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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國內電子代工廠正紛紛面臨轉型的需求，企業成長策略中所探討的多角化策略一直

是企業所使用策略管理方法，決策者如何選擇最適當的多角化策略帶領企業成長逐漸成為現

今企業轉型過程中熱門的議題之一。 

本研究有別於傳統多角化策略中以產品和市場為主要架構為分析，而是結合眾多鑽研多

角化策略的學者所慢慢雛型而成的三維度─以資源共通性、價值活動相似性、市場共通性三

構面所形成的三維度多角化策略為基礎架構。此架構首先藉由企業本身的資源與能力基礎為

分析基礎，找出關鍵成功因素，並訂定出企業的活動價值鏈，以及對於市場的定義。藉由個

案研究的探討，首先讓企業區分自身的能力與資源的優勢，並利用此三維度架構下，分析個

案公司所發展之多角化策略事業，其創新表現、市場表現及財務表現的效益為何？分析其原

因以及預期的發展狀況，希望能提供決策者在執行多角化策略時所訂定之成長目標，以及可

能面臨到的成果為參考。 

 

 

關鍵字：資源與能力基礎、企業轉型、多角化策略、成長策略、事業層級策略、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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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科技產業過去以代工設計製造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及原始設備

製造商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為主，致力於提供品牌大廠大量製造生產製

造、運籌管理與服務，由於擁有豐富的製造經驗、優異的成本管控，全世界近九成電腦

代工都掌握在台灣電子零組件業者手中，逐步形成台灣引以為傲的代工稱產或代工設計

模式，間接帶動國內系統廠與關鍵零組件廠營收，為台灣奠定了經濟的基礎，造就整個

PC/NB產品製造生態圈蓬勃發展。  

但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景氣、智慧手機和平板的崛起，PC/NB的銷售量逐年

出現負成長。根據MIC的研究調查發現，直到2016年全球筆記型電市場持續受到行動裝

置(平板電腦、智慧型行動電話等)排擠效應影響，全球筆電需求量尚未復甦，國內各電

子代工廠正面臨市場需求逐漸萎縮的嚴峻挑戰，紛紛尋求轉型，以利用自我優勢尋求產

品整合與服務創新，除了拓展新產品線如輕薄筆電、或在數位遊戲與VR熱潮帶動下紛紛

推出電競筆電之外，台廠NB代工仍具備優異設計及製造技術，無不加快企業轉型的腳步

及擴充垂直整合的能力，紛紛進行多角化經營或轉型，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國內代工廠紛紛面臨轉型變革，本研究選擇P集團為主要研究對象，主因其集團本身

多角化策略動機強，發展自身優勢，努力突破利基市場的表現，獲利表現頗豐，值得深

入研究。本論文將探討P集團如何在產業和市場的衰退中，如何利用內部資源與優勢引導

企業轉型？其發展多角化策略的策略思考為何？並以個案訪談和個案研究法分析其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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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角化投資策略，期望藉由此研究分析探討P集團的多角化策略思維，提供國內同樣面

臨轉型策略的代工廠借鏡。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論文旨在探討台灣電子代工廠企業在面臨核心本業衰退的情勢下，為了擴大營運

規模與增加營業收入，企業如何透過多角化策略型態開創出新成長機會。本論文選擇P集

團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以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所提出的三構面多角化策略思

維作為主要分析架構，主要分析P集團旗下的三個產品/事業群多角化策略分析，並透過

訪談方式探討公司高層思考策略思維。有別於傳統僅針對產品及事業業不同的多角化策

略，規劃出三個構面：(1)能力(2)價值活動相似性(3)市場共通性的三構面多角化策略進行

分析，期望提供業界新的多角化策略思維參考。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1. 以三構面多角化策略架構，從市場、能力、價值活動探討P集團多角產品個案 

2. 探討P集團成立「PEGACASA生活精品文具」的策略思維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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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步驟 

本研究以P集團集團為多角化策略的研究對象。從集團內部的七大事業處分別分析其

多角化策略，包括「筆電」、「手機」、「大型客戶主機板板卡」、「工業電腦」、「伺服器」、

「網通產品」及在「機構與工業設計中心」 成立新品牌PEGACASA；另外，針對集團轉投

資事業及成立子公司，深入探討其多角化策略，以達到本研究目的。 

首先針對PC個人電腦代工產業的現況及產業面臨的問題進行整理與分析，確認本研

究主題的方向，再依據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探究，加以對個案的研究進行進一步分析與探

討，其次蒐集產業中與同業的次級資料，建立研究的基礎方法。針對個案公司推動轉型

策略進行深入研究，並與高階事業群主管訪談確認分析的結果整理，提出未來事業發展

的建議。本研究支流程如圖1-3所示： 

 

 

  

圖 1-3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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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與架構 

 

本論文內容包括六個章節，各章節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整體研究流程之規劃與章節架構說明。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國內外文獻的整理回顧與探討，包括產業分析架構、公司總體策略、資源基礎理

論、企業轉型型態，作為第三章研究架構之建立與第五章個案企業轉型分析與策略

行動方針建議之基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法，藉由探究不同產品事業的發展過程，透過深度訪談與資料

分析的個案研究方式，結合文獻理論，歸納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產業與個案介

紹。 

第四章 個案簡介 

本章節針對研究個案P集團進行公司簡介，以及針對三個公司產品成立背景、產品介

紹、營營運現況介紹。 

第五章 個案分析與討論 

透過個案企業之經營現況分析，研究其公司層級策略、個案公司內部資源與優勢，

多角化策略，提供個案企業經營策略執行的參考。 

第六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 

總結分析的結果並提出建議、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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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主題為P集團集團轉型多角化經營策略研究，本章將探討國內外相關研究文

獻，以建立本研究架構之理論基礎。首先為資源基礎理論，由於個案公司在進行多角化

的策略中，利用內部發展的方式活用企業內部資源作為發展新事業處的基礎，所以第一

小節將針對資源基礎理論定義；第二節到第五節主要著重在多角化策略的定義、動機、

效益，以及引用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所提出研究多角化策略的新架構：以事

業所需能力相似程度、價值活動相似程度、市場相容性為三個構面，發展成一個 2x2×2

的立體矩陣架構，進而推論出八種分析結果：「能力/價值活動/市場多角化策略矩陣」，

細部區分成八種多角化事業類型：「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有潛力的高度相關多角

化」、「Allotropic多角化」、「能力相關多角化」、「客戶導向多角化」、「垂直整合

多角化策略」、「水平分工多角化」以及「非相關多角化」。本章節將首先資源與能力

基礎理論作介紹，接著回顧有關傳統學者與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提出之多角

化定義之研究。希望透過對多角化文獻之檢視，藉以探索出新的界定企業多角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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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資源與能力基礎理論 

資源與能力基礎理論會受到策略管理學界的重視，主要源自於在資訊科技及全球化

帶動下，公司競爭變得更加快速和激烈，企業對於外在環境的的動態分析與掌控更加困

難，相較之下，公司內部的資源與能力掌握度較容易，因此，更適合做為企業策略方向

擬訂時之參考依據。企業進行轉型策略前，應評估自身優點與缺點，檢視目前所遇到的

機會與威脅。Barney, J. (1991)認為公司之所以能維持長久競爭優勢，在於公司所擁有的

異質性與不可移動性之資源，這些資源具有價值性、稀少性、不可模仿性及不可替代

性，分別敘述如下： 

1. 價值性：資源價值指公司執行某一特定策略時，能增進效能與效率。 

2. 稀少性：公司擁有的獨特資源，為市場上唯一擁有的廠商。 

3. 不可模仿性：基於獨特歷史因素、模糊的因果關係，社會的複雜現象三者

之一，使得競爭者無法清楚得知資源來源而加以複製。 

4. 不可替代：企業之資源無法為其他競爭者可取得之資源替代。 

國內學者吳思華(1994)提出的策略性資源定義，將資源分為資產與能力兩部分，並

提出策略性資源的定義：認為凡是造成競爭優勢，並使競爭者無法輕易模仿的有形或無

形資產，或是在企業的策略作為上，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者均稱之，如下表1-1所示，以下

分別說明之：  

 表 2-1 策略性資源的內涵 

資產 實體資產 土地、機器設備 

金融資產 現金、有價證券 

無形資產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

標、專利、著作權、已登記

註冊的設計)、執照、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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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網路、資料庫等 

能力 個人能力 專業技術能力 

管理能力 

人際網路 

組織能力 業務運作能力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組織文化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料來源：吳思華，策略九說(1994) 

 

資產：指企業所擁有或可控制的可得要素存量。 

1. 有形資產：包括固定產能特徵的實體資產及可自由流通的金融性資產，這

些資產通常在公司的財務報表都有清楚的顯現。 

2. 無形資產：包括各種類型的智慧財產，如專利、商標、著作權、已登記註

冊的設計，以及契約、商業機密、資料庫、商譽等。這些資產在傳統的財

務報表雖然未表達，但所有權仍清楚的歸企業所有，在企業買賣的過程中

亦會被清楚的算計，是企業擁有的重要資產。 

能力：指企業配置資源的能力。 

1. 個人能力：一個企業能取得較佳的競爭優勢，往往是擁有某些關鍵人物，

這些都是企業的重要資源。可分為管理能力、創新能力，人際網絡能力。 

2. 組織能力：運用管理能力續改善企業效率與效果的能力。這項能力不會隨

著人事的更迭而有太大的變動。組織能力可細分為以下不同層面： 

 業務運作能力：良好的業務運作程序，能夠將企業的產品與服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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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確的和最快速的時間，接近顧客、滿足顧客需求。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因應技術進步、消費者偏好多元化的環境趨

勢，企業必須不斷推出各式各樣的新產品，才能維持良好的競爭地

位。新產品的開發，一方面有賴技術的創新，另一方面有賴商品化的

能力。許多研究均指出，快速的商品化能力，是新產品成功推出的主

要關鍵。品質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鼓勵創新、合作的組織文化。 

 鼓勵創新、合作的組織文化：指應用並滲入於組織中個人和團體的行

為、態度、信念與價值。有的組織中，自然流露著對人性的尊重、對

創新與互助的鼓勵，使組織的發展具有自我調適與改善的基本能力。 

 組織記憶與學習：組織可保有過去的經驗，並有效的運用這些經驗於

現有的決策之中；另外，組織亦可減少任務交付過程中協調、溝通並

執行的交易成本。 

Hax, A. C. and N. S. Majluf (1991). 認為，企業可以透過衡量內部既有的資源及優

勢，以及分析外部環境情況，來選擇對既有產業的擴張或多角化進入新的領域，以達到

企業成長的目的。其成長策略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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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企業成長與多角化策略方式 

資料來源：Hax, A. C. and N. S. Majluf (1991) 

 

企業基於本身的資源與能耐，以產生經濟規模、擴大投資報酬率、追求企業成長等

動機而積極採行的多角化策略，不論是內部成長(成立新事業處)或外部成長(合資或併購

子公司)等，皆為企業成長的各種策略。 

本研究也將援引吳思華(1994)所定義之組織能力─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及鼓勵創新

所制定出的競爭策略，來分析本個案公司如何在競爭激烈的電子代工廠市場中，以上述

兩項能力來形塑企業的核心能力及獲得不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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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角化的定義及類別 

在企業開始開拓新的市場，經營新的事業或是開始製造另一項新的產品時，多角化

(diversification)的概念也開始受到注意與討論。方志民(2011)認為企業進行多角化的動機

可能有分散風險、增加企業價值、擴大或調整營運範疇、追求創新、創造學習經驗、追

求財務效率，以及經營者／高階主管個人考量等六項以追求企業成長的目的。本節主要

針對多角化的定義及類別進一步詳細說明。 

多角化經營是一個可以從多個面向切入探討的策略，因此多角化的定義也在文獻中

有著不同的詮釋。自從1950 年代後期，多角化這個主題就變成了許多研究的熱門議題。

最早對多角化主題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Ansoff (1957)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了多角

