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新產品管理 

一、 新產品定義 

由於國內外學者對新產品，或稱『產品創新』的立論基礎不同，分別

由供給、需求面、企業層次、或產業、國家層次等不同構面進行分析，因

此形成字義上的不同。以下即整理過去學者對新產品的定義如下： 

 

Levitt（1965）認為大部分產品的『新』都不是一種純粹的創新，而是

一種模仿與改善。他指出應以『該事物以前從沒有人做過』、與『目前某

廠商正在進行，而過去該廠商未曾做過的事，但可能已有其他廠商做過』

辨別創新程度。 

 

Sampson（1970）認為新產品應具有以下三項特徵：1.能夠滿足新需求、

需要、或慾望，2.比其他產品更能明顯的滿足顧客需求，3.包含產品和溝

通兩者之創新組合。 

 

White（1976）將產品依其創新程度放在由『革命性創新』到『漸進性

創新』兩個極端構面構成的連續帶，並將產品創新分為九種：1.新包裝設

計，2.新口味/香味/色澤，3.公司現有產品之變化，4.公司現有產品之改進，

5.模仿他人之產品創新，6.公司現有產品之重大改變，7.模仿他人產品之重

大改進，8.產品創新首度出現在市場上，9.重大科技突破。 

 

Sand 與 Warwick（1977）的研究中，主要以產品角度將新產品分為九

個種類：1.產品提供完全嶄新的功能，2.改進產品現有功能，3.現有產品的

新應用，4.產品提供附加功能，5.產品出現於新市場，6.產品以較低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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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吸引更多買者，7.產品升級；現有產品向另一存在的產品進行整合，

8.降級的產品，9.產品外型改變。 

 

Booz, Allen, 與 Hamilton（1982）將產品創新依其對公司與市場的新

穎程度，將產品分為六大類：1.世界性的產品創新（new-to-the-world 

products），2.新產品線（new product lines），3.增加現有產品線之新產品

(additions to existing product lines)，4.現有產品的改良或修正

(improvements/revisions to existing products)，5.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s)，

6.成本降低(cost reductions)。以圖 2-1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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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新產品的種類 

資料來源：Booz, Allen, and Hamilton（1982）, New Product Management for the 1980’s, 
New York：Booz, Allen, and Hamilton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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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rich 與 Peters（1986）以連續帶（continuum）的觀念，將新產品依

其改變現有消費方式多寡，分為三種不同創新程度：1.連貫性創新

（continuous innovation；使用新產品後對現有消費方式改變最少），2.動態

連貫性創新（dynamically continuous innovation；對目前現有消費方式產生

部分改變），3.非連貫性創新（discontinuous innovation；以前未曾出現過的

新產品，消費者將產生新的消費方式）。 

 

Utterback 與 Kim（1986）則認為，在產業中的創新包括產品創新、製

程創新，及組織結構因應前兩者創新所需要的調適。而產品創新的模式又

可分為自然模式（nature model；生物進化慢慢演進），與激烈模式（radical 

model；科技突破躍進）。 

 

Gobeli 與 Brown（1987）由生產者與購買者觀點，分別由技術變化程

度與增加利益大小，將新產品分為四大類：1.增加性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2.技術性創新（technical innovation），3.應用性創新（application 

innovation），4.徹底性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Kolter（1988）則著重於產品本身的特性，認為新產品包含：1.原創性

產品（original product），2.改良性產品（improved product），3.修正性產品

（modified product）4.透過公司內部研發的新品牌（new brand）四種，並

應同時考慮顧客是否認為此產品夠新穎。Brown（1992）並提出，即使是

舊有產品，只要讓顧客認為夠新穎，就可以算是新產品。 

 

Kuczmariski（1992）以對公司、市場、技術三方面的創新程度劃分，

將新產品分為五個種類：1.成本降低或重新定位的產品，2.修正或改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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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3.生產線上擴增的新產品，4.對公司而言是新產品，5.對國家或世

界而言是新產品。以三度空間表示如圖 2-2： 

 

高 
對公司而言的新穎程度 對

技

術

而

言

的

新

穎

程

度 

5 
高 

4 

3 

2 

1 
低 

低 

低 高 

對市場而言的新穎程度 

 
圖 2-2：新產品的形式 

資料來源：Kuczmariski T.（1992）, Managing New Product：The Power
of Innovation,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Pretice-Hall 

