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整理 

 

第一節 研華公司背景介紹 

 

一、公司簡介 

（一）成立背景 

研華公司創立於 1983 年，研華是國內最大的工業用電腦製造廠商，

以自有品牌「ADVANTECH」行銷世界，目前全球市場佔有率約 6%，僅次於

市佔率 8%的德國廠商 Kontron。研華早期時公司以工廠自動化、應用桌上

型電腦模組量測自動化系統（PC Lab Card）相關的設備為主。之後，成

功導入工業級電腦（IPC）產品線，並自行開發工業級 CPU Card 與工業級

電腦機殼，結合成為完整的工業電腦產品線。近幾年來隨著網路流行，將

產業擴展至 ⋯辦公室、居家、交通運輸、國防、通訊 等領域，使得產品成

非 PC 般標準化產品，是屬於特殊利基型產品。尤其最近朝〝Connected 

eWorld〞網路事業發展。 

（二）組織架構 

研華目前共分為三個事業群，分別為 Embedded & Applied 

Computing(嵌入式與應用電腦事業群)、eAutomation(工業自動化事業

群)、Industrial & Network Computing(網路及通訊電腦事業群)。在三

個事業群下又分為 14 個 Division，如圖 4-1-1 所示： 

 

 

 

 

 



 

 

 

 

 

 

 

 

 

 

 

圖 4-1-1 研華科技組織圖  

資料來源：研華科技 

 

（三）營業項目 

研華的目標主要是作為一個「ePlatform Service Provider」，藉由

三大事業群來提供客戶完整的解決方案，為客戶解決各種設備與網際網路

之間的聯繫問題。研華主要的營業項目為工業用電腦、嵌入式電腦卡、工

業測控產品等等多樣產品類別，總共有將近 450 多種產品可供客戶選擇，

也可依照客戶的需求作產品的設計。由此可知工業電腦產業為一個高度客

製化、少量多樣的特殊利基市場。 

由於研華自從創立以來便堅持自有品牌的經營，因此在將近二十年的

努力經營通路以及品牌之下，研華「Advantech」的品牌已經在國際間打

響知名度，也因此研華在這個高毛利率的工業電腦產業之中，可以比競爭

同業對手再多出 15％～20％的毛利。 

圖 4-1-2 為研華科技的各項產品佔總營收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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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研華科技各項產品佔總營收的百分比 

資料來源：研華科技 

 

 

（四）全球佈局 

目前研華全球員工約 2,000 人，分公司遍佈 16 個國家、28 個主要

城市，以及擁有 65 個經授權的經銷商。 

研華在台灣、大陸、美國、荷蘭設有製造及運籌中心，整合全球供應

鏈資源，提供客戶即時、專業而完整的服務。藉由工業自動化、網路暨通

訊電腦、嵌入式與應用電腦三大策略核心事業群的運作，研華提供多達 450 

種以上的產品及解決方案，滿足客戶在各項垂直領域的應用。而在 2004 年

劉克振董事長提出「二次創業」觀念之後，研華組織將會進行重大變革。

劉克振董事長說：「未來組織將重整為二大部份，一部份為中央總部功能

（Centralized Corporate Infrastructure），另外則是產品＆業務部門

（Divided Business Segments）。中央總部將透過嚴格的中央化，以高

度的執行力加值業務端及產品端的力量，而全球各地區(Region)的專屬業

務單位（Sales Sector），則專注於目標客戶群的服務，產品則在三大事

業群下，再細分成 14 個產品處(Product Division)分工發展。」 

圖 4-1-3 是研華全球各地營收佔總營收百分比： 

 



 

 

 

 

 

 

 

圖 4-1-3 研華科技全球各地營收佔總營收百分比  

資料來源：研華科技 

 

在全球佈局方面，研華將分為兩大製造中心，分別在台灣台北以及中

國昆山，在台灣負責的是少量多樣的客製化產品，而大陸昆山則是負責大

量標準化的產品。研華是在各個工業電腦廠商當中，最早西進大陸的廠

商，目前台灣與大陸之間的製造比例為 1：1 左右，使得研華比其他廠商

更具有競爭優勢。平均而言，研華在大陸生產的產品可以比在台灣生產便

宜約 14％左右。研華在大陸上海昆山成立的製造中心已經正式啟用。研華

目前在新店及大陸昆山廠共有 5 條 SMT 生產線，今年預計創造 70 億元營

業額。除此之外，研華在全球四個地方設立區域運籌中心，分別在台灣台

北、美國 Fremont、中國昆山、荷蘭 Eindhoven 四地，負責掌握各區域的

產品運送以及存貨調配。而在業務方面，行銷業務一向是研華所擅長的領

域，也是研華之所以能夠領先其他品牌的一個重要原因。研華將全球市場

分為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台灣、南亞以及其他新興市場七個區域，

各個區域設立據點以及負責主管，將權力下放給各個地區業務人員，由當

地的業務人員針對該地的特殊需求進行業務推廣，研華希望這樣的組織以

及方式與當地的文化進行結合。 

圖 4-1-4 是研華科技在全球各地的據點： 



 