化策略(Diversification Strategy)，文中以企業成長為主題，點出了產品與市場之間的策

略，並提出多角化策略是「以新的產品去開發新的市場」的論述將多角化區分為三類：

垂直多角化(Vertical Diversification)、水平多角化(Horizontal Diversification)、以及橫向多

角化(Lateral Diversification)，自此之後許多的修正與探討如雨後春筍般逐漸出現，多角

化被以不同的觀點做探討，不管是從產品面， 或從產業面，多角化也逐漸變成策略管理

中備受討論的主題。 

Ansoff (1957)由企業既有的市場與產品兩個構面來看，來界定企業四種多角化策

略：市場滲透策略(Market Penetration)、市場擴張策略(Market Development)、產品擴張策

略(Product Development)、以及產品多角化策略(Product Proliferation)。「市場滲透策略」

是指企業在原有的產品與既存的目標市場上，擴大市場佔有率，最常見的即是水平購併

的方式；「市場擴張策略」是指企業利用原有的產品，開拓新的目標市場區隔；「產品

擴張策略」則是指在既存的市場區隔裡，開發新的產品；而這裡所謂「產品多角化策

略」，是指當企業同時開拓新的目標市場與發展新的產品。此外，Ansoff (1957) 依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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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技術特性，將橫向多角化再細分為「集中多角化」(Concentric Diversification)與「複

合多角化」(Conglomerate Diversification)。 

多角化概念出現後，早期研究並無一統一的分類方式，直到 Wrigley(1970)利用專業

化比率(Specialization ratio；SR)作為衡量多角化策略分類方式，其中專業化比率係指企

業貢獻最大的事業，其營業額佔企業總營業額的百分比，Wrigley(1970) 依此將企業多角

化區分為以下四類。相關產品企業(RelatedProduct Firm)、單一產品企業(Single Product 

Firm)、無相關產品企業(Unrelated Product Firm)、重點產品企業(Dominant Product 

Firm) 。Ramanujam, V. & Varadaraja (1989) 則認為多角化意涵為：新、舊事業間的「相

關基礎」及「相關程度」。因此，這兩位學者將多角化方向分成以下四類： 

表 2-2 多角化的種類 

種類 說明 

高度多角化 
當企業所跨的產業數多且個別產業內產品平均數亦多時，則定義為

「高度多角化」。 

相關多角化 

與 Wrigley(1970)所提出之“相關產品企業”及 Ansoff(1957)所提出的

“水平多角化”、“集中式多角化”定義相符合。其主要目的是為尋求

科技的進步、規模經濟或市場綜效等，使廠商可以在己建立的基礎

下持的成長。當企業所跨的產業數少但個別產業內產品平均數多

時，稱之為相關多角化。 

非相關多角化 

當企業所跨的產業數多但個別產業內產品平均數少時，則定義為非

相關多角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追求經濟上的分散風險或者是財務

資源的適當配置。 

低度多角化 
當企業所跨的產業數少，且個別產業內產品平均數亦少時，則定義

為「低度多角化」 

資料來源：Ramanujam 及 Varadaraja,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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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el & Prahalad (1994) 則試圖從核心能耐(Core Competence)來看企業競爭力建立

之策略，他們以既有的能耐(Competence)與產業(Industry)為兩個構面，來分析企業應該

如何發掘核心競爭力，藉由這兩個構面，可區分四種建立競爭力的策略：填空(Fill inthe 

Blanks)、白色地帶(White Spaces)、十年後第一(Premier plus 10)、以及機不可失(Mega-

Opportunities)。「填空」是指企業應該在既存的產業裡，充分發揮自身既有的能耐，把

沒有填補的市場機會填補起來；「白色地帶」是指企業是否運用目前既有的能耐到新的

產品/服務或產業裡；「十年後第一」是指企業應該思考十年後可能在既有產業內所需的

新的能耐，並試圖即早建立並發展該新的能耐；「機不可失」是指企業必須探索未來主

流產業的主要競爭能耐為何，即早建立並發展該新的能耐，以掌握先機。從上述的多角

化的文獻回顧中，可歸納出研究多角化策略的學者，大多以產品、市場、或產業，來區

分多角化事業策略，並作為衡量各個事業間的相關程度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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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角化的動機 

企業選擇多角化的動機有很多種， Grant, R.M. (1991)認為多角化策略一般是由三個

主要目標所驅動：成長、降低風險與獲利。而Amit & Livnat (1988)將企業的多角化動機

歸納為： (1)綜效動機：如規模經濟、擴大經濟範疇。首先在原料、生產、行銷、廣告

等活動上達到規模經濟，並結合數個互補性企業，互相支援經濟活動的效果，使企業加

總的產值大於企業個別的產值達到範疇經濟的成本效益。範疇經濟也就是多樣化經濟，

即企業在生產不同的產品時，若出現成本遞減的現象，則就可稱之 為範疇經濟。第二是

利用不同生產的組織，企業可以在各分支機構中做最適的資本配置，並透過產品間相互

支援，提供消費者完整的產品線進而提高收益。再者是透過相關產品多角化，並共享營

運活動力、核心能力來獲取更高市場佔有率、 規模及知名度，因而提升企業聲望近而產

生獨占優勢。最後提高市場力，在不考 慮提高效率觀點下，企業可藉著多角化經營，多

重市場接觸與增強勾結力量，將市場力量由一個市場移轉到另外一個市場，進行交叉銷

售，因此提高企業的整個支配力量，進而提高市場佔有率及獲利率。(2)財務動機：財務

動機的考量因素如下，首先融資彈性的考量，企業除了向外部市場融資外，也可以利用

企業盈餘的累積產生內部資本市場，可分享內部資訊並提供較佳的投資計畫與較低廉的

資金成本，使內部資金分配較有效率。再者是提高負債承擔能力，降低破產機率，因為

多角化企業或集團因為破產成本高，而且政府不會坐視任其倒閉，固破產機率降低及因

舉債增加使得利息費用有稅盾效益(利息支出可以產生抵稅效果，多角化企業可藉著負債

融資額度增加，以節省稅賦支出，進而增加企業價值)。目的為分散事業經營風險，減少

現金流量的波動。 

Barney(1991)整理各學者的研究，歸納出多角化的動機，並說明在各動機下，企業所

可能採行的多角化策略，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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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多角化動機與多角化形式之關係  

多角化動機 相關多角化 非相關多角化 

營運上規模經濟 

1. 共享營運活動力 

2. 共享核心能力 

 

V 

V 

 

財務上的規模經濟 

1. 內部資金分配 

2. 降低風險 

3. 市場力量 

 

V 

 

 

V 

V 
防止競爭的規模經濟 

1. 多點競爭 

2. 市場力量 

 

V 

V 

 

V 

員工對多角化的誘因 

1. 人力資源投資分散 

2. 管理報酬增加 

 

V 

 

V 

V 
資料來源：Barney(1991) 

 

企業多角化最主要的動機，在增加多角化事業間的規模經濟(Aaker, 1984)與範疇經

濟Teece, (1980, 1990)之效益。Williamson (1975)從交易成本的觀點來看，企業多角化可

以創造內部資本市場，讓各事業單位能利用內部資本市場，進行資訊與資源的分享，以

解決外部市場的資訊不對稱之問題。若從綜效(Synergy)的角度去看，多角化的目的是在

於新舊事業間能力之移轉與價值活動之共享司徒達賢(2011)。從產業生命週期的觀點來

看，企業多角化之動機可能是逃離產業前景不好的事業Rumelt (1974)，或新機會之掌握

司徒達賢(2011)。企業多角化雖然可能帶來上述的效益，但相反地，也可能必須面臨一

些成本，例如：高階管理人才的不足Grant, Jammine, & Thomas (1988)，各事業間的協調

成本增加Markides(1992)，沒有效率之投資Lamont & Polk(2002)，以及管理者的代理成本

Jensen & Murph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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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三構面多角化策略 

企業一旦決定採行多角化策略，即面臨多角化選擇的方向，逐步調整事業的發展方

向。黃國峯（2012）針對企業多角化的策略提出了有別於傳統多角化理論的看法─傳統

的多角化理論是由產品-市場為分析架構，Huang & Lin（2012）提出了以能力相似性、

價值活動相似性、市場相通性三大面向構成的矩陣，產生八種不同的多角化策略關係，

用不同的策略思維更深入分析企業的多角化策略。以下將分別針對多角化的傳統理論及

Huang & Lin（2012）所提出的三構面多角化策略進行細節說明。 

傳統的多角化研究較著重在多角化的關聯程度。根據 Jacquemin and Berry (1979)提

出的多角化指標Entropy，來計算集團多角化的程度，並區分集團相關多角化與非相關多

角化的程度。研究結論發現採行非多角化策略的公司表現比實行多角化策略的公司來的

好。然而，在所有實行多角化策略的公司中，相關多角化的公司表現更優於非相關多角

化。針對此結論，Hamel, G, & Prahalad, C.K. (1994) 提出新的看法，他認為，針對不同

的事業體，即使存在著不同的產業領域，若持有相同的競爭優勢，進而共享共同核心能

力，即使是面對不同的產業領域，也能有良好的表現。針對上述學者們提出的看法，有

三個主要研究問題值再討論。首先，對於多角化的分類之構面，除了可以從傳統的構面

(例如：產品、產業、或市場)來衡量外，也可以從企業的能力或事業的價值活動來衡

量；其次，若使用新的分類方式，則企業多角化的類型可能有哪些？企業如何在不同的

多角化類型中發展與成長？最後，在新的構面與分析架構下，企業多角化與企業績效之

關係為何？Huang & Lin (2012)也更進一步發展出一套多角化策略分析，即利用以能力相

似性、價值活動相似性、市場相容性三大面向構成的2x2x2矩陣架構。本節先提出三個構

面的細部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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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力相似程度 

兩事業之能力相似度如何衡量，過去的學者有類似的定義。Raphael Amit, Paul J. H. 

Schoemaker (1993) 認為主要是指部署與應用資源的能力。由於能力往往來自於許多資源

的集合，學者們往往將能力也列入資源的定義中。而「資源相似性」是指企業與競爭對

手在資源或能力組合上(包括種類、數量與品質)的異同程度，包括投入面的財務、人

才、技術與設備等，程序面的組織文化、團隊精神、作業流程與管理能力等，以及產出

面的專利權、產品(服務)品質、公司聲譽與品牌形象等。每一個企業都應善用自己獨特

的能力，強化本身的能力限制，例如宏達電的技術資源與產品品質或許不輸三星，但是

品牌形象仍有不足，因此提高行銷預算、強化品牌定位是必要的行動。將資源納入競爭

者分析是動態競爭理論的創舉，反映了現代企業間實際的競爭面貌。Google與臉書的人

才戰，蘋果與三星的專利戰，華碩、宏碁與聯想的形象戰，都是實例。陳明哲(2013)  

Barney(1991)提出企業各事業雖在不同的產品與目標市場，但所依賴的技能、能力、

或資源卻有可能是相似的，亦可算是相關多角化的一種，若只是從產品或市場來決定企

業多角化的程度與分類，可能會忽略掉Rumelt(1974)所歸類的限制型的相關多角化。有

關競爭者分析的研究論述中，Chen(1996)曾經在他的競爭分析模型中採用資源相似度

(Resource Similarity)的構面，來衡量企業與其競爭者所擁有的關鍵資源是否相似。「資

源相似性」是指企業與競爭對手在資源或能力組合上(包括種類、數量與品質)的異同程

度，包括投入面的財務、人才、技術與設備等，程序面的組織文化、團隊精神、作業流

程與管理能力等，以及產出面的專利權、產品(服務)品質、公司聲譽與品牌形象等。每

一個企業都應善用自己獨特的能力，強化本身的能力限制，例如宏達電的技術資源與產

品品質或許不輸三星，但是品牌形象仍有不足，因此提高行銷預算、強化品牌定位是必

要的行動。將資源納入競爭者分析是動態競爭理論的創舉，反映了現代企業間實際的競

爭面貌。Google與臉書的人才戰，蘋果與三星的專利戰，華碩、宏碁與聯想的形象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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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實例。陳明哲(2013)。 此外， Helfat, C. and M. Peteraf Strategic (2003) 的競爭者定

位分析模型，亦以競爭者間的能力相關性(Capability Equivalence)以及市場需求同質性

(Market Needs Correspondence)等兩個構面，來分析企業所可能面對的競爭者。把能力相

關性定義為不同公司的特定資源或特有能力之相關程度，相關程度高的，表示其資源或

能力相似；反之，相關程度低的，表示其資源或能力相異。因此，本研究以能力相似度

(Capability Similarity)來作為衡量企業多角化之第一個構面。當面臨競爭者的威脅時，若

要達成競爭優勢，則企業所採取的多角化策略中所必須擁有的資源或能力之相似程度則

成為衡量多角化策略的其中一部分。 

綜合上述的文獻，本研究採取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所定義的能力，是為

廠商為了達成競爭優勢，所必須擁有的資源與能力，包含個人的能力與組織的動態能

力。本研究所表示的能力援引文獻中資源與能力基礎理論中將資源與能力的定義綜合評

估分析。 

(二) 價值活動相似程度  

「競爭優勢」Porter(1985) 一書中提出價值鏈，波特指出若一企業要發展其獨特競

爭優勢，或是為股東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策略即是將企業的經營模式(流程)解構成一系