    Danneels 與 Kleinschmidt（2001）則回顧過去研究新產品的文獻，將

新產品分為以下兩個構面： 

1. 顧客觀點：創新屬性、採用風險、行為改變程度。 

2. 公司觀點：技術與市場環境的熟悉程度、技術與市場資源的契

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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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產品管理 

產品生命週期縮短、技術變化率加快、和買者越趨精明老練都加強了

新產品成功推出對公司財務健康與生存的重要性（Hultink, Griffin, Robben, 

and Hart 1998）。公司可能以推出新產品作為尋求成長的策略。成功地推

出新產品對公司要在快速改變與越趨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和成長是不可少

的。在 Wind, Mahajan, 與 Bayless（1990）的研究中發現，新產品對公司

財務上相當重要，在其研究過去 3〜5 年間上市的新產品，發現佔了公司

營收的 25％以上。新產品也可能成為公司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Ali 

1994）。 

 

Guiltinan（1993）對產品線增減的研究中，將影響產品線長度決策的

力量歸納為五種，各具有正負向影響： 

負向力量： 

1. 因多樣性而降低銷售利益：購買者偏好穩定、替代產品少、產

品類別間可差異性小、購買者願付價格的差異小。 

2. 固定成本累加多：存在規模經濟。 

3. 因競食效果而增加損失：新產品毛利較低、價格/績效增加大、

品牌延伸、使用方式或產品功能類似。 

4. 雖然未採取行動，但銷售損失少：忠誠度高、創新擴散慢、競

爭者不具行銷上的優勢、跳躍式進步的風險大。 

5. 互補產品增加的銷售利益少：產品線中僅包含替代品。 

 

正向力量： 

1. 因多樣性而增加銷售利益：購買者偏好不穩定、產品類別可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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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換（discretionary）、價格/品質水準分佈廣、理想的功能無法明

確界定、產品類別間可差異性大。 

2. 固定成本累加少：存在範疇經濟、彈性製造系統。 

3. 競食效果存在，但損失並不大：新產品毛利高、價格/績效增加

小、使用新品牌推出、使用方式或功能不同。 

4. 未採取行動的後果使銷售損失大：忠誠度低、創新擴散快、競爭

者具有行銷上的優勢、跳躍式進步的風險低。 

5. 互補產品增加的銷售利益大：新產品能提高消費者滿意的機率、 

節省很多潛在搜尋成本。 

 

在考慮到顧客可能不接受新產品的層面時，推出新產品策略的風險甚

大。在 Booz, Allen, 與 Hamilton（1982）的研究中指出，30〜35％的新產

品推出並不成功。而由於產業的競爭更趨激烈、配銷通路競爭、廣告費

用提高，引進成功的新品牌也變得更加困難（Aaker 1991）。因此許多公

司轉而用已建立的知名品牌推出新產品，藉此降低風險。產品線延伸（line 

extension）--使用已建立的品牌來推出相同等級或領域的新產品，但與母

品牌在相對細微的地方有所不同，與品牌延伸（brand extension）--使用

已建立的品牌延伸到不同產品範圍或等級；這兩種策略便成為公司選擇

新產品上市策略時的可能方案。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相較於多品牌的上市策略，品牌延伸策略有助

於產品市佔率提升及發揮廣告縱效（Smith and Park 1992），因此許多公司

採用品牌延伸方案作為新產品上市時的企業成長策略。根據 Aaker（1991, 

p.208）一項針對消費性產品領導公司的研究中發現，89％的新產品以產品

線延伸的方式推出，6％為品牌延伸，只有 5％是全新獨立品牌。然而，依

照美國廣告主聯盟（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s）在 1984 年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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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27％的產品線延伸仍然是失敗的。 

 

不過，即使一項產品線延伸並沒有失敗，它也不見得能獲得對等的成

功。品牌延伸代表了相似性（similarity），而相似性引起替換（Buday 1989），

因此新產品的上市可能會對既有產品產生競食效果（cannibalization）而損

及既有產品的銷售，以及模糊了原品牌的形象。新產品上市時究竟應採用

何種上市策略、以及上市活動會對公司整體績效產生怎樣的影響，便成為

非常重要的管理議題之一。 

 

第二節  新產品上市活動 

在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中，產品上市階段需要花費最多的時間、金錢

投入以及管理資源（Cooper and Kleinschmidt 1988；Urban and Hauser 1980, 

1993），即使經過了管理妥當的新產品發展過程，新產品上市的預期失敗

率仍高達 30％（Urban and Hauser 1980），因此選擇正確的新產品上市策略

對廠商而言就顯得相當重要。 

 

