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假設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產品上市策略中對競食效果會產生影響的可能變

數，及其受干擾變數影響情形。 

 

由於國內外少有專以競食效果為依變數之文獻，本研究根據 Bass

在 1969 年提出之『擴散模型（diffusion model）』，以及後來學者修改此

模型限制，而有 Robinson 與 Lakhani（1975）將價格納入模型、Mahajan, 

Muller 與 Bass（1990）修改原模型後提出『加入行銷組合的擴散模型

（diffusion models with marketing mix variable）』以增加模型之解釋能

力，將價格、廣告、促銷等加入擴散模型、Gatignon, Eliashberg, 與 

Robertson（1989）則研究考慮市場特性的擴散模型；由此可知在新產品

擴散過程中，行銷決策中定價、行銷溝通兩項變數，與市場特性均對新

產品績效有影響。 

 

本研究在探討新產品上市之行銷活動對競食效果的影響時，在選取

自變數方面，擷取學者對『新產品績效』研究中對產品競食效果可能產

生影響的上市活動變數、並偏重於戰術性上市活動的原因在於，策略性

上市活動通常發生在戰術性上市活動之前，且策略性上市活動一旦決定

後便很難修改（Hultink 1998），因此當廠商推出新產品、並發現新產品

對公司現有產品具有傷害性的競食效果時，較易修正、修正花費較小的

戰術性上市活動便具有其實務上的意義，管理階層可利用戰術性上市活

動的修正以減少新產品的競食效果，以免影響公司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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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學者對新產品擴散過程之研究可知，在新產品戰術性上市活

動中，定價與行銷溝通變數對新產品績效與競食效果影響甚鉅，因此本

研究最終決定專注於此範圍，以『新舊產品間定價差異』、『新產品上市

促銷努力程度』、與『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三項變數作為自變數，探討

以上三項變數對新產品產生競食效果可能性的關係。本研究並沿用學者

認為會對新產品績效產生干擾效果的『市場競爭強度』為模型之干擾變

數，試圖加入產業特性一併探討主效果受干擾變數影響的情形。 

 

本研究的概念性架構如下： 

 

新舊產品間定價差異  
 
 

新產品競食效果 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 

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

市場競爭強度 

圖 3-1：本研究概念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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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產品上市活動 

一、 定價相近程度 

在經濟學領域中，價格在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具有兩種功能：配置與

資訊（Olshavsky 1995）。其中配置的功能指，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

在 1776 年提出『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來，經濟學家一般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價格與需求量是負

向關係，因此消費者在其預算限制下會選擇以最低價格購買商品以達到效

用最大。因此，當新產品定價與舊產品相差較大時，消費者基於價格與需

求量為負相關的考量，對新產品的需求較低，新產品所會產生的競食效果

便較小；而當新舊產品定價相近時，消費者傾向以相近價格購買功能較佳

的新產品以達到其效用最大化，造成新產品競食效果較大。 

 

在 Smith（1992）對品牌延伸的研究中認為，新產品定價越高，消費

者的購買風險也隨之增加。Cooper（1979）在其研究新產品成功因素的文

獻中指出，區分新產品成功與失敗的原因之一為，廠商應避免推出價格較

高、但不具經濟優勢（economic advantage）的產品，亦間接表示在新產品

定價較高時，其表現績效較差，因此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Kolter（1988）認為，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的基礎可能為

地理性（geographic）、人口統計（demographic）、心理特性（psychographic）、

以及行為方面（behavioral）；其中行為方面即包括以消費者之利益尋求

（benefits）做為市場區隔的工具。當新舊產品定價相近時，可能吸引尋求

相同利益的顧客，而行銷組合—產品、定價、配銷通路、促銷—作為產品

定位策略具體戰術性的表現（Kolter 1988），當新舊產品定價越相近時，其

定位越相近，所吸引到的顧客越可能是使用產品線上既存產品之舊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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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造成競食效果之可能更大。此外，Kerin, Harvey, 與 Rothe（1978）研

究中並明確指出，當新舊產品價格差異較小時，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越大。 

H1：新產品和舊產品的定價越相近，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越大。 

 

二、 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 

『預告』的定義為，公司直接或間接提供其目的、動機、目標或內部

情形的一個動作（Porter 1980, p.75）。Eliashberg 與 Robertson（1988）則將

其定義為，在正式的上市活動前，廠商所做的故意的溝通行為。Tanner 與

Chonko（1995）則將新產品預告定義為：公司對於其在未來某個日期，要

引進市場的一個或以上的新產品或服務所做的溝通。 

 

