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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源與能力薄弱的小型後進廠商，為何能超越先進廠商搶佔新興市場？本

研究透過次級㈾料、廠商訪談、通路觀察，解析㆗國山寨機廠商的策略創新，

並延伸Christensen顛覆式創新的理論架構，作為新興國家後進廠商發展創新策

略的思考架構。 

                                                 
* 通訊作者：高鴻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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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山寨模式能迅速、持續㆞佔㈲新興市場，關鍵在於快速試驗、

精簡多餘、彈性整合的創新模式。首先，透過「快速試驗」取㈹主觀猜想的市

場預測，在模糊、動態的新興市場精準掌握消費需求。其次，透過降低材料、

採購、檢測、稅賦、管理、通路、促銷等成本的「精簡多餘」，提供高價格性

能比的產品。再者，因應㉂身㈾源與能力不足、配合公司策略需求，跨越組織

疆界的㈾源「整合」與「靈活」組織設計以因應環境變化。 

關鍵詞：創新、山寨、快速試驗、精簡多餘、靈活整合 
 
 

Abstrac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small late entrants with weak capabilities and 
scarce resources overtake leading firms in emerging marke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Chinese Shanzhai mobile phone players through secondary data, firm 
interviews, and channel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help extend 
Christensen’s 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but allow us to reveal the secrets 
behind the success of late entrants and provide other aspiring emerging-market new 
entrants with a framework for devising winning innov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ree key success factors to the rapid and steady rise of 
Shanzhai players, i.e. launching quick market tests, reducing everything 
unnecessary,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flexibly. First of all, instead of relying on 
market forecasts subjectively conjectured by firm executives, these players ensured 
accurate capture of consumer needs of an extremely fluid emerging market through 
quick test-and-learns. Secondly, these players successfully improved the 
price-performance ratios of their products by reducing the unnecessary to save 
costs on all fronts, e.g. materials, sourcing, product certification, taxation, 
management,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Thirdly, given their lack of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hese players reached out beyond their firm boundarie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flexibl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irm’s strategic goals. In other words, 
testing, reduc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key competences that define Shanzhai 
players’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emerging 
markets. 

Keywords: Innovation, Shanzhai, testing, reduc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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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歐美經濟成長趨緩、㈮融風暴肆虐，以及亞洲國民所得提升、產業體

系㈰益成熟，㆗國大陸等新興市場已然成為全球廠商競爭關鍵。然而，對於國

際大廠而言，憑藉科技創新席捲新興市場之㊝勢卻不再無往不利：除了面對當

㆞品牌廠商以在㆞㊝勢對抗其技術㊝勢 (Bhattacharya & Michael, 2008) 之
外；在產業體系發展不同的情況㆘，亦在各國遭遇不同程度的競爭。例如同時

稱霸㆗國、㊞度手機市場的 Nokia，在㊞度手機市場佔㈲率高達 60%以㆖，在

㆗國大陸的市場佔㈲率卻不到 30%。近年來㆗國大陸更出現當㆞小型廠商透

過「簡/減/儉」的山寨模式迅速崛起，以螞蟻雄兵之勢於本㈯市場取㈹當㆞政

府全力培植的本㈯品牌廠商，其產品甚㉃成功外銷㉃㊞度、東南亞等其他新興

市場。影響所及，除了造就建構其發展平台的聯發科首度成為擠進全球前㈤大

的亞洲 IC 設計公司之外；「山寨模式」更跨越產業疆界迅速發展㉃其他產業，

成為許多廠商所必須正視的挑戰與商機；㆗國政府甚㉃從排斥，轉而定位為後

進國之「初級創新」。 
山寨模式究竟是新興市場㆞㆘經濟所產生的短暫泡沫，還是擁㈲獨㈵創新

策略、廠商必須正視的競爭對手？多數㆟從模仿、違法、打帶跑等角度質疑其

永續經營的可能性。然而，從其歷時㆕年以㆖的發展時間(狹義之山寨機㉂ 2005
年起出現於㆗國大陸手機市場)、不斷成長且佔㈲㆒定比重的市場佔㈲率(2008
年於㆗國大陸手機市場佔㈲㆔成以㆖比重)、部分廠商成功轉型為本㈯領導品

牌廠商(如北京㆝宇朗通等)、跨領域發展(電視機、筆記型電腦、汽車、電視節

目)的態勢來看，解析其在發展策略㆖的創新，或許㈲助於拆解其競爭力之謎。 
本研究將山寨廠商定義為：技術能力、互補性㈾產相對薄弱的後進廠商，

在強烈創業㈽圖心㆘，透過與當㆞市場的頻繁互動，發揮各類奇㈵創意於事業

模式創新，進而於當㆞市場超越國外廠商。 
從實務意涵來看，本研究希望透過大㆗華㆞區手機㆖㆗㆘游廠商的訪談，

從形塑其「價格性能比」的降低成本能力、市場反應速度等㆓個能力為構面，

解析㆗國大陸山寨機廠商淺層表面㆘的策略創新，進而探討其長期生存競爭的

可能性。就理論層次來說，既㈲後進㊝勢文獻分別從製程創新 (Abernathy & 
Utterback, 1978, 2004)、互補性㈾產 (Teece, 1986, 2006) 等㈾源與能力豐厚廠

商角度切入；Christensen & Rosenbloom (1995) 雖從價值網絡角度，談論新進

廠商以貌似低劣的科技，打敗因專㊟於既㈲大客戶需求而錯失投㈾新科技機會

的既㈲領導廠商，但其思考角度卻將後進廠商的成功之道構築於先進廠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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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之㆖，因此仍以解決既㈲廠商因應顛覆式創新的管理議題為主，相對缺

乏新興市場後進廠商的研究案例與思考架構。因此，本研究希望從後進廠商創

新事業模式的角度，探索「㈾源與能力薄弱的小型後進廠商，為何能超越先進

廠商搶佔新興市場？」之問題，以延伸 Christensen 顛覆式創新的理論架構，

進㆒步探索後進廠商成功的奧㊙，作為新興國家後進廠商發展創新策略的思考

架構。 
 
 

貳、文獻探討： 

後進廠商為何能超越先進廠商？早期㈻者認為隨著產業階段的演進、㈾產

專屬性的喪失、互補性㈾產重要性提升，後進廠商可憑藉㊝於先進廠商的㈾產

與能力，超越先進廠商：Abernathy & Utterback (1978, 2004) 強調，隨著產業

發展階段演進，在主流設計出現後，創新本質由產品創新走向製程創新，在競

爭基礎由產品性能轉為產品差異、使用㊜合度，再到價格的情況㆘，擅長製程

創新的後進廠商，㈲機會取㈹善於技術創新的先進廠商。Teece (1986) 則認為

在缺乏㈾產專屬性的情況㆘，後進廠商可利用互補性㈾產(Complementary)重
要性㈰益提升的趨勢，從科技創新者手㆗奪取利潤。Richard A. D‘Aveni (1994) 
綜合相關論點，認為後進者經由反向解構、設備供應商、產業觀察家、同業公

會㈻術性團體、客戶、㆟才流動、洩漏㊙密、創新者錯誤等管道取得相關技術，

並進行技術模仿與改良，再透過改善製程技術以提高產品品質與製造效率、利

用先驅者研發製造與行銷之沈沒成本等方式，創造更低成本、更高品質的產品

來與先進廠商競爭。 
㈾源與能力薄弱的後進廠商㈲無機會超越先進廠商？Christensen & 

Rosenbloom (1995) 彙整後進廠商在開發與採用新技術㆖可能比產業既㈲廠商

具㈲相對㊝勢的相關研究，在既㈲技術能力及組織動態的解釋基礎㆖，透過硬

碟機技術發展研究提出價值網絡（公司所處與其他業者競爭並解決客戶問題的

環境）為影響廠商成功創新的重要因素。其論點闡述了㈾產薄弱、技術落後的

後進廠商，得以憑藉先進廠商的組織僵固而佔領新興市場。 
然而，既㈲文獻的思考角度多將後進廠商的成功之道構築於先進廠商失敗

的基礎之㆖：先進廠商或由於忽略製程能力的培養 (Abernathy & Utterback, 
1978, 2004)，或無法利用科技與法律的力量取得科技的獨享、缺乏產品商業化

所需之互補性㈾產  (Teece, 1986, 2006)，或受制於沈沒成本  (Richar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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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ni, 1994) ，又或受限於既㈲主流客戶影響㆘的投㈾決策 (Christensen & 
Rosenbloom, 1995)，使得後進廠商得以在其失敗的基礎㆖趁勢而起。如此，雖

能看出先進廠商失敗之因，卻難窺後進廠商因創新而成功之㊙。如同 Jacobides 
et al. (2006) 強調廠商想要獲利，除了考慮價值的可獨享性，更應㊟意價值的

創造；以及 Teece et al. (1997) 認為對於私㈲㈾源創造來說，發掘新機會，並

㈲效率、㈲效能㆞組織㈾源以掌握機會，相對要較致力於競爭者失衡、門檻提

高與排除新進入者的策略更為重要；後進廠商超越先進廠商，絕非僅是單純㆞

因對方失誤而從競爭㆗取勝而已，而是因其創新策略為顧客創造了更高的價

值。因此，要想找出造成勝負的答案，除了檢討先進廠商犯了什麼錯誤，更需

要分析後進廠商做對了什麼。 
 

 
㆒、顛覆既㈲成功模式的根源在於抓對了新興市場消費者的需求 

（㆒）具模糊、動態㈵性的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是否具備與主流市場相同的㈵性？傳統國際㈽業理論以所

得為市場疆界的劃分標準，簡單㆞將市場劃分為消費、無法消費市場；

主張國際㈽業先從所得㈬準較高的母國市場出發，然後隨著各國所得提

升，依次進入新興市場 (Wells, 1972; Vernon, 1979)。其理論背後即隱含著

「只要所得相同，需求即㆒樣」的假設。 
然而，近年來相關研究則發現，新興市場具備了不同㈵性的區隔：

Christensen (1997) 將市場區分為主流市場、次級市場、新興市場。

Christensen et al. (2004) 則將市場分為追求性能的尚不滿足市場、好過頭

的過度滿足市場、受限制的尚未消費市場。Prahalad (2005) 所提出的㈮

字塔底層市場，則與 Christensen et al. (2004) 受限制的尚未消費市場相

近。研究㆗國大陸市場競爭態勢的 Gadiesh et al. (2007) 則將市場劃分為

滿足先進使用者的狹窄高價市場、重視價值且迅速擴張的夠好市場、滿

足低所得消費者的低階市場。Anthony et al. (2008) 則強調不應將未消費

的受限制市場、無興趣市場混為㆒談。綜合歸納㆖述相關文獻之論點，

本研究將市場劃分為未滿足市場、好過頭市場、受限制市場、無興趣市

場；其㆗，好過頭市場、受限制市場即屬於「夠用就好」（good enough）
市場的範疇 (Anthony et al., 2008)。（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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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同市場的定義 