Biggadike（1979）將一系列的上市決策分為『策略態勢（posture）』

與『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決策兩大類，前者包括許多如產品創新程

度等的策略性議題，後者則包括與價錢、促銷、配銷、產品相關的戰術性

行銷努力；近代學術文獻也多將新產品上市策略分為策略性（strategic）和

戰術性（tactical）兩大類（Hultink, Griffin, Hart and Robben 1997, 1998, 

2000）。在新產品發展過程中較早被決定的策略性上市策略會影響較晚決

定的戰術性上市策略，因此在 Hultink, Griffin, Hart 與 Robben（1997）的

研究中便強調了兩大類上市策略間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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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策略性上市活動 

策略性上市策略通常是在新產品發展前所做的決策，包括何種

（what）、何地（where）、何時（when）、為何（why）上市四大問題。它

定義了方案的界線，包括產品策略、市場策略、競爭策略與公司策略

（Biggadike 1979；Cooper 1993；Crawford 1984, 1994；Hultink, Griffin, Hart 

and Robben 1997, 1998）。Cooper（1993）將這一系列的決策稱為新產品的

『規範（protocol）』；Crawford（1984, 1994）則以『產品創新規章（product 

innovation charter）』稱之。 

 

在 Hultink（1998）研究中指出，策略性和戰術性上市活動不同處在於，

通常策略性上市活動發生於戰術性上市活動之前，甚至在開始發展新產品 

前。在策略性上市活動決定後，就很難在產品商業化的過程中修改。 

 

Guiltinan（1999）認為，公司在新產品開發階段可以考慮採取以下三

種策略性上市活動： 

1. 目標市場選擇（target market）：可選擇利基市場或大眾市場策

略。 

2. 市場領導（leadership）：可選擇市場領導者或追隨者策略。 

3. 相對創新程度（relative innovativeness）：可選擇相對於競爭產

品技術屬性的創新程度。 

 

依 Hultink, Hart, Robben 與 Griffin（2000）的定義，策略性上市活動

包括新產品發展的四種策略： 

1. 產品策略（product strategy）：其中又包括決定產品的創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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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innovativeness）、產品嶄新性（product newness）、新產品

發展週期時間（NPD cycle time）。 

2. 市場策略（market strategy）：包括目標市場選擇（targeting strategy）、

決定產品生命週期階段（stage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引進至何

種成長率的市場（market growth rate）。 

3. 競爭態勢（competitive stance）：包括競爭者數目、產品優勢。 

4. 公司策略（firm strategy）：包括創新策略（innovation strategy）、新

產品發展驅動力（NPD driver）。 

 

二、 戰術性上市活動 

戰術性上市策略主要為決定如何（how）上市，通常和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的調整有關。在計畫中相對較晚決定，並且在真正上市

時間接近時仍可以較簡單、成本較低的方式被修改的決策，將其定義為戰

術性上市策略（Hultink, Griffin, Hart and Robben 1997）。 

 

Beard 與 Easingwood 在 1996 年對高科技產品新產品上市策略的研究

中將上市戰術分為：市場準備戰術（market preparation tactics）、目標戰術

（target tactics）、定位戰術（positioning tactics）、與市場攻擊戰術（market 

attack tactics）四種，分別包括： 

1. 市場準備戰術：授權產品技術、供應其他製造商（OEMs）、提

供上市前的資訊、創造特別的配銷準備。 

2. 目標戰術：目標為創新者、早期採用者、晚期採用者、現有顧

客、競爭者的顧客。 

3. 定位戰術：吸引重度使用者、強調獨特性（exclusivity）、強調

低價、強調技術優越性、強調特殊適用情形、強調安全（保護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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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場攻擊戰術：使用意見領袖、參考銷售點（reference site）、

教育方法、勝利者的形象、對經銷商推廣產品、出借或租賃產

品、對某一特別的顧客推廣產品。 

 

Hultink, Hart, Robben, 與 Griffin（2000）則將戰術性上市活動定義為，

當新產品在上市階段時，公司將採取某種行銷組合以增加上市成功的機

率。在一開始便先確定公司行銷資源投入程度，再決定產品、通路、定價、

及促銷戰術活動。 

 

