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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設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由第二章的文獻中可以了解，新產品策略性上市決策主要處理的是上市什麼 

(What to Launch) 、在哪上市 (Where to Launch)、何時上市 (When to Launch)

與為何上市 (Why to Launch)等方面之議題，且通常是先於戰術性決策訂定，也

直接影響之後戰術性決策的方向，而且一但決定，其在整個產品的發展與商業化

的過程中即很難被改變 (Crawford,1994；Hultink ,1998)，因此可以想見策略性

決策對於新產品績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策略性上市決策有各種不同的組合，而本研究希望能針對一些對於高科技產

業而言較具策略意涵的策略性上市決策來作探討，首先，高科技產業中技術是主

要的競爭優勢之一，掌握新科技並應用在新產品之中對廠商而言是必要的課題，

然而並非導入的科技越多越新，生產的產品新穎度越高，就能使新產品績效越

佳，適當的新穎度能使產品具競爭優勢，但過高則可能導致顧客購買的疑慮，因

此產品新穎的程度是廠商重要的上市決策之一；而產品定位相當於是新產品的靈

魂，也是直接影響之後戰術性行銷策略之擬定與執行方式的重要因素；另外，由

於高科技產業的產品生命週期很短，而競食效果的強度也較高，因此上市時機的

掌握攸關產品的績效。由於這三項決策具有策略上重大的意義與影響性，因此本

研究選取「產品新穎度決策」、「產品定位決策」與「上市時機決策」為所要探討

之上市策略組合，第二節中將對此三項決策作更詳盡的論述。 

 

而影響上市策略的因素，Song & Parry (1997)認為主要來自兩個構面，即競

爭環境 (Competitive Environment)與公司內部環境 (Internal Environment)。而

究其根本，企業對於外部環境，即市場上之競爭者、顧客需求、或是各種新技術

的因應態度，以及對內部環境，即公司各層面綜效方面的考量態度，將影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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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訂定。由此可以推論，企業內部的情境因素或態度傾向，是影響策略性決

策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希望探討公司內部因素如何的影響上市策略的決定。 

 

另外，高科技產業具有三項特性，即市場不確定性高、技術不確定性高、與

競爭變動性高 (Jaworski & Kohli, 1993)，是一個高度競爭，高利潤回收但也具

高度風險的產業，在這樣的產業環境中，企業必須對市場有更高度的敏感，能隨

時嗅出市場需求的走向，並積極的搜尋並回應新科技，尋找新科技與市場需求的

契合處，以因應高度的競爭。可以想見，公司內部對於市場、競爭者與新科技的

策略導向，除了會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的訂定外，也可能直接影響新產品上市後

的績效表現，因此，公司內部策略導向與新產品績效表現之間的關聯性，也是本

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之一。 

 

整體而言，本研究希望研究台灣高科技公司內部在技術機會主義、市場導向

和競食意願三者上的傾向，對產品新穎度、產品定位與產品上市時機之掌握等三

項策略性上市決策之訂定的影響性，以及不同的策略性上市決策對於產品績效表

現的影響，並探討這些公司內部之因素是否對產品績效亦有直接之關聯性。研究

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 本研究之觀念架構圖 

 

策略性產品上市決策 
(1) 產品新穎度 

(2) 產品定位 

(3) 產品上市時機 

公司內部策略導向 
(a) 市場導向 

(b) 技術機會主義 

(c) 競食意願 

新產品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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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節，將詳述本研究中各項變數選取的原因，以及針對這些變數所推論

的研究假設。 

 

第二節 新產品上市策略 

 

    在公司新產品策略性上市活動的決定上，本研究主要針對三項決策加以探

討，分別為「產品新穎程度」、「產品定位」、與「上市時機」，希望探究影響此三

項決策的因素，以及此三項決策對於新產品績效之影響。 

 

一、產品新穎程度 

    根據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的觀點，產品新穎度可分為對企業本

身而言的新穎度以及對市場而言的新穎度，然而無論以何種角度而言，新穎度的

決策對於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均有重大影響，當企業決定導入創新科技，預計推

出新穎度很高的產品時，在公司層面可能造成既有投資失去價值，因為該科技與

公司既有的設備或組織架構不相容，進而形成組織間的抗拒行為而影響新產品推

出的效率，另一方面，導入的科技越新可能所需投入的成本也越高，所需承擔的

風險也越高；而對市場來說，顧客由於不了解此一新科技，甚至若必須改變以往

的消費模式時，對此一新產品的疑慮將更大，致使新產品無法達到預期績效。因

此，高度新穎的產品對於顧客或對廠商而言均有風險存在，故在決策上必須正確

地選擇適當的產品新穎度。 

 

