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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並探討企業發展兩岸

跨境電商市場所需的關鍵能力。基於資源基礎理論(RBT)與動態能力理論(DCT)為理論基

礎，定義影響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的二項關鍵能力：動態能力與跨境電

商能力。動態能力包括：「企業警覺」、「營運靈活」兩個構面；跨境電商能力包括：「平

台選擇能力」、「瞭解跨境金流」、「瞭解當地法規稅務」、「通路掌握能力」五個構面，進

而發展研究模式及 8項研究假設。採用實證研究方法對國內中小企業進行問卷調查，回

收有效樣本 99份，並運用 SmartPLS 2.0進行研究模式與假設驗證。研究發現：1.企業警

覺對企業的平台選擇能力、對跨境金流及當地法規稅務的瞭解有正向影響；2.營運靈活

對企業的通路掌握能力有正向影響；3.企業的平台選擇能力、通路掌握能力及對跨境金

流的瞭解，對其進入意願有正向影響。據此，進而對中小企業發展兩岸跨境電商提出實

務性建議。 

 

關鍵詞：中小企業、跨境電子商務、資源基礎理論、動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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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阿里研究院(2015)估計 2020 年全球企業對消費者(B2C)電子商務的交易總額將成長

到 3.39 兆美元，其中跨境電子務銷售模式是最快速成長的趨勢之一，全球成長率高達

27%，佔 B2C電商比率 30%。預估 2020年全球跨境線上網購的人口將成長超過 9.43億

人，將佔全球網路購物人口的 50%。在全球跨境電商發展快速中，亞太地區以其領先的

市場成長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跨境電商市場，2014年，亞太地區跨境電商市場交易額佔全

球的 30%，2020年預計將能上升到 48%，將成為全球成長最為快速的市場(朱訓麒，楊

惠夙，2015)。 

近年來，隨著全球跨境電商市場的蓬勃發展，國內企業也陸續投入海外網購與跨境

電商的經營。資策會MIC (2015)調查指出，國內企業目前已進入及未來最有意願進入的

海外電商市場，以中國大陸為主(76.7%)，其次為香港、澳門地區。亞太電商峰會(2016)

統計顯示，61.8%電商企業已開始評估經營跨境銷售，而實際具有跨境經驗的企業卻僅

有 20%。經濟部(2016)所公布對國內電商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現況調查也指出，已有 15%

業者從事海外銷售業務；28.5%正在評估中，42%現無計畫進入海外市場。上述數據呈現

一弔詭的現象：跨境電商對國內企業而言，正方興未艾，也預期有快速成長的空間，惟

大部分企業仍停留在評估與觀望階段，其原因是業者不瞭解海外市場抑或不熟悉跨境電

商經營等問題？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在跨境電商成為重要的發展趨勢下，隨著企業進

入海外市場，許多新的挑戰也將隨之而來，例如：對海外市場與在地消費需求的掌握、

對跨境金流、物流、當地稅制及文化的瞭解，及網路廣告與行銷手法，均是企業跨入跨

境電商市場所應考慮的重要因素(資策會MIC 2015)。然而，這些因素是否是影響國內企

業跨境擴展海外市場意願的重要因素？有待進一步研究與實證。 

針對前述議題，本研究動機旨在採用實證研究來瞭解與探討二項研究問題：1.國內

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之意願；2.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

願之因素。。基於研究動機，本研究以「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 Based Theory，RBT)、

「動態能力理論」(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DCT)為基礎，發展研究模式與研究假

設，並透過問卷調查法(Survey)，對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與影響

因素進行調查。研究成果期望瞭解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之重

要因素，並提供企業未來進入兩岸電商市場的具體建議。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包括： 

1.瞭解目前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2.探討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所需的關鍵能力及其相關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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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討所定義得關鍵能力構面對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跨境電子商務 

