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一、 樣本描述 

本研究有效回收問卷 113 份，其中 3 份問卷填答人對新產品上市行銷

活動瞭解程度或行銷決策參與程度未達尺度 3（問卷選項共有 1〜5 尺度），

考慮其對新產品上市與銷售情形瞭解、參與程度不足，可能影響其所提供

的資訊內容，在資料分析時予以刪除，因此本研究實際參與分析的問卷有

效回收率為 14.61％。 

 

進行資料分析的 110 份有效問卷中，新產品採取舊品牌延伸的比率為

68.18%（75 家公司），採取公司品牌延伸的比率為 17.27%（19 家公司），

獨立新品牌的比率為 10.91%（12 家公司），沒有品牌的比率為 3.64%（4

家公司）。 

 

由這項數據也可發現，在推出新產品時國內廠商與國外廠商相同，都

傾向使用已建立的母品牌或公司品牌作延伸，以充分利用已建立之品牌權

益。Aaker（1991）之研究顯示，國外約有 5％的新產品以全新獨立品牌上

市，而本研究結果國內新產品以獨立品牌上市比例略高，為 10.91％。 

 

表 5-1：新產品上市日期 

新產品上市日期 次數 比率 

82 年 1 1% 

86 年 1 1% 

88 年 2 2% 

89 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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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 13 12% 

91 年 56 51% 

92 年 36 32% 

總和 11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2：母品牌品牌年齡 

母品牌品牌年齡 次數 比率 

5 年以下 60 55% 

5〜10 年 13 12% 

10〜15 年 21 19% 

15〜20 年 5 4% 

20〜25 年 5 4% 

25〜30 年 1 1% 

30〜35 年 2 2% 

35 年以上 3 3% 

總和 11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3：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 

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 次數 比率 

3 個月以下 47 42％ 

3〜6 個月 30 28％ 

6〜9 個月 18 16％ 

9〜12 個月 2 2％ 

12 個月以上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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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11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中完全不採取新產品預告的公司（即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為 0 者）

有 13 家，而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最長者為 60 個月。 

 

問卷填答人資料 

本研究問卷填答人分佈情形為：工程師 4.5％（5 位）、主任 2.7％（3

位）、企畫 3.6％（4 位）、助理副總 0.9％（1 位）、技術人員 0.9％（1 位）、

協理 4.5％（5 位）、股長 2.7％（3 位）、副理 7.3％（8 位）、副課長 0.9％

（1 位）、副總經理 0.9％（1 位）、專員 11.8％（13 位）、處長 2.7％（3 位）、

會計 0.9％（1 位）、業務 7.3％（8 位）、經理 28.2％（31 位）、董事長 0.9

％（1 位）、管理師 0.9％（1 位）、課長 10.0％（11 位）、辦事員 0.9％（1

位）、總經理 2.7％（3 位）、職員 0.9％（1 位）、藥師 0.9％（1 位）、與顧

問 2.7％（3 位）。 

 

表 5-4：負責新產品上市活動經驗時間長短 

負責新產品上市活動 

經驗時間長短 

 

次數 

 

比率 

1 年以下 13 12％ 

1〜2 年 12 11％ 

2〜3 年 19 17％ 

3〜4 年 16 14％ 

4〜5 年 11 10％ 

5〜6 年 13 12％ 

6〜7 年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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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年 3 3％ 

8〜9 年 5 4％ 

9〜10 年 2 2％ 

10 年以上 13 12％ 

總和 11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未回應誤差之分析 

本研究問卷有效回收率僅達 14.61%，為避免有未回應誤差

（nonresponse bias）情形影響研究結果之一般性，因此以問卷寄回時間長

短，將 110 份問卷分為兩部分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基準在於品牌年

齡與新產品上市日期，所得 t 值為-1.456（p 值為 0.149，自由度 108）與

0.940（p 值為 0.349，自由度 108），兩者皆不顯著，因此本研究應無未回

應誤差情形存在。 

 

第二節  因素與信度分析 

一、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用來縮減研究構念，主要目的為了以較少之構念數目表示

原有的資料結構，而又能保留原有資料結構所提供的大部分資訊（Hair et al 

1998），亦可用確認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驗證構念效

度（construct validity）（Bollen 1989）。 

 

效度即正確性，指測驗或其他測量工具能確實測量出所欲測量的特質

或功能的程度。又分為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與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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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度主要用來評估問卷內容的代表性，本研究的問項均以過去學