 

圖 4-1-4 研華科技全球各地據點  

資料來源：研華科技 

 

 

（五）經營模式分析 

若以一般的個人電腦產業的眼光來看工業電腦產業，其實可以發現工

業電腦的硬體技術水準不高，因此研華成功的關鍵主要還是在對於特定產

業需求的瞭解以及高度客製化能力為最主要的競爭武器。因此研華在研發

方面主要是以不斷推陳出新推出新產品、滿足客戶一次購足（One Stop 

Shopping）的需求、提高客製化能力等方面為最終考量。在研發新產品方

面，研華歷年來都以營業收入百分之五左右的經費投入研發，以及研發人

員約佔總員工 20％的規模進行研發活動。藉由強大的研發能力，每年可以

推出約 30 種的新產品、100 樣的各式專利來符合不同的要求，讓客戶能



在最短的時間獲得完整的解決方案，並且替顧客創造利潤。 

研華不僅積極投入高度客製化技術滿足顧客的需求，也透過與

Microsoft、Intel、Via Technology、Micron 等知名大廠的聯盟，開發

更貼近客戶需求的解決方案。研華的主要客戶群為系統整合商(System 

Integrator)，並採用經銷商(Channel) 、大客戶直接下單、網路訂單及

直銷(Key Account)等交叉運用的通路策略，建立涵概由研發、製造到品

牌行銷之完整價值鍊，充分展現全球〝ePlatform Service〞品牌之領導

地位。 

圖 4-1-5 為研華科技的經營模式概念： 

 

 

圖 4-1-5 研華科技的經營模式  

資料來源：研華科技 

 

 

（六）未來經營方向 

過去幾年工廠用 PC 的產品銷售額佔研華營收比例已低於 20％，因此



研華不斷的尋找新的利基市場、尋求轉型的機會，而在經過不斷的常識之

後，研華決定以「ePlatform Service Provider」自居。由於研華科技是

全球 e 化電子平台服務 (ePlatform Service) 的領導廠商，長期以來致

力於符合客戶特殊應用需求的電腦平台設計與開發，以創新科技豐富人類

生活為企業目的。雖然目前網際網路漸漸的盛行，但是網際網路的應用仍

然是處於個人、辦公室等較一般的用途，而在醫療、交通運輸、監控安全

系統、娛樂、資訊服務等等領域尚未成熟，因此研華目前的目標是成為

「ePlatform Service Provider」、服務 eWorld 系統整合商客戶的廣義

市場。因為 ePlatform Service 需要具備許多樣的產品來讓客戶挑選，因

此研華在三大事業群的架構之下，再細分為十四個產品部門「Product 

division」藉由高度的專業技術以及客製化能力來服務少量多樣的客戶需

求。研華再細分出十四個產品部門之後，也充分授權給各個產品部門，也

實施利潤中心的制度來經營，將各產品部門視為一個獨立的小公司來經

營。 



第二節 Case A Win CE 核心平台下之 PC Base 工業控制系統 

 

一、市場機會點─尚未消費者 

 

在破壞性創新市場最有利市場機會點有三種：一、尚未消費者。二、

過度滿足消費者。三、非市場情形。case A 為典型尚未消費者案例，Win CE

一般都是使用在手持式系統如 PDA 或手機上應用，市一個成熟且量產廣為

接受嵌入式 OS 及與 Window XP 作業系統相容的人機操作介面，但是一直

停留在商業上的點單用途，無法進入工業控制領域。而是一值都是採用

Intel X86 及 Microsoft Window System，系統大且耗電，無法進入體積

小、省電且高穩定的工業控制系統在此情形之下就形成了破壞性創新缺

口，而造就了新一代工業控制新創新。 

 

