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相同产业成长期创业类型中，若上游出现了新要素，下游存在市场需求，则形成

了机会。机会出现后，能否正确快速判别出竞争者不积极，影响创业的成败。若竞争者不积极，

创业者就能领先利用新要素结合成新产品，实现产品差异化优势并获取利润。过去没有创业

学者探索过相同产业成长期的差异化决策阶段，不了解哪些因素导致竞争者行为不积极。本

研究采用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 2 个新事业的 4 个竞争者案例，得出了以下结果：新

顾客与竞争者既有顾客重叠性愈小、新要素差异对既有顾客的价值愈小、初期新细分市场需

求强度愈小、竞争者对需求高成长的信念程度愈小、竞争者其他机会有利程度愈大、竞争者受

制度化限制程度愈大，则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愈大。
关键词：创业 机会 竞争者行为 案例研究

一、前言

创业现象可以按产业相关性和产业生命周期阶段 2 个基本维度进行分类。 “相同产业成

长期创业”是一类特殊创业现象，此现象可定义为：创业者与团队离开原来工作的事业后，在

原事业所属的相同产业，而且产业处于成长期，独立创立了一个新事业。蒙牛公司和华硕公司

都属于这种创业类型。 牛根生的团队原本是伊利公司的管理团队，他们创立的蒙牛公司与伊

利公司都属于牛奶制品产业。相同产业中因为已经存在竞争者，存在竞争风险，因此创业者要

利用竞争者不积极利用的创业机会才能成功。
相同产业中的一类机会是由上游出现差异的新生产要素形成，另一类机会是由创业者有

独家知识形成。新要素包含新组件（component）、新技术、新原材料。Shane（2000）研究得出，创

业者依靠先前产业知识发现：（1）上游存在差异的新要素；（2）对于结合新要素产生的差异的

新产品，下游存在市场需求，则创业者发现了一个机会；（3）创业者领先发现这个机会（Shane,
2000），或多数竞争者对这个机会不积极和晚利用，使竞争情势对创业者有利，使这个机会成

为创业机会。 创业者可以领先竞争者利用上游新要素，以产业知识结合新要素产生差异的新

产品，取得差异化优势和利润。 以上显示，创业者要辨认一个机会是否是创业机会，关键在于

辨认出主要竞争者对此机会是否不积极。
在相同产业成长期的创业情境下，当上游出现了新要素后出现了一个机会，潜在创业者

会面对二难的决策。一方面由于创业的机会窗口可能是短暂的，创业者需要提早决策，离职并

利用此机会创业，领先竞争者创造出产品差异化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厂商内部的行为难

以被观察，因此创业者又要推迟决策，以便观察到竞争者确实有不积极利用的行为，使创业者

确实利用了主要竞争者不积极利用的机会，避免利用的是主要竞争者也积极利用的同一个机

会，这种情况下产品差异化容易失败。我们可以假设竞争者积极程度受到一些内外因素影响，
若创业者了解这些影响因素，则他就不会面对上述二难，就能快速掌握竞争者行为并做出正

确的决策。 因此探索哪些因素影响竞争者行为积极程度是一个重要课题。 对于相同产业成长

期新要素形成的机会出现后的创业与差异化决策阶段，由于过去没有学者探索过，因此存在

未解答的研究问题：对创业者利用的机会，为什么竞争者不积极利用？或哪些因素导致竞争者

行为不积极？ 本研究聚焦在这个阶段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解答上述问题。

机会出现时竞争者为什么不积极？ *

□朱 沛 司徒达贤 于卓民 苗 青

*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02020)”资助，以及受到“温州大学创业教育专项课题项目(2009ZX03)”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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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以下先回顾战略理论中解释竞争者行为的理

论，再回顾创业理论中解释机会出现后竞争者行为

的理论。
企业战略理论探讨过影响竞争者行为的因素。

战略群组和竞争动力学理论指出，当 2 个企业采取

相似策略竞争，亦即利用相似资源，以相 似的产品

与服务属性竞争， 争取相似市场中的顾客， 则此 2
个企业是互为竞争者的关系（Chen,1996;Cool & Di-
erickx,1993）。 竞争动力学派理论指出，当 A 企业与