者曾經使用過的量表或測量項目，因此應能符合內容效度之要求。本研究

亦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與最大變異轉軸法（varimax）

進行因素分析以減少線性重合、獲得構念效度，根據 Kaiser 所建議之問項

取捨標準萃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的因子以獲得構念效度，另根據

Gerbing 與 Anderson（1988）所提出因素負荷量的選擇標準，設定絕對值

捨棄下限為 0.4，所得一階因素分析如下表 5-5 所示： 

 

表 5-5：一階因素分析表 

研究構念 衡量項目 因素 

負荷量

促銷努力程度 1.和競爭者相比，新產品的促銷預算 .875 

 2.和產業平均相比，新產品的促銷投入 .881 

 3.和現存的產品相比，新產品的促銷費用 .829 

 4.和競爭產品相比，新產品的銷售人員密度 .765 

競爭強度 1.競爭者能提供的任何東西，其他競爭者很快都能趕上 .772 

 2.我們幾乎每天都聽聞一個新的競爭動作 .770 

 3.我們的競爭者相對來說比較弱 刪除 

 4.新產品所在市場呈現極端激烈的競爭 .490 

 5.新產品所屬市場常推出或修正提供的服務 .599 

 6.新產品所屬市場具有激烈價格競爭的特性 刪除 

 7.新產品所屬市場有一或兩個具市場主導地位、市佔率大

的競爭者 

刪除 

競食效果 1.顧客因為新產品推出而延遲購買我們其他產品線上的

現存產品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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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產品推出使顧客感到困惑而不知買什麼 .756 

 3.新產品推出損及我們其他產品的銷售 .847 

 4.新產品推出對其他現有產品造成負面影響 .8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衡量尺度在衡量時的一致性與穩定性，即對同一或相似群體

進行重複測量時，所得結果的一致程度（Babbie 1990）。由於本研究對『促

銷努力程度』、『市場競爭強度』、與『競食效果』採用多個問項衡量一個

構念，因此必須確定這些問項的內部一致性，以確定樣本行為表現是否一

致。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 係數』及『項目和總分相關分析（item-to-total 

correlation）』檢驗衡量尺度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在實務應用上至少要大於 0.5，最好能大於 0.7

（Nunnally 1978）；本研究除『市場競爭強度』信度略低於 0.7，為 0.6708

外，『促銷努力程度』與『競食效果』的衡量信度均高於 0.7。而使用『項

目和總分相關分析』進一步純化（purify）衡量問項（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當相關係數越高時，則代表該題項目在測量某一行為特質上與其

他問項越一致。 

 

表 5-6：信度分析表 

研究構念 衡量項目 相關

係數 

Cronbach’s

α 值 

促銷努力程度 1.和競爭者相比，新產品的促銷預算 .870 .8588 

 2.和產業平均相比，新產品的促銷投入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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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和現存的產品相比，新產品的促銷費用 .834  

 4.和競爭產品相比，新產品的銷售人員密度 .771  

競爭強度 1.競爭者能提供的任何東西，其他競爭者很快都

能趕上 

.748 .6708 

 2.我們幾乎每天都聽聞一個新的競爭動作 .736  

 3.新產品所在市場呈現極端激烈的競爭 .678  

 4.新產品所屬市場常推出或修正提供的服務 .676  

競食效果 1.新產品推出使顧客感到困惑而不知買什麼 .762 .7258 

 2.新產品推出損及我們其他產品的銷售 .844  

 3.新產品推出對其他現有產品造成負面影響 .8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整體概念模型分析 

    依據第三章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可知整體概念模型為以新舊產品間定

價相近、新產品上市前預告時間長短、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為自變

數，加入市場競爭強度為干擾變數，討論其對依變數新產品競食效果的假

設如下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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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正向關係 
               表負向關係
圖 5-1：本研究整體概念模型 

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節   假說驗證結果 

一、 相關分析 

在經過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後，各變數間的相關係數情形為： 

表 5-7：相關係數表 

 競食效果 定價相近 預告時間 促銷努力程度 競爭強度

競食效果 1.000 .003 -.126 -.033 -.024 

定價相近 .003 1.000 -.162 -.083 -.043 

預告時間 -.126 -.162 1.000 .160 -.126 

促銷努力程度 -.033 -.083 .160 1.000 .020 

競食效果 -.024 -.043 .-126 .02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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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在 0.1、0.05 或 0.01 的顯著水準下，各自變數、干

擾變數間皆無顯著相關，因此應無共線性情形。此外，本研究亦計算

了自變數與干擾變數的 VIF 值（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發現均小

於 10，以確定無共線性問題（Myer 1986）。 

 