由於產品新穎度決策具有如此之重要性，因此本研究選取其為所要探討的上

市策略之一。 

 

二、產品定位 

    Hi-Tech與 Hi-Touch是高科技產業中經常聽到的兩個名詞，代表的是理性訴

求的高科技，與感性訴求的高質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Teresa & Lyn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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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認為，這兩種不同的傾向可用以為產品定位的依據，Hi-Tech 的產品定位

強調產品的功能特性，尤其著重於產品所使用的科技，連帶影響到之後戰術性決

策的主要目標，是提供顧客足夠的產品相關資訊，尤其是介紹其中所導入的新科

技，以利顧客對此新產品做評估；相對的，Hi-Touch 的定位則強調產品所代表

的形象或使用的情境，而之後的戰術性決策也會以情感的訴求為主，目的是讓產

品形象深植顧客心中，並廣為目標顧客所認同。 

 

高科技產業中科技雖然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高度強調 Hi-Tech的定位卻並非

是必要的，Nasibeet (1982)指出，科技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的本質，因此須藉由對

人性化的回應(human response)與 Hi-Touch的訴求來平衡之，如高科技產業中

的 BMW，即採用 Hi-Touch的定位，將其產品定位為「終極的駕駛機器」 (The 

Ultimate Driving Machine)，此外，由於並非所有的顧客均有足夠的科技知識去

回應 Hi-Tech 的訴求，因此即使在高科技產業，仍需在 Hi-Tech 與 Hi-Touch 的

產品定位上審慎拿捏，故本研究亦將產品定位上 Hi-Tech 與 Hi-Touch 的程度，

列為探討的主題之一。 

 

三、上市時機 

    近幾年來產品的生命週期普遍都明顯縮短，在高科技產業中此現象更為明

顯，且由於技術不斷的推陳出新，因此必須盡快地將所掌握的技術商品化並推出

上市，否則獲利的時間將被壓縮。Cordero (1991)便曾指出，公司將新產品快速

推出上市之目的，是希望縮短探測到市場需求後給予回應的時間 

(Response-Time-to Market Needs)，以增加競爭優勢。 

 

    而雖然加快上市的速度能提升競爭優勢，但Millson、Raj & Wilemon (1992)

卻認為，公司決策者時常因處在急於上市的壓力下，以致無法全盤考量而忽略某

些潛在危機；然而，若是在新產品發展過程或是產品測試階段花費過多時間，則

會導致讓競爭對手率先成功地將相同的新產品推出上市 (Griffin 1997；Mil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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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 & Wilemon 1992)，因此依據產業競爭的情形與公司所預期的目標，決定適

當的上市時機對於新產品的績效而言是很重要的。 

 

Benedetto (1999)認為上市時機適當與否，除了是必須符合公司原本的策略

目標外，還需由顧客與競爭的角度來評估，並提出新產品上市時機可以用下列三

項標準描述之： 

(1)依照原先規劃之目標，新產品如期上市。 

(2)依競爭狀況而言，新產品上市之時機非常完美。 

(3)從顧客的角度觀之，新產品上市時機之掌握十分精確。 

 

    由於上市時機對於新產品績效的影響相當大，而決策上也常會受到組織內部

因素的影響，故將此上市決策納入本研究架構中以作更深入之探討。 

 

第三節 上市策略與新產品績效 

 

    由於策略性上市策略在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的早期即已被訂定，且一但決

定，其在產品的發展與商業化的過程中即很難被改變，策略性上決策相當於企業

對於新產品所定下的基調，因此可以想見對於新產品的績效會有直接的影響，以

下將針對本研究所探討之上市策略，推演其對新產品績效影響之假設。 

 

