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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以往文獻中對於電子零組件通路的研究多以其現有通路產

業或單一企業競爭策略或個案競爭力作探討，其結論多半為增加新產

品代理、全球化行銷網絡的建立及擴大經濟規模和提供客戶整體解決

方案，提升自我技術及運籌能力等，對於電子零組件通路商轉型策略

的討論較少，而對於未具研發與製造能力之通路商轉型建立自有產品

的研究，也多以擁有生產代工能力的企業做分析；因此，本章將就個

案公司之新產品開發過程、銷售策略的運用、研發製造能力的建構和

企業轉型的經過程序，探討國內外有關新產品發展與自有品牌之相關

文獻，並從新產品的定義為先，就其新產品的種類與流程，逐步探討

企業在新產品研發管理能力的流程建立與企業轉型等相關研究文獻。 

第一節 新產品定義與種類 

國內外學者及相關文獻對於新產品定義略有不同，創新

(Innovation)定義以不盡相同(表 2-1)。大前研一(2006)提出科技創

新的十個方法： 

1. 策略自由(the strategic degree of freedom)：思考為何消

費者要購買我們的服務和產品，才能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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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將閃光燈內建在相機內、冷氣要有除濕功能等。 

2. 尋求利基(Arbitrage)：抓住產品價格間鴻溝的攻勢。例如 98

元的程式光碟，就可以計算財務報表、寫離婚證書、遺囑，取

代價格高昂的會計師、律師。 

3. 新產品組合(new combination)：將多樣產品功能結合。例如

相機與手機的結合。 

4. 固定成本的貢獻(Maximiz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fixed cost)：機動性的降低售價，但高於成本。例如麵

包店關店前的打折大拍賣。 

5. 擴大數位大陸(expand the digital continent)：將數位科技

運用在更多層面。例如為老人、寵物、小孩帶上 GPS，就不用

怕走失。 

6. 快速前進(fast forward )：眺望未來趨勢，預知正在萌芽狀

態的事務。例如大量退休人口將遷往何處？杜拜是否會成為中

東的新加坡？ 

7. 善用未被充分利用的資源(Utilize the underutilized)：例

如 iMOD，運用手機上網。 

8. 即時線上案例研究(Real time online case study)：已成文

的教材都是過時的，直接針對時事做個案探討。例如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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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台效應。 

9. 這代表什麼？(What does this all mean)：現在任何事都沒

有正確答案，你必須自己找出答案。例如 PC 取代電視，相機

成為手機的附屬品，這代表什麼？ 

10. 構想力(Kouso nryokn)：要能建構未來、有願景。例如在佛

州建立迪士尼原本沒人看好，不但是沼澤、蚊子又多，但創立

後帶來一年四千萬的人潮。 

表 2-1   創新之定義 

學者 創新 

Marquis(1972) 企業生產一個新產品或新服務、或是用新的方法、新

的投入，因而造成科技上的轉變 

Drucker(1985) 只要能將現有資源創造價值的方式改變，都可以稱作

是創新。 

Betz(1993) 將新的產品、程序或服務介紹給市場。 

賴士葆、王秉鈞、黃佑安

(1997) 
組織在更新知識的過程中表現於個人、團體產出。結

構等因素。 

李國樑(2000) 創新的定義可以歸納為：新概念、製程、產品或勞務

之創造、接受與執行 

資料來源：林佳璇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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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運用不同的思考模式與做法來啟動創新思維，以創造出