二、 調節迴歸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 SPSS 10.0 版中的調節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moderated regression model），分析探討第三章所提出的主效果與交叉

效果之假設關係，並依所計算出的β值作為判斷標準。 

 

由於本研究模型中必須探討干擾變數與自變數相乘項對依變數

之關係，為避免自變數與相乘項間的共線情形，雖在相關係數表中變

數間均無共線問題，但在統計分析過程中仍將所有自變數與干擾變數

經過減去其平均數（mean-centered）程序以減少共線問題（Aiken and 

West 1991；Smith and Park 1992）。 

 

依照 Aiken 與 West（1991）的研究中指出，驗證非線性與交互效

果，可經由檢驗模型比較程序（general model comparison procedure）

得知加入干擾變數對模型預測能力的影響。而驗證交互效果之顯著與

否，則經由檢驗未標準化係數 b5、b6、b7 是否顯著不為 0，以及其符

號是否與預期方向一致（Venkatrama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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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1：Y = b1X1 + b2X2 + b3X3 + b0 

表 5-8：假說驗證 1 

未標準化係數  

β之估計值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t 值 顯著性 

定價相近 -1.364E-02 .073 -.018 -.188 .851 

預告時間 -1.957E-02 .015 -.127 -1.283 .202 

促銷努力程度 -1.465E-02 .098 -.015 -.150 .881 

F 值                                                               .589 

R2                                                                 .016 

調整後的 R2                                                        -.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Model 2：Y = b1X1 + b2X2 + b3X3 + b4Z+b0 

表 5-9：假說驗證 2 

未標準化係數  

β之估計值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t 值 顯著性 

定價相近 -1.555E-02 .073 -.021 -.213 .832 

預告時間 -1.311E-02 .015 -.133 -1.324 .188 

促銷努力程度 -2.048E-02 .098 -.013 -.134 .894 

競爭強度 -4.112E-02 .098 -.041 -.421 .675 

F 值                                                               .483 

R2                                                                 .018 

調整後的 R2                                                        -.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6



與模型 1 相較可知，干擾變數對依變數之影響並不顯著。由於單獨加

入干擾變數、不探討交互效果對模型的解釋能力並不會提升，因此模型 2

之 F 值與 R2 反而減少。 

 

        Model 3：Y = b1X1 + b2X2 + b3X3 + b4Z+b5X1Z+b6X2Z+b7X3Z+b0 

表 5-10：假說驗證 3 

未標準化係數  

β之估計值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 t 值 顯著性 

定價相近 6.679E-03 .071 .009 .094 .926 

預告時間 8.618E-03 .022 .056 .395 .694 

促銷努力程度 3.931E-03 .096 .004 .041 .967 

競爭強度 1.715E-02 .098 .017 .174 .862 

定價相近 × 競爭強度 .129 .070 .186 1.849 .067* 

預告時間 × 競爭強度 3.770E-02 .016 .336 2.333 .022** 

促銷努力 × 競爭強度 -.196 .091 -.218 -2.155 .033** 

F 值                                                               1.726 

R2                                                                 .106  

調整後的 R2                                                                                     .045 

* 表 p<0.1 

** 表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與模型 2 相比，加入交互效果後之模型 F 值與 R2 均提升，顯示加

入干擾變數可增加模型之解釋能力，而假設之交互效果亦獲得研究結果的

顯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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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0 為研究假設之驗證結果，顯示 H1、H2、H3 與預期方向相

同，但結果並不顯著，因此實證結果並不支持 H1、H2、H3；H1（a）

與預期方向相同，且在 p<0.1 的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在市場競爭強

度越強的情形下，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對新產品產生競食效果的正向

關係越強；H2（a）與 H3（a）和預期方向相同，在 p<0.05 的顯著水

準下結果顯著，表示在市場競爭強度越強的情形下，新產品預告時間

對競食效果的正向關係會越強，及新產品促銷努力程度對競食效果的

正向關係會減弱。 

 

第五節  討論 

    本研究探討新產品上市活動中新舊產品間定價差異、新產品上市預告

時間、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對競食效果的影響，並探討其受市場競爭

強度干擾的情形。由下表研究結果可知，新舊產品間定價差異、新產品上

市預告時間、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對競食效果的影響均受市場競爭強

度干擾，但新舊產品間定價差異、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新產品上市促銷

努力程度對競食效果的影響並不顯著。 

 

表 5-11：假說驗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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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假設 預期符號 結果 