B 企业间的市场重叠性高以及资源相似性高， 则 2
个企业是互为竞争者的关系，更可能发起竞争行动

与反应 （Chen,1996）。 竞争动力学的研究已找出一

些影响竞争者行为的变量，部分弥补了创业理论的

不足。 但是这些战略的研究都是对既有企业的 研

究，都不是创业情境的研究。 这些理论中没有包含

机会变量，理论中的构念也不是在创业现象中被测

量的，因此不能解释为何竞争者积极或不积极利用

一个创业者利用的机会。
创业理论已显示， 竞争者不积极利用上游的新

要素会形成创业机会。 当上游厂商创造出了一种差

异的新要素（Schumpeter,1934;Shane,2000），并 且 结

合新要素创造出的差异性产品存在下游市场需求，
则产业中出现了一个机会。 创业机会的形成是相对

于竞争者行为的，当创业者利用时，竞争者未发现此

机会（Shane,2000）或竞争者已发现但不积极利用此

机会，则它成为创业者可利用的创业机会。在创业领

域对竞争者行为进行解释的观点包含信息不对称观

点、信念不对称观点，以及机会吸引力观点。 以下叙

述这几种观点， 指出它们对解释相同产业成长期创

业是否适用，最后指出需要一种更完整的解释观点。
奥地利经济学者以信息不对称解释创业者领

先发现一个创业机会。 奥地利经济学者假设市场是

由具有不同信息（知识）的人组成的（Hayek,1945）。
一项新技术（或新要素）产生后，可以产生一系列应

用的机会，但它们常是不明显的（Shane,2000），不是

所有人能相同地认知到给定创业机会。 由于在一个

机会中创业者的先前知识与新技术是互补的， 因此

认知到此机会的创业者存在于相同或相关产业中。
由于创业者存在异质的信息，即存在知识（信息）差

异、认知（信念）差异、行为差异（Shane & Venkatara-
man,2000）， 使他在没有积极地寻找机会的情况下，

也能领先别人认知到给定机会（Shane,2000），使他

利用一个竞争者没有发现的机会创业。 即信息不对

称观点从发现机会的先后不同，解释创业者利用了

竞争者没有发现的机会而获致成功。
在相同产业成长期创业的情境中，以信息不对

称解释创业机会的形成是有缺陷的。 相同产业成长

期创业机会可能不是创业者先发现与竞争者 没有

发现的，因为创业者在创业前是产业的既有公司中

的管理者， 即有公司中储藏了许多潜在创业者，他

们与创业者拥有相近的产业知识和信息， 即可能信

息不对称程度不大。对于创业者发现的产业中机会，
可能既有竞争厂商中的管理者同样也发现了。 因此

单纯以信息不对称解释创业者利用了竞争者 未发

现的机会创业，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 信息不对称

观点不完全适用，显示出需要补充新的解释观点。
认知心理学者从信念不对称的角度解释创业机

会的形成。认知心理学者认为，因为人对资源的价值

有不同的信念， 使创业者领先竞争者利用了一个机

会（Alvarez & Busenitz, 2001;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 这种观点解释了创业者和竞争者都发现了

一个机会，但因为信念的差异，即竞争 者没有信念

而创业者有信念，使创业者领先利用这个机会。 在

相同产业成长期新要素形成机会的条件下，这种观

点可以部分解释创业机会的形成。
接下来叙述以机会吸引力解释创业机会形成

的观点。 学者指出，在一个机会的信息出现后，只有

当创业者认为“一个机会的价值＞产生价值的成本＋
其他产生价值的机会成本”， 他才会产生利用机会

的行为（Shane & Venkataraman,2000）。 此公式显示

出机会的相对吸引力够大，亦即此机会的相对有利

程度足够大，才会产生创业行动。 一个机会的绝对

吸引力 （利润多少）＝此机会的价值－产生价值的成

本。 机会成本项目显示出，创业者面对一个机会时，
同 时 面 对 了 其 他 机 会 形 成 的 多 个 选 择 权

（Ucbasaran,Westhead and Wright，2001）。 机会吸引

力的观点可以解释创业者的行为，也可用以解释竞

争者的行为。 竞争者决定是否利用一个创业者利用

的机会时， 一方面要考虑此机会本身的吸引力 大

小，另一方面也会考虑放弃其他机会产生的机会成

本。 由于创业者和竞争者的规模、资源、面对的其他

机会不同， 当创业者和竞争者都发现了一个机会，
但他们可能不会同时利用此机会。 当创业者的机会

成本低， 创业者认为这个机会的相对吸引力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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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竞争者的机会成本高，竞争者认为这个机会的

相对吸引力小，则可能创业者积极（提早）利用此机

会，而竞争者不积极（较晚）利用此机会。 但是一段

期间后，当机会的信息改变了，竞争者仍可能利用

此机会。 机会吸引力观点从利用机会的行为先后，
解释竞争者没有积极利用，创业者积极（提早）利用

并获致成功。 学者虽然提出了机会吸引力的概念，
但是学者没有指出：一个机会的绝对吸引力大小要

以哪些变量测量才能显示出来？
在相同产业成长期创业的情境中，以机会吸引

力观点解释竞争者为何不积极是适当的。 前面已指

出，在相同产业成长期创业条件下，创业者和竞 争

厂商中的管理者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并不大，因此创

业者和竞争厂商可能都发现了一个机会，但他们的

机会成本可能是不同的，使得一个机会对创业者和

竞争者的相对吸引力大小是不同的。 当创业者对一

个浮现的机会积极利用时，因为竞争者可能觉得这

个机会的吸引力不够大，以及有其他有利程度更高

的机会可利用， 使得竞争者不积极利用这个机会。
机会吸引力观点的缺点是创业学者没有提出对机

会吸引力大小的测量。
回顾文献使我们了解以下已知和未知理论。 竞

争动力学派理论指出，市场重叠性和资源相似性可

以解释竞争者的行为。 但是这些研究都不是创业情

境的研究，建立的理论中没有包含机会概念。 对于

相同产业成长期创业，信息不对称观点不适用于解

释创业者领先利用机会的现象；信念不对称观点和

机会吸引力观点可粗略解释创业者领先利用一个

已知的机会；但是在目前的创业领域中并没有解释

竞争者行为的更细致的研究和理论。 目前还没有针

对相同产业成长期创业新要素形成了机会的 差异

化决策阶段的研究，我们仍然不知道：一 个机会的

吸引力大小要以哪些变量测量？ 哪些因素导致竞争

者不积极？ 由于存在未解答的问题，引导我们对此

现象进行探索研究。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Eisenhardt（1989）指出，（1）对一个现象的所知