新的產品或服務。 

許士軍(1980)以顧客需求、消費系統的角度來定義新產品，

即係指對顧客需求或消費系統，提供不同滿足能力的產品稱之；

而 Servi(1990)對於新產品定義為應聚焦於其功能面而非實體或

其他特性。另 Kotler(1994)將新產品定義包括經由公司自我研

發而開發出來的原始產品(Original Products)、修改的產品

(Modified Products)、改良的產品(Improved Products)及新品

牌(New Brand)。 

司徒達賢(1985)則從市場需求面及產品結構面來定義新產

品，他認為在市場需求面上，產品應能夠滿足市場上尚未滿足的

需求，就可以構成一種新產品，而依據現有產品本身的品質和包

裝予以改進，也可以成為另一種新產品。在產品的結構面上，對

於現有產品的加以改良，或是技術突破性的製造產品，皆可視為

新產品。 

Booz, Allen,Hamilton(1982)及賴士葆(1995)則根據產品對市場

的新奇程度，將新產品分為六大類： 

1. 全新產品(New to the world products)：創造一全新市場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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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2. 新產品線(New Product Lines)：雖然市場上已經有此產品或類

似產品，但對特定公司而言是首度切入該產品現有市場，對該

公司而言仍屬新產品，可藉由該新產品進入特定市場。 

3. 現有的產品線外所增加的產品(Additional to Existing 

Product Lines)：補充公司既有的產品線的新產品，該新產品

對公司而言是新嘗試。 

4. 現有產品線的改良更新(Improvements in Revision to 

Existig Products)：能提供改進性能或較大認知價值及取代

現有產品的新產品 

5. 將原有產品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s)：將原有產品導入新市

場或新市場區隔。 

6. 將現有產品的生產成本降低(Cost Reductions)：提供性能相

近但成本較低的新產品。 

而 Crawford(1997)將新產品種類分為三大類，包括新設計的產品

(Brand new product)、產品升級(Upgrade)或成本降低(Cost 

reduction)及客製化(Custo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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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ford 同時提出新產品開發準備階段的關鍵成功因素： 

1. 機會必須與公司的資源和生產技術產生綜效 

2. 市場必須正在成長或有成長的可能性 

3. 產品開發必須有管理的支援 

4. 技術/製造/行銷的互動必須良好 

5. 必須有產品的擁護者 

以上針對專家學者對創新、新產品之定義與種類及新產品開發之過程

與成功關鍵進行了解，並作為本研究對於創新或新產品之定位與開發

過程及成功因素作一實務與理論之歸納與對應的探討。就本研究中所

探討之新產品而言，是個案公司運用其現有資源創造價值的方式改變

(Drucker 1985)，並將此一新產品或服務提供給客戶，並開發新市場

需求(Betz1993)，實屬一創新行為。而就產品而言，則是依客製化與

滿足市場所尚未滿足的需求，並透過技術的突破所衍生，並提供該產

品新品牌，因此，符合專家學者對於新產品之定義。 

第二節 新產品開發過程 

本節主要目的是針對新產品開發之過程做一探討，可作為企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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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新產品開發時的參考，包括新產品開發過程的階段程序與專

案開發的控管流程；其中楊和炳(2003)將新產品開發從研究階段

到生產、行銷、新產品導入市場及技術再提升等過程依序分為八

個階段： 

1. 基礎研究階段：其目的是要增加對自然定律的了解，並產生有用

的知識，以作為往後特定應用之參考依據。 

2. 應用研究階段：其目的為解決某一問題，運用已有的知識以創造

新的知識，並發展新的技術，以推動科學的進步且能解決實際問

題。 

3. 技術發展階段：將知識轉為具體的硬體、軟體或服務的活動，包

括企劃構思的可行性、確認設計人員的想法與架構的建立，並進

行產品原型的測試。 

4. 技術實行階段：包括將新產品導入市場活動，包括所有確保產品

或服務能夠成功商品化的要素。 

5. 生產階段：此階段主要是將原構想轉換為產品或服務的相關活

動，包括生產製造與後勤支援等。 

6. 行銷階段：本階段主要是確認消費者對新技術所產生之新產品或

服務的相關活動，包括市場評估、通路策略、產品促銷與消費者

行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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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擴散階段：本階段主要是要推廣新技術的應用範圍，使新技術能