列的價值創造過程，而此價值流程的連結即是價值鏈。根據波特的競爭優勢分析，欲達

到價值創造的最大，不外採用成本優勢(Cost advantage)與差異化(Differentiation)兩大策

略，其中成本優勢其實就是在每一價值鏈環節中。波特指出一般企業的共通價值鏈如下

圖所示，用此價值鏈來頗析其商業模式中關鍵流程要素。承如前面的討論，過去的文獻

多以產品、市場區分多角化之構面，但是，有時不同的事業群或產品線，價值活動也具

有高度相似性。例如：筆記型電腦製造與手機製造，雖為兩個不同的產品，但單純以產

品或產業來作為區分事業多角化相關程度之構面，可能會有所偏差。應該再更進一步分

析，以事業所從事之價值活動來判斷多角化相關程度，也就是說，不同事業體若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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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價值活動相似，則即使是產品或產業不同，其多角化相關程度應該會比相同產品

或產業但價值活動相似度低的事業來得高，因為價值活動高度相似之兩事業，其營運流

程類似，雖然產品或產業不同，但只要補足該產品或產業所需之能力，則亦可很容易進

入該事業。然而，若在相同的產業中，但所從事的事業其營運流程相似度低。例如：一

間公司的兩個事業處，一個分別只從事研發之價值活動，而另一個事業只從事行銷通路

之價值活動，則兩個事業所可以共享資源與能力較少，不一定容易產生綜效。因此，以

主要事業營運流程或價值活動之相似度來衡量，可以提供我們另一個角度來探究企業多

角化之相關程度。 

總結來說，價值活動相似之構面，是以同公司不同事業間所從事價值鏈活動之重疊

性來衡量，若其從事價值活動的重疊性愈高，則價值活動相似程度愈高；反之，若其從

事價值活動的重疊性愈低，則價值活動相似程度愈低。價值活動的重疊性之衡量，本研

究將以司徒達賢(2011)之價值單元的概念為基礎，將各事業所涉及之價值活動展開，再

來判斷各事業間的價值活動之重疊性。 

(三) 市場共通性 

「市場共通性」是指企業在各個市場與競爭對手重疊、對抗的程度，同時考量企業

間競逐的市場數目，及各個市場對每一位對手的重要程度，例如聯想的全球據點與惠

普、宏碁、華碩及戴爾高度重疊，但是大陸市場對它的重要性遠高於其他競爭者，因此

會對強攻大陸市場的競爭者採取迅速而劇烈的回擊，而對搶攻美國市場的競爭者則採取

較溫和的回應、甚至靜觀其變。陳明哲(2013) 

「市場」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考量：地理區域、產品或服務別、客戶群等，角度不

同，分析的結果與意涵也不同，例如蘋果與宏達電手機在全球各地的市場重疊性很高，

但彼此的客群仍有差異「市場」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考量：地理區域、產品或服務別、

客戶群等，角度不同，分析的結果與意涵也不同。Chen(1996)在其著名的AMC動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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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中提到，「市場共通性」是指企業在各個市場與競爭對手重疊、對抗的程度，同時

考量企業間競逐的市場數目，及各個市場對每一位對手的重要程度。「市場共通性」是

指企業在各個市場與競爭對手重疊、對抗的程度，同時考量企業競逐的市場數目，及各

個市場對每一位對手的重要程度。陳明哲(2013) 

在定義出新的三個衡量多角化的構面，即能力相似程度、價值活動相似程度和市場

相容性後，相互交錯下，發展成一個 2×2× 2 的矩陣架構。下圖即是「能力-價值活動-多

角化市場相容性策略矩陣」，透過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所設定的八個假說，

進而衍伸出八種不同的策略分析。本研究個案將針對此八種假說來分析P集團的多角化策

略，將由第五章套用個案產品介紹。 

 

圖 2-4 能力/價值活動/市場共通性多角化策略矩陣 

資料來源：Huang, K.F. and Lin, W.T. (2012)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 Three Dimension Model full paper  

 

1. 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當企業欲多角化之事業的價值活動與原事業之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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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所需能力相似程度高時，則定義此事業為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本架構

所謂之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是以能力與價值活動兩個構面來衡量，與傳統以

產品與市場所定義之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不同，因此，在與過去研究做比較性

研究時，必須特別留意架構的不同所造成結論的差異當一個企業有高度相關多

角化策略，會有比較好的財務表現、市場表現和創新表現。 

2. 有潛力的高度相關多角化：有潛力的高度相關多角化策略，預期會有比較好的

財務表現和創新表現。 

3. Allotropic 多角化：有比較好的創新表現市場表現 

4. 能力相關多角化：有比較好的創新表現 

5. 客戶導向多角化：表示 allotropic 多角化：有比較好的創新表現市場表現 

該集團有比較好的財務和市場表現 

6. 垂直整合多角化策略：表示該集團有比較好的財務表現 

7. 水平分工多角化：表示該集團有比較好的市場表現 

8. 非相關多角化事業：表示該集團有較差的財務、市場和創新表現。 

當企業欲多角化之事業的價值活動與原事業之相似性低，且所需能力相似程度低

時， 則定義此事業為非關多角化事業。同樣地，由於構面的不同，本研究的非相關多角

化事業 與過去的研究定義不同，且研究結果可能相異。例如，傳統上以產品或產業為構

面的研究， 汽車製造與銷售可能是汽車產業的相關多角化事業(因為產品相同，都是汽

車)，但若依照本研究的分類方式，則汽車製造與汽車銷售可能屬於低度相關或非相關多

角化事業，因為 汽車製造與汽車銷售所需的能力不同，且兩事業的價值活動相似程度亦

不高(製造與銷售 的價值活動或營運流程重疊性不高)。在瞭解「能力/價值活動多角化策

略矩陣」的基本概念後，另一個值得探索的問題，是在這個架構下，企業如何進行多角

化策略？過去多角化的研究，皆以產品、市場、或產業作為企業多角化考量的依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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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商業實務上，企業在做從事多角化事業之決策時，雖然會考慮從事的產業與產品是

否是企業所熟悉的，但更重要的是，企業從事這新的事業所需的能力是否具備，或是可

以從舊有的事業移轉或複製所需的能力。此外，若從事相似營運流程的事業，企業會比

較容易駕輕就熟。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個案研究的方式，檢驗企業進行多角化事業所

考慮的因素，以及驗證「能力/價值活動多角化/市場策略矩陣」之架構實用性，更貼切地

瞭解企業如何進行多角化策略。 

 

表 2-4 三構面多角化策略整理  

 

 

 

 

 

 

  

 

  

多角化策略 能力相似 價值活動相似性 市場共通性 創新表現 財務表現 市場表現

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 高 高 高 V V V
有潛力的高度相關多角化 高 高 低 V V
Allotropic同質異型多角化 高 低 高 V V

能力相關多角化 高 低 低 V

客戶導向多角化 低 高 高 V V
垂直整合多角化策略 低 高 低 V
水平分工多角化 低 低 高 V
非相關多角化 低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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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探討企業在面對轉型過程中，所採取的多角化的策略

思考與效益。第一節說明選擇個案研究法的考量，第二節說明資料蒐集的方式。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 Yin (1994)提出個案研究法的三個重點分別如下：1. 研究的

問題主要是要了解「如何」(How) 以及「為何」(Why)；2. 研究者對事件的發展較沒有

控制力 3. 研究方向著重在當時的現象而非歷史現象的程度。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首

先先釐清目前電腦代工產業在面臨製造利潤日趨微薄的艱困挑戰所遭遇的問題為何，以

及當面臨挑戰時，以個案公司分析其採取的轉型策略。根據上述 Yin (1994)的觀點，本

研究將會以質化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以及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與資料的蒐集。 

 

(一)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已逐漸形成兩種類型：1. 以量化研究為導向而發展形成「個案實驗

法」；2. 以「質」的分析為典範，運用深度詮釋方法或參與觀察。 陳伯璋(2000)認為個

案研究法注重研究單一背景下的動態狀態，也特別適用於新研究主題的領域。Eisenhardt 

(1989) 訂定了個案研究法的八步驟： 1.定義研究問題 2.選擇個案 3.蒐集資料 4.進入研

究領域 5.分析單一個案資料 6.找尋跨個案的模式 7.形成假設 8.回顧文獻。其認為個案

研究法由多重資料庫的連結、比較、歸納而來，這些資料的來源都與實務結合，從中推

論出的假設與理論也較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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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蒐集 

本個案選定P集團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訪談的方式為資料蒐集來源。選擇P集團為

個案研究對象主因其所採取之轉型策略與其他家代工廠相比，更著重在多角化創新策

略。P集團自2008年與華碩分家之後，主要負責PC相關代工與服務，由時任華碩副董事

長的童先生負責擔任P集團聯合科技董事長，全力領導分家後的OEM代工製造業務。本

個案主要搜集的初級資料為訪問工業機構設計部門主管及員工，回顧公司經營發展歷程

中，策略制定的程序，內部資源優勢為何，及其如何影響策略制定的，內部的組織變

化，以及公司與顧客間關係變化的程度是否會因技術特質、產業特性與代工能耐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 

首先在產業分析方面，主要參酌次級資料作為主體，在完成初步產業研究報告後，

再尋找個案公司內部高階主管協助進行校閱、訪談及意見提供。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

要有初級資料與次級資料兩大類。其資料的蒐集方式如下所述： 

1. 初級資料：為了瞭解個案公司的多角化經營策略及想法，包括跨領域整合而

成立之 P 集團聯合科技設計中心，發展自創品牌的策略分析；以及 P 集團與

轉投資子公司晶碩光學後從事軟式隱形眼鏡以及醫療用光學產品研發製造與

銷售等，如何利用內部資源及評估多角化策略的經營想法，故本研究將會以

訪談方式，以 P 集團機構與工業設計事業處總經理及晶碩光學高階主管為訪

談對象。 

2. 次級資料：本個案研究在完成初步訪談資料之蒐集與準備後，參酌文獻及員

工訪談資料，擬定出適切的訪談問題及方式，以進行初級資料之蒐集。並將

專家訪談的所得的資料，作為本研究次級資料不足之補充與結論推導的重要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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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訪談時間表 

訪談對象 訪問時間 

P 集團機構與工業設計部門高階主管 2017 年 2 月 

P 集團機構與工業設計部門員工 2016 年 08 月 

前晶碩光學隱形眼鏡部門員工 2016 年 05 月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索企業於策略制定過程中，如何在不同的多角化類型中發展與成長？

企業多角化與企業績效之關係為何？本研究結合 Grant (1991)提出的內部資源基礎觀

點，以及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所提出的三個構面：市場共通性/資源相似性/能

力的三個構面，據以分析P集團的多角化策略型態，以及其成立「工業設計與機構」事業

綜效策略及效益，並進一步檢視此一策略對於P集團轉型策略的影響。以及Amit & Livnat 

(1988) 針對多角化策略經營的觀點提出整合性分析架構，來釐清本研究個案P集團本身

擁有的資源、能力及競爭優勢，進而探討個案P集團如何利用內部資源與能力引導企業轉

型策略的方向？透過三構面多角化策略矩陣提出的八個假說驗證P集團的多角化策略效

益；以及未來發展的經營策略為何？提整體研究架構表示如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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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執行 

P集團集團多角化策略研究 

市場共通性/資源相似性/能力的三構面 

策略分析 

積極打入智慧型

手機代工市場 

與子公司合資成

立新公司，進軍

隱形眼鏡市場 

P集團集團內部資源分析 

辨明無形資源及有形資源 

內部資源分析 

策略運籌 

成內部設計團隊，

生產自有產品 

圖 3-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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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簡介 