    在高科技產業中，由於存在很高的市場與技術不確定性(Jaworski & Kohli, 

1993)，因此對於消費者而言，新穎度過高的產品為過去所不熟悉的，可能會由

於無法確知新產品的功能表現、無法確信銷售者能提供及時且高品質的售後服

務、無法預知新產品是否有不良的邊際效果、或不了解其中導入的新科技所要滿

足的需求是什麼，因而採取觀望的態度而不願購買，Lee & O’Connor (2003)便

曾在其研究中指出，由於顧客對新科技存有恐懼並拒絕採用，因此產品的創新程

度對新產品發展過程的影響有可能是負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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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對於創新使用型的消費者會樂於採用新產品，但此類型的消費者畢竟相

對較小，且隨著產品新穎度的提高，此類型的消費者數量會跟著下降，對企業而

言將無法形成足夠的市場規模，而無法達到企業對於此新產品績效上的預期。 

 

另一方面，根據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的觀點，產品新穎度一方

面是對市場而言的，另一方面也是對企業本身而言的，而過度新穎的產品對企業

來說可能需作組織內部的調整，而既有的設備也可能與所要導入的新科技不相

容，導致組織內部的抗拒以及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的效率不佳，因此基於以上推

論，可得以下假設： 

 

假設 H1：產品新穎度與新產品績效呈負相關 

 

    科技在高科技產業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新科技導入的目的主要有

二，一為改善生產效率，二為解決某些顧客需求，整體而言即為藉由新科技來提

供顧客更具有成本效益的產品，因此科技為一種工具，重點其實在於其所帶來的

效益，而且在高科技產品中通常蘊含著許多的科技，但這些科技通常是顧客所不

熟悉或不清楚其所要滿足的需求是什麼，然而根據 Teresa & Lynette (1987)的觀

點，高科技之產品定位強調的重點是產品的功能特性，尤其著重於其中所使用的

科技，而之後的戰術性決策會以提供顧客足夠的產品相關資訊為主要目標。但

是，在顧客並不了解科技的情形下，可能無法對廠商所提供之資訊作評估，甚至

也沒有強烈的動機與意願去學習或了解新科技，因此過度的強調高科技反會使顧

客與產品間的距離拉大，因而使產品績效表現不佳。 

 

另一方面，高質感定位強調的則是產品所代表的形象或使用的情境，而之後

的戰術性決策也會以情感的訴求為主，目的是讓產品形象深植顧客心中，並廣為

顧客所認同。因此，顧客對產品或品牌的認同是高質感定位的主要目的，Nasib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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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曾指出科技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的本質，要平衡這種本質，則須在產品上加

強人性化的回應 (Human Response)與高質感的訴求，因此，高質感的訴求能

減少一般消費大眾對於高科技的距離感，並增加顧客對產品或品牌的心理認同程

度。 

 

以 Intel的 Centrino科技為例，一般顧客並不清楚其技術規格或與過去 CPU

的差別所在，因此當一產品導入此技術時，若過度強調高科技定位，提供大量

Centrino相關資訊，未必能引起顧客的共鳴；相對的，若強調高質感定位，營造

出產品引入該科技後，能帶給顧客無線上網的便利性與無拘無束的行動樂趣，將

能更引起顧客的購買意願。因此，基於以上論述可得假設如下： 

 

假設 H2：高科技產品定位程度越高，則新產品績效越差 

假設 H3：高質感產品定位程度越高，則新產品績效越佳 

 

    新產品的上市時機通常是最具關鍵性的，Cordero (1991)認為，公司將新產

品快速推出上市之目的，是希望縮短探測到市場需求後給予回應的時間

(Response-Time-to Market Needs)，以增加競爭優勢，尤其在當今高科技產品

生命週期大幅縮短的情況下，將掌握之新科技迅速商品化並推出上市，可以在市

場是奪得先機，取得競爭上的優勢。 

 

然而競食效果常是廠商不得不考量的因素，除了擔心會對舊產品均造成不利

影響外，亦會顧慮在下游通路方面仍有舊產品之存貨，新產品的推出將造成這些

通路抗拒行為的產生，因此而延誤了適當的上市時機，除了使新產品失去市場先

佔優勢，在產品生命週期相當短之下，若對於上市時機的掌握不適當，將直接壓

縮新產品獲利的空間，造成其績效的不佳。 

 

因此，掌握正確及時的將產品推出上市，可享有先佔優勢，提高新產品的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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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於這樣的論述，可推論以下假設： 

 

假設 H4：上市時機掌握的準確度與新產品績效表現呈正相關 

 

第四節 公司內部因素 

 

    Song & Parry (1997)認為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訂定的兩個主要因素之一為

