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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產業技術生命週期與產業技術能力 

 產業技術生命週期 

Philip A. Roussel（1991）指出，大多數產業隨時間經歷不同

階段，從萌芽、成長、成熟到衰退，這些階段的競爭型態各有不同的

涵意。Porter 五種競爭力的本質和強度都會隨著產業發展而發生改

變。特別是潛在競爭者和競爭對手，在產業發展的每個階段會產生不

同的機會和威脅。企業經營者所需面對的任務是預先分析判斷，掌握

產業發展各階段中每一個力量可能會發生什麼改變，以及研擬對應策

略，利用機會應付發生的威脅。 

產業生命週期模式(Industrial Life Cycle Model)是產業及產

品發展各時期競爭力之影響，採用生命週期模型分析各種產業環境與

產業發展之各不同階段（圖 2.1-1），包含以下四種階段。 

 

圖 2.1-1 產業生命週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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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產業環境 

萌芽期(embryonic stage)產業是指剛起步的產業，這個階段的

成長緩慢，因為購買者對此產業並不熟悉，因為企業尚未獲得規模經

濟效益，因此價格高，市場規模小因為尚未取得良好的經銷通路等。

這個產業發展階段的進入障礙，是在取得關鍵技術，而不是成本經濟

效益或顧客對品牌之忠誠。如果在此時所需的核心專業技能困難且很

難取得，則進入障礙高，從事此行業的企業受到潛在競爭者的威脅較

小。  

成長期產業環境 

一旦此產品需求開始發生，這個產業即迅速發展為成長(growth)

產業。在成長的產業中，許多新的消費者進入這個市場，造成需求快

速擴張。消費者熟悉產品、價格因經驗及規模經濟效益而下降，以及

經銷通路發達，產業會迅速成長。當產業進入成長時期，以控制技術

知識作為進入障礙的重要性開始消失，因為此時進入障礙已降低，且

少有企業已達到顯著的規模經濟，或是產品差異化大到足夠保障其品

牌忠誠度；因此，來自潛在競爭者的威脅在此時最高。在產業成長階

段，競爭程度較低，由於需求的快速成長使得企業可以不用從競爭者

手上奪取市場即能擴張營收及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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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產業環境 

當產業進入成熟期，由於既有業者的規模經濟已形成，新進入者

不易競爭，因此進入障礙高，而潛在競爭者的威脅降低。在成熟期的

產業，市場趨於完全飽和僅限於更換的需求。由於需求的減緩，企業

為了維持市場佔有率，不得不降低價格，其結果就是價格戰。產業成

熟後，能存活下來的企業都是擁有品牌忠誠度及低營運成本的企業，

而這兩種因素都構成了顯著的進入障礙，新競爭者進入的興趣也逐漸

消失，使得大部分成熟期的產業大多形成寡佔市場。  

衰退期的產業環境 

在衰退階段，產業變成負成長，其原因包括新技術興起、社會需

求改變、受到來自國際的競爭。在衰退的產業中，企業間競爭的程度

會增加，削價引發虧損或倒閉，亦可能引起併購或裁員。 

 產業技術能力 

一般對於技術的定義，多限於生產技術之狹義範疇，亦即技術是

生產要素之一。但有些學者，如 Branson.J.(1966)、UNCTAD(1981)、 

Sherif(1998)、呂鴻德(1992)等，認為現今技術不只存在於產品或製

程等硬體知識，更存在於組織管理與市場開拓的方法與作業流程等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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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知識當中。對於管理學者而言，技術普遍被認為是策略性資產，因