「跨境電子商務」(簡稱：跨境電商)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CBEC)泛

指買、賣雙方在不同關境透過運用網路平台（Networking Platforms），進行跨國線上交易

與線上支付，並藉由跨境物流方式遞送商品之國際商業服務與經營模式(朱海成，2016)。

例如：台灣消費者利用淘寶網平台訂購商品與交易金額結算，並透過兩岸物流交付商品

之兩岸商業服務。有別於傳統電子商務與進出口貿易，跨境電商具備特色：1.全球性：

跨境電商一種跨關境的線上交易方式，能夠將單一市場直接跨越到海外市場；2.效率性：

跨境電商透過電商平台，大幅簡化傳統進口貿易的繁瑣流程，物流成本上也較傳統貿易

低廉。3.便利性：消費者可直接透過跨境電商平台購買國外商品，不須出國採購或是請

人代購(呂曜志、邱昰芳，2015)。 

(一) 全球跨境電商市場的現況與發展 

阿里研究院(2015)研究顯示，隨著全球互聯網與行動通訊的發展，以及物流體系和

支付模式等基礎設施也不斷進步，讓全球 B2C電商市場規模高速成長，佔全球消費市場

得比率不斷上升，預估 2020年全球 B2C電商交易額高達 3.4兆美元；消費者達 21.12億

人口；在跨境電商的部分，則將佔有全球 B2C交易額 9,940億美元；消人數將達 9.43億

人，從該數據顯示，跨境 B2C將是未來電商的最重要的發展趨勢。目前全球跨境電商市

場主要集中於三大地區(亞太、北美、西歐)。其中，亞太地區的營業額預估達 5,678億美

元，至 2018年能夠成長率達 15.8%，是成長最快速的地區(廖尚文，2015)。 

中國大陸是目前台灣跨境電商的主要市場，其次為香港及澳門地區，主要原因在於

兩岸三地語言文字相同、中國大陸電商平台發展成熟、進入門檻低、及市場規模廣大，

故其成為國內企業進軍跨境電商的首要目標。目前國內企業經營跨境電商的模式主要包

括：1跨境直送，運用國內電商平台交易，再透過郵政寄送、國際海運、國際空運與國

際快遞等交付商品；3.當地經營，企業直接落地海外市場經營電商；4.平台合作，透過與

海外平台共同合作賣商品。 

雖然兩岸跨境電商市場存在巨大商機，然而，國內電商業者對於進入新市場可能遭

遇的困難與障礙多有疑慮，多數業者仍心存觀望。根據經濟部商業司(2016)的統計資料，

國內業者認為，進入跨境電商市場的主要障礙及問題，以倉儲以及貨運成本為主要問題，

其次為通關、稅務、物流管理配送機制、不瞭解當地市場、法令與制度等問題 

(二) 跨境電商市場的經營 

面對跨境電商與海外通路模式，傳統電商業者應該具備什麼關鍵能力，方能使其成

發展跨境電商市場。雖然，業者可以透許多電商平台(例如：Uitox、淘寶網)，迅速與全

球串聯合作的跨境通路模式，惟知名平台上因各類商品種類眾多且競爭激烈，商品與服

務的差異化與獨特性變得十分重要。此外，有關倉儲、物流配送及專業電商人才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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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業者經營跨境電商所需具備的重要能力。亞太電商峰會(2016)指出幾項發展跨境電商

的重要能力。 

(1) 產品：有效掌握市場需求，找出目標消費者痛點，比其他同業者發掘新商機的方法。 

(2) 物流：將商品快速安全的交付給消費者，對於電商業者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初期進

入跨境電商市場的業者，可以先從電商平台服務或是尋找固定物流業者合作。如果

已經深耕市場中，可以選用當地倉儲，來減省運送費用。 

(3) 通路：對剛進入的電商業者，初期可利用既有電商平台，從中找出優勢商品與營運

模式：對於有一定經驗的電商業者，可以打造專屬官網，以獨特商品與風格來經營。 

(4) 金流：瞭解當地消費者慣用的付款方式，決定採用哪種金流服務。例如：中國大陸

支付環境成熟，支付寶及微信支付是必備；東協國家電商市場，則習慣貨到付款。 

(5) 社群行銷：社群媒體是有效的行銷工具，透過豐富內容行銷或網紅直播來吸引目標

顧客群。 

(6) 專業人才：透過培養專業團隊，外派或當地招聘融合一體，來強化業者的營運實力。 

二、理論基礎 

(一) 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 Based Theory，RBT)普遍被應用來解釋影響企經如何透過既