第一節 產業概況 

(一) 台灣電子代工產業 

台灣的電子以代工製造(OEM)和委託設計代工(ODM)、提供代工製造服務(EMS)及

提供生產服務的 DMS 為主，以下分別針對這四種型態進一步說明： 

1.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接受客戶完全指定，按原圖設計代

工製造。OEM 從原廠取得相關設計圖，經過相關模具技術與加工技術的開

發，將相關零組件組裝之後出貨給原廠。  

2.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為客戶提供設計、製造代工的服務。設

計包含工業設計與內部機構設計，原廠客戶只需要給 ODM 所需開發的產品規

格和概念，ODM 便可針對其外部市場的了解和內部高效能的產品開發速度與

具競爭力的製造效能，提供不同設計款項供客戶選擇，並滿足客戶需求。

ODM 與 OEM 的不同之處在於，OEM 產品是依品牌廠商量身製造，生產後根

據該品牌型號名稱出貨；ODM 則是設計好產品後看原廠客戶是否買單，若客

戶不買斷該產品版權，ODM 廠商仍有權將此產品轉賣給其他客戶。 

3. EM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 提供專業代工製造服務，與 OEM 不

同之處在於 EMS 提供了全球運籌通路與組裝工廠，在相關區域生產而減少海

關進出口及稅務支出，可幫助客戶降低生產成本與增加生產效率。EMS 廠商

通常會藉由搭配零組件廠商上下游的整合和策略聯盟，進一步將營運與採購

成本壓縮到最低。 

4. DMS(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Service): 概念與傳統的 ODM 差不多，但是

ODM 是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強調「原廠委託設計製造」或「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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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加工」，其運作模式主要在於廠商需要具備從事產品設計開發與製造的能

力。設計與生產才是重點，並沒有提到設計與生產之外的服務部分。DMS 有

一點結合 ODM 與 EMS 的概念；簡單的說就是將 ODM 的觸角跳脫單純的設

計與生產，而延伸到不同服務端的提供。所以 DMS 廠商要能做到為客戶進行

更周全的設計、製造及生產及不同服務提供的境界。 

本個案研究對象 P 集團主要從事電腦及週邊設備的研發、設計、製造及其週邊相關

零組件製造，結合 EMS 與 ODM 產業，逐漸發展成上述定義之 DMS(設計整合服務製造)

公司。下一段落將針對以筆電代工為主要代工項目的 P 集團，進一步分析其產業概況。 

(二) 筆記型電腦的全球市場概況 

過去，廣達、仁寶、緯創這些筆電 ODM(委託設計製造)公司，在品牌廠惠普(HP)、

戴爾(Dell)面前，享有高度的零組件建議權，可以藉此拉抬起台灣零組件供應鏈；但現在

蘋果一抓就是七成的平板電腦市占率，面對零組件供應商，它擁有的議價權與力量比代

工廠更多，台灣的價值只剩下幫蘋果組裝而已。近年來，筆記型電腦受到智慧型行動裝

置和平板電腦的競爭威脅，消費者逐漸仰賴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因此他們 PC 的使

用週期會延長。根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初步統計結果顯示，2016 年第四季全

球個人電腦(PC)出貨量總計 7,260 萬台，較 2015 年第四季下滑 3.7％。2016 全年 PC 出

貨量總計 2 億 6,970 萬台，比 2015 年減少 6.2％。從數據顯示，自 2012 年起，PC 出貨

量便持續呈現逐年下滑的局面。 

除了 PC 市場需求量逐漸萎縮，連帶的影響國內 NB 代工廠出貨量。2015 年主力代

工廠 NB 出貨量將僅廣達有機會成長，廣達主因宏碁訂單明顯增加，帶動其年度 NB 出

貨量成長 7.8%。緯創則將是廣達以外的前五大廠 NB 出貨衰退最小者，約 2%，其他衰

退幅度都超過 5%。下圖為 2014 年至 2017 年桌上型與筆記型 PC 出貨量：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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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桌上型與筆記型電腦出貨量 

(資料來源：IDC 桌上型與筆記型 PC 出貨量 ) 

 

面對筆電需求成長減緩，國內電子代工廠面臨許多嚴峻的困境。各大電子代工廠為

了取得客戶訂單，逐漸採取削價競爭的方式，也因此而導致利潤的微薄化；加上整體銷

售單價逐年下滑，大陸人工成本上揚與國際原物料價格持續走高，明顯壓縮國內代工廠

獲利能力。 

 

(三) 台灣NB代工廠的客戶 

由於台灣擁有完整的供應網路以及價格、品質、彈性、交期、配合度較高等優勢，

台灣筆記型電腦廠商主要客戶來自於接國際大廠 OEM/ODM 訂單為主。ODM 包含產品

研發及設計，因此毛利較 OEM 廠高且接單狀況較穩定，使 ODM 廠獲利明顯優於 OEM

廠；我國業者由於產品製造及設計能力優越且具備全球運籌管理能力，全球前十大電腦

大廠幾乎已成為我國業者的代工客戶。主要之筆記型電腦製造公司代工客戶狀況詳列如

表 4-1-1 所示： 

表 4-1-1 國內代工廠客戶整理表 

國內上市廠商 客戶名稱 

仁寶 Dell、Toshiba、HP、Legend、Fujit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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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 Lenovo、Acer、Dell、HP 

廣達 Dell, HP, Apple, Lenovo, 神舟電腦 

P集團 Asus, Dell, HP, Lenovo, Apple, 神舟電腦 

英業達 Compaq、Toshiba、DELL 

 

(四) 台灣NB代工廠多角化策略布局 

以 NB/PC 為核心的台灣代工廠，面對手機、平板的掘起，筆電銷售市占率最高的聯

想電腦也逐漸加重自製率的比率，國內電子代工廠的市場占有率被瓜分，各大 NB 代工

廠紛紛思考轉型朝多角化經營，以尋找新的出路。根據資策會 MIC 的產業趨勢報導，雖

然整體 PC 市場需求仍停滯不前，但部分領域還是有成長的機會，例如重度 PC 使用者市

場、商用市場與電競市場。除了 PC 市場之外，各大代工廠也紛紛朝向非 PC 商品的製

造。以國內電子五哥(仁寶、緯創、廣達、P 集團、英業達)的多角化經營舉例： 

1. 仁寶電腦：在2017年取得新款iPad訂單，積極加入蘋果在台供應鏈陣營。

另外，仁寶也積極布局醫療相關產品，看好消費運動衣市場的市場，開始

投入資源與人力在智慧衣產品上，例如利用感測器與布料整合，偵測人的

心跳、脈搏與排汗狀況，再結合物聯網技術，蒐集人體健康相關資訊，看

好產品未來的發展，並有意成為接下來公司大力發展的方向。 

2. 緯創資通：在接單的選擇上，也積極打入蘋果供應鏈的陣營，拿下部分I公

司8訂單。為了鼓勵新創事業，集團開始於2013年，由上而下發動教育新創

服務事業之外，同時也持續關注並投資外部新創團隊，以參與創投的方式

尋找未來合作機會。除此之外，也成立IIC(Innovation Integration Center)創

新整合中心，強調快速協助創客將概念化產品做出原型，期望藉由緯創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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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供應鏈製造的優勢，持續幫助新創事業的發展，也為公司製造多元合

作機會。 

3. 廣達：深耕穿戴式和雲端市場，並積極發展雲端軟實力，成立自有品牌

QCT(Quanta Cloud Technology)，除了供貨給大型資料中心，也持續以

WOA(Web Oriented Architecture)的系統架構提供各行各業應用服務，期望

提供製造產業內中小企業(SMB)共用平台，共同開發雲端應用形成生態系

統(Ecosystem)，進而促進製造產業升級研發產業。 

4. P集團：除了著重筆電、二合一、行動通訊裝置及車用電子產品的技術研

發，隨物聯網時代來臨、加上I公司成長力道逐漸趨緩，宣示跨足無人機、

虛擬實境、智慧家庭及學齡前幼兒教育市場，持續推出包含新一代的無人

機、虛擬實境頭戴式裝置(HMD)與背包配件、Pega Home+指向性智能遙控

器、智慧管家、電子蠟筆等裝置。 

5. 英業達：同樣看準物聯網商機，以製造服務化為主要發展方向，意即製造

業從產品導向轉變為服務導向(From Product-focused to Service-focused)，製

造業不只是以「實體產品」來產生價值，而是以「無形服務」產生offering

的差異化，進而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表 4-1-2 國內代工廠非 PC 轉型布局概況 

國內代工廠非PC轉型布局概況 

仁寶 消費運動衣市場 

緯創 投資外部新創團隊，成立IIC 

廣達 深耕穿戴式和開發雲端市場，雲端平台、雲端伺服器 

P集團 車用電子產品、無人機、虛擬實境、智慧家庭及學齡前幼兒教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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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 代工小米手機、AirPods 

提升製造服務化的服務性價值 

                                          資料來源: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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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公司簡介 

(一) 公司背景 

P 集團正式成立於 2007 年 6 月 27 日，由母公司 A 公司切溝後獨立負責代工事業，

主要負責機殼模具研製及非電腦代工業務。 

分割後的 P 集團營運總部設在台灣，在美國、中國、墨西哥、捷克皆有營運及售後

服務中心，在全球各地包括亞洲、歐洲及美洲共計有四大設計中心、七大製造中心以及

九大服務中心，各中心及服務單位皆與位於台北的全球營運總部保持聯繫，以提供全世

界客戶更快捷的服務，全球員工超過六萬人。 

P 集團的營運定位以結合電子專業代工(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 EMS)與委託

設計製造代工(Originial Design Manufacturer, ODM)，將業務導向設計代工服務大廠( De-

sign Manufacturing Service, DMS)的模式。目前產品範圍包括主機板、個人電腦、筆記型

電腦、伺服器、介面卡、光碟機、無線通訊產品、遊戲機、網路產品、電子書、其他 3C

產品等。產品組合主要分為四大類：資訊產品(DT、MB、NB)13%、通訊產品(智慧型手

機與寬頻設備)72%、消費性電子產品(遊戲機、Tablet)8%、其他佔 7%，其中手機產品以

美系手機品牌為主要客戶，隨著訂單配比的增加，是 P 集團近年的主要成長動能。 

除了 3C 代工服務之外，P 集團也積極發展多角化經營，將核心能力應用到不同市

場，跨足非 3C 領域如美學、光學及生活精品等產品，以設計能力創造產品附加價值。

透過多角化的經營模式，配合遍布全球的製造及服務據點，提供客戶一站式的完整解決

方案，為客戶提供高附加價值之服務。 

P 集團董事長曾任職 A 公司的品牌業務，在與 A 公司分家後，接受 P 集團董事長一

職，「期望 P 集團能走出與其他代工廠不同的路線，設計實力將會是 P 集團的重要發展

利基」王毓雯(2012)。事實上，P 集團擁有一批實力堅強的工業設計團隊，正是董事長可

以善加運用與發揮的寶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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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後積極開發新客戶的 P 集團，如願實現當初公司所制定的多角化經營策略。在

代工的部分，除了持續增加筆電品牌客戶代工，也接獲美國手機大廠代工訂單，打破鴻

海在台灣獨家代工的地位，對 P 集團的營收有顯卓的突破性成長。 

除了開發新客戶之外，P 集團透過策略性組織重整及專業分工布局，期望在代工上

場中發揮垂直整合綜效，加上原本就具備的良好研發能力、設計能力、專業技術、產品

品質實力，在業界已攀升至代工二哥的地位。 

在遭遇品牌與代工廠分家後必須取得客戶信任的重要挑戰，同時面對大環境下筆電

的整體需求量下降，P 集團如何創造優勢，憑藉著的正是公司策略及企業文化，因此，

第五章將分別從 P 集團的多角化策略，分析其多角化策略思維及競爭優勢，以供借鏡。 

 

(二) 營運管理模式 

P 集團之主要營業項目為提供 3C 電子產品之設計服務及專業代工製造，主要代工

對象為國內外品牌客戶，其產品應用包括資訊、通訊及消費性電子等 3C 電子產品。劉

常勇（2004）認為營運模式就是設計一套能夠有效獲利的企業運作方式，能將投入轉化

為產出，並在計劃時間內實現利潤目標與企業願景。P 集團主要的營運模式從研發設計

開始，由其強大的設計能量讓 P 集團可以在事業群下設立設計團隊，創造除了 NB 電以

商品之外的非 NB 產品。除了設計之外，P 集團主要幫客戶接單製造，在大陸上海地區

設廠製造，並以台灣為總部，各地設有配銷廠商，接著在市場運作上，對重要零組件做

垂直整合佈局，在市場上累積雄厚資金進行多角化策略(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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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 

 