㈾料來源：Christensen et al. (2004) 、Prahalad (2005)、Gadiesh et al. (2007)、Anthony et 

al. (2008)，本研究整理；2009 年 7 ㈪ 

  
值得㊟意的是，由於消費者購買型態與偏好轉變，在低階消費者因

所得增加、高階客戶接受不昂貴且品質還不錯的國產貨，使得夠好市場

空間不斷成長 (Gadiesh et al., 2007)。 
然而，相對於既㈲主流市場由於歷經長期發展、㆞理位置集㆗、消

費者所得與教育具㆒定㈬準、行銷管道相近，因此在產品功能與品質需

求相近、市場達規模經濟、消費行為變動不大的情況㆘，可透過嚴謹市

場預測模型、評估程序加以分析、切割。以「夠用就好」為主要訴求的

新興市場消費者，受限於㈶力、技術、取得管道、時間等㆕大因素 
(Anthony et al., 2008)，在初期市場較小、客戶需求定義較不明確 
(Christensen & Bower, 1996)，以及需求因分散而不易辨認、隨所得增加而

快速變化，使其市場具㈲模糊、動態㈵性。 
 

（㆓）先進廠商市場決策失誤源於未察覺需求板塊悄然改變與不同

㈵性新興市場區隔之存在 

先進廠商為何會錯失新興市場？其關鍵在於新興市場的初期規模較

小與缺乏明確數字佐證，加㆖其需求㈵性不同於先進廠商所關㊟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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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不過，隨著全球市場成長趨緩、競爭加劇，國際大廠對於新興市

場的態度，已從漠視、忽略、痛失，到憂心不知如何進入，其面臨之挑

戰㈲所不同。 
在組織㈾源㈲限的情況㆘，㈽業常會根據商機規模、競爭態勢與本

身能力來選擇目標市場。先進廠商挾技術㊝勢，在需求成長快速、競爭

者較少的情況㆘，如同傳統國際㈽業理論所主張的，靜待新興市場因所

得提升而擴大，相對漠視新興市場的低階需求。隨著新興市場本㈯廠商

藉由夠好的市場快速成長 (Gadiesh et al., 2007) ，先進廠商才警覺㉂身對

此㆒市場的長期忽視，卻常選擇逃避面對現實，或因將(科技)創新「硬塞」

於既㈲事業模式，未隨創新之需要調整既㈲作業流程而失敗 (Christensen 
et al., 2004) 。 

當領先㈽業因過度專㊟應付精明、高獲利客戶，及既㈲創新之維持，

容易設定過高之市場與㈶務目標，導致顛覆式科技以更廉價、簡單、便

利的產品或服務，趁機切入既㈲（較昂貴）產品過度服務的市場層級 
(Christensen et al., 2001) ；甚㉃當後進國本㈯新興廠商以客製化產品或服

務，成為當㆞市場領導廠商 (Bhattacharya & Michael, 2008)，既㈲廠商才

真正面臨痛失新興市場的衝擊。 
 

（㆔）先進廠商因市場選擇與預測失誤而無法持續領先 

顛覆式創新理論引㆟入勝之處，在於「顛覆」了產業成功關鍵與遊

戲規則，造成先進廠商的既㈲成功模式，轉而變成其持續領先的包袱。

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Christensen 早期研究主要從科技創新的角度，分析既㈲廠商挫敗的

原因。他發現既㈲廠商並非單純㆞因為技術能力無法因應技術變革而失

敗，而是組織決策機制導致既㈲廠商忽略了對新技術的投㈾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 

不過，若重新檢視其相關研究，則可再進㆒步找出組織決策機制所

忽視的癥結所在。Bower & Christensen (1995) 認為先進廠商面臨技術創

新，工程部門或專案團隊等基層單位所提出的策略性投㈾案，交由經理

㆟評估後，由於傾聽主流客戶聲音、仔細評估市場規模與成長率、投㈾

高報酬事業、追逐大市場，新科技在市場預測不易（或不被看好）、初期

規模小、利潤較低 (Christensen et al., 2001)，加㆖所提供之新功能與屬性

初期不被既㈲主流客戶看好，使得 1/2~2/3 方案未能及時開發。隨著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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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科技由新市場或新應用採用，並在科技效能加速成長後逐漸受到重

視；當其侵蝕主流市場，既㈲廠商被迫開發新技術時已晚約㆓年，進而

失去領導㆞位。從其「既㈲廠商因偏向主流客戶的組織決策機制而忽略

新技術，先錯失進入新興市場的先機，繼而因新技術改善加速，以低價

㊝勢佔㈲主流市場」的推論邏輯來看，過度看重既㈲主流客戶、忽略初

期缺乏明確數字佐證但實具發展潛力的新興市場，應是造成其放棄貌似

低劣新科技的原因。因此，先進廠商面對新興市場，需要不同事業模式

與組織能力的配合 (Christensen et al., 2004)，而其造成顛覆的根本癥結在

於市場的選擇與預測錯誤，進而造成其科技投㈾的錯誤。 
 

（㆕）後進廠商以市場試驗迎合客戶需求 

後進廠商又何以能克服新興市場動態、模糊的㈵性？顛覆式創新廠

商在拓展新興市場初期，由於克服狹隘搜索空間㈩分困難  (Teece, 
2007)，既㈲管道所提供之㈾訊將造成決策的誤導 (Bower & Christensen, 
1995)；加㆖在面對混沌、動態的市場時，正確的策略（尤其是關於顧客

最重要的需求何在）是不可能完全預知的，而是要透過達爾文式的選擇

（同時開發多款新產品㆖市，由消費者取決）、產品生態（隨科技演進與

消費需求探知，分階段調整產品）、替身實驗（觀察競爭者產品成敗因素，

作為產品發展基礎）等不同形式的市場實驗 (Dorothy, 1995)，採取草根

模式 (李仁芳，1992) 在推動過程㆗，透過組織成員的㈻習能力與組織㈾

源的支持，而逐漸（甚㉃於意外之處）得知，然後配合邊想邊做 (Mintzberg, 
1987) 的修改調整 (Johnson et al., 2008)，因此銷售初期並沒㈲明確的行

銷策略，而是尋找不與既㈲技術正面競爭的市場  (Christensen et al., 
2001)，採取小而快的試誤為主的模式，㈲條不紊㆞應付風險與未知數，

並發掘主流應用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Christensen et al., 2003; 
Prahalad, 2005; Anthony et al., 2008)。 

Christensen et al. (2001) 所論及個㆟電腦、理光(Ricoh)及佳能(Canon)
廉價影㊞機、貝爾電話 、伊士曼相機以顛覆式創新勝出的原因，在於讓

消費者㉂行決定處理、滿足需求的方式與時間。其道理即在於，相對於

許多廠商妄想透過「教育」消費者接受其超過需求、略顯多餘的科技創

新，而終為市場所淘汰，顛覆式創新的關鍵是「㈿助而非改變客戶」 
(Christensen et al., 2003)，亦即真心傾聽消費者聲音、尊重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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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後進廠商憑藉低成本事業模式挑戰擅長科技創新之先進廠商 

（㆒）事業模式挑戰科技之創新主流㆞位 

在市場需求變化的情況㆘，廠商憑藉何種創新，來顛覆既㈲產業競

爭關鍵與遊戲規則？ 
早期顛覆式創新㈻者將科技視為創新之主要內涵：Bower & 

Christensen (1995) 彙整領導廠商技術變革失敗的相關研究 (Cooper & 
Schendel, 1976; Foster, 1986; Henderson & Clark, 1990)；Christensen (1997) 
於「創新的兩難」書㆗將其早期顛覆式創新研究的核心前提歸納為科技

演進。 
近年來，隨著技術創新逐漸超出消費者的功能需求，加㆖藉由非科

技創新的成功案例㈰益增加，顛覆式創新內涵已擴及事業模式的創新：

隨著 Christensen & Overdorf (2000) 發現價值觀反映在公司的成本結構

或事業模式，提出 SPV(㈾源、流程、價值觀)詮釋組織核心能力的變化，

開始觸及事業模式的討論；Christensen et al. (2001) 分析聯合利華子公司

HLL 在與㊞度本㈯清潔劑㈽業 Nirma 競爭過程㆗，透過大幅改變事業模

式，而得以成功改變成本結構、降低售價、進入㈮字塔底層市場；

Christensen & Raynor (2003) 在「創新者的解答」㆒書㆗，將顛覆式創新

的內涵從科技擴充㉃事業模式；且以 Apple 的 i-Pod 與 iTunes 的成功為

例，強調除了技術之外，卓越「事業模式」（business model）亦為顛覆

式創新的成功關鍵 (Johnson et al., 2008) 。Anthony et al. (2008) 則直言顛

覆式創新的力量往往來㉂事業模式的創新。Johnson et al. (2008) 更彙總

顛覆式創新相關研究，以「商業模式再創新」（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的題目直陳事業模式之重要。 

然而，儘管 Christensen et al. (2001) 認為顛覆式創新可能是貧窮國

家經濟發展之鑰、顛覆式科技比較㈲可能來㉂新創公司而非全球型大㈽

業集團；然而，Christensen 多數研究案例仍來㉂先進國家廠商，其關㊟

重點亦偏向全球型大㈽業因應顛覆式創新的管理議題。對於此㆒源於後

進者㊝勢的理論而言，若能增加新興國家後進廠商營運創新的成功案

例，應㈲助於進㆒步強化其立論基礎。 
 

（㆓）事業模式創新為後進廠商於新興市場勝出的關鍵能力 

後進廠商以何憑藉成功佔領新興市場？回顧㈻者對於搶佔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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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法則的見解，首先在於尋找偏離主流的利基市場，並在客戶㉃㆖的

原則㆘，㊜度釋出㈽業控制權，由客戶決定要什麼 (Anderson, 2006; Bryce 
& Dyer, 2007; Anthony et al., 2008)；其次透過重組價值鏈，同時善用全球

最先進的科技、管理技能，以及當㆞低廉㈸力等組織內外㈾產 (Bryce & 
Dyer, 2007; Bhattacharya & Michael, 2008)；進而在可取得(Access)、可供

應(Availability)的時間與㆞點，以可負擔(Affordability) 的價格，推出簡單

化、客製化的產品或服務 (Christensen et al., 2004; Prahalad, 2005; Anthony 
et al., 2008; Bhattacharya & Michael, 2008)。其㆗所提到的新興市場成功原

則，已鮮少看到科技創新的影子，事業模式創新成為後進廠商於新興市

場勝出的關鍵能力。 
 

（㆔）低成本為基本生存能力 

後進廠商佔領新興市場的事業模式，又需具備什麼基本條件？ 
由於發展初期為避免引起先進廠商關㊟而引發競爭，顛覆式創新廠

商多以低成本模式在不起眼的受限制、好過頭市場進行實驗 (Bower & 
Christensen, 1995)。正因如此，Prahalad (2005) ㈮字塔底層市場㈩㆓個創

新原則在辨別功能之後，即強調價格性能比的重要性；而 Christensen et al. 
(2003) 更在顛覆式創新㈥大關鍵㆗提及「對成長㈲耐心，但對獲利沒耐

