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高科技產業定義與特性 

 

高科技產業(High-technology industry)一詞的範圍可謂非常廣泛，根據全球

高科技產業研究資料庫所做的分類，舉凡 IC半導體、資訊家電(IA)、通訊與網路、

電子商務、軟體與應用、電腦系統與周邊、多媒體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均可囊

括於高科技產業的範疇中，然而對於實務上的分類標準而言，仍缺乏清楚且一致

的定義。 

 

儘管國際間對於科技產業仍缺乏一致的定義標準，但仍可發現高科技產業具

有某些明顯的特性，可用以作為概念性的定義，科技與技術投入的特性即為其中

之一，因此一些學者分別針對「產品基礎」(Product Basis)或「產業基礎」(Industry 

Basis)，對「高科技產業」提出數據性的定義(Quantitative Definition)以衡量高

科技產業。在「產品基礎」方面，主要是以「技術密集度」為指標，而技術密集

度＝產品之研究發展支出／產品之銷售價值，技術密集度高為高科技產業的一向

特質。 

 

在「產業基礎」方面，則以「研究發展費用」和「技術人員比例」以及「在

其產業中專利權取得的數量」為主要衡量指標，Boretsky (1982)定義高科技產業

需符合下述兩項條件之一者：(1)研究發展費用佔總產值之比例在 10%以上，(2)

員工中科學家、工程師及技術專家佔 10%以上者。另外，美國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 1983)則將高科技產業定義為研究發展支出和

技術人員所佔之比例在全美國製造業平均數二倍以上者；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81)則定義，高科技產業係指研究發展支

出佔銷售值的比率大於 3%者。Grupp、Munt和 Schmoch (1998)等學者進一步

以研究發展費用佔總產值之比例 8.5%為界線，將高科技產業區分為「尖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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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Leading-edge industries)與「傳統的高科技產業」，前者如航太、核能

以及部份的半導體產業，其 R&D密度超過 8.5%。 

 

除了數據性的定義外，許多學者也提出概念性的分類標準，孫震(1996)即將

高科技產業定義為：所應用的科技尚在不斷發展進步的科技之產業，除了涉及多

領域、先進的(advanced)技術，以研究發展高度技術或科技創新為主的的高科技

(high-tech)產業外，任何產業均可能由於投入研發成為科技產業。在這樣的定義

下，如紡織業的昶和纖維，自行車製造業的巨大機械，都可因使用許多先進且持

續發展的技術在產品素材或製程上，而可歸於高科技的範疇之中。 

 

另外，依據 Sherman (1982)之定義，高科技事業應符合三項條件：(1)投注

相當比例資金於新技術之研究發展，(2)擁有較高比例之技術人力，(3)以產品產

銷創新或發明新產品為主。而依 Shanklin & Ryans (1984)的定義高科技產業應

符合三項評估準則：(1)具有堅強的科學技術基礎，(2)新技術能迅速淘汰現有技

術，(3)新技術之應用能創造市場與需求。 

 

然而，某些準則常造成錯誤的分類，以美國勞工統計局以研發 (R&D)人員

的比例為標準而言，香菸產業就可被歸於高科技，因其常有足夠的研發人員但其

產業中科技的成長卻是緩慢的，也是較於強調廣告而非強調技術的；此外，某些

大眾認知中的高科技產業，如強調降低成本的電子零件製造商，通常是運用大量

且一致化的生產，且通常會雇用較少的研發人員，因此應該被排除於高科技的範

疇中的，即使是半導體產業，也時常會有雖然資本與勞工比率很高，但技術性勞

力的要求很低的情形，其創新的成長速度是緩慢的，因此有些學者主張分類的標

準應該要基於一些所謂高科技所應具有的一些共同的、潛在的特性。 

 

    Jaworski & Kohli (1993)即以這樣的觀點來定義高科技產業，認為所有的高

科技產業，應該具有三項特性，即(1)市場不確定性 (Market Uncertainty)(2)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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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 (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3)競爭變動性 (Competitive Volatility)，如

下圖 2.1所示。 

 

 

圖 2.1高科技產業的特性圖 
 

資料來源：Jakki Mohr, “Marketing of High-Technology Products and Innov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001, p7. 