有資源或是發掘新資源，並將使用資源達到最佳效用，成為企業的主要優勢資源能力

(Grant，1991)。Baney（1997)主張企業競爭優勢的創造，源自於企業必須擁重要的資源

或能力，這些資源存在一些特性：1.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其他企業的資源要所有差

異。2.價值性(value)：資源必須對企業有價值性的，對於企業現今或是未來的獲利有所

幫助。3.稀少性(rareness)：資源的數量不多，比較不會讓許多同企業容易取得的資源，

因此比較有競爭優勢。4.不可模仿性(inimitability)：讓同企業難以模仿的資源，或是模仿

的代價與時間上的成本。5.不可替代性(insubstitutability)：該資源不容易被其他類型的資

源有所取代等特性，並因為有了這些特性能力才能維持競爭上的優勢。Wernerfelt (1995)

也認為企業的營運績效與資源都具備有高度的相關性，但企業競爭優勢會隨著資源被模

仿以及取代，而有所損耗或喪失資源，因此企業應該建立一些獨特資源或能力，來防止

其他企業所獲取這些資源的難度性，並能維護與延續公司的競爭優勢。 

綜合上述文獻，資源基礎理論對於企業瞭解自身內部與外部資源，藉以發展出獨特

資源以或獲取有利的資源，進而創造競爭優勢與企業價值，提供有力的理論基礎。本研

究也從過去基於資源基礎理論觀點之電子商務實證研究中(如表 1)，對跨境電子商務能

力的構面問題進行整理。歸納出企業經營電子商務必要的關鍵資源與能力條件，包括：

專業技術能力、財務管理能力、行銷能力、稅務管理能力、品牌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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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電商經營能力之文獻列表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文獻來源 

以策略管理理論為基礎，用策略矩陣

分析法，歸納整理出電商經營之必要

條件、關鍵成功要素。 

電商經營的成功關鍵要素：(1)明確的營運範疇及

公司定位；(2)消費者隱私權及交易安全的保障(3)

財務管理能力；(4)網站形象(品牌)；(5)產業經驗

與網路技術；(6)虛擬實體整合；(7)豐富的資料庫

(顧客、產品、相關資訊等)；(8)提供顧客相關的

產品或服務。 

雷漢聲

(2000) 

探討台灣電商類型，依據資源優勢構

面，發展出資源變數問項進行實證。 

電商資源可分為：1.關鍵性技術資源 2.營運人力

素質資源 3.行銷資源 4.關係資源。 

曾義明

(2004) 

探討顧客資本對電商業者經營績效的

影響，並同時探討顧客資本六項構面

與市場導向的交互作用。 

電商的關鍵顧客資本：行銷能力、市場拓展、市

場強度、顧客需求、品牌與通路配合。 

張愛華、 

曾忠蕙

(2008) 

以資源基礎理論提出電商技術擴散水

平的影響因素，並採用廣度、深度兩個

維度來測量電商技術的擴散。 

電商技術擴散的影響因素：IT人力资源、企業間

的承諾、企業間依赖以及法規保護與電商技術的

擴散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影響。 

王強、張

嵩(2011) 

電商業者如何有效調整供應鏈資源，

實現企業的合作運作，提高跨組織流

程對客戶需求的應對能力。 

企業内部资源整合是企業跨組織電商能力形成

的基礎，企業外部资源整合是企業跨組織電商能

力形成的關鍵，兩種因素相互影響，形成企業的

跨組織電商能力。 

賀鎮川、

郭浩

(2012) 

 

(二)動態能力觀點 

動態能力觀點(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DCP)(Teece et al., 1997）將「動態