很少，没有人深入探索过；（2）现有的理论不足以解

释它，仍存在未解决的问题；（3）此课题的研究处于

早期阶段，或对已经研究的课题需要提供新鲜的观

点；（4） 无法依赖先前的文献或实证结果在进入田

野前推导出命题；在这些情况下理论建立的案例研

究方法特别适用。 由于本研究符合此种方法的适用

条件，因此采用这种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
（二）研究设计与执行

本研究针对相同产业成长期创业现象，聚焦在

新创事业要推出新产品（即产品差异化）的决 策阶

段， 研究与创业者行为相比的个体竞争厂商行为。
本研究的案例是：相同产业成长期利用新要素形成

的机会创业成功或失败的新事业，以及与新事业成

对相比的竞争厂商。 分析单位是新事业主要产品线

层次的创业者行为以及相对应的竞争者行为。 在进

入 田 野 前 已 知 的 先 验 构 念 （priori constructs）
（Eisenhardt,1989）包含：创业与差异化 决策期 的 创

业机会、机会中包含的新要素、竞争者行为与影响

因素、创业者行为和影响因素。
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探索与发现新的解释观

点，次要目的才是建立一般性理论，因此不要 求案

例数多， 只要有成功与失败对比的 2 个案例即可。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利用人脉关系接触到 1 家相

同产业成长期创业厂商， 收集到了 2 个新事业的 4
个竞争者的案例资料。 资料收集包含访问继通公司

的 2 位创业者和竞争厂商研华的 1 位管理者（也是

董事），共访问了 9 次。 原始资料为访问逐字稿，本

研究也收集产业次级资料。 访问多位受访者以及收

集多种资料， 可以进行资料三角验证， 增加效度

（Yin,1994）。 因为探索的本质，本研究的资料收集、
资料分析与理论发现是交织进行的。 资料收集持续

了 1 年半，接近饱和时停止了资料收集。 本研究运

用 Miles 和 Huberman（1994）及 陈 向 民（2002）介 绍

的方法整理出相关的资料， 再请受访者确认（Yin,
1994），因此可保证资料的效度。

案例公司是我国台湾地区上市的继通 （别名）
工业电脑公司。 继通的 3 位创业者，创业前在神通

电脑公司的工业电脑事业部和 modem 事业部工作。
1993 年创业者先创立继通 modem 事业， 因为竞争

激列遭致失败。 之后创业者转型经营工业电脑事

业， 并在 1995 年因为利用了竞争者不积极利用的

创业机会导致差异化与创业成功。 本研究收集了继

通 modem 事业的 2 家主要竞争者致福公司和亚旭

公司资料。 致福和亚旭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9 年成

立。 1993 年继通 modem 事业创立时，致福已是世界

modem 大厂，亚旭是较早进入的 modem 厂商。 本研

究收集到了继通工业电脑事业的 2 家主要竞争 者

机会出现时竞争者为什么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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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公司和神通电脑公司资料。 研华和神通分别于

