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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在產業網路的觀點下，所探討之主題是以台灣具有專業分工、資源

互補現象之服裝產業網路關係，針對網路中的最終通路業者即零售商（女

裝專賣店）之基本特質、競爭優勢、選擇供應商的標準、及經營績效進行



分析。試圖藉由實證研究來證實以下之問題，以利供應商在制定通路決策

時，能針對不同的零售商特質與零售商競爭優勢設計適宜之合作關係，以

達事半功倍之成效，健全服裝產業銷售網之目的。 1.不同的零售商特質在

選擇供應商的標準上有何差異？ 2.零售商特質上的差異是否會影響零售商

對供應商的依賴類型？ 3.零售商對供應商的依賴類型，是否會影響零售商

經營績效？如有影響，哪一種依賴類型會有較佳的經營績效表現？ 4.零售

商在競爭優勢上的作為，是否會影響零售商對供應商之依賴類型與績效間

之關係？如有影響，在合作關係中是否可藉由零售商競爭優勢的表現來提

升經營績效？ 本研究之命題經實證研究，其歸納研究結果如下： 1.零售

商特質在經營型態、負責人曾從事同一行業之經驗多寡、店面特質、租金

比例、店面規模等特質上的差異會影響零售商對供應商有不同的選擇標

準。當零售商經營型態為特許加盟型態時對供應商的品牌力與商品力上的

重視程度均高於自願加盟之經營型態者，而自願加盟之業者則較重視供應

商在促銷力與利潤力上的表現;零售商負責人曾從事同一行業之經驗越

久，對供應商所提供之利潤力因素越重視;當零售商店面為租賃時對供應

商在利潤力因素上的表現較重視;零售商店面租金越高時，對供應商之經

營輔導因素上之能力越重視;而當零售商店面規模越小時，對供應商品牌

力則相對越重視。 2.零售商在經營型態、負責人曾從事同一行業之經驗多

寡、店面特質、租金比例會影響零售商對供應商的依賴類型。當零售商對

供應商的依賴類型為利潤導向群、促銷導向群以及流行導向群時，其經營

型態以自願加盟占多數，而形象導向群則以特許加盟型態占多數;形象導

向群比流行導向群其負責人有較長之行業相關經驗;利潤導向群與低依賴

導向群其店面為租賃的比例占多數;形象導向群在店面租金的比例上高於

低依賴導向群與流行導向群。 3.零售商對供應商不同之依賴類型會影響零

售商在銷售額、坪效、客單價、營運滿意度等績效上有明顯的差異。形象

導向群在銷售額績效的表現上優於利潤導向群、促銷導向群與流行導向

群;形象導向群在坪效績效的表現上優於利潤導向群、促銷導向群與流行

導向群;形象導向群在客單價績效上優於利潤導向群、促銷導向群與流行

導向群;促銷導向群在營運滿意度上高於利潤導向群。 4.零售商競爭優勢

型態對依賴類型在客單價績效與坪效績效上有顯著的干涉效果。利潤導向

群若採行亮體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會比採行供應優勢型在坪效績效上有

較佳的表現，形象導向群若採行亮體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在坪效績效上

會有較高的表現，低依賴導向群若採行成本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會比採

行供應優勢型有較佳的坪效績效表現，但若採行亮體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

態則會比採行成本優勢型與供應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有較高的坪效績效

表現，流行導向群若採行成本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會有較高的坪效績效

表現;利潤導向群若採行亮體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會比採行供應優勢型

之競爭優勢型態在客單價績效上有較佳的表現，形象導向群若採行亮體優

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在客單價績效上會有較高的表現，低依賴導向群若採

行供應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會有較高的客單價績效表現，流行導向群若

採行成本優勢型之競爭優勢型態會有較高的客單價績效表現。  

摘要

(英) 

The topic to b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dustry networks, 

is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 in Taiwan’s clothing industry, which enjoys a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mutual-dependence on resources. Analysis will be 



performed on the final outlet of this network, i.e. retail stores (women’s outwards 

boutique) with respect to their basic features, competitive edges, criteria for 

choosing suppliers, and operational success. An actual investigative survey will be 

carried out i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may be of assistance to suppliers in drawing up their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so that they may develop the most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with retailer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ing features and competitive edges. This would result in greater 

efficiency and w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lothing industry sales network. 1. What 

differences are there in the criteria of retailers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in choosing a 

supplier? 2. Do differences in the features of retail stores affect the retailer’s form 

of dependence on the supplier? 3. Does the form of dependence of the retailer on the 

supplier affect the retailer’s operational success? If so, what kind of effect is this, 

and which form of dependence produces optimal operational success? 4. Does the 

retailer’s quest for a competitive edge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tailer’s form of dependence on the supplier and its success? If so, what kind of 

effect is this, and, in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can the retailer’s competitive edge 

be used to improve operational success? Consequent to our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listed below: 1. The retailer’s criteria for choosing a supplier are 

affected by the following features of the retail store: operational mode, the amount 

of experience the person-in-charge has in running the same kind of business, 

features of the store, rent proportion, and size of the store. 2. The retailer’s 

operational mode, the length of time the person-in-charge has been running the same 

kind of business, features of the store, and the rent proportion all affect the form of 

dependence which the retailer has on the supplier.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way the various forms of retailer-supplier dependency affect the 

retailer’s turnover, floorspace management, average customer purchase amount, 

and operational satisfaction. 4. The type of the retailer’s competitive edge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form of dependence with respect to the average customer 

purchase amount and floorspa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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