新產品上市預告的目的可能在於建立顧客對新產品的興趣、獲得顧客

的反饋、或鼓勵顧客在可以買到新產品後再進行購買行為（Lilly and Walters 

1997）。在顧客移轉成本高的情形下，預告也可教育潛在的顧客如何在成

本與使用中輟（disruption）最低的情形下進行移轉。新產品預告訊息內容

視其預告對象、欲達成之策略目標有別，但不外乎是新產品屬性、功能、

相較於現有產品之優勢、建議售價、及預計上市時間（Lilly and Walters 

1997）。 

 

新產品上市預告的目的之一在於刺激消費者對新產品的好奇、興趣和

需求（Rabino and Moore 1989；Lilly and Walters 1997），或刺激買者對新產

品需求的行銷造勢（marketing hype）（Wind and Mahajan 1987），因此可能

導致消費者延後對現存產品的購買行為，而對舊產品的銷售產生競食作用

（Eliashberg and Robertson 1988；Lilly and Walters 1997；Calantone and 

Schatze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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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的新產品上市預告雖然可以幫助顧客進行對產品的計畫、阻撓其

他廠商的競爭行動、幫助公司成為產業中的創新者（Rabino and Moore 

1995）、取得先發制人（preemption）的優勢（Eliashberg and Robertson 1988；

Lilly and Walters 1997；Calantone and Schatzel 2000），但對公司本身而言，

較早的新產品上市預告也可能損及公司其他產品的銷量（Eliashberg and 

Robertson 1988）。在 Lilly 與 Walters（1997）對經理人所做的個案訪談研

究中也顯示，在實務上經理人認為新產品預告越早，競食效果越強。 

H2：新產品上市前預告時間越早，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越大。 

 

三、促銷努力程度 

銷售促進（sales promotion）涵蓋一系列短期的誘因工具，目的在刺激

消費者或中間商對特定商品或服務產生快速、大量的購買。新產品上市時

所接受到的促銷和配銷支持，在新產品成功與否中扮演了關鍵的決定因素

（Kolter 1988；Urban and Hauser 1993）。促銷努力可加速新產品的擴散過

程（diffusion process），也可因為使消費者較易接觸到新產品而加速新產品

的採用率（；Robertson and Gatignon 1986）。它們更可刺激新產品長期卓

越的市場表現（Green, Barclay, and Ryans 1995）。 

 

在新產品上市時採用的促銷策略一般被分類為低促銷程度的吸脂式

策略（skimming）和高促銷程度的滲透式策略（penetration）。滲透式策略

雖然起初獲利力較低，但卻可快速獲得市場擴張的效果。因此當促銷努力

程度越大時，品牌延伸也會越成功。 

 

Cooper（1979）在其研究新產品成功因素的文獻中，將影響新產品上

市績效的因素分為 18 項，他並指出，其中 11 項足以區分新產品成功與失

敗的因素之一（判別分析整體有效區別率達 84.10％）即為『行銷溝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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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努力程度』，成功的新產品多具有較強的行銷努力予以搭配，因此，

當促銷努力程度越高時，新產品成功的機會越大，也因此造成競食效果的

可能性越高。 

 

Yoon 與 Lilien（1985）、Lambkin（1988）、Green 與 Ryans（1990）的

研究中皆發現，行銷溝通和上市的努力越大時，新產品越成功；Reddy, 

Holak 與 Bhat（1994）研究中以廣告和促銷支持度為自變數，結果也顯示

當廣告和促銷支持度越高，品牌延伸越成功；此外，Kleinschmidt 與 Cooper

（1995）的研究中將影響新產品成功因素歸結為三個構面，其中『策略面—

產品上市策略』此一構面中即得到『新產品上市努力程度』與『新產品成

功』有正向關係的結果。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當新產品上市時的促銷努力

越大，新產品成功機率越大，因此新產品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也越大。 

H3：新產品促銷努力越大，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越大。 

 

第三節  競爭強度 

競爭強度指：競爭者足以形成差異化的行為、資源、和能力（Jaworski 

and Kohli 1993）；Covin 與 Slevin（1989）則將其定義為強烈的市場競爭、

市場機會缺乏、不利而嚴苛的企業氣候（business climate）。在競爭強度高

的產業中，通常會有激烈的價格、產品、通路、技術競爭，法令限制，勞

力、原料短缺，和不利的人口統計趨勢。 

 