(三) 產品經營範疇 

P 集團秉持著豐厚的產品發展經驗及生產流程的垂直整合製造能力，提供客戶從創

意設計到系統化的生產製造服務等一貫流程，完整、有效地滿足顧客的需求，並結合

EMS 與 ODM 產業，成為新興之 DMS (設計整合服務製造 ) 企業，主要以資訊電子、通

訊電子與消費性電子三大領域之科技產品為主。   

P 集團產品範疇包括以下三類： 

1. 資訊電子產品：筆記型電腦(NB)、桌上型電腦(DT)、智慧本電腦(Smart Book)、

行動聯網裝置(MID)、主機板(MB)及繪圖卡(VGA)等。 

2. 消費性電子產品：遊戲機、MP3、電子閱讀器(E- reader)及數位相框(DPF)等。 

3. 通訊電子產品：智慧型手機、交換器(Switch)、機上盒(Set-TopBox) 、電纜調製

解調器(Cable Modem)。 

除了上述產品之外，P 集團也產製作電子產品所需之原物料及相關配備，如各式電

圖 4-2-1  P 集團營運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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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零組件，如 CPU、硬碟、主機板、記憶體、液晶顯示器、光碟機、印刷電路板、被動

元件、連接器、電源供應器、電池、機殼等。 

 

(四) 集團及轉投資事業 

P 集團組織架構圖如下： 

 

圖 4-2-2  P 集團組織架構 

 

P 集團積極投資於相關產業，希望透過完整地上下游垂直整合佈局，為客戶提供一

次購足的全面性服務。主要轉投資事業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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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P 集團主要轉投資事業 

子公司名稱 成立時間 主要業務 

華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2 

2008年起因華碩集團組織調整，華擎科技改

隸屬於P集團聯合科技。主要從事個人電腦主

機板、迷你電腦、電競準系統、工業電腦主

機板之設計與製造。 

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主要股東為P集團集團。從事IC封裝用之基板

製造與銷售。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P集團聯合科技及景碩科技共同轉投資子公

司。從事軟式隱形眼鏡及醫療用光學產品之

研發製造與銷售。 

鎧勝控股有限公司 2010 

P 集團聯合科技轉投資之控股公司。從事設

計、研究、生產及銷售模具、消費性電子產

品之相關零件及附件等業務。 

 

受訪者表示，公司集團開始多角化，需要集團下許多轉投資公司重要經營高層一起

擔任重要的幹部，這樣的思考在於未來電子產業發展所需，系統廠、零組件廠必須有更

緊密的整合，為讓集團更有效運作，決定讓重要零組件廠商重要經營層接任董座職務，

讓他們能對未來風險、方向等有更多的思考，集團將來布局更多新電子產品時，零組件

廠可以提供更多方向。 

(五) 營收表現 

本研究所採用的財報資料統計至 2017Q 為止。但若分析整體營收表現，P 集團 2016

年相較於前一年度的整體營收雖小幅下滑，但仍穩定維持在新台幣兆元以上。從 2009 分

家後到 2015 年開始，公司政體營收是逐年成長。直到 2016 全年合併營收已達新台幣

11,577 億元，雖然較 2015 年之 12,137 億元略減 560 億元，年衰退 4.6%，主要受到電子

產品整體需求不振影響，營收較前一年呈現下滑整體獲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7%A2%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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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開觀測站 

另外在多角化投資的部分，P 集團轉投資的晶碩佔有 48.42%股權，從晶碩 2013 年

財報可看出，2013 開始轉虧為盈後每股稅後純益 1.1 元，2014 年營運更上層樓，連續 2

個月營收衝新高，其中 11 月營收衝上 9933 萬元，逼近億元大關。 

 

圖 4-2-4 晶碩歷年營收表現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圖 4-2-3 P 集團歷年營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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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公司產品簡介 

本節將從個案公司中，挑選出四個異質性較高的產品進行個案簡介，分別為智慧型

手機「I 產品」、隸屬於機構與工業設計事業處的文具精品生活配件品牌

「PEGACASA」，與其他公司合資成立的光學隱形眼鏡晶碩，如下表所示，後續根據各

項產品進一步介紹。 

 

(一) 智慧型手機通訊產品  

P 集團自從與 2008 年與華碩電腦分家後，選擇通訊類重點大客戶，利用自身優勢發

展轉型策略，不再聚焦在筆電代工市場。P 集團轉虧為盈的關鍵，即是獲得美國通訊大

廠的智慧型手機(I 產品)訂單。I 公司每年度發表的智慧型手機都會在全世界市場造成熱

銷，而其代工事業一直由台灣的鴻海壟斷。為了降低風險，I 公司有意將訂單分給其他代

工廠，P 集團的轉機也就從此而起。P 集團成功獲得 I 產品的訂單原因，主因於 P 集團首

先獲得了 2010 年上市的 I 公司的少量訂單，之後，借助 2013 年的 I 公司出產一款中低

階智慧型手機產品的大量訂單，市場反應熱烈，迅速提高了 P 集團在市場的知名度，也

在 I 公司心中留下不錯的地位。到了 2013 年，P 集團擊敗筆記本電腦最大代工企業廣達

電腦等對手，成功獲得 I 公司主力智慧手機訂單，原因在於具備先進的技術實力，以及

過去累積的良好合作經驗。由於 P 集團董事長重設計，P 集團接獲客戶訂單後，除了協

助客戶完美打造終端產品的外觀設計之外，還繼承了發揮金屬和塑膠等材料性能的經

驗，滿足了 I 公司的高要求。一直到 2016 年，I 公司每年度出產的新產品，都已將 P 集

團納入穩定的供應鏈名單之中，讓 P 集團連續幾年憑藉者 I 公司產品在市場的熱銷，P

集團的營運績效也逐年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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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EGACASA  

成立背景 

P 集團自從於 2008 年與華碩分家後，即開始善加利用自身核心設計優勢及垂直整合

製造能力，並不將研發重心投身在 3C 領域，反而投資成立設計自有品牌－P 品牌，正式

進軍文創產業，旗下產品十分多元，包括手機機殼、筆筒、名片夾、結合手機座及名片

夾、拆信刀、LED 膠帶台等，並提供從設計到生產的專業性服務。 

談到設計部門初成立的背景，P 集團設計部門的設計師訪談時談到：「一般代工廠

裡的設計部門，主要都是照客戶需求，對產品進行改良設計，發揮空間有限，往往只能

依照客戶需求進行產品設計。」當初在與 A 公司切割前，P 集團董事長過去曾在母公司

成立工業設計部門，當與 A 公司切割後，P 集團董事長憑藉著過去在 A 公司的亮眼成

績，不但為 A 公司的自有品牌打下基礎，該部門也曾創下華人在德國 iF 設計大賽中，首

度奪下金獎的紀錄，堪稱國內科技產品自主設計的先驅。「大家或多或少，都是被董事

長吸引而來；而這一次我們在 P 集團要做的創新，就是要在代工廠裡，做自己接案、自

負盈虧的設計公司，」受訪員工表示，從不後悔跟隨董事長到 P 集團，在董事長的帶領

下，P 集團設計團隊吸引了各界設計人才，公司也投入非常多資源讓設計團隊有能力發

展更多空間。目前設計研發中心就在 P 集團的機構與工業設計部門內，員工接近 250

名，專業領域涵蓋市場觀察、消費者研究、互動設計、工業設計、品牌視覺規劃、材質

與色彩研究，以及機構工程、電機工程。透過不同文化背景及國籍，創造多元的國際

觀，增添產品的豐富性。 

 

產品特色 

從設計產品觀察，很難想像這些作品是出自於筆的代工廠裡的設計團隊。有別於一

般電腦周邊商品較剛硬的設計概念與外型，P 產品運用溫潤質感皮革，並選擇溫暖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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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有利於家居空間的營造以及高級飯店使用。設計團隊以美學與使用者便利性為出發

點，設計出能夠融入各種環境，視覺美感與功能兼備的作品。於 2008 年成立五年來，已

多次於國際設計舞台展現出令人驚嘆的創作能量，屢屢獲得國際間設計大獎。P 集團設

計顛覆常規的管理模式、打破框架的邏輯思路，使團隊能在無侷限的工作環境內，相互

碰撞出最大的創意火花，化不可能為可能。 

 

行銷通路 

董事長長期投入文創、電影，鼓勵年輕人創業，除此之外，董事長也是全台灣最大

誠品書店的股東，協助誠品書店走過困頓時期，成功打造成複合式書店，結合咖啡廳和

商廠，在櫃位挑選也以華而不奢的選店風格受到大眾喜愛。為與誠品書店創辦人吳先生

的私交良好，該書店的經營理念與 P 集團風格一致，P 集團開始在全省各處誠品設立 P

產品櫃位，設計風格也承襲與產品一貫的奢華內斂的風格，希望能夠吸引誠品書店既有

的消費族群。。P 集團董事長秉持著「創新服務的對象就是人群」的信念，他總是鼓勵

員工「用生活體驗去接觸消費者。」擁有誠品書店的通路優勢後，讓 P 集團設計產品與

通路達成完美結合，開始透過誠品虛實通路販售其產品，打通市場知名度，近年更與多

家風格獨特的通路商合作，如專賣新銳設計服飾與生活創意商品 ARTIFACTS，也看的

到 P 產品的 PEGACASA 系列產品。 

P 產品的背後設計團隊，在董事長支持下，奠定研發基礎與設計能量，如今與 P 集

團都有正向的發展與成長，透過 P 產品在市場闖下高知名度，連帶影響 P 集團在其他部

門所發展之物聯網與新興視覺互動產業產品。雖著 P 產品在市場能見度增加，在國際市

場上嶄露頭角，公司期望將 P 品牌打造成台灣具代表性精品配件產品之一，讓國外看見

台灣的設計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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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晶碩光學隱形眼鏡 

背景簡介 

晶碩光學為一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9 年，由 P 集團與旗下子公司景碩轉投

資的子公司，主要從事軟性隱形眼鏡即醫療用光學產品的研發、製造與銷售。營運採取

代工即自有品牌雙軌並行策略，產品銷售亞洲、歐洲、即中國大陸市場，是繼精華光學

即 F-金可之後，隱形眼鏡市場的新寵兒。目前正計畫上市上櫃，成立至今已成為 P 集團

旗下的金雞母。 

在電子業做了一輩子，最後卻看著一場電子業微利代工悲歌上演，「想來想去醫療

器材比較好下手，想到隱形眼鏡。」景碩董事長郭先生受雜誌專訪時提到，當初與 P 集

團董事長簡單的認為筆電代工常被講毛三到四，但隱形眼鏡不一樣，兩人有共識要將資

源投入這類高毛利產品，把原有的設計能力優勢加值，跨產業推出新產品，才能擦出新

火花。早在郭先生向他提案前，P 集團董事長就注意到了隱形眼鏡這個產業，一樣需要

光學、模具技術，P 集團具備設計才能，景碩具有光學技術，不到幾個小時的評估，兩

者合作即拍板定案，正式在 2009 年成立晶碩光學公司。  

 

產品特色 

目前，晶碩光學公司主要生產產品項目為不同功能之拋棄式軟性隱形眼鏡，依照使

用週期分別生產日拋、週拋、雙週拋及月拋棄式。依照鏡片功能也可區分為矯正視力所

用之近視與遠視、老花、散光鏡片。彩妝效果的有彩色鏡片及其他含特殊功能之鏡片。 

 

營運狀況 

晶碩光學公司的彩妝片以不掉色隱形眼鏡製造技術獲得市場信賴，出貨量因而持續

成長，2015 年營收年增率達 42%，2015 上半年度的 EPS 達 0.95 元，遠高於 2014 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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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元，營運漸入佳境，也間接為 P 集團帶來營收效益。主要生產產品項目為不同功能

之拋棄式軟性隱形眼鏡，依照使用週期分別生產日拋、週拋、雙週拋及月拋棄式。依照

鏡片功能也可區分為矯正視力所用之近視與遠視、老花、散光鏡片。彩妝效果的有彩色

鏡片及其他含特殊功能之鏡片，在市面上以創新產品和多樣性、獨特的通路管道在市場

上愈來愈吸引消費族群的注意。 

 