能力」定義為企業整合、資源建立及重新建構內部與外部能力來因應快速變化環境的能

力。動態(dynamic)是指組織為了隨著外部環境改變，而擁有提升競爭能力，當企業技術

的變動速度較快或變動幅度較大時，未來市場競爭將難以掌握，所以企業的創新應變能

力就顯得極為重要。能力(capabilities)強調修正、整合及重新配置組織內部與外部的資源

與技能，來配合競爭環境改變的能力。動態能力的作用，戰略決策與產品開發過程是組

織將現有資源轉化為新的營運能力配置以適應競爭環境變化。Eisenhardt & Martin（2000）

認為動態能力是企業使用特定資源整合、重組、取得，釋放資源等流程，來因應市場變

化、滿足市場需求，並創造新市場機會而提升企業的創造與發展能力。Zoll & Winter(2002)

認為企業的動態能力具有學習模式，透過學習經驗的累積與知識連接，建立出組織營運

修正系統，並提升企業效能。Pavlou & Sawy (2008)認為動態能力是有效重組現有營運能

力以配合不斷變化環境的能力。環境改變需要通過外部環境的變化（例如市場變化、消

費者需求、新技術、競爭對手的策略）和內部企業環境（例如內部危機、新產品開發、

IT應用）。Teece et al. (1997)、巫立宇(2006)、侯嘉政與鍾岳群(2009)等人認為動態能力

能夠因應外部環境變化，企業進行整合(integrate)、重組(reconfigure)、學習(learn)等能力。 

整合能力係指善用企業目前擁有的資源，並透過策略聯盟等合作方式獲得重要外部

資源或是互補資源，有效地加以整合。學習能力是透過模仿、經驗與重複，促使工作執

行的品質與效率，持續的學習能夠保持對競爭環境變化的靈活度，可提高找出新機會的

能力。重組能力是指在面對環境快速變化中，企業可以重組或轉換現有的資源和完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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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資源的轉換。企業重組與轉換資源的能力愈佳，將會提升對於操作重組與轉換流程

的靈活度，能對市場環境與科技更加瞭解，能夠快速重組與轉換，並有效因應環境的變

化(巫立宇，2006)。 

Pavlou & Sawy (2006)以動態能力理論探討企業的 IT能力、動態能力、營運能的關

係及其對競爭優勢的影響(如下圖 1)，從以下模型中瞭解到，IT 能力對動態能力的發展

會產生影響，而動態能力則有助於重新配置企業既有的資源能力，提升企業的營運能力

能夠因應新環境的變化。動態能力和營運能力是不同的，因為動態能力將現有的運營能

力重新配置為新的營運能力（Eisenhard & Martin，2000）。因此，動態能力可以提升企業

的營運能力。 

 

圖 1. IT能力、動態能力、營運能力對競爭優勢影響 

資料來源：Pavlou & Sawy (2006) 

 

參、研究模式與研究方法 

綜合文獻探討，本章將以資源基礎理論(RBT)與動態能力觀點(DCP)為理論基礎，基

於 Pavlou & Sawy (2006)所提模式(如圖 1)，並參考國內企業目前發展跨境電商的窒礙問

題(經濟部商業司，2016)，發展研究模式及研究假設。 

一、研究模式 

本研究以探討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之因素，及其發展兩岸

跨境電商市場的關鍵能力。基於資源基礎理論(RBT)與動態能力觀點(DCP)，及 Pavlou & 

Sawy (2006)所提模式(如上圖 1)，並參考國內企業目前發展跨境電商的窒礙問題(經濟部

商業司，2016)，發展研究模式如圖 2所示。本模式主張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兩岸跨境電商

的意願，會受到企業二項能力：「跨境電商能力」與「動態能力」的影響，此外，跨境電

商能力亦會受到動態能力的影響。動態能力依據 Teece et al. (1997)定義，主要包括：「企

業警覺」、「營運靈活」二項能力構面；另參考國內企業目前發展跨境電商的主要障礙(經

濟部商業司，2016)，將跨境電商能力歸納並定義為「平台選擇」、「跨境金流」、「當地法

規稅務」及「通路掌握」四項能力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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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模式 

 

