如何進入? 

原本中心的人員是專業的人員，但是無法賣出產品，所以聘我去。 

王鴻鈞博士:專利是花錢的東西 

以行銷來說，在向國外客戶報告跟推的時間用。 

李慶芳老師:具體而言，在腦袋的是什麼? 

成功的小細節，"眉角"，做事不計較，過程中的苦功，不知道什麼時候會冒

出來，異業的標竿學習。 

 

(二) 佳冬案的進度 

(1) 科技部要求要駐點，目前與縣政府的互動有進展 

(2) 縣政府希望廠商盡量找屏東的廠商 

(3) 希望老師們可以像去年帶學生來實地踏查。 

(4) 討論 

方世杰老師:計劃案核定清單要傳給一些其他的老師。 

蔡振義老師:想帶一群學生過去，想要持續性的進入社區，等等討論一下怎麼

帶去茄冬。 

 

(三) 全球架構計畫申請資訊 

(1) 去年是四月二十五日公告，預計今年差不多的時間會公告，故先以去年的

主題來報告。 

(2) 去年通過的主題，偏向政治、社會……等，缺商業的。 

(3) 去年的審查意見，重點在於＂缺乏整合性＂。 

(4) 今年計畫的提案 

要加強整合性，所以大概 6、7個子計畫。 

強化團隊成員間的溝通，才知道彼此要進行的工作。 

(5) 討論 

方世杰老師:因為也進入第五年，所以有必要蒐集相關的案例，希望請如梅、

依倫、馥陞、鎮維四位老師思考如何進行。 

今年的主題等公告出來再看看。 

請振義老師考慮提個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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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5 

 時間：2017/6/26 11:00AM - 14:00PM 

 地點：成功大學管理學院 R62457 教室 

 議題 

(1)價值共創的新戰略典範-佳冬之實例 

(2)制度邏輯觀點的價值共創 

 摘要 

(1)佳冬案目前進度及其相關規劃。 

(2)制度邏輯觀點說明以及在多重制度邏輯下如何共創。 

 

 討論議題內容 

(一) 開場 

(1)與社群相關的工作要說明 

海外學者來訪:八月三日會邀請海外學者，請各位成員把時間留下，信件也已

經由丹瑋發出。詳細的會議安排之後再更新給各位老師。 

網頁:丹瑋與如梅老師討論一下更新 

方老師與周老師碩士生已經口試完的要把文章放上去。 

方老師這學期的syllabus放上網頁。 

最近有發表的文章，看是研討會還是論文發表。 

(2) 今日的議題 

今天有準備投影片，說明「價值共創」完整論述的方向與志目前的進展，期

待成員持續使其完整化。 

也請蔡依倫老師從制度邏輯的角度，分享價值共創方面的論述。 

請宏谷特別說明三、四個月前開始與宏谷、鴻鈞討論的業界交流與經驗分享

的計畫書。 

另外。請志豪說明茄冬案的進度，這個部分期許要至少拿出跟去年一樣的成

果。 

 

(二) 分享 

(1) 實務現象上的觀察，可以觀察到:消費者主義的抬頭、供應鏈的解體、服務

經濟、製造業服務化 

(2) 策略研究 paradigm 的浮現(Emerge)，從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operative Advantage、Co-opetive Adavantage，浮現出目前 Collaboration 

Advantage。 

(3) 定義:廠商(或組織)有目的地(pursed)建構一個可以管理的後設組織

(Managed meta-organization)，其目的只在搭架(architecture)一群多個各自獨立的

利害關係人，在既定的共同目標(shared goal)下進行集體的協作(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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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裨創造出彼此共享的集體價值(collective value)與個別的體驗價

值。 

(4) 投影片第七頁是一個思考的邏輯，而不是一個 conceptual framework，是用

左邊的方法吸引參與的，從事中間 Effort in Value Co-creation Activity(EVCA)的

活動，得到右邊集體以及個人的價值共創結果。 

(5) 周信輝老師補充 

定義比過去兩、三年清楚，在定義上可以用不同的本土個案填入，看看有什

麼不足的的地方。 

方老師: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可以在今年底前請每一位成員提出一、二個個

案。呼應定義的部分，請丹瑋記下並持續提醒。 

還可以加強「研究層級」的部分，因為從第七頁的策略研究典範推演可以隱

約看出分析層級由個別公司relationship個別關係，到目前很複雜的多方關

係，這個是後續應該進一步研究並予釐清的。 

 

(三) 分享 

(1) 在方老師去年科技部計畫書裡面延伸問題 

沒有權責關係的組織，如何在一起共創? 