比較 Hultink, Hart, Robben, and Griffin 與 Guiltinan 在戰術性上市活動

的不同為： 

1. 產品戰術：Hultink, Hart, Robben, and Griffin（2000）與 Guiltinan

（1999）都將產品戰術定義為『決定產品組合的廣度（breadth of 

product assortment）』和『品牌策略（branding strategy）』。 

2. 通路戰術：Hultink, Hart, Robben, 與 Griffin（2000）將其定義為『決

定配銷支出』與『選擇通路』。Guiltinan（1999）認為應包括舉辦

商展與展示活動（shows and demonstration）、技術支援(technical 

support)、配銷架構（distribution structure）、通路涵蓋密度（intensity 

of coverage）、以及配銷誘因（distribution incentives）五項。 

3. 定價戰術：Hultink, Hart, Robben, 與 Griffin（2000）將其定義為『決

定價格策略（pricing strategy）』及『價格水準（price level）』。Guiltinan

（1999）認為包括『上市價格策略（introductory pricing）』和『價

格管理（price administration）』。Ali, Krapfel, 與 LaBahn（1995）則

將其定義為，以競爭者的價格水準（產業平均產品價格水準）來決

定新產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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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ford（1994）則提出他對新產品定價策略的看法如表 2-1 所示： 

表 2-1：Crawford 新產品定價策略 

定價策略 與市價相比 條件 

高度掠奪 相當昂貴 新產品具質感 

低度掠奪 略微昂貴 新產品略具質感 

市場價格 大致接近 與市面上產品質感一致

市場滲透 略微便宜 目的在引起消費者注意

市場佔據 相當便宜 目的為提高進入障礙 

    資料來源：Crawford, C. M.（1994）, New Products Management, 4th 
edition. Burr Ridge, Ill：Irwin 

 

4. 促銷戰術： Hultink, Hart, Robben, 與 Griffin（2000）認為包括九項：

決定促銷費用，選擇平面廣告、電視廣告或廣播節目，公關關係，

直接行銷或人員銷售，參加商展或產品發表會。Guiltinan（1999）

認為包括四項：廣告、發放折價券、舉辦公關活動、及寄發樣本。 

 

在以上四項戰術性活動之外，Guiltinan（1999）亦提出公司必須事先

決定舊產品的淘汰速度（product deletion）以及新產品上市前預告時機 

（preannouncing），以決定新產品上市時機（t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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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產品上市預告（new product preannouncement）方面，Lilly 與

Walters（1997）提出一個關於新產品預告時機的模型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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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影響新產品上市預告因素之模型 

資料來源：Lilly, B. and R. Walters（1997）, “Toward a Model of New 
Product Preannouncement Timing”,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4, 4-20 

他們並認為，組成新產品預告活動的有四大部分： 

1. 內容（content）：關於新產品資訊的本質、呈現的資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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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objectives）：建立對新產品的興趣、通知通路成員有關新產

品的消息、對競爭採取先發制人的態度、對競爭者發出訊息、建立

形象。 

3. 目標群眾（target audience）：現存及潛在買者、通路成員、競爭者、

製造互補品的廠商、股東、財務機構。 

4. 執行（execution）：新產品預告時機、新產品預告的統一性、使用

的溝通工具。 

 

而根據 Calantone 與 Schatzel（2000）對影響公司進行預告行為傾

向因素的研究，他們認為預告的主要屬性有：時機（timing）、明確程

度（specificity）、溝通管道（communication channel）、與目標群眾（target 

audience）四大項。 

 

公司進行新產品預告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點（Lilly and Walters 

1997）： 

1. 建立興趣，或對產品進行人為的刺激（hype）。 

2. 鼓勵延遲對現存、可獲得產品的購買。 

3. 測試產品設計，或進行預測。 

4. 藉由讓某些特別的顧客知道這項訊息以取悅顧客。 

 

但新產品預告也可能造成以下五個問題（Lilly and Walters 1997）： 

1. 顧客的困惑，例如誤以為市場上已可獲得該項產品。 

2. 部門間的沮喪，例如：『我希望他們沒有這樣說過。』 

3. 競爭性學習（對於核心、策略性產品而言） 

4. 當產品真正上市時已不被認為是一項新產品。 

5. 可能無法達到預定的上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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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因素 