 

其中，「市場不確定性」指的是，對於一特定科技所能滿足的顧客需求，其

類型(type)與程度(extent)的不確定(ambiguity)，造成此市場不確定性的來源有五

項： 

1. 消費者面對新科技時，並不了解此新科技所要滿足的需求是什麼。 

2. 在高科技產業的環境中，顧客需求的改變是快速且難以預測的。 

3. 市場上對於創新技術尚未建立起一致的標準，因而造成顧客購買時的疑慮。 

4. 對於顧客或製造者而言，均無法確定新科技在市場上擴散的速度。 

5. 由於以上這些因素，因而難以估計潛在的市場規模。 

簡而言之，市場的不確定性是來自於不清楚新科技所能滿足的需求、難以預期市

場需求的改變，以及無法估計市場的規模與未來的發展。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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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市場不確定性是對於市場需求方面的不確定，「技術不確定性」則是

指對於一新科技，無法確知其是否能如廠商所宣稱般的滿足特定的需求，其來源

有五項： 

1. 由於缺少功能表現方面的相關資訊，因而無法確知新產品的功能是否能如廠

商所宣稱般的運作。 

2. 由於無既定的資料記錄，因而無法確定新產品能否如期的推出。 

3. 無法確信銷售者能提供及時且高品質的售後服務。 

4. 無法預知新產品是否有不良的副效果(Side Effects)，如網路帶來的詐欺、個

人隱私的問題。 

5. 無法確知新科技何時會變得過時。 

 

在「競爭變動性」上，是指競爭範疇的變動性，如競爭者有哪些、其所提供

的產品、其用以競爭的工具等，造成競爭變動性的來源有三項： 

1. 難以評估哪些廠商會成為未來的競爭者，尤其在高科技的環境中，產業外的

廠商常因引入創新科技，而成為產業中強大的競爭者。 

2. 不確定競爭者所使用的競爭策略為何，尤其一些新進入產業的競爭者常引用

現有廠商所不熟悉的競爭策略。 

3. 無法確定哪些產品是造成競爭的，意即某些競爭產品能以不同或更新的方式

來滿足現有的需求，然而此類產品卻是難以預知的。 

 

高科技產業的特徵，就是同時具有高市場不確定性，高技術不確定性，以及

高競爭變動性，唯有同時具備此三項特徵，才能完全的表現出高科技產業所應具

有的產業特質。 

 

  此外，各國政府機關對於高科技產業認定的標準也各有不同，表 2.1列示了

美國、歐洲、日本與台灣四個區域，對於高科技產業的認定原則與產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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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高科技產業分類準則與產業類別 

地區 認定原則 產業內容 

美國 1. 美國勞工統計局之定義：研究發展支出
和技術人員所佔之比例在全美國製造

業平均數二倍以上者。 

2.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之定義：研究發展
支出佔銷售值的比率大於 3%者。 

1. 化工及製藥業 

2. 電腦和辦公室設備等機
械業 

3. 電機和通訊業 

4. 專業與科學儀器業 

5. 航空及飛彈業 

歐洲 歐洲官方認為有四項準則 

1. 技術開發速度快、需依賴研究發展、研
究發展費用的支出佔營業額或附加價值

的比例高於總體平均值，且大部分經費

由政府公共部門支出。 

2. 高科技產品大多為整個經濟體系所廣泛
使用，經濟規模之重要性大。 

3. 高科技產品多為生產財或資本財，且營
業額中有相當大之比例是政府部門之公

共採購。 

4. 高科技產業各部門對技術之依賴程度遠
較一般工業產品為高；產業體系的完整

性最為重要且受到重視。 

1. 太空工業 

2. 核能工業 

3. 專業工程 

4. 生物工程 

5. 新能源科技 

6. 海洋礦床開發 

7. 電子結合之產業 

日本 日本政府認為高科技產業必須具備 

1. 研究發展投資金額高 

2. 具備制度化性格 

其中所謂制度化性格指的是綜合個別技術

成一整體，發揮其整體功能應用於經濟社會

之意。 

1. 工業用機器人 

2. 積體電路 

3. 新材料工業 

4. 生物科技 

5. 辦公室自動化設備 

6. 資訊網路系統 

7. 航太工業 

8. 光電工業 

9. 電腦產業 

台灣 台灣政府在 1991年的「國家經濟建設六年
計畫」中之依據 

1. 附加價值高 

2. 技術密集度高 

3. 產業關聯效果大 

4. 市場發展潛力大 

5. 污染程度小 

6. 能源密集度低 

1. 通訊產業 

2. 資訊產業 

3. 消費性電子產業 

4. 機密機械與自動化產業 

5. 半導體產業 

6. 高級材料產業 

7. 特用化學品及製藥產業 

8. 航太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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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項原則定義高科技產業 9. 醫療保健業 

10. 污染防治業 

資料來源：張宗凱 (1999)，高科技標竿政策因素之初探，政治大學。 

 

不論是以何種方式定義高科技產業，可以歸納出該產業大多具有以下特性： 

1. 知識與資本密集 

2. 研究發展投入經費高 

3. 高沈沒成本 (Sunk Cost) 