如何建構後設組織? 

(2) 制度邏輯觀點說明 

書目研究法的研究，從六本期刊中搜出 141 篇 

約五成的質性，近五年開始較多量化研究 

分為 neo-institutionalism 以及 Inhabited Institutionalism 

(3) 回答自己提出的二個問題 

(3) 以謝如梅老師的拚創實驗室為例，說明在多重制度邏輯之下如何共創 

(4) 提出兩個命題 

無雇傭關係，各自獨立的利害關係人，何以產生共同目標? 共享的價值? 

焦點組織如何建構後設組織? 

(5) 討論 

蔡志豪老師:各方不同的需要以及所認知的價值，要如何讓所有人有所認同? 

王鴻鈞老師:「由上往下」與「由下往上」各自有不同的 approach 

方世杰老師:建議閱讀 Vargo & Lusch(2016) JAMS 的文章 

周信輝老師:柯博文的碩論就是談不同的制度邏輯下如何建構單一的制度:孝

道興業，從制度外的人在多重制度下找到關鍵人。 

方世杰老師:價值主張一定要掌握背後根深蒂固的制度邏輯，二者要 match 

(四) 宏谷學長說明企業研究與實務案例交流的想法 

(1) 動機是價值共創的實務，與其尋找可以套的個案，何不自行挖掘實際之本

土個案? 

(2) 本身在企業服務多年，希望可以擔任社群中協助交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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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行心得或收穫 

VCC 社群要努力充實與實務界的接軌，需要逐漸培養這樣的能力，所以目前

有先連絡一間公司，主要交流的成員有志豪、宏谷、鴻鈞、鎮維，其他老師也

歡迎一同去交流。公司與團隊各自提出問題，透過多次的交流後，再以檔案建

立成案例資料庫的方式了解雙方互動的過程，慢慢充實本土實務的個案。 

暑假結束前進行的一次互動，聯絡的事情由志豪負責，宏谷保持每個月開會

一次，持續建構能力。 

 

場次6 

 時間：2017/8/3 – 2017/8/7 11:00AM - 14:00PM 

 地點：成功大學管理學院 R62231 教室 

 議題 

(1)Guanxi GRX as conflict management 

(2)The role of Guanxi in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Asia’s emerging 

economics:A conceptual framework 

(3)Guanxi GRX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Sino-U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4)價值共創新典範的演進與未來 

(5)IMP 取徑與服務主導邏輯 

(6)平台策略與新的遊戲規則 

(7)牽強附會或點石成金? 個案之料之解析與加值 

(8)Value Co-creation in Healthcare sector 

(9)創業生態系統觀點的價值共創 

(10)公司協力與價值共創:能源轉型案例探討 

 摘要 

(1)Guanxi 的概念性說明及實務上的案例應用。 

(2)不同觀點下的價值共創概念及實務上的應用探討。 

 

 討論議題內容 

(一) 主詞人致詞 

價值共創社群合作成員、目前發展及未來展望簡介。 

 

(二) Guanxi GRX as Conflict anagement Tool - Dorothy Yen 教授 

To examine what extent do individual guanxi dimensions, namely guanxi, namely 

ganqing, renqing and xinren (hereafter GRX) could be employed to reduce conflict in 

Sino-U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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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討論 

(1)提到 G-R-X，G-R 和 X 彼此之間有關係，是否考慮之後有更延伸的研究? 