為技術可以改變產業結構與競爭優勢，而形成競爭策略中的重要力

量。但技術本身為長期累積且為無形的差異化知識，很難用具體的指

標來衡量技術能力，因此如何分析判斷技術能力便成為許多學者研究

的課題。  

在競爭的環境中，產業的發展與優勢取決於競爭力，尤其在以技

術為主的產業，其以技術發展作為產業優勢的情形更為明顯。然而，

產業內必須有獨特技術能力才能建立技術障礙，並不斷的提昇其產業

優勢。因此專利制度是使產業技術被開發出來的同時，用來保護技

術。藉由合理的技術專利保護制度，使得企業願意不斷地投資於技術

研發，後進入產業的競爭者作相對的投資或付費取得授權，以維護市

場合理的秩序與規範。  

產業技術演進過程相關理論 

經濟成長的基礎是建立在技術不斷地進步，技術改變是影響產業

演進的重要因素之一。技術的變化會造成產業結構與形態的改變，因

此我們可以從技術變化的動態過程來了解產業的演化。關於技術演進

的研究可歸納為三類，分別是技術進步的 S-curve、技術生命週期與

技術成熟度。  



 

                     13  

技術進步曲線 

技術發展與變化通常呈現 S-curve，以在技術上投入的經費、參

與研發工作的人數、產品量產的數量來做衡量技術進步的指標。隨著

時間的演進，技術的演進可區分為技術發明或概念、快速成長、統合

與成熟等四階段。此種技術環境的變化，可以影響產業發展產品的方

式與資源分配的策略。S-curve 顯示產業對於技術之研發強度及由舊

有技術轉換為新技術的時機，使企業在競爭上獲得成功。因此，企業

應利用 S-curve 進行核心技術轉換，並利用技術生命週期曲線的概念

來協助企業了解產業環境在曲線上所處的位置，以及探討如何應用

R&D 來縮短本公司與其他公司間技術的差距與解決技術上的問題。 

 

Source: Foster et. al, McKinsey Quarterly, revised 2000 

圖 2.1-2 S 曲線之技術成長與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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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生命週期 

大多數產品隨時間經歷不同階段，從早期少數採用、早期多數採

用、晚期多數採用到後期產品結束生產，其產品市場亦隨著這些階段

有著不同的發展。 

「生命週期的理論」是在 1950 年代末期，根據不連續創新的模

式所推導出來的。Moore (1995)利用不同階段消費群體的分佈導引出

新的思維模式，如圖 2.1-3 所示： 

 

資料來源：Moore, G.A., “Inside the Tornado＂, pp.136,1995.  

圖 2.1-3 技術採用生命週期模型 

技術採用生命週期有兩個函數，第一種是版圖衝擊，所影響的不

僅是市場上的使用者，也包括所有的支援體系。另一層面是應用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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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因技術的引進，造成使用者的角色改變，從而使投資報酬率相對

提升。 

技術生命週期源起於左上角的方框，此時衝擊程度很高，但所帶

來的利益卻不明顯。主要的理由是新技術的應用尚未落實，可稱為純

科學研究的時代，技術狂熱者的興趣因而特別高昂。 

在右上角的方框中看到早期市場的興起。此時為數不多的高瞻遠

矚者眼見新技術可能帶來龐大的利益，因而挺身資助第一階段技術成

果在應用領域突破。由於有相當高昂的代價和風險，這是造成市場出

現鴻溝的主因。  

進入右下的方框，在這保齡球道市場階段，機敏的行銷可縮短公

司通過鴻溝的時間。此時實用主義者不約而同地開始採用。由於這類

顧客群蜂擁而入，產業標準於是成形，使版圖衝擊力道更低，但應用

突破的現象則仍然明顯。以上便是龍捲風暴的運作情況。  

當龍捲風暴逐漸褪色，保守派在衝擊力道被充分吸收之後，第一

次開始進入市場。這時，應用突破也已因為時間的過去而成為標準步

驟，整個市場已走向康莊大道，產品加值或加工的改良方案興起。  

由傑佛瑞．墨爾（Geoffrey A. Moore）所撰寫的《Cro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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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m》，高科技產品的市場特性乃遵循著技術採用生命週期而演進，