夠導入市場。 

8. 技術提升階段：此階段主要是為維持技術的競爭優勢，採取包括

技術改良、新一代技術開發、新的應用方式、品質改善、成本降

低與是否符合客戶需求活動，進行技術提升。 

 

而張昭仁(2000)則將新產品開發過程採專案管理模式分為六個

階段，分別說明各階段中之管控流程，可作為企業在規劃新產品開發

流程制度的參考： 

1. 專案提出 

新產品專案起始於新計劃案的提出，一個新計畫案必須是新產品

或新服務。就新產品而言，必須是能夠有技術與商業上考量，也

就是包含新的概念、技術可行性、財務考量與量產製造能力初步

評估。而專案提出如下: 

(1) 首先，市場部門準備一份草擬的計劃案，經過研發主管的審

核，以確定研發科技的可行性 

(2) 由市場部門準備詳盡的企劃，需經市場部門主管審核、批准，

以確定資料分析的正確性。同時研發部門準備研發計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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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工作計劃、工作內涵、完成實時程表等等 

新計劃書完成後，提案人必須將此計劃書提交給上司與部門管理

階層審核，經過部門管理審核同意後，即進入第二階段。 

2. 審核 

第二階段的目的是由相關部門評核專案計劃書並提出建議，最後

交由總經理做裁定。在評估過程中，提案的部門主管需將核准後

的提案分發給公司相關部門包括研發部門、財務部門、行銷市場

與製造部門主管評核。在提案計劃分發給各部門兩星期後，提案

主管必須邀請相關主管新專案會議，並提出各部門意見，也就是

各部門集思廣益，對新計劃做通盤的考量，而最終完整的計劃案

與意見呈送總經理，由總經理審核計劃案，做公司性的全盤考量

後，裁決是否進行新提案之計劃。 

3. 研發管理與專案進行階段 

此階段將產品從概念性變成實體，這個階段分成兩部份。第一部

份是研發流程，第二部份是專案進行階段。 

(1) 研發流程管理 

首先專案經理根據市場部門的產品規格擬出工作計畫。並依

照產品需求開始思考產品功能。在有了完善考量的功能圖與

產品的架構設計，下一步就是區分並設計硬體、軟體與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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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在測試軟/硬體後，再依架構整合為產品，並進入商

品化階段。在商品化之前，必須作過信賴度的測試，確定產

品是否在不同的時空環境下仍能合乎要求，而以上基本的研

發內部流程，雖然顯示單線進行，然而有些工作不必然要單

線進行，也能夠平行進行，這種同步工程程序對大型計畫尤

其重要。 

(2) 研發專案的進行 

總經理決定採行專案後，在任何研發工作開始前，研發部門

的管理階層必須研擬一份研發專案計劃書，計劃書中包含研

發專案人員的指定、技術人員的組成、計劃進度與計劃費用

的估計。 

4. 研發計劃的管制和評估 

研發專案執行是新產品發展的重要工作，管制與評估計劃非常重

要，而第四階段的目的是要確定專案如期進行與評估專案的成

果。管理督導與評估過程簡述如下： 

(1) 管制方式 

a. 完成工作/成本/時間比較表 

b. 完成工作/時間比較表 

(2) 評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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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本/費用管制 

b. 進度管制 

c. 品質管制 

研發工作的三個指標是以最少的成本，在合理的時間範圍內完成

工作及研發高品質的新產品 

5. 從研發到行銷與量產製造階段 

(1) 從研發到製造 

研發部門從市場部門承接產品規格，規格細節轉變成實體產

品，再將經過測試的問題產品與必要文件轉交給製造部門，

由製造部門進行大規模的量化製造，這時研發部門位居新產

品中間的角色。基本上研發部門將市場部門的詳盡規格加以

系統化的分析與規劃，再將系統化的分析規劃加以區分，由

各不同部門依規格做進一步的高階設計，最後再加以整合成

一個符合市場的完整產品。整合完成後，研發單位再將此產

品交給測試單位，由測試單位根據規格進行完整測試。而在

測試後才能向外宣佈產品已經商品化，也就是可以在市場銷

售，此時研發部門將產品的細節轉交給工廠進行量產。 

(2) 量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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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經由研發部門開發成功後，經由研發部門內部整合測試