營運策略 

當初制定行銷策略也與傳統隱形眼鏡大廠的思維不同，P 集團選擇自己經營直營門

市。在產品知名度還未在市場打開時，這項決策是非常大膽也燒錢的投資，光在營運成

本上的開銷如租金、人事成本等，就得燒掉上千萬，以 2014 年上半年為例，其營業費用

率就高達 44.5％，是精華光學的近 5 倍。 

對於這項決策，P 集團的高階主管在接受媒體報導時說明其策略思維，「隱形眼鏡

的庫存管理比手機還複雜，除了每 25 度區分為一種規格，加上散光、彩色片、不同材

料…，產品組合達數百種，還得配送到全台近千家眼鏡行，雖然業者會針對常見度數大

量鋪貨，如果是特殊產品，只能建議顧客先訂貨 再取貨，卻很難避免有人因為買不到產

品，改到別處消費。晶碩光學公司選擇建立直營通路，40 多家門市互相支援庫存反而簡

單，省了庫存成本。而且，顧客上門時，若有任何狀況都能直接向門市人員反映，做為

開發新產品參考。」郭先生笑說，像一盒六色的限量「馬卡龍」系列，豹紋、愛心等特

殊款式，都是顧客提供的點子。雖然一開始連虧 4 年，但是到了 2013 年底，門市數逼近

40 家之後，全年度就開始獲利，經濟規模建立起來了，對手若想要追上，至少得再花 5

年時間。 

隨著晶碩光學公司的產品品牌能見度愈來愈高，他們開始與門市數超過 400 家的屈

臣氏通路。「不要像一般硬邦邦的隱形眼鏡，我們把它弄得像化妝品，名字還像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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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郭先生解釋，過去大多在台北捷運站內設點，業務難以拓展到中南部，於是，

從去年底開始和屈臣氏合作，設立開架式櫃位，把隱形眼鏡當化妝品賣。 

晶碩光學公司在通路上與其他隱形眼鏡業者不同，將品牌與製造同步經營，採獨特

隱形眼鏡銷售模式，營運發展策略如下表。： 

•    首創：全國唯一直營門市經營的隱形眼鏡品牌 

•    會員制度：消費滿原價1000即可享一整年日拋半價 

•    7-11取貨服務：會員獨享服務提升便利性 

 

品牌推廣 代工客戶拓展 通路拓展 

 手機APP   

 廣告形象 

 廣開門市 

 拓展代工客戶量 

 新產品客戶開發 

 開架藥妝通路推廣 

 授權品牌代理，拓展國際

市場 

 國際展覽合作 

 

晶碩光學公司對於未來市場的表現抱持樂觀態度，透過投資其他公司，並在上海、

日本設立分公司，打算進軍中國市場及日本市場，將自有品牌朝向國際化的發展。 

 

表 4-3  個案公司產品介紹表 

編號 產品 類別 簡介 

1 I產品 代工-美國最大智慧型手

機通訊產品 

美國最大智慧型手機品牌，

2014開始，P集團開始打入I公

司主流產品供應鏈，因營收比

重高，專門成立XX事業群管

轄。 

2 PEGACASA 新產品- 自有設計品牌，

精品辦公文具、生活配

件 

在機構與工業設計部門下成立

專門設計團隊，開始創作一系

列高質感精品辦公用品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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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晶碩光學隱

形眼鏡 

新事業-光學公司 

主要生產隱形眼鏡 

成立於2009年，P集團聯合科技

及景碩科技共同轉投資子公

司。從事軟式隱形眼鏡及醫療

用光學產品之研發製造與銷

售，推出「PEGAVISION」自

有品牌，截至2013年在大台北

地區已設置 10 個品牌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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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研究分析 

本章節針對四項研究問題進行 P 集團的四個產品個案進行多角化分析，採用「能力/

價值活動/市場」三面向多角化矩陣，先了解所選產品的內部資源和核心能力，以及價值

活動、市場，辨識多角化類別，並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四個問題。 

 

第一節  核心資源與能力 

相較同業的代工廠，P 集團的核心競爭能力來自於─強韌的創新研發能力，並擁有眾

多專利技術。在經濟部最新公布的 105 年度法人專利申請百大排名中，P 集團排名第 30

名，在同業代工廠中排名第三，技術研發創新的能力成為其獨特的優勢，除此之外，P

集團積極投入資源打造自動化工廠，改善生產品質和提升效率，具有低成本製造同時又

兼顧高品質生產的競爭優勢。而在創新設計能力方面，其機構與工業設計中心所成立的

設計團隊，曾獲得 iF 產品設計獎、日本 Good Design、中國紅星獎等，屢屢在國際設計

大獎中嶄露頭角，作品含括產品設計、機構設計、包材設計等，將科技融合設計，讓 P

集團成為台灣設計力最強的電子代工廠。  

以下將分別描述此研究個案的四個產品，分析其擁有的核心資源與能力，以回答本

研究的主要命題。 

 

(一) 智慧型手機通訊產品  

P 集團原本在公司內部將手機和網通產品歸屬在同一 BU「手持與網通產品」部門，

因為接獲 I 公司大單後進行組織調整，P 集團將廠房產線和公司內部資源直接獨立出來

成立單一事業群，專門負責 I 公司產品。雖然在代工與品牌分家的歷程上稍微晚於其他

同業，但 P 集團積極投入資源打造自動化工廠，掌握實體廠房設備資源和工廠自動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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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有效提升工廠端的產品組裝效率，提高產品製程良率，降低勞工成本。在自動

化設備的幫助下，客戶可以自主掌控生產階段投入的金錢和時間成本，大幅簡化生產的

複雜性，從 NB 代工時期，與 P 集團合作的客戶都明顯感受到其生產產品品質優異，有

效掌控產品交貨，市場反應不錯，也間接讓 I 公司在選擇分散代工風險時，優先考慮將

P 集團納入長期合作夥伴供應鏈之一。 

P 集團高階主管受訪時表示，以自動化設備開發及自動化物流打造的自動化工廠，

除了帶來上述生產優勢之外，產品良率的提升是 I 公司最重視的環節之一。P 集團早在

2013 年接獲 I 公司中階智慧型手機產品即展現其優異的品質控管表現，受到自動化工廠

有效控管生產端，讓客戶在接連幾年的產品都交由 P 集團負責生產組裝，藉由自動化生

產設備和專業品質掌控能力，讓 P 集團接獲 I 公司智慧手機大廠訂單，為公司營收帶來

注溢。 

 

(二) PEGACASA 

P 集團集團董事長，積極研發非 IT 類的消費品，透過新技術、新觀念、新設計方

向、新產品的概念，打造精品研發室，開發具潛力、獲利的邊緣商機。P 集團設計與機

構高階主管受訪時強調，公司在組織架構上將機構與工業設計部門兩者結合，有別於其

他 ODM 代工廠大部分都將機構與設計分拆，P 集團為了共享內部人才資源，結合設計

團隊及專業的機構工程研發人才，單獨成立為一利潤中心，統一由工業設計背景出身的

總經理帶領。透過設計服務與機電工程的緊密整合，讓團隊在設計新產品時，能有效解

決產品開發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結合雙方的專才領域，提供市場研究、概念發想、執

行設計、材質應用，以至於製程導入及量產等全面性服務，提供跨領域整合思考，突破

自我的設計框架邏輯思維，使團隊能在無侷限的工作中，相互碰撞激發最大的創意火

花，拓展多元化設計代工服務或建立自有品牌，不但能快速搶得市場先機，也突破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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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代工廠的硬體思維框架，發揮堅強的設計軟實力。例如其中一位設計師李小姐所設計

的作品「光線‧感染」曾奪得國際設計大獎，在訪談中也透漏，「要是沒有工程師在機電

整合上的協助，想像中的作品未必能落實！」在打造這項得獎作品時，她讓不同顏色的

燈泡，能彼此感染、流動色彩，在氣氛營造上相當出色，而背後的關鍵技術，從原本提

出的磁力方式，經與工程師討論後，變更為 RFID(無線射頻)，這才讓作品得以順利問

世。她表示，這正是數百位工程師與研發人員共同激發出潛能所打造的完美產品，曾待

過不同設計公司的她表示，在 P 集團的設計師相當幸福，因為她們主要負責概念發想，

技術端則有工程師協助實現。 

P 設計有了強大的人力資源為優勢之後，追隨總公司策略，積極拓展多角化策略，

除了原有 IT 產品線(筆記型電腦、智慧手機、IOT 物聯網通設備、AIO 顯示器、智慧穿

戴式裝置、機器人…等)外，也致力於非 IT 類產品的設計開發，如生活家電、3C 週邊時

尚配件、工業設備、交通工具配件、建築室內設計與建材、多媒體廣告與行銷、文化志

業等。結合電子、機構、模具、製造的企業優勢。藉由設計到生產製作的完全掌握，開

創台灣設計的解答，是一流品牌的最佳合作伙伴。 

在產品外觀的質料選材和製程上，P 集團持續專注於尋找未來可應用的材料，例如

在早期替 NB 產品代工時，P 集團打破目前業界對於碳纖複合質材的製程，並積極投入

兼具輕量與強度的複合材質領域，並擴展到筆電機殼的應用，展現創新的機構設計才

能。 

 

(三) 晶碩光學隱形眼鏡 

公司與旗下子公司景碩，共同轉投資成立晶碩光學公司，主要生產隱形眼鏡。P 集

團與景碩兩者同樣擁有優秀之設備開發設計團隊，透過 P 集團自行開發新型自動化生產

線及生產流程，將工廠自動化生產流程的設備資源和能力複製到生產隱形眼鏡的晶碩光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25u5F37%25u5E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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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公司，從開始原料投入到鏡片成品，完全自動化生產，核心製程擺脫傳統氣壓元件控

制，採用伺服控制系統，生產穩定性高。 

景碩原有的工廠團隊，也累積多年製造光碟讀取頭的經驗，可以有效率和兼顧品質

的把隱形眼鏡純手工製程，改為 SMT 線生產。經過兩年半的琢磨，晶碩已能將隱形眼鏡

的生產流程從四小時縮短到四十分鐘，與 P 集團的結合更能擁有更多資源和能力，投入

彈性製造、高良率的光學產品，也能將模具技術開拓隱形眼鏡市場。「以前做隱形眼鏡

要人工一片片檢驗，我們 P 集團的自動化設備做過光碟讀取頭、掃地機器人，有的是光

學技術，我們要用做電子業的效率和品質，來做隱形眼鏡。」P 集團董事長接受《今周

刊》訪問時表示，P 集團擁有自動化設備團隊的利基，能打破隱形眼鏡仰賴人工生產的

方式，利用高自動化的程度來提升效率，秉持著豐厚的產品發展經驗及生產流程的垂直

整合製造能力，從極具創意的設計到系統化的生產製造服務一貫流程，完整而有效率地

滿足顧客的所有需求。結合景碩的技術和 P 集團的自動化設備，這種多角化投資讓 P 集

團得以將核心資源與能力應用在開創新產品事業上，成功發展非 NB 電子化新產品。 

 

(四) 小結 

本研究所分析的 P 集團三個產品事業，並且套用 Barney 所提出之良好的企業資源所

應具備的四個特性進行分析，並採用在不同評鑑者之間的「三角檢定法」，試圖從不同

的角度找出事實與現象，分別詢問受訪者的看法加上筆者本身的判斷，歸納及勾選出產

品的屬性(如表 5-1-1)。 

有形資源的部分，代工智慧型手機和生產隱形眼鏡均備有自動化設備可自行生產，

也具有驗證設備資源可以測試產品的可靠度和壓力測試，可以降低委外生產製造的成

本，較容易掌握生產時程和出貨品質。生產設備的價值因為較高，屬於具有「價值性」

的資源。P 集團由於資金財力雄厚，加上董事長的大力支持，成為少數在公司組織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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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成立設計工作室的代工廠，此為具有「稀少性」、「價值性」、「不可模仿性」的