我們可將客戶依風險偏好程度分類成技術狂熱者、高瞻遠矚者、實用

主義者、保守派者、與吹毛求疵者。 

其中，技術狂熱者;樂於嘗試新的產品所帶來的技術，他們深信

新科技的技術將可有效的增進人類的福祉，因此只要是嶄新的東西， 

他們便不畏懼複雜繁瑣積極跟進使用；這群不避風險對技術衝鋒陷陣

的先驅，正是行銷者對一般消費大眾進行推廣的最大指標。 

高瞻遠矚者;這群人又被稱為革新派。他們認為能夠突破舊制而

研發成新能力的物品，將可望為人類帶來無比的實質和利益。這群人

對消費市場的反應是極現實的；因此在推廣行銷的策略上，當可發揮

是意見領袖的聚焦效果。 

技術狂熱者和高瞻遠矚者雖然其消費習性略有不同，但總觀而言

其兩者的族群皆屬於消費的中堅主力，是產品在開發早期市期時最有

效的口碑族羣。 

實用主義者;這是一羣審慎採購的族群。務實；對於新技術產品

的探索雖然仍具興緻但態度會較為拘謹中庸。在採用新產品之前會徵

詢或參考信任人的意見。此族羣對於行銷者而言雖然較不易攻破;但

是一旦他們接納了新產品便很容易開啟其它多數人的行銷管道。 

保守派者;這是一羣較為保守的消費族群。面對新產品或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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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較裹足不前，保守的觀念讓他們對於產品的價格或品質會較嚴

謹，因此是屬於較不易行銷的一群。 

 吹毛求疵者；一羣對於新產品不為所動的族羣。行銷的力量很

難在短期內改變他們刻板的想法，因此當應儘可能轉向其它消費群。 

以上所述的這五個消費群全部連結起來，就構成了技術採用的生命週

期。從「技術採用生命週期」圖可以得知高科技產品特有的行銷策略

將藉由技術狂熱者率先採用，而後扮演意見領袖的影響力高瞻遠矚者

採用，逐漸影響務實消費大眾的實用主義者；最後，產品進入成熟期，

連不懂科技的吹毛求疵者（如不懂科技產品的阿公阿媽）都將使用。 

其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的演進與如何跨越科技的鴻溝，可用圖

2.1-4 來表示。 

 

圖 2.1-4 技術採用生命週期與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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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般競爭策略理論 

策略「Strategy」一詞，根據 Charles & Gareth 解釋為「管理

者為達成組織目標所採行特定型態的決策與行動」，它的基本目的在

於建構企業「能力」（含資源與潛能），而「能力」又是形成「策略」

的重要因素；然而，策略規劃的重點在於提供企業經營層，面對思考

未來決策的過程中，能具有全方位思維與共同的語言以凝聚共識，運

用企業有限資源，爭取企業另一階段的優勢再造。  

策 略 的 基 本 目 標 就 是 使 企 業 具 競 爭 優 勢 （ competitive 

advantage），因此要使企業具有持續之競爭優勢，除了要使組織獲

得較佳的效率、品質、創新與顧客回應等能力的基本面外，同時公司

層級的經營策略、事業層級策略、功能面的策略，或是一些策略的獨

特組合(含智財權)等的形成過程與制定，是另一個企業成功與否的決

定性關鍵。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簡稱為中衛中心或 C.S.D.

（Corporate Synergy Development Center），係以協助產業建立中

心衛星工廠、健全產銷體系為成立宗旨，責任在協助業者，在推動產

業體系共同合作、促進經營、管理與改善技術企業健全，企業經營理

念、管理方法、生產技術、行銷運作，甚至內部整理整頓等，期能有

效提升經營體質，擁有持續性競爭優勢。 



 