針對研究模式所定義之 7項研究構面：「企業警覺」、「營運靈活」、「平台選擇」、「當

地法規稅務」、「跨境金流」與「通路掌握」之的操作型定義如下表 2所示。 

 

表 2 研究構面之操作型定義 

分類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動
態
能
力 

企業警覺 企業對於兩岸跨境電商市場與環境改變的覺察能力 

營運靈活 
企業因應跨境電商市場環境的改變，能夠彈性調整作業

流程與營運活動(進貨、生產、出貨與存貨)的能力 

跨
境
電
商
能
力 

平台選擇 
企業瞭解兩岸跨境電商的市場環境，評估與選擇適用跨

境電商平台(例如：淘寶網、京東、ebay、樂天)的能力 

跨境金流 
企業對於兩岸跨境電商金流服務，第三方支付與金流制

度的瞭解程度 

當地法規稅務 企業對於兩岸跨境電商之法規與稅務的瞭解程度 

通路掌握 
企業對於當地市場的合作夥伴：經銷商、代理商與零售

商的掌握能力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

場的意願 
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程度 

 

二、研究假設 

(一) 企業警覺 

絕大部分電子商務交易都必須透過電商平台來達成交易與進行付款方式。因此，如

何正確選擇適合的跨境電商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樊曉雲(2015)認為企業必須自己要有實

力去衡量，選擇企業適合的電商平台。因此，企業發展跨境電商，必須對不同的跨境電

商平台的經營模式、優勢以及收費模式進行評估、瞭解選擇適合的平台。因此，本研究

認為，企業對於跨境電商市場的變化趨勢的瞭解程度越高，平台選擇的能力就會越好。

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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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H1：企業警覺會正向影響企業的平台選擇能力。 

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等行動支付造就中國大陸電商的蓬勃發展，也形成兩岸跨境電商

常重要的金流支付工具。因此，企業對對電商服務環境需求與變化之察覺或認知程度越

高，將有助於其對跨境金流服務的瞭解。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2：企業警覺會影響企業對跨境金流的瞭解。 

雖然中國大陸的電商市場發展進步，不過由於兩岸在稅制上存在差異，並缺乏一致

性的法律規範，故容易造成交易糾紛，提高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呂曜志、邱昰芳，2015)。

因此，國內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必須隨時掌握當地市場、政府政策與稅務制度

的變化，並能隨著環境改變擬定因應策略 (Gaglio & Katz，2001)。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3：：企業警覺會影響企業對當地法規稅務的瞭解。 

(二) 營運靈活之影響 

企業在發展兩岸跨境電商時，必須先瞭解自身的營運或產能狀況，並適時因應海外

訂單或市場需求的變化彈性調整。應避免因產能或庫存缺乏彈性，導致缺貨或無法準時

出貨。因此，企業必須及時察覺與掌握市場需求的變化，有助於其調整或選擇適當的代

理商、經銷商與零售商商，有效地掌握通路(Overby et al., 2006)。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4：營運靈活會影響企業的通路掌握能力。 

(三) 平台選擇 

由於國內中小企業對於中國大陸電商平台普遍缺乏瞭解，因此，如何正確選擇適合

的跨境電商平台是非常重要的(王軍海，2015)。樊曉雲(2015)認為企業必須自己要有能力

去評估及選擇企業適合的平台，提出幾點對於企業選擇平台的要點：1.企業目標市場與

產品定位：；2.平台的規模和影響力；3.平台宣傳推廣能力；4.平台提供附加價值；5.平

台收費服務項目。國內中小企業在發展跨境電商時，必須對不同的跨境電商平台的經營

模式、服務以及收費進行評估，以利選擇適合的平台。因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5：企業的平台選擇能力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四) 跨境金流 

中國大陸消費者習於使用第三方支付與行動支付系統進行網路交易，而中國大陸第

三方支付與行動支付系統相當多元。國內業者進入兩岸跨境市場必須決定採用何種支付

系統與金流服務，因此，業者對跨境金流的瞭解程度越高，會正向影響其進入跨境電商

的意願。據此，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 H6：企業對跨境金流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五) 當地法規稅務 

