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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高科技公司在「技術機會主義」、「競食意願」和「市場

導向」三者上的傾向，對於「策略性上市決策」之訂定的影響性，以及不同的策

略性上市決策對於「績效表現」的影響。首先針對過去文獻等次級資料，提出一

概念性的架構與研究假設，再透過問卷的設計與回收所取得的初級資料來驗證假

說，藉以對台灣高科技公司的上市策略能有更深刻的了解。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主要衡量的變數包括：「市場導向」、「技術機會主義」、「競

食意願」、「產品新穎度決策」、「產品定位決策」、「上市時機決策」、「新產品績效

表現」以及「產業特性」，衡量方式均以李卡特尺度，再將之轉化為可量化之資

料，對於每一個問題，分別以 1到 7之數字代表受訪者對於題目敘述同意之程度，

1代表「非常不同意」，7則代表「非常同意」，數字越高代表的同意程度也愈高。 

 

    在問卷題目的設計上，是依照過去相關文獻當中，各學者在相關領域之研

究，並依據台灣實際之情況與前測問卷之結果，將之修改為適合台灣高科技公司

填答的字句，以其能更確實反映出產業現況。 

 

第二節 抽樣 

 

由於本研究所探討之主體為台灣地區之高科技廠商，因此在樣本的選取上主

要以歷屆精品獎參賽廠商以及 2003 年天下一千大製造廠商為主，由於精品獎參

賽廠商與天下一千大製造廠商涵蓋各產業，因此本研究先行排除非科技業之廠

商，經過篩選過後較符合的廠商共 530家，本研究以這些廠商為問卷發放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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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問卷的發放方面，本研究採用郵寄的方式來執行調查之工作，而為了提高

問卷的回收率，在第一次發放問卷兩週後，針對尚未回收之廠商進行電訪，並視

情況需要再度郵寄相同之問卷，並且在兩週之後再行作最後一次催收之工作，以

期能增加問卷之回收率。 

 

第三節 變數衡量 

 

(一)市場導向 

市場導向是企業為了反應外在環境的變化，對於所要採取之內部因應措施的

傾向，本研究採用 Narver & Slater (1990)對於市場導向的定義，由顧客導向、

競爭者導向與跨功能協調三個構面，來衡量市場導向的程度 ，其衡量方式如表

4-1所示： 

 

表 4-1  市場導向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顧客導向 1. 本公司很快就能發現顧客偏好的改變 

2. 本公司定期檢視企業環境的改變可能對顧客造

成的影響 

3. 本公司定期檢視我們的產品發展成果，以確認

符合顧客的需求 

4. 本公司經常進行銷售預測與顧客偏好的調查 

5. 當本公司發現顧客對我們的產品或服務不滿意

時，我們會立即採取修正的行動 

6. 本公司經常且有系統地衡量顧客滿意度 

7. 本公司強調售後服務 

競爭者導向 1. 本公司經常追蹤競爭者的策略與戰術 

2. 本公司經常會快速回應競爭者的行動 

Narver & 

Slater  

(1990) 

 

Kohli & 

Jaworski 

(1990) 

 

Greenle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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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的銷售人員會互相分享競爭者的資訊 

4. 本公司的高階主管會討論有關競爭者的策略 

跨功能協調 1. 本公司不同部門間的資訊與資源是共享的 

2. 本公司有跨部門的會議來討論市場趨勢和發展 

3. 本公司強調不同部門間的相互協調 

4. 本公司的不同部門間的策略會相互整合以因應

市場需求 

5. 本公司所有的部門對於創造顧客價值都有貢獻 

 

 

(二)技術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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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技術機會主義主要包含兩個要

素，一為「技術的意識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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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則為「技術的回應

能力」(Technology-Response Capability)，指對於所意識到之新技術，組織回

應這些新技術的意願與能力。本研究根據這兩項主要的組成要素，定義其操作性

衡量指標如表 4-2所示： 

 

表 4-2  技術機會主義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意識到技

術改變的

能力 

1. 本公司可以順利取得未來技術發展走向的相關

資訊 

2. 本公司通常比同業先察覺到可能影響我們公司

的技術改變 

3. 本公司主動尋找有關環境中技術改變的消息，

而這些消息有可能影響我們公司 

4. 本公司定期評估技術的改變對我們公司的可能

Srinvasan、

Lilien & 

Rangaswam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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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回應技術

改變的能

力 

1. 本公司通常非常快速的回應環境中技術的改變 

2. 本公司在回應新技術方面，在同業中是落後的

(反向) 

3. 無論什麼原因，本公司通常較慢對新技術作出

回應 (反向) 

4. 即使一項新技術會使既有的投資失去價值，本

公司仍樂於採用 

 

(三)競食意願 

Deshpande & Webster (1989)認為「競食意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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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因

素。而 Chandy & Tellis (1998)則更明確定義競食意願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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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認為競食可以促進企業的產品創

新，並帶來長期的成功。因此本研究採用 Chandy & Tellis的觀點，以企業對於

現有或潛在投資的態度，包括現有市面上的產品以及已建構的組織架構與生產設

備，來衡量企業的競食意願，其操作性衡量指標如表 4-3所示： 

 

表 4-3  競食意願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競食意願 1. 事業部門能很容易地改變組織架構以符合新產

品需要 

2. 事業部門均能支持新產品計畫，即使此計畫會侵

蝕現有產品的銷售 

3. 在採用新科技時，事業部門能很容易地轉換所需

的新技能 

4. 若新科技會使現有生產設備變得過時，本公司傾

Chandy & 

Telli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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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採用 (反向) 

5. 本公司能很容易地修正執行任務的方式，以符合

新產品的需要 

6. 只要能促進新產品銷售，我們樂於願意犧牲舊產

品的銷售 

 

