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發現與討論 

 

經由第四章的兩個個案之整理與研究分析，描述了研華科技之市場機

會，並經由競爭對手分析，瞭解了競爭對手的價值網路，透過策略的選擇，

決定了研發中心該如何運作，在本章中提出以下之研究發現。 

 

第一節 破壞性創新市場機會點與研發中心的運作 

研究發現一：在破壞性創新中的市場機會點，尚未消費者存在著較大的

市場機會點，且容易產生成果。 

說明與討論： 

由這兩個 case A 和 B 中我門發現都是進入市場尚未消費者的例子，

case A 中，藉由 Win CE 在手持或移動式電腦優勢來滿足在工業電腦中尚

未消費者，case B 則藉由台灣 IC 設計的優勢來改善 RISC CPU 架構，使

RISC CPU 更能符合工業電腦使用，來滿足工業電腦中本來無法使用的應

用，如車載電腦或是其他應用，這兩個 case 都是因為利用技術的改變，

來滿足尚未消費的市場。成功的新市場破壞性創新有兩種形式：1.推出較

簡單可負擔得起的產品或服務，降低顧客對產品使用所需財力和專業技

能。2.幫助顧客更容易，更有效地做他們已經在做的事。 

 

研究發現二：如果要在過度滿足的顧客市場中產生破壞性創新，就要投

入更多資金發展技術，且需要更多時間，才有機會在市場上形

成技術成熟及商品成熟重大突破。 



說明與討論： 

case B 在第一階段為滿足尚未消費者例子，但是當有一天大家發現

RISC 架構更適合在工業電腦領域中應用，且更便宜時就產生過度滿足市

場的破壞性創新，而取代 X86 架構而帶來更大市場利潤，但相對的由於 X86

存在工業電腦產業已經 20 年，RISC 架構短期無法取代，必須等待各種技

術突破之後，如運算速度，相關配合週邊 IC，及 OS 作業系統能力提升，

以及應用軟體開發，這些因素都是重要關鍵技術因素，但隨著時間變化，

關鍵技術改善及突破就像無線手機變化一樣，快速改變這個行業的生態環

境。 

 

研究發現三：非市場性機會，只有存在過度保護區域或較不開放新興市

場，在主流市場裡，其影響力有限。  

說明與討論： 

非市場性機會，比較明顯在中國大陸，如政府干預、手機標準及 Linux 

OS，這些都存在區域性市場。但台灣目前都應該還是要和主流相結合，才

能獲取更大的利潤空間，當我們在主流市場佔有之後，再來考慮非主流市

場，因此破壞性創新在市場選擇上，應該避免選擇到非市場情況市場，case 

A 和 case B 都是避開在這市場而選擇尚未消費者市場，如此破壞性創新才

能獲得市場機會點及獲利成果才會豐碩。 

 

研究發現四：在破壞性創新與研發中心的運作中，要有效地結合 R&D 技

術突破、PM 商品化能力、銷售團隊建立三者是影響成敗的關鍵

點。 

說明與討論： 

在破壞性創新中除了 R&D 佈局之外，其他如商品化(PM)及銷售管道通



路的規劃也是 project 成功與否重要關鍵因素，如果能夠提早佈局成功的

機會就會大增，尤其是台灣行銷管道較弱更應該注意行銷能力，否則技術

突破只是造就別人成功，而獲利甜美果實奉送給競爭者。因此在這兩個個

案中，一開始便有 PM 人員參與，了解技術突破，可以應用商品規劃及產

品組合，並採階段性的研發及產品產出，並非技術全部完成才推出產品。

當研究技術突破之後就推出相對應的產品到市場，再根據市場反應修正研

究方向，而形成良性的循環，而當產品在市場接受度越來越好時，就成立

產品部來經營，而形成了育成的機制，因此在 project 開始規劃時，即應

考量產品商品化機制及行銷通路，以期早日在市場上獲利。 

 