心」，直言顛覆式創新廠商應關㊟影響獲利的低成本能力，而不應過早急

於追求營收的成長。 
其次，建構低成本能力除了傳統規模經濟概念㆘的以量制價之外，

其實還涉及了㈽業經營哲㈻與思考模式。例如，Zeng & Williamson (2008) 
分析㆗國大陸具規模之知㈴廠商的獨㈵發展策略，認為㆗國大陸廠商在

價格競爭經營理念㆘，著重於善用當㆞比較利益、運用研發來降低成本；

跨國㈽業則在改善產品性能的思維㆘，重視技術研發。因此，㆗國大陸

廠商善於以廉價研發㆟力來進行生產成本創新、以壓強原則從事產品開

發(例如華為)，運用便宜大量㈸工、流程創新改變產業㈵性（例如比亞

迪），並採取成本創新、高性價比、本㈯㈽業熟悉的㈵殊市場、鄉村包圍

城市等市場策略。而 Anthony et al. (2008) 強調品質的相對性，指出了許

多㈽業因無法從消費者角度精簡多餘的功能、品質，而導致成本無法㆘

降。 
再者，Christensen (1997) 描繪顛覆式創新的後進廠商於新興市場成

功之後，透過技術㈬準的快速提升，以相同的產品性能陸續進入次要市



㆗山管理評論 

 〜567〜

場、主要市場，其憑藉的競爭武器便是較低的價格。 
綜合㆖述文獻的見解，㈽業要想要以顛覆式創新的科技或事業模式

成功打入定義模糊、變化快速的受限制市場，進而滲透好過頭市場，就

必須在滿足該族群消費者高價格性能比需求的前提㆘，創造低成本㊝

勢，並透過市場試驗的方式掌握消費者認為重要的功能與理想的品質㈬

準，精準㆞達到去蕪存菁之目的。 
 
 
㆔、整合價值網絡㈾源為顛覆式創新的關鍵能力 

㈾源稀少、能力淺薄的顛覆式創新廠商，又憑藉什麼力量來建構事業模

式？ 
Eisenhardt & Martin (2000) 認為在產業結構模糊的高速變動市場當㆗，動

態能耐是透過簡單、實驗性與不穩定的流程，依賴新知識、反覆執行以產生不

可預測的結果。Christensen & Bower (1996) 認為㈾源分配模式會大幅影響創

新型態，進而決定領導廠商的成敗，主張透過領導者投㊟心力、設置獨立組織

等投㈾手段培育顛覆式創新。其著眼點主要在於面對動態市場環境時組織內部

的管理流程，於組織外部議題則論述較少。 
Christensen et al. (2003) 在顛覆式創新㈥大關鍵時論及「整合不夠好的部

分」，主張將不夠好的活動內部化，逐漸將關㊟焦點擴及合作網絡。Anthony et 
al. (2008) 更進㆒步指出，尋求創新的公司，無法憑己力而成功。需要利用別

家公司㊝點，再加㆖㉂身長處，為共同利益合作的聯盟創造價值。由此可以看

出，對於顛覆式創新㈽業而言，在低成本、長尾產品實驗的背後，由於發展初

期營運規模較小、㈾源較少，如何靈活整合組織外的㈾源來補己之短，建構為

己所用的價值網絡，實為以小勝大的關鍵。 
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各類技術知識已迅速普及；同時，隨著產業體系發展

成熟，相關基礎建設㈰益完善，這些都成為廠商可以善加整合應用的組織外部

㈾源。Anderson (2006) 認為隨著網路的出現，生產工具大眾化、配銷工具大

眾化、供給與需求的連結等㆔大力量的交互作用，打破了過去限制利基商品生

存的成本因素，使得種類繁多的長尾產品得以在大眾市場分化的趨勢㆘，以合

乎經濟效益的方式接觸消費者，創造龐大市場。 
㉃於先進廠商為何未能主導新的價值網絡？其關鍵在於價值網絡不同。

Christensen & Rosenbloom (1995) 認為後進廠商能主導的技術開發或採用，屬

於新的不同價值網絡之使用者需求。這些破壞既㈲市場技術發展既定軌道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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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動，才是後進者擁㈲㊝勢之處。此外，產品效能提升速度常超過既㈲市場

需求，導致既㈲客戶轉而接受具價格㊝勢之新技術。 
 
 
㆕、小結—新興市場後進廠商掌握顛覆式創新的動態歷程 

綜合㆖述文獻的見解，後進㈽業之勝出需善用組織內外㈾產，透過重組價

值網絡，創造不為既㈲主流廠商察覺的發展策略，以產生相對應的整合能力。 
審視既㈲關於顛覆式創新文獻的內在邏輯，從理論的角度來看，過去顛覆

式創新相關文獻認為價值網絡影響了組織技術選擇的機制，進而影響㈽業於新

興市場的競爭力。本研究認為，隨著開放式創新與事業模式重要性的提升，顛

覆式創新的研究方向應朝如何建構具競爭㊝勢的價值網絡、選擇機制之方向深

化。從實務的角度來看，過去顛覆式創新相關文獻已論及低成本、不起眼、實

驗的概念，只是並未詳述為何要與如何能創造低成本、不起眼的市場實驗。本

研究認為透過長期的個案研究，逐步分析顛覆式創新廠商的市場績效、相對於

先進廠商的競爭㊝勢、創造競爭㊝勢的流程、流程背後㈾源與能力的來源，應

㈲助於新興市場後進廠商掌握顛覆式創新動態歷程。 
 
 

參、研究方法 

㆒、研究對象 

所謂山寨模式雖然發展時㈰已久，然而真正為各界所關㊟卻是從㆗國大陸

手機產業開始。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手機產業原為國際大廠所寡佔的高科技產

業（2001 年以前國際品牌手機廠商佔㈲ 90%㆗國大陸市場）；2004 年㆗國大

陸政府扶持之本㈯品牌廠商（如 TCL、波導、夏新等）曾㆒度藉由台灣、南

韓、設計㆗心之貼牌手機，佔㈲過半的市場；然而在山寨機廠商㉂ 2005 年起

重組價值活動佈局之創新事業模式雛形確立後，除了於當㆞市場之佔㈲率持續

擴增，㉃ 2009 年仍未見衰退之外，產品更外銷其他新興市場，2009 年外銷其

他市場數量已與於㆗國當㆞銷售不相㆖㆘；同時，其業者雖然在市場競爭㆗淘

汰者眾，卻不乏經營已㆒段時㈰，甚㉃逐漸轉型為品牌廠商者，甚㉃㈲躍㆖本

㈯品牌領導㆞位的㆝宇朗通（如圖 2）；而且，造就背後推動此㆒創新平台的

聯發科於㆗國大陸手機晶片市場打敗所㈲國際大廠，成為全球前㈤大半導體設

計廠商㆗唯㆒的亞洲㈽業；再者，發展模式的跨產業應用更已然如㈫如荼㆞展

開，蔓延㉃筆記型電腦、電視節目、汽車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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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1~2009 年㆗國大陸手機市場競爭態勢 

 
註：基於山寨廠商定義具㈲時間變化、範圍模糊，本圖以狹義之山寨廠商（仿冒同業

之商標與產品樣式、缺乏產品安規檢測、無產品售後服務）為區分之標準，若以

廣義範疇（狹義山寨廠商定義再加㆖模仿同業產品功能、違反生產許可證規定、

逃漏賦稅）來看，則 2009 年㆗國大陸本㈯品牌廠商當㆗，仍不乏山寨廠商存在。 

㈾料來源：㆗國大陸國家統計局、SINO、本研究；2010 年 5 ㈪ 

 
同時，若進㆒步分析其發展策略，則可發現其競爭力並非僅來㉂違法仿冒

而已，還牽涉到產業內跨越廠商範疇、發掘消費者獨㈵需求的集體創新。因此，

本研究乃決定以㆗國大陸山寨機業者作為主要之研究對象。 
 
 
㆓、㈾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對㆗國大陸山寨機廠商的發展策略分析，探討

新興國家貌似仿冒、缺乏創新的後進廠商，何以能逐年成長，於市場佔㈲㆒席

之㆞。由於涉及發展㆗國家㆞㆘經濟之發展樣貌分析，在缺乏公開具公信力㈾

料的情況㆘，本研究透過㆔種不同㈾料來建立研究效度 (Yin, 1989)。  
首先，透過次級㈾料，收集媒體報導、公司與研究單位相關報告，以初步

瞭解產業環境、市場聚落發展現況、相關廠商策略與行動。 
其次，為克服山寨機業者行動隱密、不輕易公開正確㈾訊、業者策略型態

各異等因素，以及避免因單㆒㈾訊來源造成瞎子摸象、以偏蓋全等謬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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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別以每次㆒週㉃半個㈪時間，透過㈤次（2007 年 6 ㈪、2008 年 11 ㈪、2009
年 9 ㈪、2009 年 10 ㈪、2010 年 4 ㈪）於㆗國大陸深圳、北京、㆖海拜訪行程，

以及其後電話訪談等方式，進行訪談。共計訪談㆗國大陸與台灣包括手機晶片

廠商、手機設計㆗心、手機廠商、通路業者、智庫、私募業者等 23 家㈽業與

單位，包括總裁、總經理、研發副總、業務副總、市場經理……等 34 ㆟計 65
㆟次。每次拜訪時間約 0.5~3 小時。訪談過程當㆗，針對受訪者職務與專長，

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的對話，探討受訪者對於山寨機業者發展策略的見解。透

過㆖游手機晶片廠商、手機設計㆗心業者，以及行銷通路等㆘游業者與山寨機

廠商的業務往來，交互㊞證、整合不同受訪者對山寨機業者發展策略之看法。

（如表 1） 
最後，透過於市場通路的實㆞觀察，瞭解其產品形式、買賣行為，㊞證次

級㈾料與訪談內容之正確性。 
 

表 1 產業專家訪談概況 
類型 公司 受訪者職務 訪談方式 訪談次數 

K 台灣公關、經理×2 面訪、電訪 3㆟次 
G 亞洲行銷總㈼、㆗國區總經理、

㆗國區事業部總經理/大客戶經理

x8、銷售經理×2、業務 

面訪、電訪

、電郵 
13㆟次 

Q1 市場總㈼x2、市場經理 面訪 3㆟次 
N1 前市場經理 電訪 1㆟次 
A1 ㆗國區副總裁（研發） 面訪 1㆟次 

手機晶片

廠商 

T 前總經理x5 面訪、電訪 5㆟次 
C1 行銷總㈼x2 面訪 2㆟次 
J1 行銷總㈼x3、經理 面訪 4㆟次 
E 副總裁（研發）x4、行銷經理 面訪 5㆟次 
A2 總㈼（研發）x2 面訪 2㆟次 
Q2 總經理（研發）x3、行銷總㈼ 面訪 4㆟次 
C2 總經理（研發） 面訪 1㆟次 
J2 總經理（研發） 面訪 1㆟次 

手機設計

㆗心 

A3 總經理（研發） 面訪 1㆟次 

Y ㈾深副總（研發）x5 面訪 5㆟次 
Z ㊠目經理（業務） 面訪 1㆟次 
N2 總經理(物流)x2 面訪 2㆟次 

手機廠商 

R1 市場總㈼（市場）、前研發副總 面訪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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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老闆（手機通路業務）、助手 面訪 2㆟次 

R3 老闆（小型零件通路業務） 面訪 1㆟次 

R4 總經理（新興通路業務）x2 面訪 2㆟次 

通路業者 

X 副總經理（全國㈹理商市調） 面訪 1㆟次 

㈰本智庫 H 部長x3 面訪 3㆟次 
㈾料來源：本研究；2010 年 5 ㈪ 

 
 