Cooper（1979）將影響新產品上市因素分為六大類構面： 

1. 商品實質（commercial entity）：包括新產品的屬性、優勢、價格、

上市努力程度、生產與製造時的努力程度。 

2. 資訊取得（information acquired）：新產品發展過程中資訊取得的

特性與品質。 

3. 活動的熟悉程度（proficiency of process activities）：新產品發展過

程中活動的執行績效。 

4. 市場本質(nature of marketplace)：新產品市場特性。 

5. 公司資源基礎(resource base of firm)：新產品專案所需資源與公司

擁有資源的相容程度。 

6. 新產品專案本質(nature of the project)：新產品專案的特色。 

 

Song 與 Parry（1997）提出影響新產品發展過程因素主要可能由競爭

環境（competitive environment）和公司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所

造成，其研究結果並顯示新產品上市策略會受外部競爭環境與公司內部環

境影響。 

 

1. 外部競爭環境：Cooper（1979）研究中認為工業品失敗原因在於競

爭者固守市場。Zirger 與 Maidique（1990）研究中，新產品失敗的

其中一個因素即為引進新產品的市場競爭激烈。Calantone, Schmidt, 

與 Di Benedetto（1997）認為若市場競爭強度（environmental 

hostility）越高，將造成與對手間價格、產品、及通路競爭越激烈。

Miller（1987）認為公司為了因應消費者需求變動，即市場變動性

（market turbulence）的需求，會在生產技術及行銷戰術上作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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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 

 

2. 公司內部環境：包括行銷綜效（marketing synergy）、技術綜效

（technological synergy）、跨部門整合程度（cross-functional 

intergration）三項因素，皆對新產品發展過程有正面影響。 

 

Ali（1994）與 Nault and Vandenbosch（1996）的研究中指出，公司在

決定新產品上市策略時，會考慮到新產品上市時侵蝕舊產品銷售量的競食

問題，因此可能延誤上市時機。 

 

此外，依照 Gultinan（1993）的研究，預估新產品財務績效時所使用

的公式： 

QN（PN-CN）-FCN-（QEN-QEC）（PE-CE）+QNF（PF-CF） 

QN  = 新產品 N 的預估總銷量 

QEN  = 預估新產品 N 由既有產品 E 競食而來的銷售量 

QEC  = 若新產品 N 不上市，既有產品 E 可能被競爭產品 C 吸引的銷

售量 

QNF  = 若新產品 N 上市，互補品 F 可能增加的銷售量 

FCN  = 和新產品 N 有關的固定成本 

PN，PE，PF  = 產品單價 

CN，CE，CF  = 產品單位成本 

 

我們可以發現，舊產品因受競食效果影響所損失的可能利潤，是新產

品所必須吸收的成本（Kerin, Harvey, and Rothe 1978），因此在預估新產品

的財務績效時也必須考慮新舊產品間的競食效果。競食效果的存在便成為

影響新產品上市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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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競食效果 

一、 競食效果定義 

競食效果是造成廠商更加重視產品類別管理（category management）

的原因之一。產品類別管理經理（category manager）監督相關產品群組，

強調品牌間的合作而非競爭（Solomon and Hymowitz 1987）。與轉向產品

類別管理同時發生的是，刪除移動較慢或利潤較低的產品，以使產品線更

有效率（Schiller 1993）。加上貨架空間競爭激烈，使得品牌與產品類別經

理必須決定要對顧客與下游廠商推廣哪些產品，因此在決定哪些產品應從

產品線中剔除時，競食效果的議題便顯得更形重要，過去的文獻並建議在

新產品發展過程中加入競食效果分析（Kerin, Harvey, and Rothe 1978）。 

 

競食效果的文獻基礎可以回溯到需求理論中的『交叉彈性』。此理論

指出產品 A 價格變動的百分比會影響對產品 B 需求變動的百分比。依此需

求的交互關係可將產品分為獨立（independent）、互補（complementary）

或替代（substitutable）。而其中的『替代產品』即為產品間的競食效果，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產品 A 降價會使對產品 B 的需求減少（Kerin, Harvey, 

and Rothe 1978）。 

 

依照之前學者對產品競食的定義為：『新產品經由移轉舊產品的銷售

而獲得其銷售量的過程。』（Heskett 1976, p.581）。Mason 與 Milne（1994）

認為，當產品 A 與產品 B 屬於不同公司時，銷售量之間的侵蝕屬於『吸引

（draw）』；只有當產品 A 與產品 B 屬於同公司時，銷售量之間的侵蝕才是

『競食效果（cannibalize）』。他們並認為競食效果是新產品發展程序的一

部份，對公司而言有利也有弊，但可透過產品線刪減（deletion）與加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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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形象來減少傷害程度。Kerin, Harvey, 與 Rothe（1978）的研究中將競食