（一）市場變化 

於 1980 年開始，IBM PC 的發明及相容產品的流行，已有部分的自動

化設備闊始採用 PC 產品，例如人機介面系統，再者，由於 PC 大幅流行，

取代傳統的大型電腦系統，所以已有愈來愈多的自動化設備由 PC 取代。

由於 PC 是個開放性架構產品，目前由 Microsoft & Intel 所主導的扎產

品，其 S/W 和 H/W 均為開放式系統，使用者很容易就可根據其需要而擴展

系統功能。藉由 PC 的開放性通訊能力及豐富的圖形介面、人機操作環境，

目前大多數資訊系統已由 PC 所組成。然而 PC 架構亦存有穩定度不夠的問

題。自動化產業仍對其應用有所保留，大多數均應用於人機操作介面及資

訊通訊方面。不過，由於後 PC 時代來臨，半導體技術進步神速，所以業

界廣為流行「開放性系統架構」，此系統架構不只具有 PC 開放性的優點，

而且其穩定性亦大大提高。本計劃利用 Open Control System 的架構，結



合 Ethernet 及網際網路通訊的能力，整合成 Web-enabled 的控制系統平

台，此 Web-enabled 控制系統平台不止可成為國際資訊科技體系的應用主

幹，而且可為國內自動化提供一高競爭力的技術平台，提昇自動化產業的

產品，並進而加速國內產業自動化升級，利用網際網路增加競爭力，成為

下一波國際產業的新盟主。 

 

(二)潛在市場機會點 

1、Win CE-based 控制器 

（1）全球小型控制器市場規模為 1580 億台幣，Win CE-baser 小型控制器

可取代 20%的市場佔有率，帶來 95 億台幣銷售產值。 

（2）預估全球中大型控制器市場規模為 554 億台幣，Win CE 中大型控制

器可取代 40%的市場佔有率，帶來 55 億台幣銷售產值。 

（3）完成 Win CE PC-based CPI 模組，數位/類比資料蒐集模組及通信模

組等，提供國內業者建立完整產品技術，進而提供優越之本土化產

品給國內相關產業，以減少仰賴進口，並可進軍國 際市場。 

（4）完成 Soft PLC 工控系統的研製，建立 Soft PLC 之軟體核心技術，

以掌握關鍵技術，落實於 PC-based CPI 之產品中，提升業者產品品

質及競爭力。 

（5）領先推出 Win CE-BASED 工業控制系統關鍵硬盤模組，讓台灣成為國

際 Win CE-BASED 工業控制系統產業的前五大廠商。 

 

2、Win CE-based 人機介面  (HMI) 

（1）Win CE-based 人機介面(HMI)市場規模預計於 2000 年將有 184 億新

台幣，2001 年為 208 億新台幣。預估台灣 Win CE-based 人機介面

(HMI)產品將佔有世界市場的 30%，即於 2000 年可帶來 55 億新台幣

銷售產值，2001 年帶來 62 億新台幣產值。 



（2）人機介面為控制器系統必需的產品。Win CE-based 人機介面(HMI)

利用其 LCD 型式 PC 介面，節省工作空間，緊密整合控制器，帶動控

制器系統進入網際網路世界，擴大 PC-based 控制器的優勢，依據

Control Engineer1998 預估，可增長 20%的市場機會。 

（3）Win CE-based 人機介面 (HMI)技術，可擴及所有自動化領域相關的

人機介面產業(例如可擴及應用於嵌入式自動化的產品)並開創新的

產業機會。 

（4）Win CE-based SoftLogic 工控軟體 

（5）自行研發邏輯控制軟體，不只提升台灣軟體研發能力，培育軟體高

級設計人才，而且可擴展台灣對整體系統的研發能量，對提升台灣

產業的層次具有相當大的幫助。並且，透過台灣硬體產業的行銷通

路，可擴展軟體產業在國際世界的市場 

（6）與學術研究單位合作，建立 WinCE-BASED 工業控制系統關鍵硬體模

組，可培育廣大的人才，以迎接即將來臨的機會。 

 

3、Win CE 核心技術 

（1）透過 Win CE 模組化(component)結構的核心技術，緊密結合 PC-based 

embedded 硬體設計，達成有效降低成本，提升台灣 Win CE-based 控

制器的競爭能力。 

（2）利用 Win CE Real-Time 核心技術，提升控制器精確度及 Real-Time，

deterministic 的功能。 

 

二、競爭對手評估 

 

競爭對手的背景分析─工業電腦全球五大品牌競爭分析： 

根據 VDC(Venture Development)於 2001 年 4 月所作之工業電腦全球



市場報告(The Worldwide Market for Integrated)列出全球前五大之工

業電腦廠商，包括 Radisys、SBS、NI、MERCURY 及 Kontron 在全球工業電

腦界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研華則是台灣唯一進入全球前五大排行榜。根

據 2002 年 ING Broke Research 的分析圖表，研華的 EBIT Margin、ROIC、

Geographic Focus 及 Industry Focus 都是世界第一的。 

 

ING Broke Research 針對於工業電腦五大品牌的投資分析報告提出

以下幾點結論： 

1、全球工業電腦及嵌入式應用領域在未來具有高穩定成長率。 

2、Advantech 為工業電腦一領導廠商，在全球產業價值鍊上的地位持續提

昇。 

3、Advantech 為專注本業且持續領先成長的市場領導公司之一。 

4、Advantech 在全球市場佈局與產品發展領域上，不但全球獲利第一，且

為風險平衡良好的投資組合。 

5、Advantech 不但是大中華區市場領導的第一品牌，未來在美洲及歐洲也

將獲得更大的成長空間。 

6、由於 Advantech 是在台灣上市，相對而言其市值駒五大品牌最低，若

能在歐美資本市場上市，其市價將會有更大的成長空間。 

 