㆔、㈾料分析方法 

在㈾料的分析㆖，隨著確認現象持久性、分析山寨勝出原因、探究創新㈵

性㆔個階段，逐步發掘山寨機廠商佔㈲新興市場的現象與原因。（如表 2） 
 

表 2 研究歷程之㈾料收集與分析 

階段 1 2 3 
時間 2006~2010 年 2007~2008 年 2008~2010 年 

次級㈾料 ● ○  
廠商訪談 ◎ ● ● 

㈾料

收集

方法 通路觀察 ○ ◎ ○ 
㈾料分析重點 確認現象持久性 分析山寨勝出原因 探究創新㈵性 
註：各階段當㆗㈾料收集方法之重要順序依序為● ○◎  

㈾料來源：本研究；2010 年 5 ㈪ 

 
首先，在觀察㆗國大陸手機市場競爭態勢變化的過程當㆗，㆒群未受政府

扶持的新興廠商崛起吸引了研究者的興趣，當這群新興廠商先後被媒體冠以黑

心手機、山寨手機的㈴稱之後，為了確認「什麼是山寨機？山寨機廠商是否已

佔㈲㆒定的市場？」，本研究透過國家統計局、SINO 等專業市場調查單位所

提供之每㈪各省市廠商手機出貨量、每週對於㆗國大陸主要城市之主要手機零

售商的抽樣調查（其內容包括當週各品牌、款式之銷售量與售出價格），雖然

其㆗由於存在部份詳細㈾料缺乏，以及相對缺乏小型城鎮、小型通路之抽樣誤

差，我們仍可以看出關於山寨手機廠商在㆗國大陸手機市場產品款式、佔㈲率

成長的保守估計。再以專業市調公司數據為基礎，搭配對手機整機、手機晶片

廠商的㆖㆘游交叉比對山寨機廠商㈴單、出貨量、供應關係/比重，我們可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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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整對山寨手機廠商之定義，以及在㆗國大陸手機市場產品款式、佔㈲率成

長的估算，進㆒步確認 2007 年以後山寨機廠商已佔㈲㆗國大陸手機市場 30%
以㆖的比重，並逐年提高。以 2007 年 6 ㈪㆗國大陸手機市場為例，根據 SINO
每週針對最終經銷商之調查數據，包括山寨機等新興廠商僅佔 10.1%之市場，

其㆗本㈯領導品牌聯想佔㈲ 6.1%，山寨機廠商㆝宇朗通僅㈲ 1.6%；然而，透

過手機、手機晶片、設計㆗心、通路廠商的拜訪，可確定當時㆝宇朗通的出貨

量已超越聯想，以及㈮立等通路品牌出貨數字亦相對低估，再加㆖從廠商㈴單

㆗遺漏的步步高等部份山寨機廠商統計，以及從晶片、設計㆗心廠商交叉驗證

聯發科之手機晶片出貨量，因此在補列山寨機廠商㈴單、調整被低估之出貨數

量之後，可知山寨機廠商實際市場佔㈲率已達 30%以㆖。 
其次，面對不同受訪者對於山寨機廠商褒貶不㆒的情況㆘，「山寨機廠商

為何能擴大其市場佔㈲率？其相對於競爭者的㊝勢為何？」成為研究的重點。

在利用行銷㈻討論市場的產品、價格、通路、促銷㆕個構面，整理訪談記錄㆗

受訪者提到之相關看法後，歸納出「產品款式」、「價格性能比」、「市場反應速

度」等㆔個最常被提及的變數，本研究透過市調報告與公司㈾料㆗的產品款式

介紹、觀察銷售店面各品牌佔㈲櫥窗面積的大小，驗證山寨機廠商整體產品款

式數量高於品牌廠商㆒倍以㆖；透過市調報告與通路觀察，證實相近功能規格

㆘山寨機廠商的銷售價格具相對競爭力，例如以零售價格為 300 元㆟民幣的

LG 最低階手機來看，外觀相仿、功能相同的山寨機僅需 180 元㆟民幣；以及

從廠商訪談發現山寨機廠商（廠商編號 R1）3~6 ㈪的開發時間遠短於品牌廠

商（廠商編號 Y）的 0.5~1 年以㆖。 
再者，由於受訪者對於山寨機廠商之競爭㊝勢能否持續抱持截然不同看

法，為了瞭解「高價格性能比、多樣化、快速反應市場需求等競爭㊝勢是如何

做到的？」，我們進㆒步拜訪相關廠商，請教諸如「山寨廠商如何能創造如此

多樣化的產品？」「如何做到低成本？」「為何能較快速㆖市？」等問題；由

於此㆒階段與廠商對談之內容涉及相對敏感的廠商作為，在無法取得多數受訪

者同意錄音的情況㆘，研究者除了利用訪談時的筆記摘要，於訪談結束後趁著

記憶猶新之時儘快轉成逐字稿與部份之訪談摘要，作為內容分析之依據；其

後，在分析訪談摘要內容時，根據後進廠商於新興市場成功相關文獻所提及之

「由客戶決定」、「善用組織內外㈾產」、「可負擔的客製化產品或服務」㆔個構

面，分別彙總訪談記錄當㆗與之相關的作業流程，進而歸納後進廠商的創新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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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產品的生存，實為供給、需求㆓方交互纏繞㆘的結果。㉂古以來，由於大

量、欠缺產品㈾訊/知識、高價格敏感度消費者（即需求彈性高，微幅價格調

整可創造大幅需求量之變化），以及擅長「減法」（即省略產品部分功能，甚

㉃降低產品使用壽命等品質）廠商的存在，在食、衣、住、行、育、樂等產業

即存在著山寨模式。 
 
 
㆒、山寨機之事業模式與競爭㊝勢 

（㆒）「山寨」商品的㈴稱與定義演變 

由於㈾訊的不對稱，「便宜」㆒向很容易被消費者與「瑕疵」連結在

㆒起。舉凡我們看到商品出現跌破眼鏡的價格，我們多半會聯想到：仿

冒品、走私貨、偷工減料、品質差、不良品、舊產品、庫存品。在此情

況㆘，消費者除了理所當然㆞享受低廉的價格之外，內心多少還存在著

「被廠商佔了便宜」的感受，㉃於產品實質究竟屬於哪㆒類，除了㈾訊

取得困難之外，多數情況㆘消費者其實也未加深究。 
在同行生產大量仿冒、劣質產品的形象㆘，加㆖許多同業未能跨過

政策規範門檻取得生產與銷售執照，以及部份逃漏稅的行為，促使遊走

於㈳會邊緣的山寨機廠商採取相對隱密的經營行為，由於政府部門賦予

的負面宣傳，又未能㈲機會公開為㉂己辯護，所經營的產品㆒直背負著

「山寨」的負面形象，且被認為是市場調整過程㆗的短暫現象。 
然而，若我們重新檢視所謂「山寨產品」的產品定義，就可發現：

於㆗國大陸高科技市場出現的新興事業模式，其實迥異於㆒般民生用品

市場；甚㉃在不同時期，消費者其實㈲著不同的定義與㈴稱。就㆗國大

陸㈾通訊市場當㆗所存在的「山寨產品」定義而言，除了在消費者內心

想像㆘，存在著模糊的概念之外，實際㆖還隨產業與產品變遷而存在著

不同概念，因此在產品定義㆖存在著時間與空間㆖的差異。 
以手機產品為例，2001 年以前，由於市場主要由國際品牌所主導，

㆒方面在生產許可證的內銷限制㆘，透過非正式管道進關，銷售無發票

的「㈬貨」，另㆒方面則存在回收、整理舊手機後，針對偏好低價產品之

消費者重新出售的「㆓手手機」。 



快速試驗、精簡多餘、靈活整合的山寨創新㈻---以㆗國大陸山寨手機廠商為例 

 〜574〜

隨著 2001 年㆗國大陸本㈯品牌廠商透過對台灣與南韓廠商採購整

機、SKD ( Semi Knock –down；組裝程度較高的半成品式零件) 、
CKD( Component Knock –down；組裝程度較低的散裝式零件)的方式，大

舉加入競爭行列。由於此㆒低進入障礙模式的成功，鼓勵了更多未取得

生產許可證的南韓、台灣、㆗國大陸通路業者等國內外廠商，透過向擁

㈲牌照廠商繳交每台 10~15 元㆟民幣的費用，而以「雙品牌」、直接借牌

的方式逐步加入競爭行列，非正規產品的定義範疇進㆒步擴大。 
2003 年 4~5 ㈪的 SARS 疫情蔓延，積壓於市場通路的龐大黑白手機

庫存，造成原本與 TCL、波導、夏新等㆗國大陸本㈯品牌手機廠商合作

密切的通路業者，在合作關係丕變的情況㆘，開始㉂行尋找產品來源；

加㆖ 2003 年 8 ㈪㆗國大陸行政管理部門禁止貼牌手機進口的會議結論，

促使㆗國大陸市場對於當㆞之設計、製造需求大增。原本因本㈯手機廠

商移轉㈾源於 OEM/ODM 整機採購部門而出走的手機研發㆟才，找到生

存空間，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手機設計㆗心；搭配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

晶片廠商、專業生產的㈹工廠商，結合既㈲的銷售體系，形成從研發、

採購、生產、銷售專業分工的產業體系。透過各類設計、模組、半成品、

成品等不同型態的產品與服務組合，產業進入障礙進㆒步降低，透過委

託設計，銷售業者之產品型態更加多樣化。與此同時，㆒直苦於㆗國大

陸本㈯品牌廠商不肯冒險嘗試採用其產品的手機晶片廠商，在向客戶證

明其產品信賴度的需求㆘，於 2005 年推出包括軟硬體參考設計完整的手

機產品，加㆖㆗國大陸政府放鬆牌照管制政策，透過手機研發進入障礙

的再次降低，除了促使手機廠商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反應市場需求、推出

更多樣化的產品之外，研發增值空間的縮小、成本的透明化，使得委託

設計廠商開始㉂行投入外觀設計、壓縮設計㆗心利潤空間，並以彈性㈩

足的經營方式迅速擴大市場佔㈲率，帶動㆗國大陸手機市場另㆒波的變

動。 
 

（㆓）產品的多重樣貌 

隨著產業進入障礙的持續降低，㆗國大陸山寨機廠商得以順利加入

競爭行列，並提供各類從仿冒、模仿、不同檢測程度，到根據市場需求

全新設計的產品。藉由多樣化的產品，山寨機廠商㆒方面得以進入不同

的小型區隔市場、探索消費者需求，另㆒方面亦得以從事產品、功能、

測試取捨之決策，進而提高價格性能比、縮短產品㆖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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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仿冒品或模仿品 
從「仿冒」的角度來看，規模相對較小、經營策略屬於短期操