Ans.考量到 Data 問題，理論上要有相關性，但跑模型時還是會有一些難度，須

考慮到以什麼樣的方式進行分析並有更完善的架構而建立出更具說服力的結

果。 

(2)relationship 常和 guanxi 劃上等號，但如上所述，如果換人的話便會影響

business 的關係，但現實中卻有可能是因為公司的 reputation，即使換了人，因

為公司 reputation 是良好的，人就不會影響到公司的關係，想探討這其中的差

異?  

Ans.這比較像是把 guanxi 當作調節變數，這可以帶到另外的研究議題。 

(3)策略中好像比較少提到 guanxi 的部分? 

Ans.策略大多提到的是政治關係。 

(4)有提到衝突的部分，過去比較少有這樣的連結，想問當初是如何找到這樣的

主題? 

Ans.和共同研究者探討主題時發現 conflict 是比較冷門的主題，希望這個主題可

以有新的東西產生。 

(5)G-R-X 主題後續具發展性嗎? 

Ans.仍是具發展性的，但須做得更好，或許蒐集不同地區的資料會衍生出不同

的項目。此外，研究方法的部分也可以有更多及更細緻的延伸。 

(6)如何接觸大陸的行銷公司以及蒐集到更完善的數據? 

Ans.目前全球有許多專門的行銷公司，ex:AIP，可以指定要蒐集的資料類型及

數量，公司會給予報價，再決定合作與否。目前市面上也有許多資料蒐集的方

式，但各有優缺。 

(7)發表時，需交代資料蒐集的來源嗎? 

Ans.其實是不需要的，審核的重點在於研究者研究方法的細節。 

(8)如何解決文中所提到的 level 問題? 

Ans.西方人並不認為 personnel relationship 的影響是很大的，但以東方人而言，

會直接將兩個人間的 guanxi 帶換到兩間企業或兩個組織間的 guanxi，以社會文

化的角度進行說服。或是把各公司的主要影響者先提出來，或是以某個變數先

將內部人員進行分類，找出每個受測者建立的關係網絡，再分析其中的相關性

並說明兩間公司的關係資源。 

(9)中國大陸和台灣對於 guanxi 的內涵是不同的? 

Ans.是的，中國對於 guanxi 的認知是比較功利導向的，但台灣是比較偏向情感

上的 guanxi，這也形塑出在研究上不同的論述。 

(10)或許可以建立出 Chinese 和台灣在 guanxi 上更詳細說明和差異上的研究? 

Ans.有過這樣的想法，但須加入更多的學術或實務貢獻才能更有價值。 

(11)怎麼找到 G-R-X? 

Ans.源自於關係理論，但沒有更延伸的討論，在釐清關係、人情、信任及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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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後，選定 G-R-X。 

(12)有沒有什麼樣的案例，可以直接說明講者所定義的 ganqing? 

Ans.沒有，因為 ganqing 的案例會提到比較道德上的問題，有作者以段落敘述

這樣的涵義，但 case study 的部分目前還沒有。 

 

 

場次7 

 時間：2017/10/26 11:00AM - 14:00PM 

 地點：成功大學管理學院 R62457 教室 

 議題 

(1)部落生態旅遊齊步走-陳美惠暨屏科大社區林業研究室案例分析 

(2)價值共創:借鏡部落生態旅遊案例之討論 

(3)公私部門價值共創的反思 

 摘要 

藉由實地訪談深入剖析陳美惠老師林業研究室的實務案例，探討社群目前所

進行的項目可以如何延伸以及說明在價值共創觀點下價值觀之建立。 

 