4. 產品的生命週期短 

5. 高利潤回收 

6. 市場潛力高但風險也高 

使得該產業容易造成進入障礙而變成寡佔市場，若能在產品的導入期或成熟期掌

握新技術的形成且迅速地、完全地取代原有技術，則新技術的擁有者將較能透過

市場進入障礙，取得較高的市場主導優勢，此特性在知識經濟時代尤其明顯。 

    

第二節 新產品管理 

 

一、新產品的定義 

    如何定義新產品，目前在不同的觀點下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而學術上與實務

上的定義也略有所不同，Levitt (1965)曾提出，大部分產品的「新」，都不是純粹

的創新，而僅是一種模仿與改善。整體而言，要定義何謂「新產品」，可由兩個

觀點切入探討： 

(一) 消費者觀點 

Sampson (1970)以需求的角度觀之，認為新產品應具有三項特色，1.能夠

滿足新需要、需求與慾望。2.比其他產品更能明顯地滿足顧客需求。3.包含「產

品」與「溝通訊息」兩者之創新組合。 

 

許士軍(1983)認為，能針對顧客需要或針對消費系統，提供不同滿足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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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即可稱為新產品，簡而言之新產品必須是要能以不同的、更好的方式來滿足

市場需求；司徒達賢(1995)也提出類似論點，認為凡產品能夠滿足市場尚未被滿

足的需求，即構成一種新產品。 

 

而 Rochford (1991)則進一步認為要定義一新產品應基於「是否提供消費者

更好的效益」，然而效益是消費者自身主觀的認知，因此在此觀點下企業所認為

的新產品，對消費者而言未必如此。  

 

另外，Hisrich & Peters (1986)提出「創新的連貫性」(continuum)之概念，

用以作為劃分新產品的準則，其觀點依照「對消費方式之影響」而將新產品之創

新程度分為三類，如表 2.2所示： 

 

表 2-2 新產品分類—創新連貫性 

連貫性創新 
(Continuous Innovation) 

動態連貫性創新 
(Dynamically Continuous Innovation) 

非連貫性創新 
(Discontinuous Innovation) 

對現有消費方式產生

最少之改變，如手機

的改款，或外型、尺

寸、顏色的改變。 

對現有消費方式產生部份改

變，例如數位電視、數位家電

等。 

產生新的消費方式，並

且是過去從未出現過的

新產品 

資料來源：林隆橋、羅文坤、鄭英傑合譯(1991)，Hisrich & Peters (1986)原著，”Marketing 
A New Product : Its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二) 企業觀點 

Souder (1988)從企業的角度，定義新產品為「一企業以往所不曾擁有過的

產品」，而不論市場上是否已經存在此產品。Booz、Allen和 Hamilton (1982)也

以公司立場來解釋新產品，認為雖然其他公司可能已經在生產或銷售某一產品，

但若對於該公司而言，一直沒有製造或銷售這類產品的經驗，此產品對於該公司

而言即為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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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士葆(1990)則認為新產品的定義應為「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即對

於某企業而言，有別於其原先的狀態，即可稱為新產品。Rochford (1991)更進

一步的指出，對於上市市場的選擇，技術與製造方式的改變，以及上市活動，只

要企業之作法有若干新穎性，即可視為新產品，因此對於既有產品進入新市場或

是功能的改善，均可視為產品創新。 

 

    除了從消費者觀點或企業觀點之單獨的構面來定義新產品外，尚有學者提出

一些整合性的觀點來歸類新產品，其中最著名也最廣為使用的為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所提出之方法，依據產品對公司的新穎程度，以及相對於市場的

新穎程度，將新產品歸為以下六種：1.完全創新產品  (New-to-the World 

Product )、2.公司的新產品線 (New Product Line)、3.公司既有產品線之新項目 

(Additions to Existing Llines)、4.既有產品之改良與修正 (Improvement/revision 

to Existing Product)、5.既有產品的重新定位 (Reposition)、6.既有產品之成本

降低 (Cost Reduction)，如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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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新產品定義 

 

資料來源：Booz、Allen & Hamilton (1982), ” New Product Management for 1980’s,” NY: 
Booz、Allen & Hamilton Inc. 
 