由於兩岸電商交易在通關、稅務、法規及交易規範上仍存在差異，進而提高鍋內企

業跨境經營的風險，進而影響國內企業發展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因此企業必須謹慎考

量當地市場的政策與稅務制度，來降低營運風險，才能從跨境電商中獲利(呂曜志、邱昰

芳，2015)。據此，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7：企業對當地法規制度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六) 通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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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想要發展跨境電商市場，必須瞭解當地通路的運作以及掌握。因為，不同的通

路商會使商品價格有所差異，並會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便利性(Alba et al., 1997)。因

此，企業如果無法有效掌握當地代理商、經銷商與零售商等通路商，容易造成企業在營

運過程與服務提供的不確定性，導致進入市場意願降低。據此，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 H8：企業對當地通路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 

三、問卷設計與調查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實證研究。研究問卷題項的設計依據各研究構面的操作

性定義所發展而來，問卷初稿曾邀請四位資管系教授、三位資管系博士生及四位具有電

商經驗業者，協助進行專家問卷內容效度(Content-validity ration, CVR)檢測，並對問卷用

字修辭進行修訂，以確定各題項的適切性。在正式問卷發放前，先實施小樣本前測（prior 

test），結果採驗證性因素分析（CFA）檢定因素負荷量，再刪除解釋力不顯著之題項。

最終式問卷題數共計 35 題。問卷調查對象係以台灣中小企業為母體，抽樣方法採取便

利性抽樣，於民國 106年 4月至 5月間，以紙本問卷以及網路問卷來蒐集資料。問卷填

答對象為台灣中小企業之主管與負責電商經營者。針對台灣北中部地區的受訪者，使用

網路問卷發送；紙本問卷採現場填答方式，填答完後即回收問卷。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總計回收問卷 124 份，扣 25 除份填答不完整及填答分數完全相同之無效問

卷後，共計有效問卷為 99 份。所蒐集資料運用最小平方法之結構方程式 SmartPLS 2.0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相關敘述性統計、信度與效度分析與研究模式驗證結果分述如下： 

一、受測樣本之基本資料統計 

(1) 依所在地區分：南部 57.6%；中部 6.1%；北部 36.4%。 

(2) 依員工人數區分：6~20人數 23.2%； 5人以下 22.2%；201人以上 19.2%；21~50人

16.2%；51~100人 16.2%；101~200人 3%。 

(3) 依資訊專業人員區分：1~5人 46.5%；資訊業務外包 22.2%；10人以上 20.2%；6~10

人 11.1%。 

二、測量模型—信度與效度分析 

針對問卷資料先採用部分最小平方法之結構方程式 Smart PLS 2.0 之平均變異數萃

取量（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onbachs 

α及因素負荷量等統計值來檢測各研究問卷之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 信度分析 

(1) 組合信度(CR)：表示構面指標內部一致性（consistency），若組合信度值越高，則顯

示的指標內部一致性就越高。Hair（1997）學者認為 CR值要大於 0.7以上。由下表

3顯示各究構面的 CR值皆大於 0.9以上，表示本研究問卷具有內部一致性。 

(2) Cronbachs α：用來檢驗問卷量表之有效性與可靠性，以確保研究量表具有一致性與

穩定性。係數值越高則代表可信度越高。Nunnally(1978)學者認為 Cronbachs α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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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於 0.7以原則。由下表 3顯示，各研究構面之 Cronbachs α係數均高於 0.9，表

示本研究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 

(二) 效度分析 

(1)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分析（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AVE是計算潛在變項對

各測量變項之變異解釋能力，若 AVE 值愈高，則表示潛在變項有愈高的收斂效度與

信度。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 AVE之標準值須大於 0.5。由下表 3得知，研

究構面的 AVE值介於 0.760至 0.943間，符合門檻標準，表示本研究各構面測量變項

對該構面之變異解釋能力佳，並有一定的收斂效度。 

 