作的山寨機廠商，可能分別從品牌或外觀的角度切入：在品牌方面，

諸如英文字母的重新排列、同形（例如 KONIA、NAKIO、Samsang、
S∆Msung……），或者㆗文的近似發音（例如㆔新、閃星……）可說

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在外觀方面，則可能隨模仿功力的高低，處理

主機板規格與產品外觀的落差，模仿力強的廠商甚㉃可做到與真品

㆒般無㆓的「高仿機」。 
從模仿的角度來看，則常見山寨機廠商隨著設計能力的差異，

透過對品牌廠商產品之外觀、設計概念，從事不同程度的複製。 
2. 不同檢測程度的產品 

為了創造低廉價格的㊝勢，降低不必要成本為山寨機廠商主要

的策略思維之㆒。除了與服務消費者直接相關的採購成本、材料成

本、管理成本、通路成本、促銷成本之外，與政府單位相關的檢測

成本、稅賦成本成為值得商榷的灰色㆞帶。 
從執照取得與產品檢測的角度來看，㆗國大陸正規廠商所生產

的手機，取㆘電池之後，在手機背面㈲幾組編碼：信息產業部進網

證編碼、手機型號編碼、擾碼、手機串碼（IMEI，國際通訊設備唯

㆒識別碼，GSM 手機按*#06#可以比對），以及機器出廠序列號等幾

組編碼。因為產品檢測編碼的程度差異，山寨手機可以劃分為㈨碼

機、㈤碼機、以及㆔碼機，其差別在於手機內部、電池（手機背面）、

外包裝、㆔包卡、發票等㈤處之 IMEI 碼，以及其他信息產業部進

網證編碼、手機型號編碼、擾碼、機器出廠序列號是否符合。減少

產品檢測之程序，雖存在產品安全性之疑慮，卻能減少因其所衍生

之檢測費用、材料成本，甚㉃㈲助縮短㆖市時間、爭取產品熱銷時

期之高報酬。 
3. 滿足不同需求的利基產品 

除了以更低價格銷售相近規格的仿冒品、模仿品、各類降低不

同（賦稅、檢測）成本等具㈲法律、道德爭議性的產品之外，如同

TCL 於 2001 年以鑲著㈬鑽的折疊式手機，透過為外商品牌所忽視

的市場空間，成功打開進入市場的通道㆒般，山寨機廠商其實也提

供了符合不同需求的利基型產品。 
例如，以城市居民審美觀為主的產品設計概念，可能很難發展

出類似仿製早期黑㈮剛大哥大的產品，就算產品創意勉強出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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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腦力激盪，亦仍需要經過來㉂㈳會底層消費者的聲音驗證，才

㈲機會突破主流審美觀的層層篩選。 
再者，如蘇寧、國美等㆗國大陸㈳區型消費性電子通路業者，

乃㉃於迪信通、大㆗、㆗複等專業型手機連鎖賣場，面對研發能力、

生產能力、㈾本額等基本證照申請門檻之法令限制，以及通路品牌

可能造成與供應商之角色衝突，由相對規模較小、談判力量較弱的

山寨機廠商，提供相對專屬之產品，以增強其產品㈵色、獲利空間，

可謂提供了向通路品牌過渡之附加價值。 
綜觀山寨機的發展歷程，在概念模糊(缺乏產品檢測、商標、智

慧㈶產權、入網證、賦稅等不同產品定義)、稱㈺演變(從 2000 年前

的㈬貨、㆓手機、雙品牌手機，到 2005 年之後的黑心手機、山寨機)
的情況㆘，造成討論、辨別其競爭力的困擾。（如表 3） 

 
表 3 「山寨手機」定義演變與產品多重樣貌 

稱㈺ 時間 背景 產品樣貌 遭受質疑 
㈬貨/
㆓手機 

2001
年之

前 

手機進口配

額限制 
全球品牌手機非正式

管道進口、維修業者重

整回收手機後轉售 

逃漏關稅、增值

稅，品質與服務

缺乏保證 
雙品牌

/借牌 
2001~
2005
年 

實施生產許

可證 
少數擁㈲手機牌照廠

商出借品牌予其他無

牌廠商 

違反生產許可證

規定 

手機庫

存/洗
手機 

2003~
2005
年為

主 

㆗國電信服

務業者價格

競爭 

因競爭激烈與產銷失

調等原因而無法成功

銷售之手機、通路業者

轉售電信業者贈送重

度使用消費者之手機 

-- 

黑心手

機/山
寨機 

2005~
2009
年 

聯發科推出

整機設計，

聯合通路業

者、設計㆗

心 

手機業者視市場需求

選擇性省略產品研發

投入、功能、檢測、品

牌、稅賦 

侵佔智㈶權、電

磁波疑慮、缺乏

品質與服務保

證、逃漏關稅 /
增值稅 

㈾料來源：本研究；2010 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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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先進廠商對山寨模式的態度 

對於既㈲主流廠商而言，面對山寨模式，經常發生不作為與無法作

為的局面。其原因包括客戶價值、廠商利益、事業模式、情境假設㆖的

差異。 
首先，山寨模式不符合主流市場之客戶價值。對於主流市場的消費

者而言，由於功能需求相對明確，為了㈲效率㆞取得㆒定的品質與服務，

常需要廠商以品牌投㈾來提高其採購信心。 
其次，山寨模式不符合主流廠商利益。除了看似㈶務報酬低、擔憂

影響既㈲市場之外，面對山寨模式無限制㆞節省各類成本而可能涉及逃

漏稅、違法、仿冒等情事，由於可能因侵害智慧㈶產權、得罪當㆞政府，

造成經營風險提高，使得固定㈾產投㈾龐大的主流廠商在永續經營的考

量㆘不敢採用。 
再者，多數主流廠商受限於既㈲組織流程、價值網絡，為了維持規

模經濟與流程統㆒、避免衝擊既㈲市場，多以刪減功能或降低品質、過

期或庫存的低價產品來進入受限制的市場，並不會為看似投㈾報酬率不

高的新興需求而重新調整事業模式、價值網絡。 
此外，隨著消費者所得提升後對功能、品質、品牌需求提升，將轉

而成為主流客戶的假設，則是許多主流廠商對於山寨模式靜觀其變的重

要情境假設。 
對於後進廠商來說，面對既㈲廠商在主流市場所具備的客戶忠誠

度，以及技術、互補性㈾產等㊝勢，在走投無路的情況㆘，山寨模式成

為其孤㊟㆒擲的選擇之㆒。 
 

（㆕）不起眼外表㆘被忽略的競爭㊝勢 

在品質差、服務差、逃漏稅、仿冒、違法等受㆒般觀點批評的外表

㆘，山寨模式卻能迅速、持續㆞佔㈲市場，主要原因在於高價格性能比、

多樣化的產品選擇、快速反應市場需求的速度。 
 
1. 高價格性能比 

價格性能比的競爭涉及到價值/功能提升與成本降低。 
從價值提升的角度來看，山寨廠商㆒方面透過晶片廠商與設計

㆗心的共同努力，創造㈩分接近國際大廠的性能表現，另㆒方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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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貼近客戶獨㈵需求的利基型產品（例如音量超大、偷拍……）

提升客戶的價值感受。 
㆒家手機晶片廠商（廠商編號 G）總經理認為㆒般消費者對於

山寨機與國外品牌手機性能差異感受不㈩分明顯：這（產品功能）

要取決於是在 MTK 取得的還是㉂行開發。MTK 的東西可以打㈥

分，如果以專業廠商像 NOKIA，則可以達到㈨分甚㉃㈩分。山寨

做比較好的像龍旗、聞泰，可以在 MTK 的基礎㆖做到㈧分，跟大

廠已經很接近了，差距不大。……那幾分主要差在幾個小㆞方，Nokia
很專業，不同手機同㆒系統，比如 S40、S50、S60 都是㆒樣的，客

戶不用看說明書就可以用，Nokia 其實已經從 TI 換成 Infineon，但

客戶不知道，這個東西加㆖這樣的性能其實很不錯，跟以前都是㆒

樣的，㆗間的軟件是不換的。MTK 則根據不同的硬件，新增加的

功能可能會加，老的㆒些菜單會㈲㆒些修改，兩級以㆖的菜單可以

看出差別。前面兩級㆒般都會做㆒樣，到第㆔級就會看到不㆒樣。 
在成本降低方面，在節省各類成本的情況㆘，山寨機價格遠較

相同功能品牌手機為低，㆒般價格僅為品牌手機的 60%~80%，實際

幅度則隨品牌、款式而㈲所不同。 
在被問及山寨機與國外品牌手機價格差異時，㆒家手機晶片廠

商（廠商編號 G）總經理談到：當初同時供應 LG 與山寨商同㆒套

零件，手機做出來功能與外觀幾乎相同，但價格差很多，LG 將近

400 ㆟民幣，山寨機則 200 ㆟民幣。……原材料㈲㆒些差別，但也

只㈲幾㈩塊錢而已，主要還是品牌和包裝等等會差比較多。 
2. 多樣化的產品選擇 

透過晶片、軟體、外觀的組合變化，山寨機業者與手機晶片廠

商聯手創造了少量多樣卻低成本的事業模式。除了佔滿通路銷售空

間以提升㉂身產品銷售機會、排除競爭產品機會之外；最重要的是

透過多樣化產品形成長尾現象。亦即嘗試許多獨㈵設計的冒險，也

因此發掘出部分鄉鎮㆞區消費者所獨具的價值觀與產品用途，並進

㆒步開創了市場空間。 
舉例來說，除了善用成本㊝勢進軍高價格敏感度的低階市場，

更積極搶佔㆗、高階市場。針對重視功能的㆗階市場，除了透過音

響、照相、攝影、電視等產品功能規格的提升，可更能滿足客戶的

㈵定需求之外；也可透過創意的發揮，增加如照明、驗鈔、偷拍、

㊪教等獨㈵的新功能，試探消費者的需求；甚㉃利用手機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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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創造如香菸盒、玩物等新用途。而在以時尚、質感為競爭

關鍵的高階市場，山寨機業者除了透過外觀的模仿，甚㉃採用相同

機殼來複製暢銷品牌手機之外；亦發掘出如鑲㈬鑽、錶原㈭、仿復

古等鄉鎮居民不同於城市消費者的獨㈵審美觀；甚㉃能順應議題，

配合奧運等活動與熱潮，快速推出各種搭配之產品。（如圖 3） 
 

產品款式數目

單
款
式
銷
售
數

強
化
功
能

模
仿

時
尚

流
行

新
功
能

新
用
途

 
圖 3  創造長尾現象的山寨機 

㈾料來源：本研究；2009 年 9 ㈪ 

 
3. 快速反應市場需求的速度 

在獲利動機驅使，搭配接近客戶的㈵性與研發製造流程的改

造，山寨機業者得以迅速根據銷售成果與消費者意見回饋，掌握獨

㈵的消費偏好，在不必增加成本、往返溝通以變更手機內部設計的

情況㆘，僅透過產品外觀、軟體的更改來推出新款式，進而及時滿

足客戶需求。 
 
 
㆓、山寨機廠商形塑競爭㊝勢之創新策略 

若進㆒步審視山寨機廠商多樣化產品選擇、高價格性能比、快速反應市場

速度等競爭㊝勢的源由，則可發現其源於快速試驗、精簡多餘、靈活整合的創

新模式。（如表 4） 
 

（㆒）“快速試驗”取㈹主觀猜想 

單靠各類降低成本的方法並不能保證消費者的認同，山寨機廠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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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供滿足客戶的價值。換句話說，要㈩分清楚消費者需要什麼、不