    另外 Kolter (1988)則著重於產品本身之特性，定義出四大類的新產品，即(一)

原創性產品 (Original Product)，(二)改良性產品 (Improved Product)，(三)修正

性產品 (Modified Product)，(四)由公司內部研發之新品牌 (New Brand)，並認

為應同時考慮顧客是否認為此產品夠新穎。 

 

    而 Danneels & Kleinschmidt (2001)則依據過去之文獻，提出在衡量新產品

時，可由消費者與企業兩者不同的觀點來看，而所應考量之構面，如下所示： 

1. 消費者觀點：創新屬性、採用風險、消費行為改變程度。 

2. 企業觀點：技術與市場環境熟悉程度、技術與市場資源契合程度 

 

二、新產品發展過程 

    新產品在上市之前，勢必會經過一連串的新產品發展過程 (New Product 

公司的新

產品線 

既有產品之

改良與修正 

成本降低 

既有產品線

之新項目 

完全創新產品 

重新定位 

對
於
公
司
新
穎
程
度 

高 

低 

對於市場新穎程度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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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NPD) Process,)，其中各個細節環環相扣，因此產品發展過程是

否嚴謹，將直接影響新產品上市後的成敗。Booz、Allen & Hamilton(1982)即指

出，欲成功的上市一項新產品，除了公司要有長期的策略規劃外，更重要的是本

身必須擁有一個正式的新產品發展程序。 

 

    新產品發展過程中應包含哪些活動，各個學者有不同的看法，Black & Baker 

(1988)認為應由五個相互關聯的活動組成，包括(1)機會確認 (Opportunity)、(2)

概念設計 (Design)、(3)產品原型發展 (Prototype-Development)、(4)產品原型

評估 (Prototype-Estimate)、(5)市場導入 (Introduction)，這五項活動應該是具

有邏輯順序並且環環相扣的。 

 

    Hisrich & Peter (1986)則有更深入的觀點，認為新產品開發過程應包含以下

步驟： 

1. 構思產生  (Idea Generation)：新產品構思的來源主要包括腦力激盪法 

(Brainstorming)、反向腦力激盪法 (Reverse Brainstorming)、屬性列舉法 

(Attributes listing)等，主要目的為激發出可以因應市場需求的新產品構思。 

2. 篩選 (Screening)：有了新產品構思，尚需要透過篩選的程序以遴選出較適

合的，而評估新構思的方法包括檢核表 (Checklist)、公開討論法 (Open 

Discussion)等。 

3. 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sts)：篩選之後的新構思，在進入產品原型 

(Prototype)製作前，還需經過一些測試的過程，如焦點訪談  (Focus 

Groups)、概念測試 (Concept-Testing)等，以確認新構思的可行性與實用性。 

4. 開發 (Development)：即將新產品構思發展成產品原型的階段，然而期間仍

需不斷的評估製造難易度、安全性、成本因素等問題，並作適當的修正與改

良。 

5. 測試 (Testing)：意即透過市場試銷等活動來收集市場情報，了解顧客對於此

新產品的看法，並依據回收的資訊，在行銷策略或產品上做必要的修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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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新產品上市後的成功。 

6. 商業化 (Commercialization)：最後的階段，全力生產新產品並投注心力在相

關的行銷活動上，正式將新產品推出上市。 

 

而 Cooper & Kleinschmidt (1986)則提出其他的看法，將新產品上市過程區

分為行銷類與技術類兩種活動，行銷活動包括有(1)初步市場評估，(2)市場研究，

(3)產品原型之消費者測試，(4)市場測試，(5)產品上市；而技術活動則包括(1)

初步技術評估，(2)產品發展，(3)廠房內原型測試，(4)初步生產，(5)大規模生產。

此二類活動的相互配合，才能確成功的上市一項新產品。 

 

    總合種種文獻，可以歸納出新產品發展過程主要可分三階段： 

1. 新產品構思產生與篩選階段 

2. 產品原型發展與測試階段 

3. 產品上市與相關行銷活動執行階段 

而要使新產品在上市後能有好的績效表現，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的策略都必須審慎

的選擇與執行，初期的策略錯誤，即使在上市階段有強而有力的行銷活動，新產

品仍難免失敗的命運，因此策略的正確性與一致性是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的核心

所在。 

 

三、新產品的管理 

    產品生命週期趨短、技術變化速率加快與買者越來越精明老練等因素，都加

強了新產品成功的推出對於公司財務健康與生存的重要性 (Hultink、Griffin、

Robben & Hart, 1998)，而這些因素在高科技產業中更加的明顯，因此適時不斷

的推出新產品是因應目前快速變遷與越趨競爭之環境不可少的策略。 

 

    Wind、Mahajan & Bayless在 1990年的研究中指出，新產品對於公司的財

務狀況非常重要，其研究過去 3-5年間所上市的新產品，發現佔公司營收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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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因此成功的新產品也可以視為公司的一項競爭優勢 (Ali, 1994)。 

 

    然而推出新產品的風險也甚高，因為市場上的顧客未必會如公司所預期的接

受新產品，尤其在產品新穎度很高的情況下，顧客在購買決策上的顧慮會更多更

謹慎，也使得企業難以準確預測新產品上市後的績效表現。Booz、Allen & 

Hamilton (1982)於其研究中指出，30-35%的新產品推出並不成功；Aaker (1991)