表 3. 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變項 AVE CR Cronbachs α 

通路掌握 0.934 0.983 0.976 

跨境金流 0.943 0.985 0.980 

企業警覺 0.851 0.966 0.956 

營運靈活 0.894 0.971 0.961 

平台選擇 0.760 0.940 0.921 

當地法規稅務 0.892 0.976 0.970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

願 
0.827 0.950 0.930 

 

(2) 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指個別衡量變數與研究構面之間的相關性。因素負荷

量以大於 0.707以上為原則。由表 4顯示，本研究問卷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8

以上，介於 0.817至 0.981間，表示衡量變項具有一定的收斂效度。 

 

表 4.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主構面 衡量變數 負荷量 平均數  主構面 衡量變數 負荷量 平均數 

平台選擇

(PS) 

PS1 0.817 3.63  

跨境金流

(CBM) 

CBM1 0.959 3.54 

PS2 0.867 3.64  CBM2 0.981 3.56 

PS3 0.899 3.46  CBM3 0.970 3.52 

PS4 0.902 3.43  CBM4 0.975 3.53 

PS5 0.871 3.53  

通路掌握

(AM) 

AM1 0.969 3.21 

企業警覺

(EA) 

EA1 0.917 3.47  AM2 0.972 3.20 

EA2 0.925 3.41  AM3 0.956 3.20 

EA3 0.946 3.45  AM4 0.968 3.15 

EA4 0.901 3.41  進入兩岸跨

境電商市場

的意願(WI) 

WI1 0.911 3.54 

EA5 0.922 3.32  WI2 0.895 3.37 

營運靈活

(ES) 

ES1 0.961 3.33  WI3 0.904 3.59 

ES2 0.957 3.31  WI4 0.927 3.52 

ES3 0.940 3.31      

ES4 0.924 3.32      

當地法規稅

務(RT) 

RT1 0.920 3.16      

RT2 0.951 3.29      

RT3 0.935 3.22      

RT4 0.958 3.22      

RT5 0.956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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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潛在變量分析（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主要測量出該測驗之區別效度，檢定測量

變數之潛在變量（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對於不同的構面之間的鑑別程度。依據

各構面之平均變異取量(AVE)的平方根，必須大於該構面與其他構面的共變關係(Chin，

1998)。由表 5顯示，各研究構面間具有一定的區別效度。 

 

表 5. 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分析結果 

構面 (縮寫) 題數 AM CBM EA ES PS RT WI 

通路掌握 (AM) 4 0.966       

跨境金流 (CBM) 4 0.645 0.971      

企業警覺 (EA) 5 0.652 0.667 0.922     

營運靈活(ES) 4 0.642 0.538 0.672 0.946    

平台選擇(PS) 5 0.508 0.481 0.648 0.471 0.872   

當地法規稅務(RT) 5 0.660 0.566 0.595 0.618 0.616 0.944  

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

願 (WI) 
4 0.664 0.629 0.637 0.441 0.585 0.604 0.909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0.5） 0.934 0.943 0.851 0.894 0.760 0.892 0.827 

組合信度（CR>0.7） 0.983 0.985 0.966 0.971 0.940 0.976 0.950 

 

三、結構模型—研究假設檢定 
本研究為了驗證所提研究模式與 8項研究假設，運用結構方程式 SmartPLS 2.0進行

結構模型驗證，檢測時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反覆抽取 2000個樣本做為計算結構模

型之路徑係數及顯著性，以瞭解研究構面間的影響關係。結構模式分析結果如圖 3所示。 

 

 

顯著水準：*P<0.05   **P<0.01  ***P<0.001 

圖 3. 部分最小平方法（PLS）結構模式圖 

 

所提 8項研究假設除 H7不成立外，其餘假設皆獲支持成立，各項假設驗證結果如

下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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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模式路徑關係 
路徑係

數 
T值 驗證結果 

H1 企業警覺→平台選擇 0.648*** 8.988 成立 

H2 企業警覺→跨境金流 0.667*** 11.121 成立 

H3 企業警覺→當地法規稅務 0.595*** 6.704 成立 

H4 營運靈活→通路掌握 0.642*** 6.856 成立 

H5 平台選擇→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238* 2.283 成立 

H6 跨境金流→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254** 2.581 成立 

H7 當地法規稅務→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

願 
0.112 0.941 不成立 

H8 通路掌握→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 0.305** 2.685 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與貢獻 