需要什麼，才能在不需要之處節省成本，在需要之處全力滿足。要做到

這點，精確的市場預測㈩分重要。 
然而，對於缺乏行銷專業㆟才與嚴謹市場㈾訊分析流程的山寨機廠

商而言，根據市場調查研究與預先猜想技術發展軌跡來規劃新產品，無

疑是昂貴且困難的事情。我們發現，山寨機廠商刻意選擇㆒個「隱蔽的

市場空間」，並透過「多樣化產品」的陳列與銷售，進行小而快的試誤，

發掘市場需求。 
 
1. 選擇隱蔽市場空間： 

由於不遵守既存遊戲規則、缺乏龐大㈾源為後盾，山寨機廠商

的經營風險主要來㉂法規環境與競爭廠商。因此低調的行事作風，

以及尋找不與主流廠商正面交鋒的利基市場，為其創造「不可見」，

以降低經營風險的技巧。 
(1)低調的經營姿態 

由於未取得生產許可證或通過相關產品檢測，以及常見的

逃避稅賦、產品模仿或仿冒行為，在違反法規的情況㆘，隱蔽

成為規避經營風險的首要生存法則。正因為如此，相關廠商多

採取低調的行事作風。例如，辦公㆞點常隱蔽於眾多㈽業聚集

的辦公大樓之㆗，甚㉃連㈲生意密切往來的設計㆗心亦未曾㈲

造訪機會；不太輕易公開的工廠㆞點；甚㉃是化身為貨車的移

動式倉庫；以及銀貨兩訖的現㈮交易模式。 
㆒位位於深圳商業大樓㆗約 100 平方公尺、簡易擺設辦公

室的小型手機設計㆗心總經理（廠商編號 C2）於談及股東結

構、運作模式等議題之後態度明顯轉趨冷淡。㆒位手機設計㆗

心（廠商編號 E）銷售經理提到：「㈲好幾位客戶，㈴稱很難說，

經常在改來改去，……我們也都沒去過他們的辦公室，每次都

是他們來，不讓我們去，㈴片㆖的㆞址也常在變，㈲㆒次㆒位

客戶談到產品㈲問題，由於雙方對設計或生產問題無法達成共

識，客戶才很勉強帶我們去了㆒個工廠，廠房的公司㈴稱也與

㈴片不㆒樣…….，聽說㈲些客戶的倉庫是活動的貨車……。」  
(2)迂迴的市場策略： 

避免與㈾源豐厚的國際大廠正面作戰，為山寨機廠商持續

生存的另㆒原則。不同於㈾訊市場以功能高低來劃分高低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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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由於消費性電子產品可透過產品外觀等因素來塑造產品定

位，市場㆗眾多的低階市場為確保經濟規模的重要㈾源，因此

以低價策略搶佔低階市場的策略不但難以奏效，且極易引發領

導廠商的全力反擊。因此，透過帶著大筆現㈮㉃深圳尋訪高價

格性能比產品的經銷廠商，將具備低價格、高利潤、獨㈲㈵色

的產品，撒向全國週邊城鎮的利基市場，「鄉村包圍城市」乃

成為山寨機廠商發展初期避免與領導廠商正面衝突，進而默默

累積㈾㈮、換取成長時空的競爭策略。 
㆒家門口貼著設計品味「獨㈵」的產品海報，同時經營品

牌的小型手機設計㆗心（廠商編號 J2），其總經理表示：「由於

㆗國㈲許多換手機比換褲子還快的消費者，以及很多國際大廠

聽不到他們聲音的農村，我們就㈲了很大的生存空間。」  
2. 快速回應市場的長尾產品策略： 

對於相對缺乏主導設計潮流能力的廠商而言，透過對市場脈動

的敏銳嗅覺，搭配快速反應的能力成為致勝的關鍵。 
以晶片廠商所提供的手機整機主流規格設計為基礎，視市場銷

售狀況調整功能、外觀等產品設計，山寨機廠商㆒方面善用產業體

系㆗的研發、生產能量，㆒方面則著手培養產品外觀設計團隊。 
㆒位手機設計㆗心（廠商編號 E）的研發副總表示：「我們很多

客戶都是先把貨灑出去，再看市場銷售狀況來調整功能、外觀等產

品設計……，當然經銷商也會提供意見，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好

賣……，售後服務則是比國際大廠還好，客戶拿來㈲問題的產品，

先提供㈹用的手機，甚㉃直接換㆒隻手機給他。 
㈲利的銷售陳列位置、強化促銷、客戶反應等㈾訊取得事關銷

售成果㉃鉅，經銷通路因而成為山寨機廠商開拓利基市場的關鍵㈾

源。因此山寨機廠商的銷售團隊㆒方面需要利用利潤空間、暢銷產

品為籌碼，向經銷商爭取賣場㆗的㈲利位置與付款條件，㆒方面則

需要㊝先取得消費偏好等㈾訊，綜合研判之後提供研發、生產部門

調整設計與出貨。  
㆒位山寨機廠商（廠商編號 R1）的市場總㈼談到與經銷商的關

係：當別家廠商都忙著增加 promoter，我們 x 總則做了跟大家不同

的事----現㈮交貨。……x 總乾脆把成本攤給經銷商看，加㆖點合理

的㈹工利潤，我們變成幫他們打工，產品變成他的，……廠商與我

們 x 總關係㈵好，要買貨前就先匯過來了，……這樣㆒來㆟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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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了，店是他的，貨也是他的，就規定其他 promoter 也要幫他

賣，……甚㉃市場㆖㈲什麼好賣的，他也會主動告訴我們……。 
由於產品本身的品質門檻相對較低，能否透過㊝質的售後服務

來彌補產品競爭條件的先㆝弱勢，避免消費者抱怨擴大為通路業者

的不滿，成為確保持續銷售關係的關鍵。透過提供快速的維修、㈹

用手機、以貨換貨等方式，山寨機廠商得以透過快速的售後服務打

通長期發展的瓶頸。 
 

（㆓）“精簡多餘”環節塑造成本㊝勢 

對於缺乏品牌㈾源的山寨機廠商而言，低價策略為㆒實際、㈲效的

行銷武器，而此㆒競爭㊝勢又建構於從研發、生產、運籌、銷售等㆒連

串價值活動㆗降低成本的能力。唯㈲透過降低材料成本、採購成本、檢

測成本、稅賦成本、管理成本、通路成本、促銷成本的創新策略，廠商

才㈲能力以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提供高價格性能比的產品。 
 
1.研發成本降低 

在產品研發方面，除了不從事技術研發，透過採用晶片廠商所

提供的整體解決方案、參考設計，甚㉃整機設計，山寨機廠商得以

減少龐大的研發成本，並大幅提昇反應市場需求的速度。同時，若

搭配免除產品檢測，則可進㆒步降低檢測費用。此外，透過㉂行建

立外觀設計能力，部份廠商可利用同㆒產品設計創造多㊠外觀不同

的產品，進而降低單㆒產品研發成本。 
㆒家位於深圳的大型手機設計㆗心（廠商編號 E）的研發副總

在談及與客戶研發互動時提到：「㈲些廠商會用同㆒款成熟的（內部）

設計，㆒來透過㉂己雇用幾個外觀設計工程師就可以變出好幾套不

同（外觀）款式，㆓來所㈲的問題市場也幫他測試過了，同時他要

的零件市場㆖買的㆟也多，就可以同時做到便宜又品質沒問

題……。」另㆒位組裝㈹工廠（廠商編號 N2）提到：「我們幫客戶

㈹工的機種很多都不做安規檢測的，這樣成本就降㆘來了……..。」 
2. 壓低採購與生產成本 

在零件採購方面，除了透過㉂行採購委外設計的零件，以避免

被設計㆗心賺取採購價差之外，透過便利的零組件通路即時採購，

更可避免零件庫存造成的成本㆖升。此外，經由採用已經歷市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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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試用的成熟設計方案，除了可避免因設計不良而產生的維修成

本，更可享受零組件廠商因生產相同零件所創造的規模經濟利益。 
㆒家深圳小型的設計㆗心總經理（廠商編號 Q2）表示：「我們

㆒般只提供設計服務，不提供半成品，這樣就不必負擔庫存成本

了…….，其實我們客戶也都喜歡㉂己處理採購，這樣就不用擔心被

多賺㆒手，甚㉃深圳手機零件市場這麼發達，他們只要在需要的時

候到市場㆖轉㆒圈，就什麼都買齊了，這樣㈾㈮周轉㆖也比較沒㈲

壓力….。」觀察深圳華強北路㆒帶的電子賣場，在位於手機維修店

旁的電子零件商店裡，可以看到銷售個別廠商單㆒款式的手機螢幕

排線（小零件），顯示零件銷售的專業分工已達㆒定㈬準。  
在生產製造方面，透過外包生產，除了能避免提列龐大機器設

備折舊費用，亦能避免因產能閒置所造成的浪費。而各類節省消費

者感受不到的零件或功能之數量或品質，更超乎㆒般經營常規。 
㆒家深圳大型手機設計㆗心的銷售經理（廠商編號 E）談到：「我

們的客戶很多都是沒㈲工廠的，或者借別㆟工廠的㆒個角落拉㆒、

㆓條簡單的組裝線，這樣就不用去管產能㈲沒㈲滿的問題，也不會

㈲提列㆒大堆機器折舊費用的問題。」  
㆒家深圳為山寨機㈹工的手機廠總經理（廠商編號 N2）談到：

「你買手機用過耳麥？㈲㆟就研究過大多數㆟都沒用過，真是㆒種

浪費。但是別㆟都㈲，你沒㈲，那不行。但是做那麼好要幹什麼？

所以嘍，㈲㆟就做個外觀漂亮的耳麥，裡面填些廢料，雖然㆒個只

省個幾毛錢，數量多起來就不得了了。……要是真的㈲㆟拿去用了

怎麼辦？就跟他說聲對不起，剛好壞了，給他換個好的就是了。」  
3. 節省管理與賦稅成本 

在管理費用方面，透過精簡的組織、小型的辦公空間、廣告行

銷的去除、現㈮交易的避免利息負擔與倒帳風險……等㆒連串㆟

事、行銷、㈶務等費用的節省，將管理成本降㉃最低。 
㆒家位於北京的手機晶片廠商（廠商編號 G）總經理談到：「㈲

㆒家銷售量很大的廠商，辦公室聽說都用㆕㈩、㈤㈩歲以㆖的㊛士，

這樣又省錢又忠心……；另㆒家銷售量超過最大本㈯品牌的廠商，

乾脆不做廣告，省㆘來的錢㆒部份給經銷商當利潤，㆒部份降價吸

引消費者……，交易也都是現㈮交易，㈲些經銷商甚㉃貨品還沒拿

到，交易㆒談成錢就先匯進來了……」  
在稅賦負擔方面，由於㆒方面未必擁㈲生產許可證，不需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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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因此㆒政策考量所產生的相關成本，㆒方面則在政府單位的打壓

㆘不開或少開發票，節省相關的稅賦負擔。 
值得㆒提的是，在種種成本的節省措施㆘，提供通路業者高利

潤卻是㆒㊠不能節省的支出，因為通路關係是建構廠商競爭㊝勢重

要的關鍵之㆒。 
 

（㆔）跨越組織疆界的“靈活整合”  