（一）RPV(資源、流程、價值主張)分析如下 

 

 

 

 

 

 



表 4-2-1 RPV(資源、流程、價值主張)分析  

 

 研華(Advantech) Kontron National Instrument 

資源 

● 

● 

 

● 

產品線廣 

全球都有 sales 佈

局尤其亞太地區 

20 年品牌及知識的

累積 

●

 

●

 

●

沒有 IA 產品線全

力在 X86 系統上 

利用資金進行公

司合併成長快速 

人員具有工控知

識，及全球化經營

策略佈局 

●

●

●

●

具有處理類比訊號技術 

佔據 PC Base IA 市場 

品牌形象好 

員工素質及專業知識優 

流程 

● 

 

● 

 

● 

 

 

● 

公司的流程已全面

電腦化 

產品的開發具有一

定流程、品質佳 

已建立市場回饋機

制容易取得市場反

應 

20 年市場耕耘已累

積此產業的成熟運

作機制 

●

 

●

公司合併談判及

技巧 

全球行銷的能力

尤其是在歐洲及

北美市場 

●

 

●

 

●

具有開發類比訊號量測

技術的流程 

市場敏感度高，市場研究

能力強 

具有開發應用軟體優勢 

價值 

主張 

● 

 

● 

 

● 

專注於工業電腦全

球行銷 

發展自我品牌及直

銷 

強調高毛率 

●

 

●

●

專注在ODM工業電

腦市場行銷 

強調客製化 

進入垂直產業 

●

 

●

提供在類比信號量測、全

方位服務 

強調自有產品及毛利率

經營 

 



（二）不對稱動機分析 

由競爭者背景分析後，我們發現具有不對稱的動機存在，尤其是在價

值主張方面，研華專注於工業電腦產品全球行銷，因此在 IA(Industrial 

Automation)方面產品，必須存有很大利潤空間，因此在 Win CE-based 控

制器及 Win CE-based 人機介面(HMI)是必須要產品線，而 Kontron 專注於

X86 ODM 垂直市場產業，因此是否進入 Win CE，並未有急迫性需求，除非

ODM 客戶指定，National Instrument 則專注於類比信號量測，目前對 Win 

CE OS 需求不大，對於其客戶未有直接價值，除非市場上有可攜式量測系

統需求時才會需要。 

相對於工業電腦，其他已經在應用 Win CE 廠家如 PDA 大廠 HP、宏碁、

華碩以及通信大廠 Motorola、Nokia…則工業電腦領域市場太小且不值得

投入，毛利率雖高，但不夠支撐其市場經濟規模，進入障礙高。 

綜合上述兩種競爭者市場動機，研華在進入 Win CE 核心平台下之 PC 

Base 工業控制系統具有不對稱動機優勢。 

 

（三）不對稱能力分析 

研華在全球各地設有分公司，16 個國家 28 個分公司，65 個授權經銷

商，4個 Logistics center，對市場敏感度及產品開發流程電腦化，尤其

是如何由市場資訊、技術資訊、行銷管道佈局。都是解決特定問題的能力。 

而在台灣具有 PDA 及手機代工的大廠存在，相對地在技術及人才取得

上較競爭者方便，因此在技術及人才絕對領先競爭者，再加上 Microsoft

大力支持台灣業者，研華與 Microsoft Win CE 開發團隊簽約，成為 Win CE

技術開發解決方案軟硬體提供廠商，並進入台灣微軟 Win CE 技術中心實

驗室，進行 Win CE 技術合作交流，以加速 Win CE 平台開發技術。 

由於商品開發流程及 Microsoft 簽約合作，讓研華相較於其他競爭廠

商不對稱能力的分析。 



（四）辨識在位者因應策略 

表 4-2-2 辨識在位者因應策略  

 

公  司 策  略 跡  象 

Kontron 讓出市場 

●

●

●

專注 ODM 客戶 

專注 X86 市場 

暫時不提供 Win CE 平台服務 

Nation 

Instrument
讓出市場 

●

 

●

專注在實驗室及工控類比信

號量測 

暫時沒有推出 Win CE 平台產

品計劃 

 

三、策略考量與執行 

（一）方法 

研華在這個專案中採取了應變型策略，先在研發中心成立小組，招聘

相關軟硬人才，進入評估及先期研發，並尋求技術可能商品化的研究，找

出市場機會點及事業經營模式。結合在WinCE-base人機介面及WinCE-base

控制器在 IA(Industrial Automation)領域而 WinCE 在 Embedded 部分則產

生了 RISC 跟 X86 應用機會點。而不是一開始便採計畫型策略，當找到市

場機會點及經營模式之後，便全體移到事業群單位，採取計畫型成長策略。 

 