 討論議題內容 

(一) 部落生態旅遊齊步走-陳美惠暨屏科大社區林業研究室案例分析 

(1) 投影片分享 

計畫契機:林業相關的政策，由陳美惠老師在 2002 年任職林務局時所推動

的一項計畫，政策背景及脈絡可詳見講義。 

背景:林業是執政黨的資源(外銷賺取外匯)態度轉向保育(即使態度轉

變，林務局與當地居民間仍呈現較緊張的關係)2000 年以社區營造為主軸

建立與當地居民更多的互動(極權轉為分權式、參與式)2002 年陳美惠老

師將社區的概念帶入林業(本身有豐富的林業工作經驗)2006 年認為生態

旅遊是兩方衝突的解方，開始一連串的活動 

困境:兩方立場不同、生計和生態間的平衡、部落即為社區，執行間遇到

政治、組織的問題。 

錄音稿內容整理 

主要分類 細項 說明 

創造平台，打破既有組織

疆界 

打破協會的疆界 

在協會之下成立工作會

議平台，邀請除了協會

外的其他居民一起參

與。 

打破部落間的疆界 在很多的部落推動，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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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年連結各部落開始工

作會議。 

建立共識:有認同才會有

行動 

共同形塑願景 

本身想法堅定，開始進

行溝通，但需型塑雙方

願景和默契。 

立即行動 

馬上開始行動，不拖

延，不僅僅是停在願景

而已，提高居民參與的

意願。資源的部分則盡

力寫計畫確保經費來源

充足，也漸漸與公部門

建立更好的關係。 

常常在一起才能夠連結

在一起:學研機構作為連

結者 

做為社區成員的連結者

研究室進到社區後扮演

連結者角色，常常開

會，讓大家聚在一起討

論互動。學校扮演比較

中立的角色，善用這樣

的定位。 

作為生態與生計的連結

者 

以生態旅遊做為策略，

讓生態與生計間不會是

衝突。透過開會與開課

方式進行理念傳達。 

作為公私部門的連結者

學校扮演部落和國家公

園管理處間改建的角

色，讓雙方有更密切的

合作關係。公部門績效

的壓力也加深合作的積

極度。 

學生團隊作為最堅強的

後盾 

學生蹲點培養革命情感

學生進到社區蹲點，甚

至以租房的方式融入社

區。 

建立全方位核心技術 

培訓課程等所有相關推

動計畫皆親力親為，不

外包，維持價值理念和

執行間的一致性。 

從蹲點到創業 

培養學生留在社區進行

創業，目前有學生在部

落成立公司及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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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會人回饋 

李慶芳老師 

≫常開會與價值共創的核心:互動是很相似的概念，因此互動過程對於價值共

創來說也是一個可以探索的點。 

≫學校是一個很好被信任的角色，想到與內門農會的互動。 

≫老師較偏向願景式的思考，但要更重視實作，需落實田野調查才能有好題

材寫出好東西。 

≫依倫的報告可以歸納成一個循環:平台互動(釐清進行怎麼樣的互動)共

識、共信才能產生行動。 

周信輝老師 

≫分析的很好，裡面或許會有制度 barrier 可以打破，調合也是另一個很好的

切入點，陳老師扮演很好的調合者，可以再進行後續的延伸。佩服老師投

入的時間及心力。 

蔡馥陞老師 

≫從共創的觀點-互動來看，成員間在每個階段的發展有所轉變，而關係的動

態是共創很重要的元素，因此對於進入部落打破疆界又不打破疆界這點可

以探討細部的動態發展。 

≫建立共識這點，誰先對誰產生認同，一個帶一個，如何帶入更多人，創造

良好的循環? 

≫正式化機制將學生的擔心變為安心，formalize 的機制? 如何 network? 

≫PPP 探討比較多公部門的互動，較少有業界介入的例子，如果企業 CSR 願

意，可以拉入企業做為贊助者，確保資源的充足。 

方世杰老師 

≫認同由內部轉為 inter 

≫社區營造企業一開始比較不願意加入，需有一定規模 

蔡依倫老師 

≫信義房屋有成立信義基金會進行社區互動 

楊振維老師 

≫團隊基本的動機，或許可以再更強調動機的部分。 

≫績效衡量的標準是什麼?   

≫在這樣的運作模式下可以持續多久，有什麼樣的機制可以永續經營? 