研究發現五：在破壞性創新中需要和原來的事業單切開，並由研發中心

負責執行，來提升成效。  

說明與討論： 

由這兩個 case 都是由研發中心主導，而避免干擾事業單位及管理問

題。一般事業單位，必須馬上對現有市場做出快速而有效的反應，因此產

品的研發一般都要在 6個月內完成，且產品研發只要以提供更多功能及節

省成本為主，而無法做到長期研發規劃，因此無法執行破壞性創新，所以

對於需要長期 2~3 年重要研發計畫，也不易達成預期效果。而成立研發中

心來執行破壞性創新，在組織佈局及管理上都較能符合實際需求，尤其是

在經費來源及人才聘用，研發的題目，都會有較佳的前瞻性，也才能有破

壞性創新價值。否則題目太小了，投入經費少又要短期獲利，這種破壞性

創新專案是不值得投入 

 

 

第二節 競爭對手評估與研發中心的運作 



 

研究發現六：在競爭對手評估中，如何找到其價值主張是最重要的。 

說明與討論： 

在競爭對手評估中，了解其價值主張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例如研華的

價值主張，專注於工業電腦全球行銷及發展自我品牌行銷，而 Kontron 的

價值主張，專注於 ODM 工業電腦市場行銷並強調客製化，而 NI 的價值主

張則強調成為類比訊類量測專業廠家，因為其價值主張不同，其資源的佈

局及流程的優勢就會有不同考量，因此如何找出競爭對手的價值主張是最

重要的評估重點。透過了解競爭對手的價值主張，當我們在做破壞性創新

時，才能預估競爭者反應，並避免被反制，如果雙方的價值主張越相似，

則代表雙方的競爭越激烈，任何一方的破壞性創新都會被視為重要威脅，

而時時被反制。而如果市場存在著因規模因素相差很多而存在在位者時，

往往規模較小者就都很容易被在位者反制或吸納，而破壞掉創新的機會點 

 

研究發現七：在評估競爭對手時，如果存在著因價值主張不同而產生不

對稱動機，就會有護盾保護作用。  

說明與討論： 

因為價值主張的不同，而具有不對稱動機的而形成護盾，像 case A

中研華因需進入工控領域控制器及人機介面(HMI)，因此必須具備 Win CE

的能力而進入破壞姓創新，相對的 Kontron 專注於 X86 ODM 垂直市場，因

此就不理會研華在 Win CE 的研發及市場行銷，而給予研華很好不對稱動

機，而減少破壞性創新在早期即被攻擊，而失去破壞性創新的市場機會。 

 



研究發現八：在破壞性創新中，善用所處原來大環境的資源來形成相對

優勢，與具有不對稱能力，是很重要策略。 

說明與討論： 

在破壞性創新中，一定要找出不對稱技術能力，才能領先競爭者，否

則很容易就會讓競爭者跟上，而無法在市場上領先，而技術能力取得除了

本身公司既有優勢之外，善用大環境存在的優勢尤其重要，也就是取得技

術優勢的能力是否相對對我有利，例如 case B 中研華因為總部位於台灣

因此對 IC 相關設計技術及生產製造，跟國外競爭者相比較，相對地在地

緣的關係上就取得不對稱能力的優勢，因此在成功的機率相對就會提高，

因此而取得不對稱能力的優勢，並善用本身所處的環境優勢，是在破壞性

創新中非常重要因素，如此才不會被競爭者在短時間迎頭趕上，並在長期

競爭賽中取得較佳競爭優勢。 

 

研究發現九：要不斷從市場上觀察競爭者的因應策略，如果競爭者是讓

出市場代表安全，如果競爭者是相對映正面投入資源加入競

爭，則必須加速產品商品化，及市場銷售能力。 

說明與討論： 

在進行破壞性創新專案時，需不斷收集競爭者資訊，尤其是產品上市

之後在位競爭者的回應態度，如果競爭者因為價值主張不同，而採取讓出

市場態度，則代表暫時安全，並有機會在未來成功，如 case A，研華進入

Win CE 市場而競爭者因為價值主張不同，而獲得時間空間，進行能力培養

及市場佔有，這都是非常有利條件，而一但 Win CE 在工控領域形成氣候

之後，競爭者便無法馬上反應，投入市場競爭。 

而如果競爭對手採取相同措施，則需在市場商品做出市場區隔或加速

產品商品化速度，來形成競爭優勢，因此收集市場上競爭者因應策略是非



常重要，在市場上相對位置的因素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資訊科技更加透明

的時代裡，更要找出並預測競爭者因應策略，才能成功。 

 