1983 年和 1981 年成立。 1995 年继通工业电脑差异

化时，研华是台湾地区工业电脑最大厂商，神通工业

电脑事业部是与继通竞争的原事业。 继通的 2 个事

业都属于相同产业创业。 创业当时竞争厂商已成立

多年，产业已处于成长期。 在 modem 产业上游出现

了 14400 fax modem 芯片和工业电脑产业上游出现

了奔腾 CPU 和芯片组的新要素， 并形成了机会。 4
家竞争者都利用了继通利用的上游新要素， 做出了

相似的产品， 服务相似的顾客， 因此是竞争者关系

（Chen, 1996）。
本研究资料分析包含案例内资料分析、跨案例

资料分析。 案例内资料分析运用扎根理论的主轴编

码和开放编码（Strauss & Corbin,1998）。根据资料形

成构念，包含构念的命名、定义、测量与证据，并形

成构念间关系与理论架构。 跨案例资料分析是持续

运用比较法或模式匹配法 （pattern match method）
（Yin,1994）修正初始构念和理论架构，逐渐得出一

般的理论架构。 在初步分析后，本研究对照了竞争

动力学的理论观进行深入分析。 因为强调建立的理

论要配适（fit）案例资料，因此可以保证建立的理论

不受预定理论观限制和导致偏误。 运用以上方法可

使本研究理论密切配适（fit）资料，具有内部效度、一

般性和可信度。

四、案例资料分析与理论建立

本节第一段先报导 2 个新事业主要产品线的简

要故事。 主要产品线包含：继通的工业电脑（IPC）主

机板产品线，它占工业电脑事业年度营收近七成；继

通 modem 产 品 线 ， 它 占 modem 事 业 营 业 收 入 的

100%。 第二段以分析表格列出相关案证据，分析影

响竞争者行为的因素，并归纳出命题与理论架构。
（一）案例

1.继通工业电脑案例

因为 modem 事业失败， 继通于 1994 年第 4 季

转型进入工业电脑事业，从其他工业电脑制造商买

进主机板、机箱、电源供应器等要素，再卖给国外系

统商的贸易活动。 继通在 1995 年 6 月决定研发奔

腾工业电脑主机板。 当时市场上只有 486 工业电脑

主机板，由于上游出现了奔腾 CPU 和芯片组，因此

形成了开发市场还没有的奔腾工业电脑主机 板的

机会。 当时主机板上游要素已从 486CPU（66MHz）
和 486 芯片组跨代升级到奔腾 CPU（133MHz）和奔

腾芯片组；创业者判断下游市场存在需求；他们 从

自动化杂志上获得竞争者研华、 神通不积 极的信

息；产业中存在可合作的互补主机板设计公司。 开

始研制新产品后，继通于 1995 年 10 月推出第一片

奔腾工业电脑主机板，之后推出了系列奔腾工业电

脑主机板。 由于继通第一片奔腾工业电脑主机板领

先了竞争者 3 个月到半年时间，奔腾工业电脑主机

板插上奔腾 CPU 比 486 工业电脑主机板插上 486
CPU 效能更好 （速度快 1 倍）， 因此取得差异化优

势。 继通的竞争者包含台湾地区当时最大的工业电

脑厂商研华公司，和创业者过去工作的神通电脑公

司的工业电脑事业部。 继通决定研发奔腾工业电脑

主机板时（差异化决策时），研华与神通已面对是否

应该积极研发奔腾工业电脑主机板的决策，竞争者

已发现了机会，但是由于竞争者行为不积极，使产

业存在创业机会，使创业者能领先差异化。 继通于

1996 年度营业收入增到 1.7 亿元台币， 利润 3000
万元（3 个资本额），取得创业成功。

2.继通 modem 案例

继通的 3 位创业者，创业前在神通电脑公司的

工业电脑事业部和 modem 事业部工作。 创业者于

1993 年创立继通公司，首先经营 modem 事业。 1993
年当时厂商上游的 9600bps modem 芯片已跨代升

级到 14400bps modem 芯片， 形成了开发 14400bps
modem 的机会，继通创业者也决定开发。 由于上游

modem 芯片大厂优 先 支 持 专 业 modem 制 造 大 厂，
以及下游对更高速 modem 的需求很明显，使创业者

开始利用 14400bps fax modem 芯片开发 14400bps
fax modem 时， 台湾地区的致福公司和亚旭公司等

竞争大厂都已在积极开发 14400bps fax modem。 继

通的 14400bps fax modem 上市时，已有多家竞争者

的相同 fax modem 上市了。 与竞争大厂的产品比，
由于继通的产品无差异， 并且成本比竞争产品的

FOB 卖价还高，导致一堆卖不出去的产品，最后继

通只有折价卖掉并亏损了创业资本的六成。 继通由

于差异化失败产生严重亏损， 到 1994 年中只有转

型单纯做 modem 贸易， 然后到 1994 年第 4 季再做

工业电脑贸易， 到 1995 年 6 月开发工业电脑主机

板。
（二）资料分析和理论建立

本段分析资料，在表 1 中将案例证据以斜体字

呈现，同时列出以这些资料形成的构念。 表头下第

一行与第二行分别为，继通工业电脑事业主机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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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顾客与竞争者的既有顾客重叠性的案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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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竞争者行为积极与不积极程度的案例证据

品线相对于竞争者研华公司的资料与形成的构念，
以及相对于竞争者神通公司的资料与形成的构念；
第三行为继通 modem 事业的相对于竞争者致福公

司与亚旭公司的资料与形成的构念。 为节省篇幅，
表 2 以后不再列出公司名称。

1.竞争者行为积极或不积极程度

首先分析因果关系中的结果构念。 相对于创业

者的利用机会行为，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的案例

证据列在表 1 中。 表 1 中继通工业电脑案例证据显

示，相对于创业者利用上游新奔腾要素开发奔腾主

机板服务奔腾细分市场的行为，竞争厂商研华和神

通对开发奔腾主机板的行为不积极，结果竞争者的

新产品晚了 3 个月以上才上市。继通 modem 案例证

据显示，相对于创业者的行为，竞争厂商致福与 亚

旭对利用上游新 14400 fax modem 芯片开发 14400

fax modem 的行为积极， 结果竞争者的新产品早几

个月上市。
从表 1 案例资料可见，与创业者利用产品差异

来源（新要素）研制产品和服务某细分市场比，竞争

者是那些能够利用相同的产品差异来源，做相似的

产品，服务相同细分市场的厂商，即先后利用同一

个机会的厂商。 根据资料本研究命名与定义理论中

的结果构念：“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是指，与创

业者利用机会的行动时间比，竞争者更晚利用机会

的程度。 此构念测量方式可以经由比较利用时间的

先后，辅以质性资料显示竞争者不积极。 虽然测量

此构念的水平可能要视产业不同而有所不同，本研

究概略以 3 个月为区别单位。 根据案例证据可区别

出 2 个极端的水平，当竞争者利用的时间比创业者

晚 3 个月以上， 则视为 “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
大；当竞争者利用的时间比创业者早 3 个月