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程度 競食效果 H1 + 不支持 

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 競食效果 H2 + 不支持 

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 競食效果 H3 + 不支持 

定價相近程度 × 市場競爭強度 競食效果  H1（a） + 支持 

預告時間 × 市場競爭強度 競食效果  H2（a） + 支持 

促銷努力程度 × 市場競爭強度 競食效果  H3（a）  支持 



一、 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 

依據經濟學理論基礎，消費者會以成本最小來達到其效用最大，

因此當新舊產品定價相近時，新產品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應較大。然

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與預期方向相同，但新舊產品定價相近程度對競

食效果的影響並不顯著。 

 

造成這個現象的可能原因為，價格不僅具有配置的功能，亦具有

資訊的功能；在行銷學的領域來說，即價格在某種程度上也暗示了新

產品的品質，而有所謂的『價格品質聯想定價策略』存在。Shapiro

（1968）認為，當消費者認知到在同一種產品類型裡，品牌間品質差

異很大、而自己對品質差異判斷沒有充分把握時，會傾向用價格作為

評估各產品品牌的訊號；Olson（1972）、Bearden 與 Shimp（1982）的

研究亦指出，高價格策略可以提升消費者對產品的品質印象、強化購

買的信心，使新產品容易擴散到市場。因此當新舊產品定價相近時，

消費者也可能因此對新產品的定位產生混淆、懷疑新產品的品質是否

真如廠商所宣稱，因此持續選購在市面上已經建立形象、或消費者實

際有過使用經驗的舊產品，而造成新產品的競食效果並不顯著。 

 

由於本研究有效回收樣本新產品上市日期有 32％皆在民國 92

年，而在新產品上市初期會採用新產品的消費者多為創新者，其價格

敏感度較低，因此新產品以低價策略進入市場對這群消費者的吸引力

較小，也可能是造成新舊產品定價相近卻對競食效果影響不顯著的原

因。 

 

 

    由於本研究模型加入干擾變數對自變數與依變數間關係影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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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將研究結果進行進一步之單變量分析（UNIANOVA）後發現，

市場競爭強度高低不同時，其對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影響競食效果之

交互效果會相互抵銷，可能造成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對競食效果影響

之主效果不顯著。以圖5-2表示為： 

 

競食的估計邊際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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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競食效果的估計邊際平均數分析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 

根據 Eliashberg 與 Robertson（1988）、Lilly 與 Walters（1997）、

Calantone 與 Schatzel（2000）的研究中皆認為，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

越早，新產品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越大，然而本研究實證結果雖與預

期方向相同，但預告時間對競食效果可能性的影響卻不顯著。 

造成這個現象可能由於本研究僅以『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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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即僅以新產品上市預告實際執行（execution）中的一小部分探

討預告行為與新產品競食效果之關係，未考慮預告之訊息內容

（content）、目標（objectives）、目標群眾（target audience）、實際執

行中的統一性（uniformity）、與預告時所使用的溝通工具

（communication vehicles used）（Lilly and Walters 1997），因此可能無

法完全衡量出新產品預告對競食效果的影響。Calantone 與 Schatzel

（2000）也認為新產品預告行為包含多種形式（formats）、不同時間

長度（length）、和具體性（specificity）程度不同。而這些預告時間長

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均對預告產生的效果有所影響，例如：當新產品預

告內容所提供的資訊不足時，消費者相信此預告訊息的可能性較低、

認為廠商對此新產品的承諾（commitment）程度不高，因此不會在接

收到預告訊息後就立刻延遲其購買行為；或者廠商所選擇的預告訊息

目標群眾與實際進行購買行為的顧客不是同一群人，因此廠商所發出

的預告訊息並未有效傳達……等等，問卷中未完整涵蓋預告行為的其

他變數也可能是造成預告時間對新產品產生競食效果可能性的影響

並不顯著的原因之一。 

 

在 Lilly 與 Walters（1997）對新產品上市預告的研究中明確指出，

新產品預告的目標群眾可能為現存或潛在顧客（existing or potential 

customers），將其與 Kerin, Harvey, 與 Rothe(1978)研究中對競食效果

所做定義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當新產品預告目標群眾為現存顧客

時，才有可能產生競食效果；而當新產品預告目標群眾為潛在顧客

時，新產品上市造成的市場擴張並不屬於競食效果。因此，本研究並

未區分新產品預告訊息的目標群眾，可能造成預告對競食效果影響無

法顯現。 

將研究結果進行進一步之單變量分析（UNIANOVA）後發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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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強度高低不同時，其對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早晚影響競食效果