                     19  

因應經營環境快速的變遷，競爭活動日趨劇烈，企業面臨轉型或

調整體質的需求，必須有一套系統化的策略思維來因應。目標是協助

企業經營者了解策略規劃的應用方法，就環境、目標及資源的條件

下，利用各分析結果做出正確的決策，做好企業遠行的舵手，突破逆

境，提高營業利潤。 

簡單的用幾個基本的層面來分析，有關於競爭優勢的來源，依照

Michael E. Porter 在  Competitive Strategy 與 Competitive 

Advantage 的見解即是在於差異化、成本領導及焦點化（成本焦點化

與優勢焦點化）三個策略；事實上，這也是傳統策略相關研究對於競

爭優勢所提出的解答，組織如能使顧客認知到比競爭產品提供更高的

價值，並藉此填補顧客之需求缺口，或是在生產及管理活動上比競爭

對手付出更低的成本，自然就能夠獲得競爭優勢。 

首先，從差異化的觀點來看中小企業的競爭優勢，必須能夠提供

較好的產品或服務以滿足特定之顧客群，限於資源的不足，中小企業

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核心能力加以發展培養，以此核心能力為基礎，

才能夠創造出優於競爭者之價值；其次，以降低成本的角度來看競爭

優勢，現今的產業環境中，由於各種管理以及流程規劃制度相對成

熟；因此大部份成本降低的來源是來自於規模經濟的創造，而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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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受限於本身的規模，單一的中小企業光憑藉本身的實力，要獲得規

模經濟的可能性相當小，因此必須憑藉策略夥伴，形成虛擬式組織的

運作方式才有可能；所以，我們可以結論出「發展核心能力」與「連

結策略夥伴聯盟」正是今日中小企業競爭力的兩大關鍵因素。 

另外，根據 Dr. Philip Kotler 的競爭理論中，言及四種市場地

位之競爭策略，茲簡述如下： 

(一) 市場領導者的策略: 大多數的產業皆存在一家眾所熟知的市場

領導者的公司，這家公司在相關的產品市場上擁有最大的市場佔有

率。它通常在價格的調整、新產品導入、配銷涵蓋面及促銷密度等方

面皆領導其它的公司。其所使用的策略有三；第一為擴展整個市場，

當整個市場擴張時，主宰地位的公司通常可以獲得最大的利益。一般

而言， 市場領導者應尋找產品的新使用者、新用途及更多的使用量。

第二為防禦市場佔有率，在設法擴張整個市場規模時，主宰地位的公

司必須不斷地防禦其目前的事業，以對抗競爭對手的攻擊。第三為擴

張市場佔有率，市場領導者可藉增加市場佔有率以改善其獲利能力。 

（二）市場挑戰者的策略：通常稱產業中位居第二、第三或更低地位

的公司為居次者或追隨者。但是，有些居次者仍握有很大的勢力。這

些居次位的公司可採取兩種競爭姿態：可攻擊市場領導者與其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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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攫取更大的市場佔有率（市場挑戰者）；或安於現狀而不去擾

亂市場競爭局勢（市場追隨者）。 

（三）市場追隨者的策略：有四種廣泛的追隨者的身分，第一為偽造

者，會複製領導者的產品與包裝，並透過商譽不佳的經銷商銷售。第

二為抄襲者，會模仿領導者的產品、名稱與包裝，酷似領導者。第三

為模仿者，會自領導者處複製某些事物，但再某些方面仍保有一些差

異，如包裝、廣告、定價等。第四為適應者，除了生產與領導者相似

的產品外，都會進一步加以改良。適應者一般會選擇不同的市場區隔。 

（四）市場利基者的策略：不同於在大市場中成為追隨者的是在小市

場成為領導者，此為利基的觀念。小公司通常會避免與大公司對抗，

而將其目標放在很小的市場區隔或大公司不感興趣的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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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維持性創新與破壞性創新理論 