研究發現十：當市場有重要在位者時，必須評估其價值網路是否相同，

而本身是否具有不對稱動機，及不對稱能力，否則不易成功。

說明與討論： 

當市場中存在重要在位者時，必須先評估其價值網路是否相同，也就

是先評估是否具有不對稱動機及不對稱能力，也就是是否有足夠理由與實

力，來避開其反擊，如 case B。如果研華選擇在商業性 IC 開發，並與眾

多競爭者競爭其失敗的機率必然很高，但如果選擇在工控領域，則就有很

好的機會點，並且有其特色，而一般商業 IC 業者，因專業知識不足，而

無法進入，因此在動機與技術上就取得先機，避開在主流市場上重要在位

者，而選擇適當切入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不注意動機及技術，而貿

然投入，惟有失敗一途。因此在破壞性創新中，選擇重要的利基市場，先

站穩市場，先求小勝，再累積足夠力量之後再擴大市場規模，而形成破壞

性創新。 

 

第三節 策略考量與研發中心的運作 

 

研究發現十一：在破壞性創新中策略的選擇上，都是採用應變型研發策

略，才能不斷地在市場上找尋可能市場機會點。 

說明與討論： 

由於破壞性創新存在著許多不確定因素，誰也無法在一開始就確定市

場的機會點，因為市場機會點是不斷地變化，所以破壞性創新最好是開始



時採用應變型研發策略，先探索市場可能的機會點，等到市場機會點明確

之後，再採取計畫形成成長策略，如此可避免市場不確定因素，就算一開

始嘗試錯誤，也不會造成組織無法負擔成本，另外也較容易將計畫轉到新

的市場。例如 case A 中將 Win CE 最先是用在工控器應用，但後來市場發

現除了工控器之外，另外在工控的人機介面（HMI）存在著更大市場機會

點，因此在找到市場缺口後，馬上成立工控 HMI 部門進行計劃性成長策略，

並直接轉移到事業群直接經營，並加速在市場成長，進而快速創造業績利

潤。所以一開始要採用應變型成長策略來探討市場、培育人才，突破技術

瓶頸，這是非常重大策略，否則一旦計劃失敗公司將蒙受重大損失。 

 

 

研究發現十二：在破壞性創新中由公司『內部』挑選一位高階經理人負

責計劃執行，並由 CEO 直接參與。 

說明與討論： 

在破壞性創新中是否成功，計劃主持人佔有一半以上的因素，因此需

要細心安排計劃主持人，而計劃最高負責人應該是 CEO 直接參與，如此決

策才能快速有效，並在第一時間就能做出決策，也因為 CEO 直接參與才可

以靈活調動公司資源，不管是人才及資金全力支援，增加計劃成功率。由

case A 中公司調動高階經理人，曾經有過研發與市場行銷經驗，並在公司

有十年以上經歷，對於公司的運作、文化及資源都有一定的瞭解，可在計

劃進行中，做整體規劃，並瞭解公司未來的發展，避免將計劃的執行和公

司未來發展無法結合。Case B 計劃主持人為 CEO 本身親自帶領，並由研發

中心協理協助執行，代表公司對此計劃支持，對人員士氣有正面的意義，

另外公司也策略性將 1％營業額投入此計劃，讓該計劃在人員及資金方面

都能獲得足夠的資源，也讓計劃進行中順利不少。 



 