以上，则视为“竞争者行为积极程度”大。
接下来分析前因 变 量 对 结 果 变 量 的 影

响。 首先分析显示机会吸引力大小的 4 个变

量对竞争者行为的影响，之后再分析其他调

节变量的影响。
2.新顾客与既有顾客的重叠性

竞争动力学者指出，2 个厂商间的市场

重叠性愈高，则他们之间的竞争敌对程度愈

高（Chen, 1996）。 类似于竞争动力学派的主

张，我们发现在不同案例中利用新要素研制

的新产品所服务的顾客群，与竞争者利用旧

要素制造的产品所服务 的既有顾客群的 重

叠程度不同，亦即机会所形成的初期新细分

市场与旧市场的重叠程度不同。 初期创业者

进入的新细分市场与竞争者的既有市 场 间

的重叠性大小，亦即创业者服务的顾客群与

竞争者的既有顾客群的重叠性大小，会影响

竞争者进入新细分市场的行为积极程度。
创业者的新顾客与竞争者的既有顾客重

叠性的案例证据列在表 2。 表 2 中继通工业

电脑案例证据显示， 购买继通的高阶奔腾工

业电脑主机板的顾客群， 是一个浮现的新细

分市场中的应用电脑语音整合技术的终端电

信顾客，他们需要高运算速度。而购买竞争厂

商研华、 神通 486 工业电脑主机板的顾客群

是既有工业自动化控制市场的顾客， 他们在

速度满足的条件下，需要稳定、便宜。 初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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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要素差异对既有顾客的价值与案例证据

于奔腾工业电脑的速度快价格贵， 使这 2 个顾客群

的重叠性小。 由于新事业领先推出奔腾新产品并不

会大幅抢走竞争厂商的既有顾客， 对竞争厂商的威

胁小，因此竞争者对此机会短期不积极回应。表 5 中

继通 modem 案例证据显示，创业者的新产品与竞争

者 的 新 产 品 在 性 能 上 几 乎 是 无 差 异 的 。 购 买

9600modem 的既有顾客中的很大比率，都会购买传

输速率再高 50%的 14400modem， 因此购买新产品

的顾客与过去购买旧产品的顾客的重叠性很大。 由

于顾客重叠性很大， 使得领先推出新产品的厂商会

抢走其他既有竞争者的很多顾客， 对既有竞争者会

形成很大威胁， 因此竞争者会对此新要素形成的机

会积极回应。
根据资料本研究定义 “新顾客与既有顾客的重

叠性”为，创业者服务的新细分市场中的顾客数量与

竞争者服务的旧市场中的顾客数量 的重叠比例大

小。 亦即市场中购买竞争者旧产品的既有顾客中间

有多大比例的顾客会购买结合新要素产生的新产

品。 测量方式为“新顾客与既有顾客的重叠性”=（竞

争者的既有顾客中购买结合新要素产生的新产品的

顾客数量÷购买竞争者结合旧要素产生的旧产品的

既有顾客数量）×100%。 “新顾客与既有顾客的重叠

性”构念接近于竞争动力学派提出的“市场重叠性”
构念（Chen,1996），但本研究的定义与

测量方式不同。 由于 “新顾客与既有

顾客的重叠性”愈大，则既有厂商将会

遭受的威胁愈大， 使得竞争者会对新

要素形成的机会积极回应。 反之 “新

顾客与既有顾客的重叠性” 愈小，即

新 创 事 业 与 竞 争 者 间 形 成 了 短 期 的

错位竞争，既有厂商会遭受的威胁愈

小，使得竞争者会对新要素形成的机

会不积极回应。 由此可得：
命题一：新顾客与既有顾客的重

叠性愈小，则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

愈大。
3.新要素差异程度对竞争者既有

顾客的价值

新产品是结合新要素产生的，新

要 素 有 价 值 的 差 异 程 度 产 生 了 新 产

品有价值的差异程度。 资料分析后我

们发现， 竞争者因为已经有一个大量

的既有顾客群，因此从优先满足既有

顾客群的角度思考。 新要素的差异程度对竞争者的

既有顾客的价值愈小， 则竞争者行为的不积极程度

愈大；反之，则竞争者行为的积极程度愈大。 创业者

由于在既有顾客群的占有率很小， 因此创业者积极

利用新要素与满足 新顾客群。 此项发现与 Chris-
tensen（1997）研究破坏性（disruptive）科技导致产业

领导厂商失败的现象中， 竞争者思考方式与不积极

的原因一致。 既有产业领导厂商在面对一项新科技

形成的机会时， 优先从满足既有顾客需要的角度思

考。若新科技属于断裂科技，它的属性差异对产业领

导厂商的既有顾客的价值不大，但对与他们的既有

顾客群不重叠的浮现的新细分市场中 的顾客的价

值大， 则产业领导厂商对于此项科技不积极利用，
导致最终失去领导地位。

新要素差异程度对竞争者的既有顾客价值的

案例证据列在表 3 中。 表 3 中继通工业电脑案例证

据显示，竞争者研华倾向从先满足既有顾客角度思

考。 他们认为对于既有工业控制顾客而言，新要素

的差异性，亦即更高速但更贵的工业电脑主机板价

值不大。 因为价值不大，因此研华会迟疑与不积极，
案例证据列在表 1 中。 继通工业电脑案例证据显

示，创业者因为在旧市场中的占有率低，因此 积极

满足浮现的新细分市场，因为若先做新产品出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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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初期新细分市场整体市场强度和案例证据