Clayton M.Christensen 和 Michael E. Raynor 在「創新的兩

難」、「創新者的修練」與「創新者的解答」中，研究出數種創新，最

後簡單歸納成維持性創新和破壞性創新；維持性創新讓廠商提供更佳

及更具獲利性的產品給客戶，而破壞性創新一開始提供性能較差、現

有要求較高的客戶不見得滿意的產品。並在他的研究結果發現，在位

者最終幾乎總是精通於維持性創新，但往往未能對付破壞性創新，並

不斷地提出破壞性創新理論的重要性。 

由圖 2.3-1 中可以簡單的得知，廠商採用維持性創新是想把更好

的產品帶到現有市場上；破壞性創新的方法一（或稱低階市場的破壞

性創新）則將以更低成本的事業模式，爭取被過度服務的顧客；而破

壞性創新的方法二（或稱創造新市場的破壞性創新）是要爭取到尚未

消費的潛在顧客。 

破壞性的創新為顧客和製造商都同時帶來斷裂性的衝擊。它們所

根據的科學原則與當前盛行的截然不同，創造出的市場異於從前，引

發全新的消費行為，對既有的競爭同業構成根本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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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維持性與破壞性創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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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競爭優勢理論 

Michael Porter(1990)於「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所提出之鑽石

理論模型（圖 2.4-1），認為國家是企業最基本的競爭優勢，因為國

家能創造並持續企業的競爭條件，政府不但影響企業所做的決策，也

是創造並延續生產與技術發展的核心。一個國家內的某些產業為什麼

能在激烈的國際競爭中嶄露頭角，可由每個國家都有的四項環境因素

（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援性產業及企業策略、企業結構和

競爭程度）來討論。  

 

 

資料來源：Poter, M.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 Free 

Press, New York, pp.127,1990.  

圖 2.4-1 鑽石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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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因素可能會加強本國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的速度，也能造成本

國企業發展遲滯不前的阻礙。 

Porter 認為產業的發展有特定因素，而不同的因素相互影響造成

產業多變的形態。因此他提出鑽石結構模式來比較且解釋產業在不同

國家的發展情形。此一架構將產業發展的基本因素分為六個主要部

份：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援產業、企業策略結構與競爭對

手、機會、及政府。 

 生產要素：國家在特定產業競爭中有關生產方面的特殊表現，如

人力資源、自然資源、知識資源、資本資源與基本建設等優劣條

件。  

 需求條件：主要為本國市場對產業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需求。  

 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表現：主要指相關產業與上游產業是否具

有競爭力。  

 企業的策略、結構與競爭對手：主要為產業內企業的組織與管理

形態，以及市場競爭的情形。  

 機會：某些狀況發生會改變國家的競爭優勢與產業環境。如基礎

科技突破、全球金融市場或匯率的重大變化、生產成本突然提高

與戰爭。  

 政府：政府透過政策工具與手段會改變產業的競爭環境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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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府的補貼政策會影響生產因素、金融市場的法規或稅制會影

響企業的資金結構。而產業的發展也會影響政府的投資意願與輔

助態度。因此在分析政府的政策時必須參考其他條件的情況。  

 

Porter 強調產業的優勢在於各項基本條件的互相配合，藉由這些

關鍵條件配合的狀況，可以評估產業環境的變化與改變的效果。因此

配合國家的特有資源條件與優勢，經過分析及評估，可以提供有效的

資料，促使政府制定、執行、控制與規劃最有利於產業發展的相關政

策。前者包括國家級、產業級與企業級的領先重點，而後者涵蓋了產

業在資源、機制 (infrastructure)、市場、技術方面的競爭條件 

產業領先條件與競爭優勢主要來自三個層面，包括國家層面、產業層

面、企業層面，重要因素涵蓋了產業在資源、機構 (institution)、

市場、技術方面的競爭條件。產業領先條件分析主要是針對全球產業

競爭優勢來源的瞭解，換句話說，也就是分析全球領導廠商之關鍵成

功要素，及其環境面的有利因素等。 

競爭優勢的來源主要來自產業面與企業面；前者包括產業的群聚

(clustering)、上中下游產業的競爭力、供應鏈的完整度與產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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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技術系統的完整性等因素，而後者主要包括企業的經營策略、