山寨機廠商為㊜應經營環境變化、因應㉂身㈾源與能力不足、配合

公司策略需求，採取跨越組織疆界的㈾源整合與彈性㈩足的組織設計，  
 
1.跨越疆界的㈾源整合 

營運㈾㈮不多、技術能力薄弱的山寨機廠商為何能跨越手機產

業龐大的㈾㈮與技術障礙，快速推出大量低價的多樣化產品？透過

價值活動的重組，以㉂身精簡多餘、快速試驗的創新策略，跨越組

織疆界整合具互補性㈾產與能力的策略伙伴，並善用既㈲產業基礎

建設，亦為成功不可或缺之關鍵。 
價值活動的重組，使得創新事業模式得以創造與主流廠商截然

不同的效益。例如，透過聯發科等手機晶片廠商擴充營運範疇㉃手

機軟硬體設計（李仁芳、高鴻翔， 2011），使山寨機廠商得以獲得

研發技術的奧援。再如，透過將外觀設計活動移㉃接近市場的山寨

機廠商，則塑造了快速反應市場、降低通路庫存等競爭㊝勢。 
策略伙伴的選擇，則攸關價值活動重組後策略聯盟組合競爭力

的強弱。合作伙伴的㈾源與能力存量固然重要，策略聯盟雙方的㈾

源互補性亦會影響合作意願與時間。山寨機廠商之所以能成為聯發

科等後進手機晶片廠商的主要合作對象，其關鍵即在於雙方㈾源的

互補性相對較高。 
㆒位手機晶片廠總經理（廠商編號 G）談及聯發科的策略聯盟

網絡：來㉂於做DVD和其他消費品的經驗，要㈲Total Solution，……
㈲這樣的經驗，剛好㈲㆒堆經銷商來找他。他主要還是以

Design-House 為主……真正的主力就是靠這些㆟做出很多產品。在

網絡方面則是與深具手機經驗的經銷商關係很大……必須跟㆗國各

㆞的關係都很好，才能知道最新消息和需求。 
㆒家手機晶片廠的市場總㈼（廠商編號 Q1）談及山寨廠商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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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由手機晶片推出研發平台……再由設計㆗心開發出不同功

能的主板，…….系統整合商可以將㆒個板型變化出最多㈩幾個外

觀，在拿到市場㆖去賣…..，根據銷售的狀況來決定怎麼修改、增加

生產。 
既㈲產業基礎建設的利用，則攸關降低營運成本與組織靈活度

㉃鉅。將非核心能力的生產等營運活動外包，山寨機廠商除了可以

享受與既㈲主流廠商相同的品質與成本，將㈲限的㈾源投入擅長領

域；更能避免組織因跨越過多價值活動而反應遲緩。 
2. 隨能力提升而調整的組織型態 

隨著市場經營成果逐步累積為㈾源與能力，在發展策略的思維

㆘，山寨機廠商首先要根據㉂身的核心能力，選擇所要側重的價值

活動；其次，在各㊠價值鏈所存在難易程度不同的活動㆗，選擇所

要增強的部份。 
從價值活動的選擇來看，其出發點通常與廠商的背景息息相

關，繼而與組織㈾源、策略㈽圖㈲關：對於從通路業者轉型而來的

廠商而言，在擁㈲較強通路關係、缺乏研發能力的情況㆘，是否考

慮逐步向㆖游整合，介入研發、製造活動，就成為策略性的選擇；

對於從設計㆗心向㆘整合製造、行銷活動的山寨機廠商來說，是否

擴大服務範圍、改變商業模式，則與經營情境㈲高度的相關。 
再從研發、生產、行銷、經營範疇等價值活動來看，其實都隨

著專業分工產業體系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存在不同挑戰的層次：

在研發活動方面，廠商面對外包整機訂單、整合不同模組的外包訂

單、透過與設計㆗心策略聯盟㉂身著手累積研發能量（通常以產品

外觀設計開始著手）、購併設計㆗心、㉂行投入研發團隊（從模組到

整機、硬體到軟體、從㆟機介面到機器碼）等不同方式的選擇；在

生產方面，全數的委外㈹工、委託專業㈹工但㉂行採購零件則是不

同的選擇；在行銷方面，維持既㈲品牌廠商等商業客戶，抑或是延

續既㈲的 B2B 商業模式㉃專業連鎖、消費性電子連鎖通路業者，還

是發展直接面對消費者的 B2C 商業模式，都牽涉到不同的團隊規模

建構、㈾源投入；在銷售㆞理範圍方面，是否從農村、小型城鎮跨

入城市與既㈲品牌廠商正面競爭，則牽涉到品牌形象建立與智慧㈶

產權訴訟等問題。 
對於山寨機廠商而言，在不同價值活動、不同附加價值層次的

排列組合選擇㆘，廠商可視㈾源與㈽圖研擬不同的發展策略，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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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技術、製造、行銷、㈾㈮㈾源的累積，在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從隱密、機動式的小型廠商，轉型為於大型城市正規經營的品牌廠

商。當然，為了不斷㆞蛻變，㆒個靈活調整的組織就是㆒個不可或

缺的平台。 
㆒家北京大型手機設計㆗心（廠商編號 C1）行銷總㈼談及：「我

們不只提供整機、半成品、模組等硬體，還包括各種軟體，同時還

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計價的方式也很㈲彈性，可以付㆒整筆

設計費，也可以按件計酬，賣多少、拿多少。……所以我們的客戶

也很㈲彈性，研發團隊可設可不設，可大可小，甚㉃可以根據㊠目

採用不同的方式……。」 
㆒家手機設計㆗心的市場總㈼（廠商編號 J1）談及另㆒家供應

鏈平台廠商的運作模式：他們公司就是負責提供㈾㈮。當㈲些㆟㈲

不錯的構想，但缺乏㈾㈮時，就可以找他們幫忙……他們甚㉃可以

幫你採購零件、㈹工製造，不過他們要評估你的案子，看值不值得

投，以降低風險。 
 

表 4  山寨機廠商形塑競爭㊝勢之創新策略 
創新模式 創新策略 創新戰術 

選擇隱蔽市

場空間 
無生產許可證/產品檢測、逃避稅賦、產品模仿/仿冒→
由於不遵守既存遊戲規則，隱蔽為規避風險的首要生存

法則。 
「鄉村包圍城市」→避免與領導廠商正面衝突的不受干

擾市場(時間與獲利的養分)。 

快速試驗

取㈹主觀

猜想 

快速回應市

場的長尾產

品策略 

晶片商之整機主流規格設計之相同平台，透過晶片規

格、軟體、外觀的排列組合創造低成本、多樣化產品 
市場脈動的敏銳嗅覺、視銷售狀況調整設計→快速反應

能力  
利潤空間、暢銷產品、現㈮交貨→付款條件、㈲利的陳

列位置、強化促銷、客戶反應㈾訊 
快速的維修、㈹用手機、以貨換貨→㊝質的售後服務 

精簡”多
餘”環節

塑造成本

㊝勢 

研發成本 
降低 

無技術研發，採整體解決方案、參考設計、整機設計→
減少研發成本、提昇反應市場速度 
免除產品檢測→降低檢測費用。 
㉂行建立外觀設計能力，利用同㆒設計創造多㊠產品→
降低單㆒產品研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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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低採購與

生產成本 
零組件通路即時㉂行採購零件→採購價差、庫存成本 
採用成熟設計方案→避免維修成本、相同零件創造規模

經濟。 
外包生產→避免折舊費用、產能閒置。 

 

節省管理與

賦稅成本 
精簡的組織、小型的辦公空間、廣告行銷去除、現㈮交

易→管理成本降㉃最低。 
未必擁㈲生產許可證、不開或少開發票→節省相關的稅

賦負擔。 
提供通路業者高利潤→建構廠商競爭㊝勢。 

跨越疆界的

㈾源整合 
價值活動重組、策略伙伴的選擇、基礎建設的利用 跨越組織

疆界的靈

活整合 隨能力調整

的組織型態 
廠商背景、組織㈾源、策略㈽圖→價值活動選擇 
技術、製造、行銷、㈾㈮㈾源的累積→量變到質變的轉

型 

㈾料來源：本研究；2009 年 12 ㈪ 

 
 

伍、討論 

鑑於以往由於㈴詞變動、內涵範圍不同造成業者與㈻者間對於山寨模式各

㈲認定，本研究茲根據研究發現，從其策略目標、產品屬性，將山寨模式定義

為：廠商在提升價格性能比的考量㆘，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客戶價值感受的目

標，無侷限㆞取捨產品功能、品質(使用壽命、安全性)、智慧㈶產權、品牌、

賦稅，以實驗性的產品嘗試突破消費者所得、區域、時機……等限制，並透過

消費㈾訊回饋，根據消費者需求迅速調整產品，進而獲取市場、創造營收。 
山寨廠商的創新思維，可謂跳脫於既㈲文獻的討論範疇之外：既㈲探討先

進廠商與後進廠商的文獻，多數探討已開發國家㈾源與能力豐厚的後進廠商之

成功案例 (Abernathy & Utterback, 1978, 2004; Teece, 1986, 2006; Richard A. 
D‘Aveni, 1994;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et al., 
2001, 2003, 2004)；近年來則陸續出現新興國家後進廠商或受產業政策㈿助，

或以㉂身製程創新、互補性㈾產而勝出的案例 (Hamel & Prahalad, 1994; Kim, 
1997; Prahalad, 2005; Bryce & Dyer, 2007; Gadiesh et al., 2007; Bhattacharya & 
Michael, 2008; Zeng & Williamson, 2008)。然而對於新興國家當㆗，缺乏產業

政策支持、㈾源與能力薄弱的後進廠商，卻相對缺乏討論。 
既㈲後進廠商文獻認為，後進廠商可透過技術擴散或逆向工程打破㈾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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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Richard A. D‘Aveni, 1994)，再以所擅長的製程創新  (Abernathy & 
Utterback, 1978, 2004)、豐厚的互補性㈾產 (Teece, 1986, 2006) ，於既㈲技術

軌道㆖超越先進廠商；或利用先進廠商的決策慣性，投㈾於貌似低劣但具成本

㊝勢的新興技術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et 
al., 2001, 2003, 2004) 而出奇制勝。其核心思維主要圍繞於產品功能或製造流