（二）準備工作： 

1、人才招募 

公司指派具有成功經驗的經理人擔任計畫主持人，並且直

接由總經理指揮及報告專案進行進度，並得到公司高級主管支



援及資源調動。 

2、資金來源 

申請經濟部科專計畫，用政府相對投入補助金來減少萬一

計畫不成功風險，而且此項資金是好資金，對成長有耐心，而

公司也負擔一部份風險而形成對獲利沒有耐心，這種資金組

合，在此個案中是相當好的資金來源。 

 

3、價值網路：WinCE 核心平台下之 PC-Base 控制系統 

 

表 4-2-3 價值網路：WinCE 核心平台下之 PC-Base 控制系統 

 

 
研  華 Kontron 

Nation 

Instrument 

價值主張 

 專注於工業電腦

全球行銷 

 發展自我品牌及

直銷 

 強調高毛率 

 專注在 ODM

工業電腦市

場行銷 

 強調客製化 

 進入垂直產

業 

 提供類比信

號量測全方

位服務 

 強調自有品

牌及高毛利

率經營 

動機 

 IA(Industrial 

Automation)方

面應用領域 

 發展 RISC Based 

WinCE 嵌入式系

統 

 發展 x86 WinCE

 專注在 x86

垂直市場 

 發展類比式

信號量測如

PXI 系列產

品 



系統(與 Kontron

相重疊) 

能力 

 全球行銷管道 

 台灣 WinCE 人才

及技術 

 跟微軟合作開發

WinCE 技術 

 合併相關公

司能力 

 垂直產業開

發能力 

 歐洲市場具

有優勢 

 類比信號的

能力 

 具有此點市

場優勢 

 

因此在這個個案中，價值網路重疊部分少，不易被吸納收編而瓦解。 

 

4、競爭對手的反應，在這個案例中目前競爭對手，由於價值網路不同，

並未推出相對映反制破壞現象。 

 

四、研發中心的運作 

 

（一）策略決策 

由研發中心來執行此項專案，採用應變型策略，探討技術、商

品、市場、專業模式，在此案例中共發展了 WinCE HMI 系列產品，

Web-com，Web-Link，UNO，MIC-3000 系列，Embedded x86 及 Embedded 

RISC…產品及專業事業經營模式，讓研華在工控市場進入另一階段

成長及市場成果。 

 

（二）人才招募 

此計畫共招募 15 位外界 WinCE 相關人才，另由內部調用 7位



人力參與，以達到文化、技術及人才培育，準備在往計畫型策略成

長時，有足夠的種子人才發展事業成長。 

 

（三）資金來源 

由於通過了政府科專計畫，獲得了政府 2千萬補助款，及 5千

萬自備款，而降低計畫失敗的風險。借助政府資金補助及自有資金

投入，使得此計畫有充裕資金可利用，而不虞資金匱乏，計畫中途

失敗。 

 

（四）技術 

在此專案中與台科大電子系合作，以取得軟硬體相關前導形技

術研發，又與微軟公司進行 WinCE 合作研發，取得技術領先與交流，

並避免投入太多的資源在技術的研發並避開技術不成熟的階段。 

 

（五）市場機制 

在技術研發過程中，如何和市場掛勾是最困難的機制，在此專

業中設有PM人才，來思考產品定位，及PSM角色設定，PSM為product 

sales marketing，來定義市場及經營模式，另外組織全由總經理

(CEO)直接控管，當一發現市場及產品機會點時，立即發動相關海

外銷售團隊，進行相關市場行銷動作及客戶訪談及問題回饋，讓產

品開發及市場行銷能夠提早在第一時間發生，也讓技術及產品能夠

不斷修正到對的方向，使得技術及產品一旦到達成熟階段，馬上就

有顧客及相對映的銷售團隊。如果不進行市場機制運作，技術可能

開發成功，但商品化就無法順利進行，而只能達到技術開發成果。

因此在專案完成兩年內，陸陸續續推出了產品進入市場，獲得不錯

成果。 



 

第三節 Case B 之嵌入式 SOC 工業控制系統 

 

一、背景說明： 

如圖 4-3-1 所示之研華科技之價值鏈，目前研華在垂直市場及事業群

都已經有很不錯深耕及實績產生，並已掌場未來的脈動，但這些應用都需

很多 IC 變成 Board Level，如果研華往下紮根成立嵌入式系統中心部，提

供具有爭力之 SOC IC，則在市場上就能夠技術領先，價格領先。如此，我

們將在嵌入式系統的產業上，成為世界知名的廠商讓台灣在工業控制及嵌

入式電腦系統領域中領先全球市場。 

 
 