效果的定義以圖 2-4 表示為： 

 

 

品牌轉換 

利潤類型 
REVENUE 

TYPE 

利潤來源 
REVENUE 
SOURCE 

市場擴張與 
市佔率增加 

Market 
Expansion and 
Market Share 

額外利潤 
Incremental 

Revenue 
 
 
新產品利潤

New Product 
Revenue 

產品範圍內的

Brand Switching 
within Product 

Portfolio 

重新分配的利潤

Redistributed 
Revenue 

其中『重新分配的利潤（redistributed revenue）』即為競食效果。 

圖 2-4：新產品銷售量成分圖 

資料來源：Kerin, Roger A., Michael G. Harvey, and James T. Rothe（1978）,
“Cannibalism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Business Horizons, October, 
25-31 

 

 

Lilly 和 Walters（1997）在其研究中，由新產品預告的角度，將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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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分為『有害的（damaging）』與『無害的（nondamaging）』兩種。依其

定義，『有害的競食效果』為：當顧客準備要買公司既有產品時接收到新

產品預告的訊息，而決定不購買公司既有產品，反而：（1）在可買到新產

品時再買新產品，（2）在延遲購買行為後買了競爭者的產品，（3）在延遲

購買決策後什麼也沒買。有害的競食效果會損及公司現有產品的銷售和公

司獲利，也會使公司存貨增加，而必須以較低的毛利率售出。無害的競食

效果則是公司以新產品取代顧客對舊產品的需求、或公司既有產品銷售額

的減少可被新產品增加的銷售額抵銷。 

 

Ries 與 Trout（1986）認為品牌延伸的結果如同蹺蹺板原則（the 

teeter-totter principle），即成功延伸產品的代價為犧牲原品牌舊產品的銷售

量；在相同的產品種類需求（category demand）下，新舊產品間相互競爭

可能產生競食效果。 

 

    Frank, Massy 與 Wind（1972）認為，在區隔市場時，遵循三級差別

定價的理論，假設各區隔可以完全分割，廠商只需針對新產品訂定適合

各區隔的行銷策略，新產品上市就不會產生競食效果。 

 

Moorthy（1984）認為利用三級差別定價理論進行市場區隔在實行上

有困難，而提出以消費者『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做為市場區隔。消

費者可接觸到廠商上市的所有產品，由於『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ditions）』和『利益相符（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ditions）』兩原則，

消費者便會自我選擇最適合的產品，廠商則應考慮消費者此種選擇原則

而設計最適產品以追求利潤極大化。 

 

Buday（1989）認為許多消費品市場具有競食的障礙（canni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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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iers），即認知上或實體上的消費者區隔界線限制了銷售量的移轉，也

因此限制了競食效果的發生。他舉出兩項可能的競食障礙：產品形式不

同（product forms；例如狗食罐頭與乾狗糧），與使用情境不同（usage 

occasions；例如 Ivory 同時生產香皂、清潔劑、洗碗精）。Guiltinan（1993）

也認為若產品線擴張時可區隔不同市場，則新舊產品間競食效果會較弱。 

 

二、 可能促進競食效果的原因 

競食效果由於對公司而言可能沒有額外的競爭或財務利益而成為一

個問題。以下是幾個可能促進競食效果的原因（Kerin, Harvey, and Rothe 

1978）： 

 

1. 管理高層對新產品成長的強大壓力。 

2. 為了增加產品整體市佔率而必須提供完整的產品線。 

3. 新產品定位不當而和舊產品相同。 

4. 不實際或過度對市場做區隔，因此產生兩個區隔對產品的需求相

同。 

5. 銷售代表太過強調新產品的積極促銷、忽略舊產品。 

 

此外，他們也認為在下列情況下競食效果較強： 

1.  品牌效應引起品牌忠誠者嘗試新產品。 

2.  新產品和舊產品價格相近，但功能較佳。 

3.  新舊產品屬性相似，吸引尋求新穎刺激的消費者。 

4.  新舊產品使用情境相似。 

 

 

Reddy, Holak, 與 Bhat（1994）的研究中指出，在下列情況下新產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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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強的競食效果： 

1. 延伸類別普遍性低。 

2. 新舊產品間替代性高。 

3. 新產品導入初期。 

 