小結 

≫以這樣方式的分享，可以思考其過程的發展，反思 VCC 社群過去、現在到

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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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私部門價值共創的反思 

(1) 投影片分享 

主題 內容 

陳美惠老師訪談重點 

與陳老師談過佳冬的狀況，五年才有

成果，可以繼續觀察佳冬的後續發

展。 

進入社區的初始問題 

核心理念應該有一個頭進行帶領，

才能帶動其他人，活的博物館就是一

個例子。 

不斷進行理念的溝通，以實際的行

動慢慢宣導，在地人也會願意加入。 

目前成果:消息傳遞迅速，居民開

始有回應。例如:去年授課的老師回

流，漸漸展現個人壓箱寶。社群這邊

也針對有意願的民眾、團體全力協

助。 

既有疆界破除(串接利害關係人) 

找到願意且可用的人才，並以不同

的團體接觸更多的人，展開不同的合

作模式，共創價值。 

運用學術單位中立的角色，平衡當

地不同團體間的衝突。 

蕭家古厝目前仍在洽談合作中。 

營造在地投入 

課程設計 

 與文藻外文系老師進行六周合作，

以覽為主軸，將學生帶入社區，將導

覽內容以英文呈現展現國際化。 

 課程最終目的除了英文化導覽手冊

外，還進行校園推廣，帶入外籍生。 

 其他受過訓練之居民做為小老師和

學生共同參與，並直接帶領導覽團。 

活動 

 新丁祭文化暨物產聯合活動 

 曾貴海醫師個展 

資源拼湊 
除了計劃案資源外，與其他關係人建

立深厚關係。 

大地計畫角色扮演 
中立，進行共識價值觀的建立，期

待連結更多利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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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蹲點模式，可做為未來參考之

選項。 

反思 研究者的角度及實踐者的角度 

 

(2) 與會人回饋 

  李慶芳老師 

  ≫價值觀建立:如何將佳冬案和活的博物館連結。 

  ≫還是看到互動，沒有互動就沒有後續，實際將實踐同學帶入，可協助和蕭     

    家的連結。 

  方世杰老師 

  ≫可和其他老師進行合作，保持計畫延續性。 

  ≫各投影片之間的關聯性，以及與價值共創的連結。 

 

 計畫執行心得或收穫 

(一) 價值共創:借鏡部落生態旅遊案例之討論 

(1) 投影片分享 

主題 內容 

產、官、學的在地合作與共創 

對比陳老師案例和佳冬案 

價值共創驅動因子:主軸是什麼，

進去有目的，要怎麼連結。 

治理機制:進去到離開，怎麼有一

個永續營運的機制。 

社區林業與部落生態旅遊案例 

長期的規劃，由在地實作商業模

式，在意生態平衡，把所有架構建立

好，再帶入商業模式。 

共創的價值觀問題 

以一引九:拋磚引玉 

核心思想是什麼? 活的博物館是什

麼? 具體落實是什麼? 

公共財問題，自己的立場為何? 

價值獲取及分配的問題 

 

(2) 與會人回饋 

  方世杰老師 

  ≫活的博物館定義? 如何更聚焦拉在一起? 

  ≫除了佳冬高農，可能還需考慮相關公部門。 

  楊鎮維老師 

  ≫可以拉入佳冬高農，編列一定預算，協助老師進行校園推廣，成為在地人   

    生活的一部份，維持整個計畫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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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豪老師 

  ≫佳冬高農是一個很重要的單位，且多進行與在地相關的活動。 

  ≫請鎮維老師協助進行。 

  周信輝老師 

  ≫破除疆界是否可以轉為融合? 融合會不會比打破更好? 

  ≫很多利害關係人間扮演角色的概念，合適的角色扮演會影響到資源的整   

    合。 

  ≫從共創的角度來看，個別的 Value capture 是重點，利益要平衡。 

 

(二) 未來期許 

針對價值共創概念給予更明確定義並建構出關聯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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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附錄 

(1) 場次1-1 活動照片 

 

(2) 場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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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次2 活動照片 

 
 

(4) 場次3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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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場次4 活動照片 

 

 

(6) 場次7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