競爭環境 (Competitive Environment)，而 Miller (1987)也認為市場上消費者的

動向也是影響上市策略的主因。其觀點都代表著公司因應市場與競爭環境的態度

會決定其上市策略的訂定。 

 

而市場導向，根據 Kohli & Jaworski (1990)提出的看法是包含對於顧客、競

爭者的相關資訊搜尋，以及跨部門的訊息協調與傳遞後所做出之反應，反映出的

是企業因應市場的態度，根據 Song & Parry (1997)和Miller (1987)的觀點，市

場導向程度會是影響上市決策訂定的重要因素，此外，Song & Parry (1997)所提

出之另一項重要影響因素--公司內部環境 (Internal Environment)中，「跨部門整

合程度」的概念，與 Narver & Slater (1990)所提市場導向之五個中心概念中的

跨功能協調 (Interfunctional Coordination)相符合，更可確定市場導向程度對於

上市決策的影響性，因此將市場導向選入本研究的討論架構中。 

 

而 Song & Parry (1997)所提影響上市策略之因素之一，公司內部環境中，

亦包含有企業內部對於「技術綜效」 (Technological Synergy)的考量，代表著

企業因應新技術，並將之整合至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其概念與技術機會主義概

念相同，因此本研究亦將技術機會主義納入，探討其對於上市策略擬定上可能的

影響。 

 

    Ali (1994)與 Nault & Vandenbosch (1996)曾提到在上市新產品時常會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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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舊產品間互相競食 (Cannibalize)的問題，有時公司傾向延後新產品的上

市，以避免對舊產品的銷售有不良影響，但此舉亦造成新產品商機的延誤，由此

可知，競食效果的顧慮程度會對新產品上市策略造成影響，尤其在高科技產業之

產品生命週期很短，上市時間的抉擇具有至為關鍵的策略意涵；而引入新科技之

產品對使用舊有科技產品之競食效果又較其他產業更為明顯，因此，本研究亦選

取公司之競食意願強度，探討此變數對上市策略，尤其是上市時機選取之影響程

度。 

 

第五節 公司內部因素與上市策略 

 

    Deshpande & Webster (1993)認為，市場導向是以顧客為中心來規劃策略

與發展方向，因此市場導向高的公司，皆抱持著顧客第一的信念，而市場導向的

高低也會影響公司對於產品新穎度的決策，根據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

的觀點，新穎度代表對企業本身而言，也包括對市場而言的創新程度，因此新穎

度高的新產品意味著市場上的顧客需要花費心力去學習產品知識，甚至改變消費

習慣，這些都代表在購買此項新產品時顧客需要花費一些額外的成本，較不易為

所有顧客所接受，Christensen (1997)便曾提出實證，認為有些市場導向強的企

業無法採用新技術，因為其現有市場之顧客不認為該技術能帶來實質效益。因此

對於市場導向高的公司而言，將選擇現有市場上廣為顧客所接受的產品，針對顧

客未滿足需求做功能的改良或推出類似的新產品。 

 

此外，顧客導向越高的企業，在策略思維上越傾向追蹤競爭對手的策略，或

是針對競爭對手的策略做出回應，因此在作產品新穎度決策時，較不會選擇領先

推出新穎度很高的產品，而傾向先觀望市場上對競爭者之新產品的反應，再作出

因應策略，因此基於上述推論，可得如下假設： 

 

假設 H5a：公司的市場導向的強度與產品新穎度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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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ibeet (1982)指出，科技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的本質，因此須藉由對人性化

的回應 (human response)與 Hi-Touch的訴求來平衡之，簡單來說，科技本身的

意義是在於透過科技來滿足或解決某種需要，尤其並非所有顧客均對相關科技有

清楚的認知，尤其是一般消費大眾對於各種技術的了解熟悉程度更是不足，因此

科技的高低對其而言並無實質的意義，重要的是此科技的應用是否能創造出更高

的效益。 

 