Guiltinan（1993）則認為以下情形使競食效果較強： 

1. 新產品和既有產品相比，價格相近但新產品表現較佳。 

2. 新舊產品使用同一品牌，則對品牌忠誠的顧客較可能會嘗試使用

同品牌的新產品。 

3. 新產品和既有產品高度相似，因此可滿足追求相似效益的顧客去

嘗試不同產品提供的刺激。 

4. 新舊產品使用情境相似。 

 

Chandy 與 Tellis（1998）認為以下四個因素使公司在考慮競食效果的

負面影響時，仍願意推出新產品競食現存產品。 

1. 公司內特製的投資活動（specialized investment）：因考慮沉沒成本

（sunk cost）而造成承諾升高，當組織對某技術的投資越大時，將

越不易另行投入另外技術的開發，因此競食的意願將較低。 

2. 公司內各部門的競爭程度（internal markets）：當公司內部策略事業

部競爭程度越高時，競食的意願也較高。 

3. 產品負責人的影響力（product champion influence）：當新產品的負

責人對公司高層及組織整體的影響力越大時，就較容易說服公司高

層投入新產品開發活動，因此競食意願越高。 

4. 對未來市場的聚焦程度（future-market focus）：若對未來市場的聚

焦程度很高時，代表公司高層對未來的投資活動比對現今的投資活

動更重視，因此競食意願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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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食效果的衡量 

Moorthy 與 Png（1992）的研究中雖然對新產品推出時機提出規範

性的看法，藉由新產品導入時機以避免競食效果產生，但在其研究中

並未提及如何衡量競食效果的問題。以下是其他學者在衡量競食效果

方面的相關研究結果： 

 

1.    多屬性模式（multiattribute approaches） 

Silk 與 Urban（1978）提出『ASSESSOR』模型，透過將消費

者的反應與提案的新產品行銷計畫作連結，使用偏好模型

（preference model）預估市佔率；將新產品預估市佔率與之前的市

佔率作比較，即可得知銷售量的來源。在 Silk 與 Urban（1978）的

研究中，他們由新產品市場前測（pre-test-market）階段的消費者行

為、態度資料預估新產品長期均衡市佔率，提供產品改良和廣告的

建議，使行銷者得以降低成本篩選行銷計畫，並討論市佔率來源為

競食效果或由競爭者處移轉而來。 

 

Shocker 與 Srinivasan（1979）認為多屬性模式在考慮新定位的

市場潛力、製造成本、競爭角色、競食效果後，可幫助決定產品最

佳定位，及創造最佳產品概念。 

 

Green 與 Krieger（1987）應用聯合分析法（conjoint analysis）

幫助決策者進行產品線設計。透過將產品描述為一組屬性，聯合分

析法可預測個人層級的效用或屬性屬級之部分效用函數

（part-worth function），由這些函數便可計算出產品概念對每一個

個人而言的總效用（Mason and Milne 1994）。因此 Green 與 Kri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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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便透過這樣的計算過程瞭解新產品銷售量來源。Page 與

Rosenbaum（1987）透過模擬不同的市場情形（scenario）而計算出

競食效果，並據此重新設計了食物處理機的產品線。Urban 與 Hauser

（1993）則用個別消費者的態度及行為資料估計新產品上市可能產

生的競食效果。 

 

2.    擴散模型（diffusion model） 

Bass（1969）使用擴散模式估計廠商或競爭者新產品上市可能

產生的競食效果。而 Mahajan, Sharma 與 Buzzell（1993）應用

Bass(1969)的擴散模型，考慮競食效果、由競爭者處移轉而來的顧

客、及口耳相傳效果，預估新產品上市之可行性、新產品進入市場

後對市場擴張及現有產品銷售量的影響。但此模型並未考慮行銷決

策的變數，並假定所有口耳相傳效果相等（模仿係數 Bp = 口耳相

傳係數 Cp,pp = 口耳相傳係數 Dpk）。模型以圖 2-5 表示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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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在品牌間由口耳相傳效果而來的採用 
            表跨世代或品牌競爭中由替代效果而來的採用 

圖 2-5：擴散模型中的擴散與替代效果 

現存者 P       現存者 P        新進者 K 
舊品牌         新品牌         品牌 
Xpp            Xp             Xk 

 
 
總採用人數  X = Xpp+ Xp + Xk 

潛在市場  M = Mpp + Mp + Mk 
 
 
現存者 P       現存者 P        新進者 K 
舊品牌         新品牌         品牌 
Mpp            Mp             Mk 