製造、創新、管理、行銷等個體經濟面的優勢。 

Porter(1990)的鑽石體系是分析產業的重要工具。由於產業結

構、生命週期、市場競爭優勢等客觀條件的影響，不同市場區隔中產

業競爭優勢的來源也各異。這些客觀競爭條件因素包括企業資源 

(resources)、市場大小與發展潛力、國家體系 (institution)、技

術能力等。在市場發展初期，市場競爭優勢主要來自技術能力（創

新）、企業資源(對新產品開發的投資)與其對市場的掌握。在成長期

的階段裡，市場競爭優勢源自企業資源（行銷、量產、財務等）及國

家體系的支援（因應技術擴散與知識交流之需求），而市場大小與發

展潛力更成為企業是否投入的最大誘因。最後在成熟期中，企業財務

能力與行銷策略成為最主要競爭優勢的來源。 

綜言之，產業領先條件與產業競爭優勢來源分析之目的在於：瞭

解在不同競爭情勢下，產業與企業所必須經營的競爭條件。在全球競

爭及專業化的趨勢下，這類產業領先條件與產業競爭優勢來源分析已

成為產業分析不可或缺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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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競爭優勢策略分析模式－產業構面分析與市場構面分析 

近年來，由於高科技產業發展快速，造成同業間激烈的競爭，更

由於產品、技術國際化與標準化的原因，使得產業的競爭有快速國際

化的趨勢。面對此種激烈競爭的情勢，企業除了加強創新活動外，策

略分析與策略規劃也成為企業的經營重點。 

由徐作聖教授在『策略致勝』一書中所提出的「競爭優勢策略分

析模式」之理論架構中，主要包括產業構面分析與市場構面分析兩大

構面，藉此兩構面的分析作為策略分析的方法。 

第一項 產業構面分析 

將企業所處的產業環境，根據其競爭策略劃分成四大競爭策略群

組（如圖 2.5-1 所示），並針對每一群組進行：（1）產業關鍵性成

功因素分析（瞭解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的關鍵性因素） （2）企業營運特性

分析 （處於不同競爭群組的企業，在不同關鍵性成功因素的影響下，必產生不

同的組織營運需求）。在瞭解影響不同競爭策略群組的關鍵性成功因素

及企業營運特性後，企業經營者可針對自身所處企業的瞭解，而給予

企業清楚的策略定位。另外，企業經營者可進一步比較並調整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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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功能特性，以符合所屬策略群組的要求，進而累積或建立起所屬

產業階段的關鍵性成功因素。 

 

資料來源：徐作聖、邱奕嘉，2000，高科技創新與競爭：競爭優勢策略分

析模式實證 

圖 2.5-1 產業構面四大競爭群組 

 四大競爭群組的分類 

1. 獨特技術能力：代表企業擁有技術上差異化的競爭優勢，以

及擁有專精的競爭領域。此種企業專注於某種專門研發技術

的累積及創新發展，並有能力將此種技術移轉及應用至不同

的產業領域，以及參與產業技術規格及標準的制定。簡言之，

此競爭群組競爭優勢在於建立技術研發上的利基，以技術標

準的制定及開發來形成進入市場的障礙，是一種以「技術導

向」為主的經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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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成本營運能力：代表企業擁有成本上的競爭優勢，但產品

集中於狹窄的競爭構面，專注於產業的製造與生產效率的滿

足，成本的降低為其主要的經營重點。簡言之，此競爭群組

競爭優勢在於建立以提昇製造效率、量產速度為主的利基，

並藉成本優勢來形成進入障礙，是一種以「生產導向」或「成

本導向」為主的經營型態。 

3. 市場導向經營：代表企業專注於產業最終顧客需求的滿足及

市場的開拓，企業品牌與形象的建立，以及產品多樣化等。

企業具有多樣化的產品種類，能掌握進入市場的時效，為市

場開發與先驅者。此競爭群組競爭優勢，以顧客滿意、品牌

形象及市場通路為主要利基，以形成其他廠商的進入障礙，

是一種以「市場導向」為主的經營型態。 

4. 多元化經營：代表企業擁有成本上的競爭優勢，以及較為寬

廣的競爭構面。此種企業的特性，在於除了擁有所處產業的

產品與技術外，還擁有其他相關性產業的多元性技術，並能

掌握範圍經濟的優勢。該企業資本額龐大，並擁有高度的混

合型組成型態，以全球化市場導向將產品行銷到全球各地。

其競爭優勢在於創造適用於不同產業型態的技術、生產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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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間的綜效，並藉此達成經濟規模的擴展，是一種以「多角