圖 4-3-1 研華科技之價值鏈  

 

（一）市場機會點－尚未消費者，部份過度滿足消費者 



在破壞性創新中最有利市場機會點，有三種：1、尚未消費者。2、過

度滿足消費者。3、非市場情形。case B 為尚未消費者且有機會提供給過

度足消費者，具有另一種低階市場市場破壞性成長機會，由於在工業電腦

領域一直都是以 PC 結構為主體，永遠都無法逃離以 Intel x86 為基礎設

計概念，但隨著科技進步及 IC 設計難度降低，使得台灣能夠在半導體產

業 IC 設計及 IC 製造取得一席之地。因此讓研華看到一個市場機會點，提

供一個不是 x86 平台，嵌入式控制系統。嵌入式控制系統最大好處是省電

廠可攜式，體積小，價格便宜，穩定性高。這個計劃可以使得產業應用層

面進入到尚未使用者市場如可攜式產品，另外也會提供更便宜及穩定工控

產品來取代部份 X86 低階產品，因此在此個案中提供了兩個市場機會點：

1.尚未消費者. 2. 過度滿足消費者 

 

1、未來 10 年 TOP10 市場形預測 

根據 Dataquest2001 年預測 SOC 在下列 10 個應用領域將佔有非常大

的商機，如圖 4-3-2 表示未來的成長率及產業變也是台灣未來一定要走的

路。研華將在 Embedded (嵌入式系統)佔有市場一席之地，如在

Transportation、Modem/Remote Access、Wireless infrastrutim、LAN/WAN

等領域發展。而如何將 SOC 技術落實需要有大環境相配合。目前台灣已經

具備：如晶圓代工、IC Design 人才，IP Share 觀念、學校的教育人才及

知識的累積。 

 



 

 
圖 4-3-2 前十大 SoC 應用之區隔  

 

2、對提昇我國產業效益評估 

這個新世紀的設計概念，就是 SOC(System on Chip)系統晶片的整合

技術，過去台灣 IC 設計業界偏重 3C 某一塊技術開發的做法，勢必要有所

改變。隨著電子應用產品設計朝向輕薄短小與結合網路、通訊、多媒體化

等趨勢，在近三年間，我們看到國內與國際間設計新秀輩出，打出 SOC 設

計整合服務、IP 供應、IA、微機電、光電等新興研發定位的旗幟，為 IC

設計也發展帶來新的風貌。 

對體質發展健康的台灣 IC 設計產業而言，隨著新一波不同定位的新

秀加入，將為產業注入另一股活力乃不容至疑，不過我們也觀察到不少已

經壯大的老將，也在既有基礎上，朝向新興技術研發、引爆 SOC 設計的大

趨勢。 



2001 年我國 IC 設計廠商約在 150 家之譜，創造出 1,192 億台幣的營

業額，繼續穩固靜次於美國的東方矽谷地位。尤其在 2001 年整體不景氣

的環境下，我國 IC 設計業仍然保有 3.5%小幅的正成長率，顯示此產業體

質的穩健，並且預估在今明年仍會持續成長，後勢值得期待。 

 

表 4-3-1 我國 IC 設計業重要的指標 

 

年度 

項目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E) 2002(E) 2003(E)

廠商數 66 72 81 115 127 140 150   

營業額 

(億台幣) 
193 218 363 469 742 1152 1,192 1,480 2,115

成長率% 56 13 67 29 58 55 3.5   

內外銷比率 61:31 64:36 52:48 57:43 62:38 59:41 55:45   

投資/營業額 15.9 15.5 17.3 13.5 15.4 15.3 15.0   

R&D/營業額 

(%) 
12.3 9.5 8.5 9.4 8.9 9.3 9.0   

 

3.未來市場機會：讓機器也成為公司員工的一份子 

 

 



 
 

圖 4-3-3 SoC 產業未來市場機會 

 

第三階段，或稱全企業連結階段，是這個藍圖的最後一環，卻是自動

化服務新世代與演化的開端。現今關於第三階段的建構模型還相當少，但

是卻已經可以察覺未來它的發展潛能。 

詮釋第三階段的最好方式，或許可說第三階段室機器與機器間相互自

動的對話，無須人們的介入操作；和以前公司運作有所不同的，機器設備

會自動決定，並提供需要的線上資訊給系統。沒有人可以完全準確預測到

Enablin

Technology 
         Functioning  
       automatically 
    and autonomously as 
full enterprise distributed 
member in standard 
  IT infrastructures 