由此可以想見市場導向對於產品定位具有影響力，根據 Narver & Slater 

(1990)的看法，市場導向是為了能最有效率且最有效能地為購買者創造優越價

值，所建立的一種組織文化，故對於市場導向強度高的公司而言，最終的目的是

提供給顧客更高的價值，因此，當顧客在乎的並非技術本身的高低，而是其所帶

來之效益時，市場導向強的廠商為了因應市場，在新產品定位上將降低在高科技

方面強調之程度，轉而著重此新產品或其中所運用之新科技所能帶來的效益，而

且在高科技產業中，一般消費者對於產品科技的知識普遍不足，因此價值是來自

於對於產品的感覺，諸如操作是否便利、形象是否與自己相符等，由此可以推論

市場導向高的公司，在產品定位決策上會降低高科技定位的程度，而較強調高質

感定位，其假設如下： 

 

假設 H5b：公司市場導向的強度越強，高科技定位的程度越低 

假設 H5c：公司市場導向的強度越強，高質感定位的程度越高 

 

由於 Kohli & Jaworski (1990)認為市場導向應包含對於顧客、競爭者的相關

資訊搜尋，並在跨部門的訊息協調與傳遞後做出適當的反應，因此市場導向程度

高的廠商，勢必非常重視對於整個市場顧客與競爭環境的了解與因應，也因此對

於顧客需求的變動與競爭者的策略有較高的敏感度，並能快速的取得有關顧客與

競爭者的相關資訊，如此，將有助於新產品構想的產生 (Hisrich & Peters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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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創意的發掘 (Kuczmarski，1998)，開發過程的效率也會大增，有助於將新產

品迅速的推出上市，且在市場敏感度較高之情況下，也較能掌握適當的上市時

機，因此可以推論以下假設： 

 

假設 H5d：公司市場導向的強度越強，新產品上市時機的掌握越佳 

 

技術在高科技產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 Srinvasan, Lilien & 

Rangaswamy (2002) 的定義， 技術機 會主義 為「 企業 意識 並回應

(Sense-and-Respond)新技術的能力」，意即對於發掘與應用技術的能力，而且

除了產業內的科技外，也會積極導入產業外的創新科技，融合產生創新的產品，

由此可知技術機會主義高的企業，會主動去搜尋或偵測產業內外之新科技，並將

之應用於新產品發展過程之中。 

 

根據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的觀點，產品新穎度可分為對企業本

身而言的新穎度以及對市場而言的新穎度，而秉持技術機會主義之企業所掌握的

新科技，並不止侷限在目標市場的產業中，其來源時常是其他的產業，而這些新

技術無論是對公司本身或是市場上之顧客而言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新穎度，此外，

掌握科技是必須付出成本的，而企業掌握新科技的目的就是希望將其融入新產品

的設計或製程當中，生產出創新的產品，以藉以獲取競爭優勢，創造利潤以回收

付出的成本，因此可以想見技術機會主義者掌握新科技的同時，會將之應用於新

產品之中，在上市策略上會選擇較高的產品新穎度，其假設如下： 

 

假設 H6a：技術機會主義與產品新穎度成正相關 

 

    Teresa & Lynette (1987)認為，Hi-Tech的產品定位強調的重點是產品的功

能特性，尤其著重於其中所使用的科技，且之後的戰術性決策會以提供顧客足夠

的產品資訊為主要目標，以利顧客評估此新產品。而技術機會主義象徵著企業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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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新科技的態度，也代表企業本身對於新科技重視的程度，而在 Srinvasan, Lilien 

& Rangaswamy (2002)的定義下，其新科技的來源可能來自其他產業，是市場

上一般顧客所不熟悉的，因此可以推測技術機會主義高的公司，在產品定位策略

上較會傾向 Hi-Tech，一方面是希望突顯此創新科技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希望提

供更多關於此新科技應用之相關訊息，以供顧客評估並使其更了解新產品的優

點，因此可得假設如下： 

 

假設 H6b：公司技術機會主義強度越高，高科技定位的程度也越高 

假設 H6c：公司技術機會主義強度越高，高質感定位的程度也越低 

 

    Chandy & Tellis (1998)認為競食的意願是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因素之一，因為

競食可以促進企業的產品創新，而創新能力即是一種競爭優勢。競食意願高的廠

商，會較願意組織內部已存在的專業化的投資 (Specialized Investment)來接受

新科技，Chandy & Tellis (1998)並提出競食意願能促進廠商產品的「革命性創新」 

(Radical Product Innovation)，衡量革命性創新可由兩個角度觀之，一為從顧客

角度而言新科技的運用使利益增加的程度，另一個則為從廠商角度而言新科技有

別於以往的程度，當此二者的程度均為高時即可認定此產品具「革命性創新」，

此種創新即代表產品對顧客與廠商而言均是新穎的，因此，不難想見競食意願能

促進產品新穎度的增加，可得以下之假設： 

 