化導向」為主的經營型態。 

第二項 市場構面分析 

市場構面的組成份子包括企業體本身、競爭對手及顧客三大要

項。 

在企業體分析上，是將企業的經營活動區分成主要性活動與支援

性活動，來進行企業的價值活動分析。除了對企業體進行各種價值活

動的瞭解分析外，企業體分析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找出具有策略性意

涵的企業資源，包含無形的能力及有形的資產。 

在競爭者分析上，主要是以產業分析構面中的關鍵性成功因素為

分析要項，以瞭解競爭者與企業本身的相對優勢。因企業或競爭者在

市場佔有率、組織規模、產品種類等的表現，均只是企業經營的表徴，

而非影響競爭者或企業本身成功與否的真正因素，唯有探究企業體本

身與競爭者在產業關鍵性成功因素上的優劣，方能了解兩者在永續經

營下的實質競爭優勢。 

顧客分析的重點，則在於找出影響顧客需求的產品特性，並分析

每一項產品特性對顧客的吸引力，以探究出市場所潛在的機會，以期



 

                     32  

能了解與掌握市場發展的趨勢。所以，在制定一項經營策略時，必須

考慮到市場構面的三個主角：企業體本身、競爭者及顧客。這三個策

略有機體都各有其運作目標與滿足需求，合稱之為「策略金三角」。

因此，在市場構面的主要分析重點，乃以企業核心資源分析、競爭者

分析及顧客需求分析三大項目。 

另外，David A. Aaker 更進一步將企業的 KSF（Key Sucessful 

Factor ） 定 名 為 持 續 競 爭 優 勢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 SCAs)，並說明它有三項特徵條件，即： 

 需包含該產業之關鍵性成功因素；  

 需足以形成異質價值，而在市場形成差異性；  

 可承受環境變動與競爭者反擊之行動。  

 

除此三項特徵外，David A. Aaker更強調要創造一個KSF(或SCAs)

至少還需要四個必備的要素，如圖 2.5-2；如此一來，才能持續創造

競爭優勢。由此觀之，David A. Aaker 所強調的企業 KSF，必須與產

業或環境中的 KSF 相配合，並能產生實質差異價值的一種實質競爭優

勢，而說明了產業 KSF 與企業的 KSF(或 SCAs)相配合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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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翁景民譯，2000，策略行銷管理，第八章 

圖 2.5-2 持續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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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Andrew Grove 六力分析 

Porter (1980) 所提的競爭模式 (Competitive Model) 亦強調產

業競爭程度的大小，會影響企業策略的擬訂和執行，各企業在制定其

競爭策略前，須先分析其企業面臨來自產業五種競爭力量的程度，以

建立企業的競爭優勢，來抵擋五種競爭力的威脅，爭取企業的發展和

生存。而六力分析的概念乃由 Intel 前總裁 Andrew S. Grove(1996) 

以 Porter(1980)的五力分析架構為出發點，重新探討並定義產業競

爭的六種影響力。他認為影響產業競爭態勢的因素分別是:1.現存競

爭者的影響力、活力、能力；2.供應商的影響力、活力、能力；3.