也認為，由於產業競爭更趨激烈、配銷通路競爭以及廣告費用普遍提高，使得成

功引進新產品變得更加困難。 

 

    因此，許多企業傾向避免推出產品新穎度過高的產品，或是在已建立起知名

度的品牌下推出新產品，以產品線延伸 (Line Extension)或品牌延伸 (Brand 

Extension)的方式，藉以降低風險；然而 Buday (1989)認為產品線延伸的新產品

具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 (similarity)，因此新產品的上市對既有的產品會造成競食

效果 (cannibalization)，對新舊產品的銷售都會有影響，因此在上市時機的掌握

上必須相當適宜，以盡可能的避免競食。 

 

    由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新產品對於企業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除了財務上的

影響外，也是決定企業競爭優勢的重點之一，因此為了成功的推出一項新產品，

企業必須審慎的運用新產品上市策略，以確保新產品上市後的績效能為公司帶來

更多的獲利與競爭優勢。 

 

第三節 新產品上市策略 

 

新產品的上市階段，對於新產品最終的績效有決定性的影響，通常也是整個

新產品發展過程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NPD)中需投入最多成本

的階段，Calantone & Montoya-Weiss (1993)即指出，在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

中，產品上市階段是最昂貴，風險最大，也最需要審慎管理的。Urban & Ha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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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也在其研究中指出，即使妥當的管理新產品發展過程，上市後的預期失敗

率仍高達 30%，因此選擇正確的上市策略將能確保新產品有更大的成功機率。 

 

Biggadike (1979)將上市活動分為「策略態勢」(Posture)與「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兩類，前者包括產品新穎度、產品定位等決策；後者則包含定價、

促銷、通路配銷等與產品相關的行銷活動。而近代在探討新產品上市活動的文獻

中，多與 Biggadike 的觀點類似，將主要決策分為策略性上市決策 (Strategic 

Decision)與戰術性上市決策 (Tactical Decision)，策略性決策於整個新產品發展

過程初期即已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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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決定產品的相對新穎度、產品定位與上市時間等；而戰術性

決策則於 NPD後期訂定，處理的議題主要是如何上市 (How to Launch)，如訊

息溝通的方式、產品定價、促銷活動與配銷模式等 (Biggadike, 1979；Cooper, 

1993；Crawford, 1984, 1994；Hultink、Griffin、Robben & Hart, 1997, 1998)，

此兩類活動之一致性對於新產品績效表現的重要性有決定性的影響。以下將分別

探討文獻中對此兩種不同決策的研究。 

 

一、策略性決策 

    Crawford (1994)認為，策略性決策是屬於公司內部策略的一部分，與戰術

性決策有所區別之處，在於策略性決策通常是先於戰術性決策訂定的，甚至較整

個新產品開始發展更早(Hultink 1998)，並會影響之後的戰術性決策，而且策略

性決策一但決定，在整個產品的發展與商業化的過程中即很難被改變。 

 

    策略性上市決策的範圍很廣泛，不同學者所著重的變數也各有不同，

Guitltinan (1999)將焦點著重在三個變數，一為目標市場的選擇  (Target 

Market)，認為公司在決策上可以選擇利基市場 (Niche Market)或大眾市場

(Mass Market)；另一項變數為市場領導 (Leadership)，認為公司在市場進入決



 18 

策方面可選擇領導者策略 (Lead)或追隨者策略 (Follow)；最後是產品相對新穎

程度 (Relative Innovativeness)，而依據 Booz、Allen和 Hamilton (1982)所提出

之分類，新穎程度共分為六種，然而影響公司決定此決策的因素很多，包括前兩

項變數、競爭環境與公司本身對於技術的傾向，都有可能影響對產品新穎度的決

策。 

 

    另外，Hultink、Hart、Robben & Griffin (2000)認為，策略性決策可以定義

成新產品發展的產品策略 (Product Strategy)、市場策略 (Market Strategy)、競

爭態勢 (Competitive Stance)與公司策略 (Firm Strategy)，其中產品策略包括產

品技術的創新程度  (Product Innovativeness)、產品的新穎程度  (Product 

Newness)以及產品發展的週期時間 (NPD Cycle Time)；而市場策略則為選擇目

標市場 (Targeting Strategy)、選擇發展處於何種生命週期階段 (Stage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PLC)的產品以及進入何種成長率的市場 (Market Growth 

Rate)；而競爭態勢包括競爭者的數量 (Number of Competitors)與產品優勢 

(Product Advantage)；最後公司策略則包括創新策略 (Innovation Strategy)與新

產品發展之導向 (Driver of NPD)，詳細的探討內容如表 2.3所示： 

 