與外部實地測試後，就要進入量產階段，根據行銷部門的需

求量，製造部門準備一份量產計劃書，計劃書中包括機器設

備、人力資源配置、物料購置、生產方法、生產成本與存貨

管制等 

6. 專案評估、回饋階段 

行銷策略在產品研發尚未結束前已展開，產品進入量產製造之

前，行銷單位應該已能掌握市場動向，預估市場需求以作為量產

標準，而在產品進入市場後，產品與市場的反應就必須不斷的進

行評估。當產品生命週期進入尾聲時，也就是整個專案進入尾聲

與總評估階段。專案的總評估是在回顧專案過程，試著從評估專

案過程中，釐出專案心得，以便作為下一個專案的參考。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對新產品開發之過程的說明，可將其歸納專案

評估、研究開發、試產評估與回饋等四個主要階段。由於電子零組件

通路商機經營型態多為買賣與技術支援，對於專案之研究開發管理與

結合製造之過程均未涉及，亦無經驗，因此，該理論所歸納之過程可

作為本研究對於新產品開發過程的實務與理論之對應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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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業轉型的定義與方式 

本節將探討企業轉型之種類及其原則和方式，企業轉型之目的在

於改善企業的體質，提升經營效益，以延續經營成果與維持競爭優

勢，國內外學者及相關文獻對於企業轉型之種類分析整理於表 2-2。

各學者間對於企業轉型有不同的看法，主要是對定義範圍不同所致，

其中陳明璋(1996)將企業轉型分五大類，第一種類型為產業別、產業

型態轉型，包括：(1)產業間的轉型，如電子與紡織業間的轉型；(2)

產業型態之轉型，如零售、批發與製造間之轉型；(3)多角化經營或

縮小事業範圍之轉型。第二種類型為經營型態的轉型，包括：(1)由

獨立經營方式轉為加盟方式；(2)產業的垂直或水平整合；(3)與其他

事業整合、合作開發、成立策略聯盟；(4)與其他公司合併或合併其

他公司。第三種類型為產品轉型，包括：(1)產品線結構的調整；(2)

產品品質的提升或改善；(3)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4)新產品開發。

第四類為市場轉型，包括對品牌、通路、目標客戶、銷售方法斗行銷

面的改變。第五種類型為經營體質的轉型，包括：(1)除行銷功能外， 

 

企企業功能之改善與調整；(2)生產技術、程序、設備之改善與改變；

(3)研究發展、人事、財務功能的加強與改善。 

另 Adrian(1996)於＂How to Think Several Moves Ahead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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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中，依企業價值移轉之構面，將企業轉型劃分為七類，

第一類為多方向轉型，將企業經營觸角擴大，如將剛鐵業轉為材料工

業；第二類為轉型不轉行，如航空業轉型經營大型轉運中心；第三類

為脫胎換骨轉型，完全轉型為新產業及新的經營型態；第四類為多類

別轉型；第五類為從系統整合轉為專業分工；第六類為從傳統銷售轉

為平價流通；第七類為從傳統銷售轉為高附加價值。 

而 Bibeault(1982)依企業轉型之構面，將企業轉型分為五大類

型，包括：(1)以管理過程為主之轉型，強調成功的管理過程之轉型，

應能改變企業文化，而非僅對於管理缺失作改善而已；(2)以經濟或

商業循環為主之轉型，主要為因應產業景氣循環過程中，企業在管理

經營上所作之調整；(3)以競爭環境為主之轉型，主要是調整經營模

式，使企業產品價格具競爭力；(4)以產品有突破性發展之轉型；(5)