客戶的影響力、活力、能力；4.潛在競爭者的影響力、活力、能力；

5.產品或服務的替代方式(substitution)；6.「協力業者」的力量。

而成為如圖 2.6-1 所示的架構： 

 

 
 
 
 
 
 
 

圖 2.6-1 企業的六種競爭力量 

現存競爭者的力量   協力者的力量  客戶的力量 

 

 

 

 

 

供應商的力量     替代品的力量  潛在競爭者的力量 

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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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六種競爭力量的分析，有助於釐清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

點出產業中競爭的關鍵因素，並界定最能改善產業和企業本身獲利能

力的策略性創新。 

一、現存競爭者的影響力、活力、能力 

產業中廠商家數的多寡是影響競爭強度的基本要素，除此之外，

競爭者的資金充裕、同質性、產業產品的戰略價值以及退出障礙的高

低都會影響同業競爭強度。 

現存競爭者強度通常受到下列因素影響： 

(一)產業成長速度慢 

(二)高固定或庫存成本 

(三)產業內存在眾多競爭對手 

(四)轉換成本高 

(五)多變的競爭者 

(六)高退出障礙 

(七)高度策略性風險 

二、供應商的影響力、活力、能力 

當企業有許多供應商時，企業將有多種選擇；但當供應商很少

時，供應商就享有掌控權。形成供應商議價力量的主要原因就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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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勞務或主要的零組件由少數廠商供應，且沒有替代品，同時本身又

欠缺向上游整合的能力。 

供應商所具有的特性，如下所示： 

(一)由少數供應商主宰市場 

(二)對供應商而言，客戶並不是主要的客戶 

(三)對客戶而言，並無適當的替代品 

(四)供應商的產品對客戶而言，轉換成本高 

(五)供應商的產品對客戶的成敗具重要的影響地位 

(六)供應商易向前整合 

三、客戶的影響力、活力、能力 

客戶的議價力量除了決定於其購買的數量以外，客戶對產品的知

悉程度、轉換成本的高低以及自身向後整合的可能性都是主要的影響

因素。 

客戶若有下列特性，則具較強的議價能力： 

(一)購買者眾，採購量大 

(二)採購標準化的產品 

(三)轉換成本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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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戶資訊充足 

(五)客戶易向後整合 

四、潛在競爭者的影響力、活力、能力 

潛在競爭者目前並不在此一行業中，但一旦環境改變，潛在競爭

者將隨時準備進入市場內。潛在競爭者通常會帶來一些新產能，不僅

分享既有市場，也會拿走一些資源。 

David A. Aaker(1988)認為，業界中凡採行市場及產品擴張策略、垂

直整合策略、擁有特殊能力或資產待價而沽等策略的公司均為潛在的

競爭對手。 

一般新進入產業之廠商主要的進入障礙包括： 

(一)規模經濟 

(二)專利的保護 

(三)資金需求 

(四)品牌的知名度 

(五)轉換成本 

(六)產品差異化 

(七)配銷通路 

(八)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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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品或服務的替代方式 

此因素是所有因素中最關鍵的因素。任何新技術、新方法及新科

技都可能會顛覆舊有的秩序，設立新的遊戲規則，從而創造一個新的

環境。替代產品或服務決定了產業中廠商訂價上限，等於限制了一個

產業可能獲得的投資報酬率。當替代產品或服務在價格／性能上所提

供的替代方案愈有利時，對產業利潤的限制就愈大。 

替代產品或服務的威脅主要來自於以下幾點： 

(一)替代產品或服務具較低相對價格 

(二)購買者面臨較低的轉換成本 

(三)替代產品或服務具較強的功能 

六、「協力業者」的力量 

此影響力乃 Intel 前總裁 Andrew Grove 自 Porter 五力分析中

所衍生出來的第六力。協力業者係指與自身企業具有相互支援與互補

關係的其他企業。在互補關係中，該公司的產品與另一家公司的產品

互相配合使用，可得到更好的使用效果。協力業者間的利益通常互相

一致，也可稱之為「通路夥伴」，彼此間產品相互支援，並擁有共同

的利益。但任何新技術、新方法或新科技的出現，都可能改變協力業

者間的平衡共生關係，使得通路夥伴從此形同陌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