表 2-3 策略性上市決策 

 決策內容 

產品策略 

(Product Strategy) 
1.技術的創新程度 

(Product Innovativeness) 

 

2.產品的新穎程 

(Product Newness) 

 
3.產品發展的週期時間 

(NPD Cycle Time) 

 

 
較高 

 

 
新產品/新系列 

 

 
小於 1年 

 

 
相等 

 

 
功能改良 

 

 
1-3年 

 

 
較低 

 

 

 

 

 
大於 3年 

市場策略 

(Marke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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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擇目標市場 

(Targeting Strategy) 

 
2.選擇發展處於何種生命

週期階段的產品 

(Stage of PLC)  

 

3.進入何種成長率的市場

(Market Growth Rate) 

利基市場 

 

 
初期/成長階段 

 

 

 
小於 5% 

選擇性市場 

 

 
成熟/下降階段 

 

 

 
大於 5% 

大眾市場 

競爭態勢 

(Competitive Stance) 
1.競爭者的數量 

(Number of Competitors) 

 

2.產品優勢 

(Product Advantage) 

 

 
1-3個 

 

 
低 

 

 
超過 3個 

 

 
中等 

 

 

 

 

 
高 

公司策略 

(Firm Strategy) 
1. 創新策略 

(Innovation Strategy) 
2. 新產品發展之導向

(Driver of NPD) 

 

 
創新者 

 
行銷導向 

 

 
追隨者 

 
技術導向 

 

 

 

 
兩者兼具 

資料來源：Hultink, E. J., A. Griffin, S. Hart & H. S. J. Robben (1997), “Industrial New 
Product Launch Strategies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4, 243-57. 
 

二、戰術性決策 

    戰術性決策主要是決定新產品上市時，行銷組合的選擇與運用，Hultink, 

Griffin, Hart & Robben（2000）則將戰術性策略定義為：當新產品在上市階段時，

公司所採取的某種行銷組合以增加上市成功的機率。其研究中認為新產品上市

時，公司先要確定行銷資源投入的程度，之後再決定以下的四種戰術性活動： 

 

1. 產品戰術 (Product Tactics)：意即決定產品線的廣度 (Breadth of Product 

Assortment)以及其品牌策略 (Branding Strategy)。 

2. 配銷戰術  (Distribution Tactics)：主要為決定配銷支出  (Distribution 

expenditure)與選擇通路 (Distribution Channels)，此外在上市一般消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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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 Products)時相較於上市工業品 (Industrial Products)，應花費較

高的通路支出以及開發較少的新通路。 

3. 定價戰術 (Price Tactics)：即決定價格策略 (Pricing Strategy，如吸脂策略或

滲透策略)以及價格水準 (Price Level)。 

4. 促銷戰術 (Promotion Tactics)：其研究所提及之促銷戰術包括有，(1)決定促

銷費用 (Promotion Expenditure)；(2)選擇廣告媒介，如平面廣告 (print ad)、

電視廣告  (TV ad)或廣報節目  (Radio ad)； (3)公關的建立  (Public 

Relations)；(4)選擇銷售方法，如直效行銷 (Direct Marketing)或人員銷售 

(Personal Selling)；(5)舉辦相關活動，如產品發表會或參加商展 (Trade 

Show)。 

 

整體而言，戰術性決策必須承接策略性決策，是相對較晚決定的，而且即使

是在接近上市的時間，仍能以較簡單、成本較低之方式作修正，其主要目的是希

望透過這些活動的搭配，更增加新產品上市後的成功率。 

 

第四節 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之因素 

 

    Cooper (1979)認為會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的因素主要可由六個構面來探

討： 

1. 商品實質 (Commercial Entity)：包括此新產品的屬性，所具有的優劣勢，以

及在生產製造或上市時所需努力的程度。 

2. 資訊取得 (Information Acquired)：即新產品在發展過程中，資訊取得的特性

與品質。 

3. 活動的熟練程度 (Proficiency of Process Activities)：意即新產品發展過程中

每個活動環節執行的熟練度與績效。 

4. 市場本質 (Nature of Market)：指新產品所欲進入之市場的特性，如消費模

式、競爭態勢、配銷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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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資源基礎 (Resource Base of Firm)：指的是發展新產品所需投入之資

源，與公司現有資源相容的程度。 

6. 新產品專案本質 (Nature of the Project)：即新產品發展專案的特色。 

 