資料來源：Mahajan, E., R. Sharma, and R. Buzzel（1993）,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ompetitive Entry on Market Extension and Incumbent Sales”, 
Journal of Marketing, 57（3）,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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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存者新品牌的擴散模型以圖 2-6 表示即為： 

 

現存者新品牌剩餘潛在市場 
 

Mp - Xp 

現存者舊品牌 
剩餘潛在市場 
 

Mpp - Xpp 

 
現存者新品牌

 
dXp / dt 

新進者品牌 
剩餘潛在市場

 
Mk - Xk 

A

B C

口耳相傳效果：A = （Ap + BpXp）（Mp - Xp） 

Ap 表創新效果，受媒體影響之創新採用者係數 

Bp 表模仿效果，受口碑影響之模仿者係數 

競食效果：B =Cp,ppXp（Mpp-Xpp） 

由競爭者處移轉而來：C =DpkXp（Mk - Xk） 

dXp / dt = A+ B + C 

資料來源：Mahajan, E., R. Sharma, and R. Buzzel（1993）,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ompetitive Entry on Market Extension and Incumbent Sales”, 
Journal of Marketing, 57（3）, 39-52 

圖 2-6：現存者新品牌的擴散模型 



    

3. 生態分析法 

Mason 與 Milne（1994）以生態分析法研究產品線延伸與多品

牌策略可能產生的競食效果。他們認為，在生態學來說，生物的競

爭在於搶奪稀少資源，而應用在行銷學領域，公司競爭的目標為顧

客，因此品牌由消費者特徵、產品利益或使用情境等行銷決策變數

搶奪利基市場。由各品牌的利基界線可知道其核心顧客所在，而核

心顧客群中購買其他品牌的比例即為競食效果、或由其他競爭者 

       處移轉而來的效果。以圖 2-7 表示： 

  

 

a 
  c    c c 
     c  c 

        c  
a 
a  c 
   
b     c  b 

a  b 
 
 b   b  

    b 

a      a   a     
a                
 a    a  a 

品牌 C
品牌 A 

利基 
界線 

核心

顧客 

品牌 B 

外圍顧客 a    b b

品牌 A 與 B 屬於同一家廠商，C 為其他廠商 
競食效果：A 利基界線中的 b 及 B 利基界線中的 a 
由競爭者處移轉而來：C 中的 a 與 b 

 

 

圖 2-7：利基空間圖 
 
資料來源：Mason, C. H., and G. R. Milne（1994）, “An Approach for 
Identifying Cannibalization within Product Line Extension and Multi-Br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1（1）, October/November, 
1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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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競食效果大小由表 2-2 表示： 

表 2-2  以假設例子說明利基計算 

 品牌 A 品牌 B 品牌 C 

核心顧客 10 6 8 

競食效果比例 1/10 = 10% 2/6 = 33% 0% 

競爭者移轉比例 2/10 = 20% 2/6 = 33% 2/8 = 25% 

利基佔有率 10/13 = 77% 6/8 = 75% 8/12 = 67% 

資料來源：Mason, C. H., and G. R. Milne（1994）, “An Approach for Identifying 
Cannibalization within Product Line Extension and Multi-Br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1（1）, October/November, 163-70 

 

4. 計量經濟分析法 

Reddy, Holak 與 Bhat（1994）以實證的總銷售量資料，應用迴

歸模型計算競食效果。設 t 時產品線延伸 i 的銷售量為（XSit），其

銷售量來源為市場擴張所得（ISit）與競食效果（CSit）。競食效果

佔母產品原銷售量（PSit）的比例λ作為競食效果的指標（CSit =λ

PSit）。 

 
 

    學者對競食效果衡量的比較可用表 2-3 表示： 

表 2-3：競食效果衡量之比較 

文獻出處 衡量方法 單位 資料要求 行銷變數 

Silk and Urban
（1978） 

多屬性模式 市佔率 偏好評估 產品定位 
廣告 
價格 
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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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and 
Krieger（1987） 

聯合分析法 市佔率 屬性評估 
屬性重要性 

效用值 

產品定位 

Mahajan, 
Sharma, and 
Buzzell（1993） 

擴散模型法 單位銷售量 實際銷售量 無 

Mason and 
Milne（1994） 

生態分析法 核心顧客數 消費者特徵 
核心顧客數 
產品購買量 

無 

Reddy, 
Holak,and 
Bhat（1994） 

迴歸分析法 單位銷售量與

市佔率 
實際銷售量

（單位：年）

產品線延伸 
導入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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