CORBA, DCOM, 
    JVM, SOAP 

Database 
Access 
      Security 
     SMI, UPnP 

PPhhaassee  IIII  

PPRROODDUUCCTT VVAALLUUEE--AADDDDEEDD
Enablin

Technology
Web 
  Email 
    SNMP 
      DNS 
        IPP 
         FTP 
   Middleware 

     Leveraging   
     advanced 
 networking and 
microprocessing 
applications   

  
      Enabling  

       Technology  

Build in  
simple 
networking 

32-Bit H/W
Basic TCP
Ethernet 

BBAASSIICC CCOONNNNEECCTTIIVVIITTYY   

PPhhaassee  II  



這智慧型系統的佈建將會有如何超乎想像的發明，但是我們卻可以根據現

有的經驗與技術猜想和預測。或許未來我們將有一套可以同時線上診斷偵

錯，即時更新資訊與最新功能自動下訂單，甚至自動完成生產計劃的夢想

系統。 

 

二、競爭對手評估 

 

1、RPV(資源、流程、價值主張)分析如下 

 

表 4-3-2 RPV(資源、流程、價值主張)分析 

 

 研華( Advantech ) Kontron National Instrument

資源 

● 

● 

● 

產品線廣 

全球都有 sales 佈局

尤其亞太地區 

20 年品牌及知識的

累積 

●

 

●

 

●

沒有 IA 產品全

力在 X86 系統上

利用資金進行公

司合併成長快速

人員具有工控知

識，及全球化經

營策略佈局 

●

 

●

 

●

●

具有處理類比訊號

技術 

佔據 PC Base IA 市

場 

品牌形象好 

員工素質及專業知

識優 



流程 

● 

 

● 

 

● 

 

● 

公司的流程以全面電

腦化 

產品的開發具有一定

流程、品質佳 

已建立市場回饋機制

容易取得市場反應 

20 年市場耕耘已累

積此產業的成熟運作

機制 

●

 

●

公司合併談判及

技巧 

全球行銷的能力

尤其是在歐洲及

北美洲市場 

●

 

●

 

●

具有開發類比訊號

量測技術的流程 

市場敏感度高，市場

研究能力強 

具有開發應用軟體

優勢 

價值

主張 

● 

● 

● 

專注於工業電腦全球

行銷 

發展自我品牌及直銷

強調高毛率 

●

●

●

專注在 ODM 工業

電腦市場行銷 

強調客製化 

進入垂直產業 

●

 

●

提供在類比性號量

測、全方位服務 

強調自有產品及毛

利率經營 

 

2、不對稱動機分析 

由競爭者背景分析後，我們發現具有不對稱的動機存在，尤其是在價

值主張方面；研華專注於自我行銷，因此對於開拓新的市場機會及客源必

須提供多樣性產品，及成本價格競爭力，除了提供現有 X86 系列產品及服

務之外，為因應未來 IT 產業時代來臨，必須具有提供非 X86 系統能力，

及價格壓力，因此當研華在 IC 方面佈局成功之後，就佔領了非 X86 市場

的能耐與進入障礙，改變產品核心結構，將產業由 X86 時代轉移進入 IT

時代。 

而 Kontron 仍然專注在 ODM 客製化模式，除非客戶對於需要非 X86 系

統才會進入，而進入手段則會採取併購方式，但此領域不易併購取得技

術，所以目前尚在觀望中。 



National Instrument 仍然在此類比訊號量測，進入此領域意願尚不

明朗，除非改變公司價值主強。 

相對於其他小型工業電腦競爭者，由於須投入大量資源(人力、資

金)，且市場無法在短期內回收，多停留在觀望態度，無心也無力進入。 

其他有 IC 設計相關公司有可能手中掌握技術，但是對於工控市場不

熟悉，無法定義相對映 IC 規格，且市場行銷進入障礙高，無法在短期突

破，除非市場成長到足夠市場經濟規模，否則進入意願不高。 

 

3、不對稱能力分析 

2001年台灣IC設計廠商約在150家，共創造出1192億台幣的營業額，

繼續穩固僅次於美國的東方矽谷地位，且每年超過 20%以上成長率，而晶

圓代工方面，幾乎佔有 70％市場佔有率，因此研華的 SOC 在台灣的環境，

具有相對映技術能力優勢，因此隨著時間與技術成熟，研華在嵌入式系統

的人才、技術，優勢將愈來愈明顯。 

而研華在世界各地具有行銷據點，因此更加了解客戶需求及市場變

化，而定義出比較好的產品規格，研華市場能力，台灣的 IC 設計能力，

台灣的晶圓代工製造能力，而形成不對稱能力。 

 

4、辨識在位者因應策略 

 

表 4-3-3 辨識在位者因應策略  

公  司 策  略 跡  象 

Kontron 觀望 

●

●

●

專注於 ODM 客戶 

專注於 X86 市場 

暫時不提供 RISC SOC 平台服務 



National 

Instrument 
觀望 

●

●

專注於實驗室及工控類比信號量測 

暫時沒有推出 RISC SOC 產品計劃 

 