而 Song & Parry (1997)則提出影響上市策略決定的因素主要為以下兩點： 

1. 競爭環境 (Competitive Environment)：其研究中指出市場競爭激烈的程度，

對新產品發展過程與上市後成功的機率有密切的相關性。因此當市場上競爭

激烈時，企業為因應此一態勢，在價格、通路，甚至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都

會不斷的作調整，以適時的回應競爭對手的策略。 

2. 公司內部環境 (Internal Environment)：內部環境中有三項因素對於上市策略

有極大的相關性，分別為「行銷綜效」 (Marketing Synergy)，指的是行銷計

畫與行銷資源、銷售活動密切配合的程度；「技術綜效」 (Technological 

Synergy)，指行銷計畫與科技資源、設計技巧密切配合的程度；「跨部門整合

程度」，即公司內行銷、R&D、製造部門間整合的程度。當這三項因素越高，

也代表著新產品發展過程會越順利。 

 

另外Miller (1987)則認為市場上消費者的動向也是影響上市策略的主因，其

以市場變動性 (Market Turbulence)來描述消費者需求變動的程度，企業為了要

因應市場需求的變化，會在生產技術、產品新穎度、或行銷組合上作修正，因此

市場變動性是可能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的因素之一。 

 

    Ali (1994)與 Nault & Vandenbosch (1996)認為，許多公司在上市新產品時，

常會面臨到新舊產品間互相競食 (Cannibalize)的問題，有時為了不影響舊產品

的銷售，公司傾向延後新產品的上市，但此舉亦造成新產品商機的延誤，由此可

知，對於競食效果的顧慮程度，對於新產品上市策略具有很大的影響。 

 

    綜觀各種研究文獻，可以歸納出影響新產品上市策略之因素主要可以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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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第一為環境因素，主要是為了因應競爭者、顧客需求、甚至是各種新技術，

而影響企業在上市策略的決策；第二為綜效方面的考量；最後則是公司對於競食

效果的態度。 

 

第五節 公司情境內部因素 

 

一、市場導向 (Marke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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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 (1988)認為所謂「市

場導向」是指企業在了解目標市場的需求後，藉由設計、訊息溝通、定價，並傳

遞適當且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來滿足其顧客需求。 

 

而 Kohli & Jaworski (1990)則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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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組織根據所有的

訊息以及外在變化做出判斷，再將訊息廣泛地傳弟至各個部門，最後再據此生產

最適合顧客的產品以符合其需求，由當中可知市場情報的蒐集對於市場導向而言

意義重大。 

 

    Narver & Slater (1990)則以組織文化的觀點來詮釋市場導向，認為市場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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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市場導向應該成為一種組織文化以創造更高的顧客價值，同時提升

企業的經營績效。而以市場導向為中心可發展出五個相關概念，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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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市場導向架構圖 
 
資料來源：Narver, J. C. and S. F. Slater (1990), “The Effect of A Market Orientation on 
Business Profitabi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54 (October), 20-35 

 

    其五個相關的概念分述如下： 

1. 顧客導向 (Customer Orientation)：指對目標顧客有充分的了解，能持續為

其創造更高的價值，即組織可以充分的了解目標市場中顧客的需求以及產品

在顧客心中的價值。換句話說，企業必須明瞭目標顧客群的想法、潛在顧客

群之所在，以及未來市場發展的趨勢。 

2. 競爭者導向 (Competitor Orientation)：指了解現在或潛在之競爭者短期的優

劣勢與長期的能力，除了要充分掌握市場上供應同質性產品之企業的能力和

長處外，還需盡量去了解其利用何種資源以及所採取的技術為何。 

3. 跨功能協調 (Interfunctional Coordination)：指協調公司有限的資源以為目標

顧客創造更高的價值，充分的利用每個部門的競爭優勢，透過跨部門甚至跨

組織的協調合作以持續的提供顧客價值。 

4. 長期觀點 (Long-term Horizon)：意指組織對於所投入的資源以及營運表現應

有長期的看法，避免指追求短期創造銷售，而忽略的投資以持續發展優良的

競爭者導向 跨功能協調 

顧客導向 

長期利潤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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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導致未來無法滿足顧客，甚至潛在顧客的需求。 

5. 強調利潤 (Profit Emphasis)：指各部門對於績效的評估應以創造利潤為主要

目標，無論何種活動，必須以利潤的極大為基礎，在市場導向的過程中，缺

少利潤的增加性將會使企業無法生存。 

 

二、技術機會主義 (Technological Opportunism) 

    Srinvasan, Lilien & Rangaswamy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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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作為評估企業採用新技術的一

項重要依據。 

 

    技 術 機 會 主 義 主 要 包 括 兩 項 要素， 第 一 ， 技 術 的 意 識 能 耐

(Technology-Sensing Capability)，指的是組織是否有能力去獲得且了解組織內

部或外部的新技術發展，若組織擁有較強的技術意識能力，則會定期的去檢閱並

發掘新技術，以及新技術可能帶來的機會與威脅；第二，技術的回應能耐 

(Technology-Response Capability)，指對於所意識到環境中的新技術，組織回

應這些新技術的意願與能力，當組織意識到一項新技術未必會有所回應，因其可

能會競食現有產品之市場，或資源方面的限制等，因此對新科技的回應意味著企

業必須重新審視組織的資源與策略，以善用新科技所帶來之機會，避免威脅。 

 