研究市場競爭強度對新產品成功因素的實證結果有許多衝突，例如：

Cooper 與 Kleinschmidt（1987）研究發現市場競爭強度與新產品成功之間

沒有關係存在，但 de Brentani（1989）、Zirger 與 Maidique（1990）的研究

卻顯示有顯著的負向關係，造成實證結果衝突的原因可能在於市場競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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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概念上應更接近於干擾變數，而非直接的決定因素（Atuahene-Gima 

1995）。 

 

Yap 與 Souder（1994）也認為環境的不確定性並非新產品發展者可以

加以控制的，而更接近於發展者應面對的權變情形；以『市場競爭強度』

此項變數而言，其表達管理者認知外在環境中市場競爭者的互動，依照定

義亦較接近於管理者應面對的權變情境因素，因此本研究以市場競爭強度

為干擾變數，探討其對主效果的影響情形。 

 

Kolter（1988）以『新產品價格』和『上市促銷程度』兩個變數，發

展出『上市/刪除矩陣（launch deletion matrix）』，其中包含四種新產品上市

策略，『快速滲透（rapid-penetration）』與『緩慢滲透（slow-penetration）』

即為因應市場競爭強度高的環境時所應採用之策略。他指出，在競爭強度

高的環境下，廠商應採用低價格及大量促銷的方式推出新產品，以使新產

品上市績效較佳；而在市場存在某種程度的潛在競爭時，廠商應採用低價

格及低促銷水準的方式推出新產品。依照 Kolter 所區分的新產品上市策略

可發現，當市場競爭強度高時，無論新產品以高或低促銷水準進入市場，

以較低價格推出對其績效都有正面影響，且相對於新產品，舊產品在遭受

新產品以較低價格進入市場時，就會面對『快速死亡（quick death）』或『緩

慢死亡（slow death）』的產品線刪減壓力。因此，當市場競爭強度高時，

公司內部相互爭取相似目標顧客的新舊產品即相當於競爭對手，而新舊產

品間定價相近亦有類似於將新產品以低價推出的效果，因此將使新產品績

效較佳、舊產品由產品線上被刪除的機會較大，進而提高新產品產生競食

效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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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Kolter 以上市促銷努力程度與上市價格提出之新產品定價策略 
 
資料來源：Kolter P.（1988）,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6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tice-Hall 

 

此外，市場競爭強度高的特徵之一即為價格競爭激烈，因此價格常成

為廠商間主要的競爭工具；當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時，對公司內部相互競

爭的品牌或產品線而言，即相當於與外部競爭者間的競爭關係，因此，在

市場競爭強度較高時，新舊產品定價相近將會產生銷售量、通路、公司資

源等競爭的效果，進而造成新產品競食效果的可能性增加。 

H1（a）：在高市場競爭強度下，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對競食效果的正向關

係越強。 

 

 

 

 

 40



在市場競爭強度越強、產業變動越激烈下，新產品預告較有可能掌握

先進者優勢；而當新產品具有產品優勢時，公司更會試圖以『積極強勢的

（proactive）』上市預告設立產品規格標準、取得和維持市場領導地位

（Gatignon 1984；Lumpkin and Dess 1996）。因此在市場競爭強度越強的情

形下，新產品預告時間越早，其所取得的先制優勢越大，新產品上市成功

的可能越高，但對公司既有產品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也相對較大

（Calantone and Schatzel 2000）。 

H2（a）：在高市場競爭強度下，新產品預告對競食效果的正向關係越強。 

 

競爭越強之市場特徵在於競爭動作多、對手常推出或修正提供的服

務、價格競爭激烈等（Jaworski and Kohli 1993；Nakata and Sivakumar 

1996），在競爭強度越高的環境下，顧客有許多其他的選擇可以滿足其需

要（Jaworski and Kohli 1993），而廠商在許多決策構面上也會對對手進行

積極的攻擊（Slater and Narver 1994），因此在市場競爭強度較高的環境下，

廠商促銷努力的成果可能被競爭對手的行銷行動所抵銷，與競爭強度低的

市場相比，在競爭強度高的市場裡，促銷努力程度對競食效果的正向關係

會減弱。 

H3（a）：在高市場競爭強度下，促銷努力對競食效果的正向關係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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