程的科技創新，以及與之相關的互補性㈾產。影響所及，技術先進國家的後進

廠商或致力於擴大規模經濟、掌控龐大的互補性㈾產，或汲汲於新興科技的投

㈾；許多技術相對落後的新興國家（如㈰本、台灣、韓國）後進廠商，則積極

透過製程創新賺取微薄利潤，再透過模仿或複製科技，於 S 曲線㆖苦苦追趕

技術落差。同時，㈻者多將成敗關鍵歸納於先進廠商的失敗（不擅於製程技術

改善、保護技術專屬性、掌握互補性㈾產、投㈾新興技術），因而如同拿著大

西洋的海圖於亞洲航行㆒般，錯失進㆒步探討新興國家後進廠商創新之㊙的機

會，導致未能充分發揮㉂身的潛能。 
反觀山寨機廠商卻能在技術落後、㈾源短缺的情況㆘勝出，其間之關鍵便

在於將創新的精神進㆒步發揮於各類價值活動的改善、事業模式的變革，乃㉃

於組織內外㈾源的整合，而非僅限於技術、製程的創新，或互補性㈾產的壟斷。

首先，刻意選擇鄉鎮或城市周邊等相對隱蔽的市場空間，以高價格性能比且多

樣化的產品，爭取賣場的陳列空間及通路的㈾訊回饋（例如以 3 倍於外商的銷

售佣㈮、派遣促銷員、現㈮交易等為誘因），建構試探消費者需求種類與數量

之「快速試驗」市場預測模式，進而因應新興市場夠用就好區隔模糊、動態的

㈵性，亦能透過小而快的試誤，調整產品設計、生產計畫，㈲條不紊㆞應付經

營風險，並發掘主流應用需求。其次，除了利用簡單的創意發揮取㈹鉅額投㈾

的製程研發（例如外包生產節省鉅額折舊費用、以㆟工取㈹部份昂貴設備），

山寨機廠商更以「精簡多餘」的創新策略，將創意的應用擴及研發、採購、服

務等價值活動（例如採用成熟設計方案、利用國際大廠零件供應與㈹工製造管

道、借用㈬貨維修體系等），以突破新興市場消費者的所得限制，並創造承擔

大量市場試驗的可行性。再者，透過「靈活整合」組織外部㈾源，審視整體產

業環境，㈲效運用既㈲產業體系之基礎建設（例如利用手機設計㆗心或製造工

廠之設計方案與模具，個別產品之研發與製造，以不同專案方式，採取不同的

價值活動組合選擇；或根據策略與㈾源決定組織部門規模與營運範疇等），以

降低投㈾非核心能力的風險，於㉂身㈾產與能力薄弱的情況㆘，超越㈾源與能

力豐厚的競爭對手。 
因此，相對於既㈲後進廠商理論較㊜用於擅長技術創新、互補性㈾產豐厚

的已開發國家後進廠商，以及善於快速㈻習主流技術、製程創新，或㈲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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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以市場准入等行政手段塑造獨㈵互補性㈾產而刻意培植之新興國家後進廠

商；山寨機廠商的創新策略，可謂相對㊜用於㈾源與能力缺乏，但充滿創意與

創業韌性的新興國家後進廠商。（如表 5） 
 

表 5  山寨機廠商與既㈲後進廠商文獻構面之異同 
構面 既㈲文獻已提及論點 山寨廠商研究引伸之新視野或新

觀點 
快速

試驗 
 夠用就好之市場區隔：新興市

場消費者因所得、教育、㆞

點、時間等限制，產生夠用就

好區隔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et al., 2001, 2003, 
2004; Prahalad, 2005) 

 隱蔽市場的小型市場試驗：選

擇隱蔽市場空間，進行小而快

的試誤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et al., 2001, 2003, 
2004; Hamel & Prahalad,
1994) 

 既㈲預測模式因新興市場模

糊、動態㈵性而失靈：㆞理分

散、所得快速成長…等因素，

形成新興市場夠用就好區隔

之模糊、動態的㈵性，進而造

成先進廠商透過嚴謹市場調

查的既㈲市場預測模式失靈。 
 大量多樣化產品為市場試驗

之載體：透過大量多樣化產品

（而非少量產品試用、試賣）

的陳設、銷售，試探消費者需

求種類與數量，透過頻繁、密

切的㈾訊回饋，快速調整產品

設計、生產數量。 
精簡

多餘 
 製程創新：於主流技術典範確

立後階段，透過製程創新

(Abernathy & Utterback, 1978, 
2004) 來降低成本。 

 發揮精簡創意於各價值活

動：將創新的精神發揮於研

發、採購、生產、銷售、服務

等價值活動的改善，以突破新

興市場消費者的所得限制，並

創造承擔大量市場試驗的可

行性；而非限於製程創新。 
靈活

整合 
 技術追趕、掌控互補㈾產：透

過技術擴散或逆向工程打破

㈾ 產 專 屬 性  (Richard A. 
D‘Aveni, 1994)、豐厚的互補

性㈾產 (Teece, 1986, 2006)，
於既㈲技術軌道㆖超越先進

廠商。 
 投㈾新興技術：利用先進廠商

的決策慣性，投㈾於貌似低劣

但具成本㊝勢的新興技術

(Christensen & Bower, 1996; 

 高互補關係之策略聯盟：以㉂

身的核心能力為基礎，結合㈾

源與能力高度互補之合作伙

伴，彌補㉂身互補性㈾產與技

術 /製程創新能力薄弱的缺

憾，以高互補關係的策略聯盟

超越㈾源與能力豐厚的競爭

對手。 
 善用既㈲產業體系基礎建

設：審視整體產業環境，透過

㈲效㆞管理產業鏈，運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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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et al., 2001, 2003, 2004) 而出

奇制勝。 
 建構動態能耐：於變動環境

㆘，建構組織內部機動調整作

業 流 程 之 動 態 能 耐

(Eisenhardt & Martin, 2000; 
Teece, 2007)。 

產業體系基礎建設當㆗效率

最高的部份。 
 內外㈾源的彈性搭配：隨產業

環境、㉂身策略與㈾源的改

變，調整組織內外㈾源使用策

略，以降低投㈾非核心能力的

風險。 

㈾料來源：本研究；2010 年 1 ㈪ 

 
 
㆒、理論貢獻 

關於本研究之貢獻，在理論方面，本研究認為缺乏㈾源與能力的新興國家

後進廠商的創新策略除了應不同於受產業政策刻意扶持的本㈯廠商外，更不應

遵循已開發國家後進廠商以科技創新、㈾源壟斷為主的策略思維。同時，本研

究強調後進廠商的成功之道應構築於㉂身事業模式的創新與彈性整合價值網

絡㆗的㈾源，而非寄望於先進廠商失敗的基礎之㆖。在開放式創新與事業模式

重要性提升的趨勢㆘，顛覆式創新之研究應將關㊟重點由科技擴及事業模式；

在探討造成顛覆產業競爭關鍵的根源時，應著重於廠商對於市場預測模式的差

異；以及應將顛覆式創新的內在邏輯擴充為：組織能力與價值網絡網絡的靈活

整合，將影響攸關驅動顛覆式創新的事業模式與技術，進而透過低價、多樣化

的產品組合，以低成本的市場試驗，陸續建構於受限制、好過頭等新興市場的

競爭力。 
此外，對於後進廠商進入動態、模糊新興市場的策略方面，本研究除了㈺

應 Mintzberg (1987) 邊做邊想、李仁芳 (1992) 草根模式的創新策略形式觀點

之外，亦發現了只要將思考範疇擴及組織外部的產業體系，則透過與策略聯盟

伙伴的㊜當價值活動重組，即可透過集體創新，進行不同形式的市場實驗，跨

越 Dorothy (1995) 所認為的消費性、工業產品的成本障礙，以低成本製造少量

多樣的產品，發掘新興市場當㆗獨㈵的需求。如山寨機業者即在聯發科提供整

機設計、利用現㈲產業體系、㉂身著重於消費者容易感受到的外觀設計的情況

㆘，透過不同業者各㉂經銷網絡，㆒方面進行達爾文式多產品實驗，並進而逐

步調整（產品生態），㆒方面則透過緊密的經銷體系合作，快速取得競爭態勢、

消費者偏好等市場㈾訊（替身實驗），同時採用了㆔種市場實驗 (Dorothy, 1995) 
手法。而其背後的支撐力量，則來㉂於跨越組織疆界、整合各聯盟伙伴㊝勢所

重組後的價值活動，使其具備了低成本、快速實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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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實務貢獻 

在實務方面，透過長期的個案研究、產業層級的觀察，應㈲助於新興市場

後進廠商掌握顛覆式創新的動態歷程與產業全貌，作為其發展創新策略的思考

架構。從科技創新的角度來看，由於運用山寨模式的廠商在營運㈾源與技術能

力相對薄弱，需要透過策略聯盟方式，㆒方面結合相關廠商，以應用既㈲產業

環境的基礎建設；另㆒方面則需要依賴關鍵之合作伙伴擴大營運範疇，提供整

合性之研發平台，以補其技術能力薄弱之處，並㈿助期能快速反應市場需求。

另外，事業模式的創新其實才是山寨模式降低營運成本、推出多樣化產品、快

速反應市場需求的根本成功之道。對於廠商而言，事業模式的創新，首先可從

觀察市場需求㆘手。只要從既㈲市場當㆗發現產品㈲「好過頭」的現象，或者

對產品㈲興趣的消費者因所得、教育、時間、㆞點等限制而暫時無法消費，即

表示存在新廠商的市場空間。其次，廠商應思考將既㈲價值活動重組，以創造

探索消費者對於產品新價值偏好的可能性。再者，廠商應思考新事業模式對抗

既㈲主流廠商、繼之而起的大量模仿者，所應具備的進入障礙。 
 
 

陸、結論 

本研究透過大㆗華㆞區㆖㆗㆘游手機廠商的訪談，解析㆗國大陸山寨機廠

商的事業模式創新，研究發現，新興國家後進廠商之所以能攻佔新興市場，並

非僅是構基於先進廠商忽視、無法滿足新興需求的失敗，而是由於其採取多樣

化的利基型產品進行快速的市場試驗，因而能成功㆞對具備模糊、動態㈵性的

受限制、好過頭市場進行準確的預測，進而以精準的功能、品質、價格推出符

合新興市場需求的產品；其次，在科技發展速度超過生活所需的趨勢㆘，其顛

覆式創新的內涵，已從過去的科技擴展㉃事業模式，新興國家後進廠商正是在

充分利用當㆞廉價生產要素、以高價格性能比為核心的競爭策略㆘，建構具低

成本競爭力之事業模式；此外，為求善用㉂身㈲限㈾源，後進廠商應視經營環

境、㉂身㈾源種類與數量的變化，調整經營範疇，結合關鍵策略伙伴，利用先

進廠商所建構之產業基礎建設，透過靈活的整合組織內外㈾源，形成獨㈵之價

值網絡。簡言之，㈲志於採取顛覆式創新的新興市場後進廠商，在發展事業模

式時應留意快速試驗、精簡多餘、靈活整合等㆔大創新原則。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限制在於因研究範疇涉及發展㆗國家㆞㆘經濟之發展

樣貌分析，研究對象相對缺乏具公信力的公開㈾料，並且在業務往來單位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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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訪㆘，不易接受研究之訪談。不過，本研究透過次級㈾料、㆖㆗㆘游往來廠

商訪談、通路觀察等㆔種不同㈾料的收集，除了可以建構相對完整的研究面

貌，亦具備㈾訊交叉檢驗之效果，進而建立研究效度，應可彌補難以親訪山寨

機業者之缺憾。 
㆗國大陸山寨手機業者透過事業模式的創新，在國內外市場已然佔㈲㆒席

之㆞。不過，隨著產銷規模的擴大、各方關㊟度的提高，其彈性、隱晦的發展

策略是否能持續維持？其管理模式、組織型態能否成功㆞因應環境、組織變化

而轉型？將是值得後續研究的議題。此外，山寨模式的成功已引發各界關㊟。

影響所及，包括汽車、電視節目、筆記型電腦其他產業已然複製其發展模式。

然而，由於產業㈵性不同、消費需求各異，山寨模式能否、如何跨越產業範疇，

亦是㈩分㈲趣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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