细分市场的顾客只能向他们买， 市场没有竞争者。
表 3 中 modem 案例证据显示，竞争者倾向从既有顾

客角度思考，认为新要素的差异性对他们的既有顾

客的价值大，既有顾客需要更高传输速率的产品。
根据资料本研究定义：“新要素差异对既有顾

客的价值”， 为新要素相对差异程度对竞争者的既

有顾客的价值。 测量方式为，新要素相对差异＝（新

要素属性－旧要素属性） ／ 旧要素属性。 “新要素相对

差异对既有顾客的价值”＝属性的评价权重×（新要

素属性－旧要素属性） ／ 旧要素属性－价格的评价权

重×（新要素价格－旧要素价格） ／ 旧要素价格。 工业

电脑案例中竞争者的既有顾客为工业控制顾客，由

于奔腾工业电脑速度提高 1 倍（权重小），价格升高

六成（权重大）对他们是负价值，即“新要素相对差

异对既有顾客的价值” 为负值， 因此他们不需要。
modem 案例中的既有顾客为喜欢上网的消费者，由

于他们中多数需要更高速的 modem（权重大），价格

升高有限及价格权重小，因此“新要素的差异对既

有顾客的价值”为正值。 “新要素差异对既有顾客的

价值”愈小，对竞争者而言利用此机会的价值愈小，
因此“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愈大。 由此可得：

命题二： 新要素差异对既有顾客的价值愈小，
则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愈大。

4.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度

机 会 的 存 在 必 须 存 在 市 场 需 求 （Chandler &
Hanks,1994）， 未来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度的案

例证据列在表 4。
我们发现，竞争者认知的未来初期新细分市场

的需求强度影响竞争者行为积极程度。 表 4 中继通

工业电脑主机板案例证据显示，决策时竞争厂商研

华、神通和创业者认知的未来初期奔腾市场

需求强度小。 后来的事实显示，奔腾主机板

初期细分市场需求确实很小，符合之前的认

知。由于竞争厂商研华的高层管理者和神通

研发人员都认为初期市场需求很小， 不明

显，若开发新产品可能不会产生很多收入和

利润，使得管理者对投入奔腾主机板的研发

不积极，迟疑了一段时间（见表 1）。 创业者

虽也看不到初期奔腾细分市场需求，但小量

需求对一个小规模的新事业已足够大，使得

创业者行为积极。 此案例中，竞争者与创业

者的规模差异，使得对同一个机会有不同的

反应行为。 继通 modem 案例证据显示，竞争

者和创业者认知到 14400fax modem 初期细分市场

需求很大，很明显，使得竞争者积极利用上游要素。
根据资料本研究定义：“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

强度”， 是指竞争者可认知的未来初期新细分市场

需求量大小。 测量方式为未来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

线偏右的程度。 由于工业电脑竞争厂商认知的“初

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度”小，研制新产品得 到的收

入和利润小，因此“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大。 由

于 modem 竞争厂商认知的“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

度”大，因此“竞争者行为积极程度”大。 由此可得：
命题三：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度愈小，则竞

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愈大。
5.对中后期需求高成长的信念

决策是面对未来的， 但未来常是难以预见的，
需要洞察和信念。 我们发现在工业电脑案例中，虽

然初期需求小，但中后期需求大。 决策时未来的需

求高成长难以看清，创业者对未来需求成长具有信

念，竞争者没有信念，使竞争者不积极。 创业者和竞

争者对未来新细分市场需求高成长的信念的 案例

证据列在表 5 中。
在工业电脑案例中， 表 4 证据显示， 短期需求

小， 表 5 证据显示中期到后期奔腾主机板细分市场

需求高成长，显示此机会的潜在吸引力大，但是决策

当时此机会的未来潜力有隐性的特征。 这是由于初

期奔腾 CPU 的性能高价格高，中后期量产规模大使

得价格降低，大幅度替代了 486CPU。 初期市场需求

小，对小规模的新事业仍具吸引力。另外创业者判断

跟着 Intel 走就对了，即对此机会的未来需求成长潜

力抱持的信念大， 所以创业者积极。 初期市场需求

小，对规模大的既有竞争者不具吸引力。另外竞争者

机会出现时竞争者为什么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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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创业者与竞争者对中后期新细分市场需求成长的信念与案例证据