獨特資源，成為 P 集團能夠發展非 NB 領域的商品優勢。 

無形資源部分，受訪者一致認同「品牌」為 P 集團獲得客戶信任、並且推出多角化

產品策略能夠快速進入市場的關鍵成功資源之一。代工筆電時各家代工廠較容易擁有相

似的研發生產製造技術，只要集團有資金，投入更多的產線和人力，生產效率提高就愈

容易取得筆電訂單；然而在筆電市場的大環境下，客戶釋單量逐年減少，讓代工廠們開

始削價競爭去得有限的訂單，並且開始從降低生產成本及透過選取較低階的零件配備組

裝，人力成本愈來愈精簡，各代工廠無不希望能在有效的資源下搶奪業績最好的客戶訂

單，卻很難同時掌握產品品質。P 集團在分家初期，筆電的接單量不採取大量訂單策

略，反而取得中小量的客戶規模訂單，專注在生產品質上，靠著自動化設備和有效的人

才培訓，P 集團的代工品質愈來愈好，商譽獲得信賴，也逐漸吸引 I 客戶的注意，藉由

「品牌」的加持吸引顧客買單，一步步地從低階小量的 I 公司中低階手機產品，讓 P 集

團慢慢累積與 I 公司合作的默契和形象，進而成功接到 I 公司的明星商品。 

在能力的部分，受訪員工都一致肯定 P 集團的研發設計才能，可以拓展到不同層面

的商品。不論是電子類筆電、網通商品、或是多角化發展的生活文具、隱形眼鏡，到最

近跟隨物聯網熱潮而發展的車聯網電子商品，皆是透過獨特的創新研發設計技術，讓 P

集團創造多元化的產品線。製造筆電所需的「機構設計」、「線路設計」及「系統設

計」等，都可以沿用到生活配件類產品如手機機殼製造、生活家電類，而「線路設計」

的能力也可延用到生產智慧手機的生產過程中。「驗證能力」為獲取 I 智慧型手機訂單

的關鍵因素之一，由於代工廠不能掌握研發設計大權，只能在品質測試的部分展現完美

的驗證能力和除錯的反應能力，藉由自動化設備和驗證設備資源，結合產線專業工程師

的驗證測試能力，滿足客戶對品質的需求。 

在自有產品生產後所需的「行銷管理」能力，細部可區分為業務銷售和行銷，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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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集團打造的公司形象，以及累積多年在業界的業務銷售能力，讓高層有信心打造在內

部成立的自有品牌的產品，並透過董事長投資的誠品書局，加強業務銷售通路能力，讓

產品可以迅速在市場上打開能見度和知名度。 

最後，引用吳思華(1994)提出的策略性資源定義中，提到的能力部分包括組織能

力，包括業務運作能力及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讓 P 集團得以推出各式各樣的新產品

維持競爭地位，也歸納在本研究中的「價值性」、「不可模仿性」的獨特能力評估項目

之一，如表 5-1-1 所示。 

表 5-1-1   P 集團之三產品之獨特資源與能力 

  

 

本研究分別詢問三個產品事業相關主管和員工，以及筆者本身的判斷，對照

Barney(1991)所提出的核心資源特色理論，將 P 集團的核心資源與能力歸納出具有「稀

少性」、「價值性」、「不可模仿性」，以下分別敘述如下： 

機構與工業

設計事業處

I產品 PEGACASA 隱形眼鏡

品牌 V V V
資金 V V
自動化生產設備 V V
設計工作室 V
驗證設備 V V
產品規劃能力 V V
研發設計能力-機構設計 V
研發設計能力-線路設計 V V
研發設計能力-系統設計

研發設計能力-特殊技術 V V V
整合測試能力 V
生產組裝能力(人工組裝) V
物流管理能力 V V
行銷管理能力 V V
組織能力 V V

晶碩光學
智慧型手機

通訊產品產品事業

獨

特

資

源

獨

特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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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稀少性：由於品牌為P集團獨一無二的資產，雖然P集團並沒有將公司名稱應用

在生產新產品的應用上，但從子公司和內部創業的產品命名可以顯而易見的了解

到背後的投資者為P集團，P集團良好的代工品牌形象和不斷推陳出新的設計新

品，在代工廠界是少數將設計優勢應用在非NB領域的產品廠商，也因為董事長

的設計形象為產品擔任最佳代言人，不論是通路的合作或是對應供應商的原料供

應程度和效率，上下游的廠商大力支持P集團生產的產品，這種稀有性的品牌魅

力，成為P集團獨特的資源。 

2. 價值性：P集團所創造的獨特資源與能力都能創造企業營運的效率和效果，並為

了服務廣大的客群而不斷在產品創新程度上創造獨特的價值，所以除了品牌之

外，其他的獨特資源與能力都具備價值性的特性。 

3. 不可模仿性：這部分因為受到稀有性的特色影響，例如P集團長期投資的研發設

計師，從不同業界挖角而來到P集團與硬體工程師互相激發出不可模仿性的珍貴

設計作品，每一個由P集團投資的產品如生活配件或是結合景碩所投入的隱形眼

鏡市場，兩者雖擁有完全不同的產品線，但因為都具備獨特創新的研發設計能

力，推出的生活配件商品走稀有性的設計為主，而隱形眼鏡的獨家專門技術共識

難以讓其他競爭者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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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P 集團之三產品之獨特資源與能力分析表 

 

 

 

  

資源/能力 稀少性 價值性 不可模仿性

品牌 V V V
資金 V
自動化生產設備 V
設計工作室 V V V
驗證設備 V
產品規劃能力 V V
研發設計能力-機構設計 V V V
研發設計能力-線路設計 V V
研發設計能力-系統設計 V
研發設計能力-特殊技術 V V
整合測試能力 V
生產組裝能力(人工組裝) V
物流管理能力 V
行銷管理能力 V V
組織能力 V V

獨

特

資

源

獨

特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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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價值活動 

本節以 P 集團發展文具精品設計、隱形眼鏡市場為分析為產品分析對象，闡述 P 集

團的「價值活動」。在既有的資源體系下，P 集團在生產新產品的主要價值活動，從產

品規劃、設計、驗證、生產製造、物料管理到業務行銷，掌握主要價值活動，去發展多

角化策略時能夠容易掌握，對於新創產品和打入市場都有明顯的優勢。 

以硬體製造為主的 P 集團，主要價值活動及支援性價值活動如圖 8： 

 

 

圖 5-2-1  P 集團主要價值活動 

 

(一) 智慧型手機通訊產品  

I 產品為高階智慧型手機，與 NB 產品代工的價值活動不同的是，前端的研發設計階

段由 I 客戶負責，而 P 集團主要負責產品生產過程的中段組裝和測試。P 集團的主要價

值活動分別為硬體工程師和軟體工程師在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能力。硬體工程師負責研究

分析客戶提供的主機板架構設計圖，了解架構原理後，再依照需求去打板、測試、組

裝，除錯；另一方面，軟體工程師則負責開發工廠端的自動化測試程式。由軟硬工程師

結合生產線的產品組裝和除錯誤能力，利用 P 集團的廠房設備和自動化程式，大幅提升

產線的產品生產良率。而良率的提高和分析解決問題是 I 客戶評估代工廠生產能力的重

要關鍵。在整合測試、生產組裝、物流管理，沿用了 P 集團過去製造 NB 的價值活動，

生產 NB 和生產智慧型手機的價值活動相似，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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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EGACASA 

P 產品在開案設計之前，都會朝開內部產品開發會議，集結工程師的創意發想，根

據不同的系列精品提出新產品設計構想。從產品設計、定稿、制定生產規劃和市場產品

上市，P 集團堅持掌握材質材料的選購。例如在 NB 代工時期累積的設計經驗，曾經替

客戶打造出限量皮革外殼的筆電，累積與供應商的人脈，讓 P 集團將設計觸角延伸至非

NB 產品時，也能透過累積多年的合作經驗，得到相對優惠的價格。P 集團掌握商品開發

流程的各項價值活動，包括外觀設計、製造開模、金屬塑膠雙料射出等技術，注重工業

包裝跟商業包裝，堅守品質，打造出設計新穎又兼具時尚品質的精品文具配件。 

比較不同於公司主要價值活動之處為打造品牌產品必須開發新的「業務銷售通路管

道。過去代工 NB 產品不需要負責通路行銷策略，面對不同於以往的新商品和新市場，

其價值活動也有所不同，如下圖所示。 

  

 

 

 

 

(三) 晶碩光學隱形眼鏡 

P 集團擁有優秀之設備開發設計團隊，自行開發新型自動化生產線及生產流程，從

圖 5-2-3  PEGACASA 主要價值活動 

圖 5-2-2 智慧型手機代工價值活動 

上游價值活動 下游價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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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原料投入到鏡片成品，完全自動化生產，核心製程擺脫傳統氣壓元件控制，採用伺

服控制系統，生產穩定性高。P 集團還讓出龜山廠辦，讓晶碩有足夠的廠房空間和產能

生產隱形眼鏡。在製程上面，P 集團與景碩公司結合，才發現資訊電子業的製程，原來

在隱形眼鏡也派得上用場。例如在固化過程中，一般業界的作法是採用類似烤箱的設

備，高溫烘乾，需時逾十小時。但晶碩卻從 P 集團另一家轉投資子公司、經營ＩＣ基板

的景碩取得靈感，利用紫外線，將時間縮短至一小時以內，大幅提升生產效率。 

同樣是打造品牌產品，在有了自有設計配件品牌先打頭陣後，P 集團董事長對於發

展自我優勢，創立不同產業的產品有了足夠的信心。加上轉投資誠品多年，累積了豐富

的通路經驗，讓晶碩隱形眼鏡在擁有獨家販售門市後，也開始進駐誠品書店櫃位，拓展

行銷通路。 

 

 

 

 

 

 

 

第三節  市場共通性 

依據 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提出的「市場共通性」定義，市場可依性地理

區域、產品類別、客戶群、品牌形象等不同角度衡量其共通性，本節參考 P 集團受訪員

工訪談紀錄，整理理出研究個案中的四個產品，比較其與 P 集團原 NB 代工業務的市場

共通性。 

P 集團的主體事業為 NB 代工，筆電品牌廠的市場若以地域性區分比較沒有侷限在

圖 5-2-4  晶碩隱形眼鏡價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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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地區，而是以美系、日系和大陸等全球性的品牌代工為主；產品類別依照公司內部

區分的四塊產品類別則屬於資訊電子產品類，而客戶群主要是電腦品牌廠商，品牌形象

以創新設計、生產自動化為優勢。 

本文所分析之三個產品與 P 集團本業 NB 代工的市場共通性重疊程度，分別依照地

域、產品類別、客戶群、品牌形象區分(如下表)，從此表可看出智慧型手機的市場共通

性在上述類別皆與原事業的重疊性較高(如下表以黃色區塊表示)。相較之下，其他多角

化策略所投入的產品如文具生活精品、隱形眼鏡市場則與原 NB 代工業務差異性較高，

市場共同性低。 

表 5-3   P 集團三產品的市場共通性分析表 

 

  

市場共同性 和碩主體事業(NB) 智慧型手機 P品牌文具生活精品 隱形眼鏡
地域 全球市場 全球市場 大陸、台灣、東南亞 大陸、台灣

產品類別 資訊電子產品 通訊電子產品 其他 其他
客戶群 電腦品牌廠商 電腦品牌廠商/手機品牌商 一般消費者 一般消費者

品牌形象
高品質

生產良率高
高品質

生產良率高
高品質

創新設計
高品質

創新設計
結論 市場共同性高 市場共同性低 市場共同性低

 



 

 64 

第四節 三構面多角化策略架構分析 

前三節已充分理解個案公司在進行多角化策略，開發新產品時所需具備的能力、價

值活動和市場共通性，本節將套用 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提出的多角化策略架

構，以「能力 x 價值活動相似性」、「價值活動 x 市場」、「能力 x 市場」的 2x2x2 架構，

進一步套用在 Huang, K.F. and Lin, W.T. (2012)所提出的三構面多角化分類中，選擇適當

的多角化策略進行分析。 

表 5-4   P 集團的三維度多角化分類 

 

 

 

 

 

 

 

 

本研究衡量相似程度的高低，取決於各項產品與 NB 代工為基準的比較，以訪談者

者本身判斷為勾選項目來源蒐集，再以勾選的項目數目除以各項總數，若平均數高於

50%表示相似程度高，小於等於 50%的表相似程度相對較低。 

 

(一) 智慧型手機 

P 集團從 NB 品牌代工轉往智慧型手機代工所需能力與活動價值，在九項主要核心

能力中共計有研發設計能力、整合測試能力和生產組裝能力，物料管理能力，在十四項

價值活動中佔有八項，而在市場共通性則全部符合，上述三要素衡量多角化程度的聯集

 

能力
智慧型

手機
PEGACASA 晶碩隱形眼

鏡
價值活動

智慧型

手機
PEGACASA 晶碩隱形

眼鏡
市場共同性

智慧型

手機
PEGACASA 晶碩隱形眼

鏡

產品規劃能力 V V 蒐集需求 V 地域 V
研發設計能力-機構設計 V 產品規劃 V V 產品類別 V
研發設計能力-線路設計 V V 研發設計-機構設計 V V 客戶群 V
研發設計能力-系統設計 研發設計-線路設計 品牌形象 V V V
研發設計能力-特殊技術 V V V 研發設計-系統設計