結合政府相關政策所進行之轉型。 

森口八郎(2000)對於企業轉型區分為五種類型，包括：(1)行業

轉型；(2)產品轉型；(3)市場轉型；(4)事業轉型；(5)經營轉型。並

提出轉型的三種方法，包括：(1)全面轉型：由 A 行業(產品)全面轉

變為 B行業(產品)；(2)部份轉型：原行業(產品)仍保留一部份，但

大幅度轉型成新行業(產品)；(3)多角化經營：持續舊行業(產品)的

經營，但另外加入新事業(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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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口八郎針對企業轉型(開拓新事業)提出七個原則，包括；(1)

收集與新事業有關的資訊；(2)確定市場與客戶的變化；(3)尋找有發

展潛力的新事業；(4)擬定行動計劃；(5)堅定轉型的決心；(6)重新

評估經營資源；(7)建構新事業。及企業轉型的八個成功要素，包括：

(1)具備優越的領導者來領導轉型；(2)具備轉型的能力；(3)掌握轉型

時機；(4)發展具有成長潛力的產品；(5)選擇適合的新事業發展；(6)

分階段轉型；(7)因應環境變化擬訂經營策略；(8)不斷的調整與轉型。 

綜合以上學者之觀點，可將企業轉型歸納為兩大類，一為跨產業

及公司之轉型方式，另一為企業內部調整之轉型模式；而企業轉型無

論是跨產業或是內部的轉型，均會涉及到企業內各機能的調整包括組

織人力與行銷策略等，另對於有新產品研發及生產製造需求之企業也

將因應轉型型態與經營策略之不同而予以調整研發與製造機能，以建

立企業轉型後最適之經營與管理模式。本研究期望透過對於上述相關

理論的探討，與個案訪談的結果，以瞭解電子零組件通路商轉型為製

造商之過程及其成功的關鍵因素，並提出結論與建議。 

表 2-2  轉型之種類 

學者 轉型之種類 

Adrian(1996) 依技術或產品型態區分： 
1.多方向轉型。 
2.轉型不轉行。 
3.脫胎換骨轉型。 
4.多類別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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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eault(1982) 依轉型之主要構面區分為。 
1. 以管理過程為主之轉型(The management process 

turnaround)。 
2. 以經濟或商業循環為主之轉型(The economic or 

business cycle turnaround)。 
3. 以競爭環境為主之轉型(The competitive enviroment 

turnaround)。 
4. 以產品有突破性發展之轉型(The product breakthrough 

turnaround)。 
5. 結合政府相關政策所進行之轉型(The 

government-related turnaround)。 

陳明璋(1996) 1. 產業別、產業型態間的轉型： 
(1) 產業間的轉型，如電子、紡織間之轉型。 
(2) 產業型態之轉型，如零售、批發、製造間的轉換。

(3) 其他如多角化經營或縮小事業範圍。 
2. 經營型態的轉型： 

(1) 如獨立經營方式轉為加盟方式。 
(2) 產業的垂直或水平整合。 
(3) 與其他事業整合、合作開發、成立策略聯盟。 
(4) 與其他公司合併或合併其他公司的經營型態改

變。 
3. 產品轉型： 

(1) 產品線結構的調整。 
(2) 產品品質的提升與改善。 
(3) 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4) 新產品開發的創新 

4. 市場轉型： 

5.從系統整合到專業分工。 
6.從傳統銷售到平價流通。 
7.從傳統銷售到高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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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口八郎(2000) 1. 行業轉型：轉型至不同行業別。 
2. 產品轉型：行業不變但產品改變。 
3. 市場轉型：如市場擴大，由內銷市場轉為外銷市場。

4. 事業轉型：行業與產品沒變，但事業內容的性質發生

改變。 
5.  經營轉型：行業與產品沒變，但經營型態發生改變。

 

品牌、通路、目標客戶、銷售方法等行銷面的改變。

5. 經營體質的轉型： 
(1) 除行銷功能外，企業功能之改善與調整。 
(2) 生產技術、程序、設備之改善與改變。 
(3)研究發展、人事、財務功能的加強與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