表 6 初期竞争者的其他机会有利程度与案例证据

对隐性的未来高成长潜力的信念小， 所以竞争者不

积极。 机会有隐性特征和在创业者与竞争者间存在

信念不对称，是解释竞争者不积极与行动晚，使一个

机会成为创业机会的一项原因。 此点显示认知学派

观点在本案例中再次得到验证（Alvarez & Busenitz,
2001; Shane & Venkataraman,2000）。 表 4 中 modem
案例证据显示，初期 modem 整体市场需求大，很明

显，对规模较大的既有竞争者具有吸引力，所以既

有竞争者积极利用此机会， 使此机会不是创 业机

会。 表 5 案例证据显示，modem 未来需求高成长是

明显的，创业者和竞争者对需求成长的信念

都大。
根据资料本研究定义：“对未来需求高

成长的信念程度”，是指相对于创业者，竞争

者对此机会未来中后期的需求高增长潜力

的信念大小。 测量方式为比较创业者和竞争

者对未来的看法，判断他们的信念大小。 竞

争者的决策会选择未来增长潜力高的机会。
但是由于有些机会在可预见的初期需求小，
在难以预见的中后期需求成长潜力大，即机

会有隐性特征，在决策时不明显，这使竞争

者需要对未来进行判断并抱持一份信念。 信

念程度小，则竞争者会不积极。 由此可得：
命题四： 对需求高成长的信念程度愈

小，则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愈大。
以上命题一到命题三的因变量显示出，

创业者利用的机会初期对竞争者的绝对吸

引力大小（亦即有利程度）。 命题四显示出，
竞争者对机会潜在吸引力大小的信念对

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的影响。 上述 4 个命

题是机会吸引力的各项变量对结果变量

影响的主效果， 接下来分析其他变量的

调节影响关系。
6.初期竞争者的其他机会有利程度

决策当时， 竞争者根据一个机会的

相对吸引力大小决定是否利用， 相对吸

引力受到竞争者其他机会的有利程度影

响，即公式中的机会成本项目的影响。初

期竞争者的其他机会有利程度与案例证

据列在表 6 中。
表 6 中工业电脑案例证据显示，竞

争厂商研华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事业是主

要事业。 这个事业部的机会明确而且需

求较大，吸引了管理者注意，使管理者对研发奔腾主

机板不重视。 竞争厂商神通的个人电脑事业是主要

事业，它的机会明确，市场需求大，使管理者对研发

奔腾工业电脑主机板不重视。创业者没有其他机会，
所以积极利用奔腾工业电脑主机板机会。 工业电脑

案例资料显示， 决策当时竞争者和创业者间存在的

机会不对称较大，竞争者有其他更好的机会可利用，
使 他 们 不 积 极 利 用 创 业 者 利 用 的 机 会 。 表 6 中

modem 案例证据显示，由于竞争厂商致福和亚旭都

是专业 modem 制造厂商，不是多元化的，没有其他

���� ��(��) ���� ��(��)

���������	
��
���������������
�������� �!"�#$
%��&’(���)*�+�,
-)*�./01�23445�

678 19959:;<=>?�
������@% 6A:;BC
D?EFGHI���JKLM
NO�

P8LMQRST�UVWXLM
YZ�[\]^_‘abcd�e
HI�LM�

f�aghij5k�Ol 486
Fm�n"op�qr)*s�
tLMuvFwx�

�	_‘ayr
z{|}�~�
���R������~����
]��3�	�=v

z{)*
����!���%���-�5
c,�j�LM�P8<=%
z
{)*���O{�����Vs
�

�7�!���{./"� PC�
�sL���������%�7
���F�0�����
��b
]�p����./�q����
���b����%���UV0
 �:¡op¢£5�

	
���
�，，，， ts 	
���，

，，，

¤¥�¦§¨©��d� modem�
 ��Lª0«�

	
���
�，，，，

	
����
，，，，

	
���
�，，，，

	
����
，，，，

129- -



表 7 制度化限制程度与案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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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更有利的机会可追求，因此积极追求 modem 产