之交互效果會相互抵銷，可能造成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對競食效果影

響之主效果不顯著。以圖 5-3 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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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競食效果的估計邊際平均數分析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 

本研究參考 Ali, Krapfel, 及 LaBahn（1995）與 Hultink, Griffin, Hart, 

及 Robben（1997）衡量『促銷努力』的方法，設計出本項變數的問

項。依據 Cooper（1979）、Yoon 與 Lilien（1985）、Lambkin（1988）、

Green 與 Ryans（1990）、Reddy, Holak 與 Bhat（1994）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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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認為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越大時，新產品的績效越好，因此產

生競食效果的可能性應相對提高。然而在本研究的結果中雖與前人之

研究結果預期方向相同，但促銷努力程度對競食效果之影響並不顯

著。 

 

此現象可能由於研究中沿用前述學者的測量方法，在測量新產品

相對促銷努力程度的四項問項中，其中三項是與競爭者、產業平均、

競爭產品相比較，僅有一項問項是與現存產品相比；在實務上，當廠

商在對新產品進行促銷活動時，可能也有部分資源投入現存商品的促

銷活動以避免競食效果的產生，因此當測量問項中比較基準不同時，

可能因此與新產品促銷努力程度的影響相互抵銷，造成對競食效果的

影響不顯著。 

 

在替換購買（replacement purchase）--當消費者本身還擁有一個舊

型的產品，且還可正常使用的情形下，購買一個更新型的同類產品來

取代原有產品--的研究中發現，促銷方式不同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有不

同的影響效果；例如在相同的折扣幅度下，當廠商採取『以舊換新』

的促銷方式時，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就比廠商採取直接降價促銷的方式

來得大。Folkes 與 Wheat（1995）、Chen, Monroe, 與 Lou（1998）的

研究中亦指出，不同促銷方式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購買意願有不同的

影響。但本研究僅要求問卷填答人回答新產品上市時促銷努力程度的

比例，而未調查上市促銷活動的類型，可能由於廠商上市活動不同而

對競食效果有不同程度影響，卻無法確實反映在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

程度上，而造成研究結果的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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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銷活動可能僅僅使消費者暴露在外部環境刺激中，依據

Hawkins, Best, 與 Coney（1995）提及消費者的知覺過程，消費者暴露

在外部刺激之後，需經過注意、解釋等階段後才會進入記憶階段；而

Kolter（1988）指出，買者購買程序模式（AIETA Model）中消費者更

需經過知曉（aware）、興趣（interest）、評估（evaluation）、試用（trial）

之後才會真正進入採用（adoption）階段，當廠商對新產品進行促銷活

動時，消費者可能只對新產品產生興趣，但尚未轉換進入購買行為。

本研究的有效回收樣本中，民國 92 年新上市產品佔 32％的比例，若

加上 91 年新上市產品更高達 83％，可能由於廠商促銷活動成果尚未

展現在新產品銷售量上，因此造成新產品促銷努力程度對競食效果的

影響並不顯著。 

 

將研究結果進行進一步之單變量分析（UNIANOVA）後發現，市

場競爭強度高低不同時，其對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影響競食效果

之交互效果可能會相互抵銷，也可能造成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程度對

競食效果影響之主效果不顯著。以圖 5-4 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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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競食效果的估計邊際平均數分析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市場競爭強度對主效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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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市場競爭強度下，新產品上市預告時間對競食效果

的正向關係越強』、與『在高市場競爭強度下，新產品上市促銷努力

程度對競食效果的正向關係減弱』，此三項假設在實證研究結果中獲

得支持。 

 

當市場競爭強度高時，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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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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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產品間定價相近有類似於將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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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價推出的效果，因此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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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新舊產品定價相近將使新產品績效較佳、舊產品面對

『快速死亡（quick death）』或『緩慢死亡（slow death）』的產品線刪

減壓力，進而提高新產品產生競食效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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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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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在競爭強度越高的環境下，在許多決策構面上都會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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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Kerin, Harvey, 與 Rothe（1978）研究中指出，廠商在競爭激

烈的環境中推出新產品時可能希望在市場中享有先佔優勢，因此造成

競食效果增加。在 Mason 與 Milne（1994）以生態分析法研究競食效

果的文獻中也提出，廠商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可能希望藉由推出新

產品達到先發制人的優勢、挑戰競爭者、配合競爭者所能提供的產

品、或填補產品線。因此，在市場競爭強度高的情形下，交叉效果皆

顯著的現象也反映了廠商在競爭越激烈的環境下，反而可能有意以特

定的新產品上市活動造成較強的競食效果，以達到上述防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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