研究發現十三：在破壞性創新中資金方面，應該善用政府機構各種輔助，

來增加可用資源。 

說明與討論： 

在破壞性創新中資金的取得，也是一項重要因素，如果在計劃未開始

之前，即做財務資金管理，並取得資金來源，是有其必須性，否則在長達

2-3 年計劃中，可能因為資金來源出問題，或是公司因為外界大環境因素，

而使景氣變差，公司在不得以情況之下，終止計劃進行，因此如何在計劃

初期就取得政府研發補助，並說服公司高階相對應配合資金投入計劃，就

變得非常重要，否則空有理想和人才是不夠的。Case A 因為申請到經濟部

的科專計劃，政府給予三成研發補助，才能讓此計劃能夠安心執行兩年，

而不受任何干擾，如此才能確保計劃品質。Case B 因為申請到經濟部的研

發中心計劃，政府給予兩成研發補助，才能讓此計劃能夠安心執行三年，

而不受外界不景氣影響，並持續進行，也惟有如此才能孕育出破壞性創新

的計劃。 

 

研究發現十四：在破壞性創新中，要避開領導者的價值網路。如果價值

網路相同時，很容易被反制或吸納破壞。 

說明與討論： 

當破壞性創新計劃和市場領導者的價值網路相同時，市場領導者必然

會反擊，並做出反制計劃，或是併購吸納策略，所以在計劃進行前就必須

仔細思考是否和在位者的價值網路相重疊，case A 和 case B 中都仔細思

考過之後，並避掉重疊部分，避免在計劃執行完成之後，面臨市場領導者

的反制。如此才能確保計劃執行成果，並進而達成破壞性創新目的。 

但不幸地，如果與領導者的價值網路相重疊，只有修改計劃內容以避



免之，或是根本地修改公司的價值網路，轉換市場地位到新的領域，藉此

機會提昇公司價值或轉型，這些都是不錯的機會點，千萬不可存著碰運氣

的心裡，以為幸運之神會協助你避開風險，而落入失敗的陷阱。 

 

研究發現十五：如果公司規模成長到某一種程度，而藉助破壞性創新成

長時，先成立研發中心或是獨立子公司來運作。而研發中心的

風險又低於獨立子公司，研發中心從組織獨立出來，並由 CEO

親自領軍。 

說明與討論： 

       

 

圖 5-4-1 公司成長模式  

 

如圖 5-4-1 所示，中小型公司轉形成快速成長公司最好的方法，是安

全而且有紀律的執行，必可看到很好的成果。公司高階主管如果瞭解這個

道理，並找到對的人選來執行計劃，在短期就能收到成效。而研發中心需

從組織中獨立出來、獨立運作，否則會被日常的業務運作衝擊，而無法完

成特定任務，當然 CEO 直接參加也是成功的關鍵。 

 

 

第四節 其他發現 

 

研究發現十六：在破壞性創新中，要提早規劃市場行銷機制。 

研發中心 破壞性創新 公司成長 



說明與討論： 

一般而言歐美大公司在進行破壞性創新時，都比較注重技術的突破或

是應用的突破，但是在台灣如果要進行破壞性創新，則必須考量，行銷及

市場要如何運作，歐美國家對於媒體操作及行銷手法相當成熟，人才也充

裕，因此很快就可以行銷全世界，相對的台灣在市場行銷及品牌操作，則

顯得經驗不夠，產品的包裝及通路的管理均感到不足。如何突破行銷困

境，在計劃的開始就要進入考慮及佈局，否則很容易錯失良機。因此一開

始 PM 人員及 PSM 行銷計劃就要一起投入，不要等到技術突破之後才進行。

台灣廠家，在這一方面，應該多學習歐美行銷概念，才能讓破壞性創新有

更大突破。 

 

研究發現十七：技術來源，破壞性創新與先期投入研發的研究單位合作，

是很重要策略，並取得關鍵性技術。 

說明與討論： 

早期的技術來源，應該善用研究單位資源，如大學的重要實驗室及研

究技術開發，因為先期的技術要成熟到某種程度，才有可能商品化，而這

個演化過程，通常需耗費數年的時間，如果太早投入而商品化無法為市場

所接受時，也是枉然一番投入，所以應該和研究單位合作密切注意技術的

演變，等待時機成熟之後，再站在巨人肩膀上，奮力突破。也就是利用社

會資源、政府的力量以及獨到的眼光，佔領市場，而不是作為一個技術狂

熱探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