    技術機會主義是一種公司內部對於新技術的態度，與「組織創新」

(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ness)或「技術導向」 (Technological Orientation)的

概念與衡量的方式有所不同，組織創新與技術導向指的是企業有能力去發展新技

術或新製程，然而技術機會主義則是組織意識與回應新技術的能力，而此新技術

未必是組織內部所發展的，可能來自其他企業，甚至其他產業。 

 

    技術機會主義此種「意識並回應」的核心概念與市場導向很類似，主要的差

別在於市場導向之企業「意識並回應」的對象是市場上顧客與競爭者，不過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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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觀之，仍可發現此兩者有以下兩項根本上的差異： 

1. 新技術可能來自於目標市場外的環境，包括供應商或其他產業，因此技術機

會主義所要「意識並回應」的範圍比市場導向要廣泛的多，Christensen (1997)

便曾在其研究中提出實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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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意識並回應市場上之顧客與競爭者有策略上之需要，並可獲得實際的報酬，

然而回應一項新技術卻有其風險存在，因為該技術是否能為企業帶來利潤無

法預知。 

 

三、競食意願 (Willingness to Cannibalize) 

    「競食」一詞傳統上指的是由於新產品的上市，而侵蝕公司本身在市場上既

有產品的銷售 (Mason & Milne, 1994)，Heskett (1976)則定義競食效果為「新產

品經由移轉舊產品的銷售而獲得其銷售量的過程」，通常企業會希望避免錯誤的

競食效果，以免對既有產品與新產品均造成不利影響，Mason & Milne (1994)還

認為競食效果是新產品發展過程中必然發生的一環，對公司而言有利有弊，但可

透過產品線刪減(deletion)與強化品牌形象來減少其傷害。 

 

Chandy & Tellis (1998)則認為，競食可以促進企業的產品創新，並帶來長期

的成功，並認為競食的意願是影響企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謂「競食的

意願」，指的是企業願意、且準備好去使現有或潛在投資之價值減少的程度

(Chandy & Tellis, 1998)。Deshpande & Webster (1989)認為此意願是一種決策

者在態度上的特質，並且普遍存在於組織文化、價值觀與信念之中，因此，競食

的意願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因素。競食意願主要受到以下四個因素影響： 

1. 專業化的投資 (Specialized Investment)：指的是一種資源的投入，而此投入

只適用於特定的科技，否則即會失去其價值，企業通常已經在現有成功的產

品中投入相當的資源，而當這些無法與新科技相容時，在沉沒成本 (Sunk 

Cost)的考量下，會抗拒採用新科技，而競食的意願也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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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競爭市場 (Internal Market)：Menon、Bharadwaj & Howell (1996)認為

擁有活絡的內部競爭市場可以促進創新，為企業帶來益處。衡量企業是否擁

有活絡的內部市場可以依據兩項指標，即內部自治 (Internal Autonomy)與內

部競爭 (Internal Competition)，內部自治是指相對於企業總部，事業單位主

管所擁有之主控權；而內部競爭則是企業之各事業單位競爭之程度，而當此

兩項指標均為高時，則可判定一企業擁有活絡的內部市場。Chandy & Tellis 

(1998)認為，活絡之內部市場可促進創新的原因有二，第一，與產品相關的

決策是由事業單位主管決定，其考量之專業化資產僅僅限於其事業單位所擁

有的，相對整個組織而言較容易為了接受新科技而放棄之；第二，事業單位

必須相互競爭，在顧及其他部門可能會接受自己所抗拒的新科技而獲得成功

時，會因而加強接受新科技的誘因。由此可知擁有活絡的內部競爭市場將提

高企業競食之意願。 

3. 產品負責人之影響力 (Product Champions Influence)：當新產品之負責人或

其團隊對於公司高層或整個組織的影響力較大時，較易於使公司高層更專注

於新產品的開發活動上，將新產品置於相對較高的策略地位，因此也會有較

高的競食意願。 

4. 未來市場的聚焦程度 (Future Market Focus)：指的是公司強調未來客戶與競

爭者之程度，當此聚焦程度較高時，代表公司較著重於未來市場的規劃以及

因應未來可能面臨之競爭，因此較重視對於未來的投資活動，如果新產品或

新技術能使公司在未來更具有競爭優勢，便會願意犧牲現有的投資活動，故

對未來聚焦程度越高，競食意願也會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