整合測試能力 V 研發設計-特殊技術 V V V
生產組裝能力(人工組裝) V 整合測試-可靠 V V
物流管理能力 V V 整合測試-相容 V
行銷管理能力 V V 整合測試-壓力測試 V
組織能力 V V 原料採購 V V

生產組裝-機器 V
生產組裝-人力 V V
物料管理-倉儲 V V V
行銷管理 V V

共計 56% 70% 40% 57% 43% 57% 100% 25% 25%
相似程度 高 高 低 高 低 高 高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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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數高於平均，將其歸類為「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 

 

 
圖 5-4-1 三構面多角化構面圖-智慧型手機 

(二) PEGACASA 

P 集團從 NB 品牌代工，選擇內部創業的方式，在機構與設計工業部門底下打造實

力堅強的設計團隊，生產自有品牌產品，與原 NB 產品異質性高。進一步從三構面多角

化策略架構分析其與 NB 代工事業的關聯程度，可發現 P 集團善加運用能力發展新產

品，在九項主要核心能力中共計有六項交集；在十四項價值活動中佔有七項。但由於是

新產品，與原 NB 代工事業市場共通性較低，僅在品牌形象符合 P 集團「高品質、創新

設計」的特點。根據三要素衡量多角化程度的聯集項目數，將其結果歸納為「能力相關

多角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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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 三構面多角化構面圖-PEGACASA 

(三) 晶碩隱形眼鏡 

P 集團從 NB 品牌代工轉往智慧型手機代工所需能力與活動價值，在九項主要核心

能力終戰共計有產品規劃、研發設計能力、行銷管理能力，在十六項價值活動中佔有八

項，而在市場共通性則全部符合，上述三要素衡量多角化程度的聯集項目數高於平均，

將其規拿為「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 

 

 

 

 

 

 

 

圖 5-4-3 三構面多角化構面圖-隱形眼鏡 

圖 5-4-3 三構面多角化構面圖-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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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以「能力─價值活動─市場」三構面多角化策略矩陣分析 P 集團三個產品個案 

本研究跟據第五章個案公司的多角化策略分析，等於為 Huang, K.F. and Lin, W.T. 

(2012)的命題提供簡單的驗證，以下針對三個產品的創新表現、財務表現、市場表現提

出佐證。 

表 6-1    P 集團三個產品的三維度多角化類別 

 

 

 

研究發現 1：高度相關多角化事業的創新表現、財務表現及市場表現較高。 

本個案所研究之產品中，以智慧型手機產品(通訊產品)屬於高度相關多角化的多角

化事業。在創新表現部分，雖然研發設計主要掌握在I公司手中，但隨著每一年度發表的

新款智慧型手機帶來的創新設計，間接考驗P集團的創新技術製造能力。在財務表現部

分，根據P集團2016第四季公開財報，智慧手機產品(通訊產品年營收佔整體營收72%，

營收占比遠高於其他產品類別；在2015年公開財報中可看出P集團受惠於其代工的智慧型

手機熱賣，合併營收較2014年同期成長 25%至台幣 2,742 億元，為歷史次高，在I公司

訂單加持下，P集團後續業績料持續看俏，隔年也獲得I公司新智慧型手機五成以上代工

訂單，已逐漸成為可威脅國內第一代工廠的存在。在市場表現部分，手機產品以美系手

機品牌為主要客戶，隨著訂單配比的持續題提升，成為P集團近年的主要成長動能。因為

替I公司製造的智慧型手機產品市場反應不錯，陸續吸引同產品類別的其他國際品牌大廠

多角化策略 能力相似 價值活動相似性 市場共通性 創新表現 財務表現 市場表現
高度相關多角化事業 高 高 高 V V V

能力相關多角化 高 低 低 V

垂直整合多角化策略 低 高 低 V

生活精品 

隱形眼鏡 

 

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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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讓其他事業處─網通產品部門(通訊產品)釋單給P集團，讓P集團的創新設計能力得

以展現在不同產品，發展比其他ODM公司更廣創新的產品線。 

 

 

  

 
圖 6-1-1  P 集團各產品別營收佔比圖 

 

研究發現 2：能力相關多角化事業，預期會有較佳的創新表現 

本個案所研究之產品中，以P公司自行創立的品牌文具生活精品為「能力相關多角

化」事業，即使產品類別和市場區隔與原P集團核心代工事業差異性大，但因為核心能力

相近，可以善加運用核心能力運用在新產品事業中，發揮創新表現。雖然價值活動相似

程度低，無法達到範疇經濟的綜效，可能因此而無法在財務表現上有亮眼表現。在市場

共通性的程度較低，意味著原公司進入新市場的難度增加，需要投入更多資源打入新市

場。從P集團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發現產品的設計創新能力屢獲國際設計大獎肯定，持續

推出具有設計感的高質感產品。但在財務表現上，由於與原P集團事業單位的價值活動關

聯性低，加上每件商品都具有獨特性的創新設計、精緻少量化的市場獨特性高，造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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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過程中，無法透過規模經濟較無法取得上游供應商的優惠價格，也因為製造量少，而

無法使用自家工廠生產，而是與外部工廠配合生產。產品定位屬於高端精品市場，鎖定

高消費和重視生活品質客群，產品單價高，但生產成本也相對較高，利潤較低。市場共

通性較低，需要額外投資開發銷售通路，以新產品進入新市場，雖然為P集團創造新的成

長機會，但目前成立新品牌六年多來，還無法看到為P集團明顯帶來的財務獲利效益。如

下圖所示，歸屬在公司「其他」類別的P牌生活精品，營收占比低於總集團的10%，相較

其他產品線，營收佔比較低。 

 

圖 6-1-2  P 集團各產品別營收佔比圖 

 

研究發現 3：垂直整合多角化事業，預期會有較佳的財務表現 

P集團的成長策略主要以多角化策略為主，除了在內部成立新設計團隊生產非NB產

品之外，也持續進行向上游整合的垂直整合策略，例如與IC載板公司景碩轉投資成立晶

碩光學隱形眼鏡公司，將景碩價值鏈整合進自己的價值鏈中，在研發技術部分，景碩負

責射出模具及鏡片設計、射出技術及模具之開發與評估，以及改善超精密加工技術之開

發，這些技能都是原本P集團缺乏的核心能力，透過除垂直整合的多角化策略，將景碩的

開發設計團隊與P集團的自動化生產經驗結合，從開始原料投入到鏡片成品，完全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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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從筆電跨足生產製造隱形眼鏡，雖然過程中核心能力和市場共通性的重疊性低，

但透過垂直整合，持續自動化生產設備開發，提高產線自動化生產能力，降低用人成

本，並提高產品品質、生產穩定度及產量，有效改進整體生產效能，在財務表現部分，

104年營收持續成長且獲利增加。在市場表現部分，與原筆記電腦代工市場不論在客群和

地域的重疊性較低，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廣設門市和開發市場通路，除了重視自有品牌之

市場開拓之外，也積極發代工客戶，採代工與品牌並進之雙引擎策略，持續擴展全球市

場。  

 

 

圖 6-1-3  P 集團各產品別營收佔比圖 

 

(二) P集團發展新產品的策略思維-以PEGACASA和晶碩隱形眼鏡為例 

本個案所探討的兩個新產品─PEGACASA和晶碩光學隱形眼鏡，兩者都是發展新產

品和新市場的多角化策略之一，並且都是兼顧自有品牌和代工，兩者的策略思維和財務

成效卻有不一樣的地方，值得進一步探討，此段分析結果主要利用個案訪談方式及參考

學術文獻而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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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力為核心能之一的P集團，在組織內部機構與工業設計事業處下所成立的新設

計團隊和新產品─PEGACASA文具生活精品，是屬於上述三構面多角化策略分析的「能

力相關多角化策略」。筆者進一步跟受訪主管詢問當初公司的策略思維，根據本研究發

現，由於這種透過公司的核心能力創造新事業單位或新營運部門的過程，並將資源移轉

到新產業，以創新某種新產品，在學術上屬於相關多角化策略的「內部創業」一種，

Charles Hill(2012)。國際上也不乏利用內部創業的方法進行相關多角化的公司例如3M，

透過內部的各種創意構想，來創造新產品或改良產品，建立新的事業，以開創商業模式

並主導新市場。P集團即透過內部創業的方式，成立PEGACASA，在台灣尚未有自創品

牌的高階精品文具和生活配件商品，等於進入一個新興的或萌芽中的產業。在筆者與該

部門高階主管的訪談之中，詢問到當初公司決定以自身核心能力的優勢成立設計團隊

時，為何不單獨成立子公司，專職負責非NB的設計事業，而是採取先利用內部創業的能

力相關多角化方式進行試驗？受訪主管表示，一般企業透過內部創業的方式，由於失敗

風險高，加上核心資源都在總部，若要成立新公司勢必要調整組織架構，將擁有核心設

計能力的員工分配到子公司，不利於本公司未來發展。當初透過小規模的方式進入新市

場，缺乏規模經濟和市場可見度所產生的高成本，限制建立品牌忠誠度以及獲得較佳配

銷通路的能力。但P集團藉由投資國內最大書店，積極改造其營運風格，試圖將書店商店

化，並且打造其高質感獨特生活風格，成為自我品牌銷售通路的最佳管道，進而透過誠

品書局的通路效益逐漸打響品牌知名度。相較之下，成立自我品牌的隱形眼鏡，雖然財

務表現較佳，成立兩年後迅速獲利，當初宣布開發自有品牌的隱形市場也面臨到不少高

成本和高風險的挑戰。看好隱形眼鏡投入的開發成本較NB事業低，也看好市場需求潛

量，P集團高層與景碩不斷在研發過程中提出創新產品設計，在產品尚未獲得市場知名度

潛，就設定要以大規模的方式進入市場。他們相信大規模進入的廠商，可以較快速的實

現規模經濟，建立品牌忠誠度，並獲得較佳的配銷通路，但大規模進入需要龐大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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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若在市場上失敗，則會有重大的損失。更甚者，當時隱形眼鏡市場已經具備擁有規

模經濟、品牌忠誠度和配銷通路較廣的競爭對手，P集團面臨到此挑戰，便決定利用其本

身的財務能力，初期與景碩皆投入龐大的行銷費用，拓展自有通路等，也因此迅速讓產

品知名度提升，成立兩年便開始獲利。 

對於在公司內部新創事業的另一風險，P集團高階主管受訪時表示，除了上述風險之

外，來自於組織和管理問題的不當也可能讓新產品獲得內部資源的管道造成阻礙。藉由

成立許多部門分攤失敗的風險，反倒造成大量的現金流量耗費在許多分歧的部門，有時

候為了維持整體獲利，不得不減少各部門資金，反而使得最有前景的明星事業群(智慧手

機)欠缺足夠的資金和人力。另外，公司高層必須確認每個事業的商業模式是否完備，若

太注重技術研發，使得新產品常不具有太大的商業價值，或是無法顧及到市場需求，則

有可能無法讓新產品獲得更好的收穫。 

以技術為背景出身的公司高階主管們，被董事長要求必須自我精進商業管理技能及

領導力才能，必須平衡R&D的表現，結合研發與行銷，以確保最具本效益的方式製造新

產品，共同擬定策略目標，設立跨步功能的專案團隊，成功整合不同功能，大幅縮短新

產品上市時間。 

P集團不論是發展PEGACASA還是隱形眼鏡，雖有不同的規模進入市場，透過正確

的商業模式和策略，設定短期和長期目標，各自都有不錯的發展和表現。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可能產生的研究限制包括： 

1. 本研究是以人員訪談的研究設計，大部分公司策略多是由受訪主管提供，無法代表整

體公司策略，有些問題因為涉及公司營業機密，較無法進一步取得財務數字，無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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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供更具體的財務分析，僅能針對公開的財報資訊進行研究，導致部分資訊的

不足。 

2. 本研究所針對的三個產品，僅隱形眼鏡為上市櫃子公司，另外兩個產品為公司內部營

業機密，無法提供個體的財務經營數字，僅針對多角化策略面提供建議。 

3. 對於未來發展，由於涉及商業機密部分，此為筆者個人推測和淺見，僅供參考，不代

表受訪公司未來策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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