业的机会。 modem 竞争者和创业者间机会不对称较

小，使他们积极利用创业者利用的机会。
根据资料本研究定义：“其他机会有利程度”，

为多元化竞争者的其他机会的明确程度和相对 需

求额和利润。 “其他机会有利程度”的测量方式为，
其他机会初期明确的市场需求额与利润 ／ 创业者利

用的机会初期明确的市场需求额与利润。 由于多元

化竞争者其他机会的明确程度大、需求大，即“其他

机会有利程度”愈大，则竞争者会积极利用 其他机

会，不积极利用新要素形成的不明确机会，但这却

是小规模新事业积极利用的机会。 此一现象与竞争

动力学派的主张一致： 聚焦的小企业所重视的 市

场， 可能不是多元化的大企业重视的（Chen,1996）。
前面命题一到命题四陈述的是，机会吸引力的各项

变量对竞争者不积极程度影响的主效果，因此“其

他机会有利程度”应是一个调节变量，正向调节前

述 4 个负向关系。 由此可得：
命题五：其他机会有利程度正向调节，新顾客与

既有顾客的重叠性、 新要素差异程度对既有顾客的

价值、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度、对需求高成长的信

念程度对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的负向影响关系。
7.资源相似性

竞争动力学者指出，“资源相似性”影响竞争者

的行为（Chen,1996）。 在创业现象中“资源相似性”
可以用创业厂商的主要事业在竞争厂商的事业组

合中所占的比重测量。 由于“资源相似性”愈大，竞

争厂商多元化的程度愈低（是专业化的），没有其他

产业的机会可追求，即机会不对称愈小，竞 争厂商

愈可能积极追求创业者利用的机会。 本研究

发现，继通 modem 事业的竞争者致福、亚旭

都是比较专业化的，都没有其他机会可以利

用。 “资源相似性”愈小，则竞争厂商多元化

程度愈高，其他事 业的有利机会愈多，机会

不对称愈大，愈可能不积极利用创业者利用

的机会。 本研究发现，继通工业电脑事业的

竞争者研华、神通都是 多元化的，都利用了

其他更明确的机会。 由于 “资源相似性”是

“竞争者其他机会有利程度”的基础条件，二

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资源相似性”本身

没有吸引力，不会影响创业者行为，因此为

简化理论，本研究仅保留“竞争者其他 机会

有利程度”此项原因变量。

8.竞争者受到制度化限制程度

资料分析后发现，竞争者不积极还受到内部制

度化限制程度的影响， 案例证据列在表 7 中。 表 7
案例证据显示，在工业电脑案例中，竞争厂商 神通

将个人电脑事业部的大型营运模式套 用到工业电

脑事业部，使工业电脑事业的弹性降低，从而降低

对新要素形成的机会的积极程度。
根据资料本研究定义：“制度化限制程度”，为

制度对竞争者决策和行动的限制程度。 测量方式

为：竞争者的制度造成的在研发到上市周期中落后

的天数÷产业平均研发到上市周期的天数。 对创业

者所利用的机会，由于“制度化限制程度”愈大，则

竞争者决策和行动愈慢，因此竞争者积极程度小。
前面命题一到命题四陈述的是， 机会吸引力的

各项变量对竞争者不积极程度影响的主效果， 因此

“制度化限制程度”应是一个正向调节变量。 由此可

得：
命题六：制度化限制程度正向调节，新顾客与既

有顾客的重叠性、 新要素差异程度对既有顾客的价

值、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度、对需求高成长的信念

程度对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的负向影响关系。
整合前述命题一到命题六，可得图 1 所示的理

论架构。

五、结论

（一）研究结果

本研究探索了相同产业成长期新要素形成了

机会的创业与差异化决策阶段， 得到以下发现：当

相同产业成长期上游出现了新要素并 形成了一个

机会出现时竞争者为什么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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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架构

新要素差异对既有顾客的价值（－）

新顾客与既有顾客的重叠性（－）

初期新细分市场需求强度（－）

对需求高成长的信念程度（－）

其他机会有利程度（＋）

制度化限制程度（＋）

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

时间

创业者开始研发新
产品（差异化开始）

机会出现： 上游新
要素产生、 下游需
求出现

机会时， 若竞争者认为新顾客与既有顾客重叠性愈

小、新要素差异对既有顾客的价值愈小、初期新细分

市场需求强度愈小、 竞争者对需求高成长的信念程

度愈小、竞争者其他机会有利程度愈大（资源相似性

愈小）、竞争者制度化限制程度愈大，则竞争者行为

不积极程度愈大。 当多数竞争者行为不积极程度大，
使上游新要素和下游市场构成的机会成为了创业机

会。 研究结果清楚地解答了本研究的问题。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 填补了现有创业理论的不

足，因此对创业理论有贡献。 过去的创业理论以信息

不对称解释创业者领先竞争者发现一个机会， 使它

成为创业机会。 本研究发现的理论从竞争者的角度，
以机会吸引力、信念、机会不对称解释竞争者不积极

利用一个已发现的机会，使它成为创业机会。 本研究

参照了机会学派、认知学派、竞争动力学派的理论构

念，建立了较为整合的理论。 本研究参照了竞争动力

学派， 理论中的部分构念与竞争动力学派的构念相

近，但定义与测量不同，因此建立的理论可视为竞争

动力学派在创业领域的延伸。
（三）对企业实务含义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对企业中的潜在创业者有价

值。 在相同产业成长期出现了新要素形成的机会时，
创业者面对二难，一方面应该提早决定创业，以便领

先差异化；另一方面应该延后决定创业，以便观察出

竞争者确实有不积极的行为。 本研究建立的理论提

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可以让创业者根据影响因素，更

准确快速判断出竞争者确实有不积极利用的行为，
认清他与竞争者进行了错位竞争， 可以让创业者更

早取得差异化利益。 本研究理论也可以让创业者更

准确快速判断出竞争者有积极利用的行为， 可以

决定不创业与避免遭致失败。
（四）研究限制和对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重点在发现新的解释观点， 而非建立

一般化的理论。 由于本研究的案例数有限，因此一

般化程度有限。 未来还需要收集更多相同产业成

长期案例，验证并修改本研究发现的理论，以便建

立一般化程度更高的理论。

（作者单位：朱沛，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管理分

院工商管理系；司徒达贤、于卓民，台湾政治大学

企业管理系；苗青，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责任

编辑：尚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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