(四)產品新穎度決策 

    產品新穎度的決策對於整個新產品發展過程與其上市後的績效表現均有重

大影響，因為創新需要投入大量的經費，而創新的結果可能為企業帶來競爭優

勢，但過高的新穎度也可能造成顧客在購買上的疑慮與觀望，因此拿捏適當的新

穎度攸關新產品的成敗。根據 Booz、Allen & Hamilton (1982)的觀點，產品新

穎度可分為對企業本身而言的新穎度以及對市場而言的新穎度，本研究由對企業

本身以及對市場兩方面，來衡量企業對新產品新穎度之決策，其操作性衡量指標

如表 4-4所示： 

 

表 4-4  產品新穎度決策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產品新穎

度決策 

1. 顧客需要花費心力去學習本產品的相關知 

2. 顧客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全了解此新產品

的優點 

3. 顧客爲採用新產品需預作規劃 

4. 此新產品對顧客而言轉換成本是高的 

5. 相較於我們以往的產品，本產品的複雜度是相

當高的 

Atuahene-Gima 

(1995)  

 

(五)產品定位決策 

    Teresa & Lynette (1987)認為，理性訴求的高科技(Hi-Tech)，與感性訴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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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感(Hi-Touch)這兩種不同的傾向可用以為產品定位的依據，Hi-Tech 的產品

定位強調產品的功能特性，尤其著重於產品所使用的科技；相對的，Hi-Touch

的定位則強調產品所代表的形象或意義，以及產品使用的情境。本研究綜合文獻

中對於此兩種不同定位的特性描述，設計出如表 4-5之操作性衡量指標，以衡量

企業在新產品定位上之決策。 

 

表 4-5  產品定位決策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高科技定位 1. 顧客購買該產品純粹是因其實體功能特性 

2. 顧客購買時通常希望能取得相當的技術諮詢 

3. 顧客無法直接說出該產品所提供的功能性利

益 (反向) 

高質感定位 1. 本產品帶給購買的顧客共同的信念或意義 

2. 本產品特別重視產品形象 

3. 該產品形象深具社會意義 

4. 該產品特性較與眾不同 

5. 該產品特性是令人刺激的 

6. 該產品特性具身分的象徵 

Teresa & 

Lynette 

(1987) 

 

(六)產品上市時機決策 

    近幾年來高科技產業由於技術不斷的推陳出新，且消費者需求改變迅速，因

此新產品的生命週期普遍都明顯縮短，盡快地將所掌握的技術商品化並在適當的

時機推出上市，對企業而言是決定新產品成功與否的重要決策。本研究採用

Benedetto(1999)所提出，對於新產品上市時機適當與否的三項衡量標準，另外

由於高科技產業技術進步的速度很快，因此是否能迅速將掌握的新技術商品化並

推出上市，亦是衡量上市時機適當與否的重要指標，因此具體的操作性衡量指標

如表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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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產品上市時機決策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產品上市

時機決策 

1. 新產品依照原先規劃之目標，如期上市 

2. 就競爭的的狀況而言，新產品上市之時機非常

完美 

3. 從顧客角度而言，新產品上市時機之掌握十分

精確 

4. 新產品從發展到上市十分快速 

Benedetto 

(1999) 

 

 

 

(七)新產品績效 

    所謂績效，指的是企業對於新產品策略目標之達成度，而在績效的評估上，

各學者有許多不同的評量構面，主要可歸納為市場面，如顧客滿意度、銷售額等；

財務面，如獲利率、損益平衡時間等；以及產品面，如產品品質、上市及時性等。

本研究採用 Hultink、Griffin、Hart & Robben (1997)對於新產品上市績效表現的

衡量指標，並依據實際需要略作修改與刪除，得如表 4-7所示的新產品績效之操

作性衡量指標。 

 

表 4-7  產品績效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產品績效 1. 產品知曉度 

2. 顧客對產品的興趣∕偏好 

3. 顧客主動試用該產品的比例 

4. 顧客對產品的了解程度 

5. 顧客購買該產品的意願                            

6. 市場佔有率 

7. 銷售額 

8. 獲利率 

Hultink、

Griffin、 

Hart & 

Robbe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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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損益平衡時間 

10. 上市的及時性 

 

(八)產業特性 

    由於高科技產業的定義相當廣泛，標準也相當分歧，因此單從公司名稱或其

營運範疇中很難確知其是否歸類為高科技產業，因此本研究根據 Jaworski & 

Kohli (1993)之觀點，以產業所應具有的一些共同的、潛在的特性，來確認一企

業是否可歸於高科技產業的範疇之中，三個主要衡量的構面為市場不確定性

(Market Uncertainty)、技術不確定性(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以及競爭變動

性(Competitive Volatility)，具體之操作性衡量指標如表 4-8所示： 

表 4-8  產業特性之操作性衡量指標與資料來源彙整表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市場不確定

性 

1. 市場變動程度很大 

2. 顧客偏好變化甚為頻繁 

3. 顧客需求變化甚為頻繁 

4. 產品生命週期越來越偏短 

技術不確定

性 

1. 新科技的出現為數甚多 

2. 競爭者在科技發展上的投資很大 

3. 產業科技變動程度很大 

4. 科技突破使得為數甚多的新產品構思變為可

行 

競爭變動性 1. 本公司所處的產業中競爭者的數目很多 

2. 本公司所處的產業中價格競爭很激烈 

3. 本公司所處的產業中競爭程度很激烈 

4. 本公司主要的競爭者係有通路上的優勢 

5. 本公司主要的競爭者擁有強勢的行銷溝通 

Jaworski & 
Kohli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