經實證研究發現，本研究所提研究模式之 8 項研究假設中，除 H7：企業對當地法

規稅務的瞭解會影響其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不成立外，其餘假設均成立。研究

結果發現，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之關鍵動態能力與跨境電商能

力。動態能力包括：企業警覺及營運靈活兩項能力；跨境電商能力則包括：平台選擇、

通路掌握、瞭解跨境金流、瞭解當地法規稅務等五項能力。整體而言，動態能力實有助

於跨境電商能力的提升，而跨境電商能力則會對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意願產生

正面影響。 

有關動態能力對跨境電商能力之影響。研究發現，企業警覺之動態能力會正向影響

中小企業的平台選擇能力、及其對跨境金流與中國大陸相關法規稅務的瞭解；營運靈活

之動態能力則有助於企業對通路掌握能力的提升。而企業對電商平台選擇、當地通路掌

握能力，及其對跨境金流的瞭解等跨境電商能力，均會對企業對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

的意願產生正面影響。綜上所述，國內中小企業若要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必須隨時

保持其對兩岸電商市場或環境變化的察覺、因應與靈活經營的能力，進而重組現有資源

並強化時俱進的跨境電商營運能力，方能有效發展兩岸跨境電商業務。 

本研究以資源基礎理論(RBT)動態能力觀點(DCT)探討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兩岸跨境

電商之議題，切合台灣電商產業發展所需。所提研究模式與實證研究結果，定義了企業

之動態能力、跨境電商能力及進入兩岸跨境電商市場意願三者的影響關係，此一研究結

果提供了爾後跨境電商相關學術研究的參考。在實務意涵上，本研究建議目前欲發展兩

岸跨境電商的業者，應該持續關注兩岸電商市場變化及產業發展趨勢，保持敏銳的嗅覺

及靈活應變能力，當企業對兩岸電商平台、跨境金流、法規稅務與行銷通路越瞭解，才

能發展有效的經營策略或商業模式，進而有助於兩岸跨境電商市場的經營與發展。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 



2018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13 
 

雖然本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對研究模式、研究設計、問卷調查與回收問卷樣本上力

求嚴謹與客觀。但仍受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等因素，仍存以下限制：1.問卷填答限制：

受測者在填答主觀性問卷時，會因對跨境電商相關議題的瞭解程度不一，產生填答誤差。

2.回收樣本限制：因回收問卷數有限，故研究結果無法代表台灣全體中小企業業者的意

見。針對未來研究方向，建議相關議題值得後續研究，例如：1.在研究構面上，研究者

可思考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國內中小企業進入兩岸跨境電商的意願，藉此擴充或可發展

新的研究模式；2.相較於中國大陸電商市場，針對其他海外市場(例如、東南亞或歐美地

區等)，其影響因素可能有所不同，值得後續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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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intention of entering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or Taiwan’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EM), and then 

explored what key capabilities of influencing the entr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s for 

the SEMs. Based on the resource based theory (RBT)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DCT), 

the paper identified two key capabilities, namely, dynamic capacity, and cross-border e-

commerce capability. Dynamic capacity includes two factors－enterprise alert and flexible 

operati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capability includes five factors－platform selections, 

cross-border cash flows, local tax law, and channel strategie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d 

a research model and eight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uses survey to collect data on 

Taiwan SEM. The questionnaires yielded a return of 99 samples. Then, this research used 

SmartPLS 2.0 to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ed: (1) 

Enterprise aler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apability of platform selections. (2) Enterprise 

aler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ross-border cash flows. (3) Enterprise 

aler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local tax law.(4) Flexible opera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annel strategies.(5) The capability of platform 

selec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cross-border cash flows, and the channel strategie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ntion of entering the new marke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research offered several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SEM to 

enter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EM), cross-border e-commerce, resource based 

theory, dynamic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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