假設 H7a：公司競食意願越高，則產品新穎度越高 

 

    Guiltinan(1993)認為，「競食」的定義為當增加一個新產品至產品線中，將

造成產品線內其他產品銷售量的減少，而此種競食效果對市場領導廠商而言尤其

嚴重，因此，Ali (1994)與 Nault & Vandenbosch (1996)指出許多企業由於害怕

產品間的相互競食，會傾向延遲旗下新產品開發的時間，直到競爭對手在市場上

推出新產品為止，也正因為如此時常延誤商機，尤其在產品生命週期甚短的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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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產業中，上市時機的延誤將對新產品的績效產生重大威脅，因此可以推論，企

業具有較高的競食意願，則較不會顧慮新產品所可能造成之競食效果，也較能準

確的掌握上市時機，其假設如下： 

 

假設 H7b：公司競食意願越高，則在上市時機的掌握上會越精確 

 

第六節 公司內部因素與新產品績效 

 

    市場導向是指企業為了反應外在環境，所產生之內在因應措施的傾向，目的

是為了增加企業的適應力，以面對市場的快速變化。而根據 Kohli & Jaworski 

(1990)的觀點，市場導向應包含對於顧客、競爭者的相關資訊搜尋，以及跨部門

的訊息協調與傳遞後所做出之反應，可以想見市場導向程度高的企業，會致力於

對市場顧客以及競爭者的因應上，並且透過跨部門的資源整合來生產出能滿足顧

客需求的商品，而根據 Jaworski & Kohli (1993)對高科技產業的看法，此產業具

有高市場不確定性與高競爭變動性的特點，因此可以想見市場導向程度高的公

司，由於能時時的偵測與因應市場顧客的需求和競爭者的策略，因此所提供的新

產品較能確實的符合顧客的要求，而產品上市後的績效表現也較佳，由此可推論

以下之假設： 

 

假設 H8：市場導向強度與產品績效成正相關 

 

    Jaworski & Kohli (1993)認為高科技產業的另一項特點為高技術不確定性，

雖然如此，技術在高科技產業中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其代表著企業在產業

中所具有的競爭優勢，Barney (1991)指出公司所擁有的資源，透過技術的採用

可以提高價值並帶來更好的財務績效，因此能掌握適當的科技，並迅速的將其應

用於產品的發展過程中，適時的推出上市，將能使此新產品具有較好的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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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技術機會主義，根據 Srinvasan, Lilien & Rangaswamy (2002)的定義，為

「企業意識並回應 (Sense-and-Respond)新技術的能力」，代表著企業發掘與應

用技術的能力，意即技術機會主義程度高的企業，會主動的搜尋各種能帶來機會

的新技術，並將此技術廣泛的應用在產品研發、製造，甚至行銷等環節中，可能

降低生產成本，可能增加生產效率，也可能因為引入其他產業的創新技術而使得

產品更具競爭優勢，因此基於以上的推論可得以下假設： 

 

假設 H9：技術機會主義強度與產品績效成正相關 

 

    高科技產業具有三項特性：高市場不確定性、高技術不確定性與高競爭變動

性，代表此產業中市場需求改變迅速且新科技不斷出現，而競爭者也為因應此情

況而會迅速的修改其策略，因此，當企業掌握一項新科技，或產生一創新的產品

概念後，若未及時將其商品化並迅速推廣到市場上，一方面市場的需求可能轉

向，一方面不斷出現具替代性的新技術，加上難以預測競爭者的策略，都可能使

此新產品在上市之時已失去其競爭優勢，而勢必面臨績效不佳之命運。 

 

因此，為避免此類情況的發生，競食意願對高科技廠商而言甚為重要，

Chandy & Tellis (1998)認為競食可以促進企業的產品的革命性創新，並認為競食

的意願可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競食意願高的公司，除了較可能具有較佳的創新

能力外，在新產品上市時機的掌握上也可較為精準，對於強對科技創新與產品生

命週期短的高科技產業而言，可以預期高的競食意願能使新產品具有更大的競爭

優勢，因此可以推論以下之假設： 

 

假設 H10：競食意願強度與產品績效成正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