 

三、策略考量與執行 

 

（一）方法： 

研華在這個案例中採取了應變型策略，先在研發中心成立小組，召聘

相關 IC 設計人才，進入評估即先期研發，並尋求技術可能商品化的研究，

找出市場機會點及事業經營模式，當計劃進行至一半時，第一顆商品化 IC

量產之後，便導入至各產品線和產品部一起導入商品化產品。另外將部分

團隊成員，因考慮到文化及 IC 市場需求，而另外成立一家子公司，繼續

擴大專案投入。而不是一開始便執行計劃形策略，當找到市場機會點及經

營模式之後，再成立子公司，採取計劃型成長策略。 

（二）準備工作： 

1、人才招募：公司指派具有成功經驗的經理人擔任計劃主持人，並且直

接由總經理指揮及報告專案進度管控，並得到高階主管支援及資源調動。

並申請研發中心得到國防役人才投入。 

2、資金來源：申請經濟部設立研發中心計劃，用政府輔助金協助計劃進

行，減少萬一計劃不成功的風險，而且此項資金是好資金，對成長有耐心，

而公司也負擔一部份的風險而形成對獲利沒有耐心這總資金組合，在此個

案中是相當好的資金來源。 

3、價值網路： 

 

 

 



表 4-3-4 價值網路分析 

 研華( Advantech ) Kontron National Instrument

價值

主張 

● 

 

● 

● 

專注於工業電腦全球

行銷 

發展自我品牌及直銷

強調高毛率 

●

 

●

●

專注在 ODM 工業電

腦市場行銷 

強調客製化 

進入垂直產業 

●

 

●

提供類比信號量測

全方位服務 

強調自有品牌及高

毛利率經營 

動機 

● 

● 

 

● 

提供非 X86 控制平台

提供更省、便宜、可

靠產品 

進入可攜式市場 

● 專注在 X86 垂直市

場 

● 發展類比式信號量

測如 PXI 系列產品

能力 

● 

● 

 

● 

全球行銷管道 

台灣 IC 設計人才及

技術 

晶圓代工價格高 

●

●

●

合併相關公司能力

垂直產業開發 

歐洲市場具有優勢

●

●

類比信號的能力 

具有此點市場優勢

 

因此在個案中，價值網路幾乎沒有重疊，不易被吸納收編而瓦解。 

 

4、競爭對手的反應，在這者個案例中目前競爭對手，由於價值網路不同，

所以並未相對映反制破壞現象。 

 

四、研發中心的運作 

 

（一）策略決策： 

本專案由研發中心來執行，採用應變型策略，探討技術、商品、市場、

經營模式，在此專案中研華導入了開發 IC 技術，並應用在產品中，充分



掌握進入 IT 時代，技術及產品轉型，並藉技術演進，而伸展至其他潛在

市場，也藉由此次專案進行人才交換及培育優秀年輕人才，讓研華為下一

階段成長做好破壞性創新準備。 

 

（二）人才招募： 

此計畫，除了主持人外，其餘都是由外面招募有經驗團隊再加上優秀

國防役(四年)人才所組成，因此在技術及人才培育上是成功的。但是在文

化面上融合較為困難，因此在往計劃型成長策略時採取分離成立子公司策

略。 

 

（三）資金來源： 

由於通過了政府研發中心計劃，獲得了政府兩千萬輔助款，及七千萬

自備款，而降低計劃失敗風險，借助政府資金輔助及自有資金投入，使得

此計畫有充分資金可利用，而不虞資金匱乏，計劃中途失敗。 

 

（四）技術： 

在此專案中心與工研院及業界充分合作，已取得重要 IP 及技術，避

免投入太多資源從頭做起，並避開技術不成熟階段，但是核心部分仍然須

投入大量研發資源，充分掌握關鍵核心技術，並申請專利保護。 

 

（五）市場機制： 

在此專案中，市場機制是最困難部分。除了在舊有市場及舊有產品

中，順利取得市場外。在新市場及新產品推廣，並沒有預期中順利，只要

原因在於外界環境變化及研華組織佈建，都在動態改變中，在此情形之下

除了 PM 制度 PSM 角色之外，另外針對特殊市場建立專業銷售團隊(sales 



team)，有其必要性以達到快速反應市場機制。 



第四節 個案比較 

 

茲彙整結果並點出兩個個案異同之處，加以比較如下： 

 

一、case A 和 case B 兩個案相似點 

 

表 4-4-1 case A 和 case B 兩個案相似點 

 

項  目 Case  A Case  B 

市場機會點 

尚未消費者:提供更好用

Win CE OS 進入工控市場。

尚未消費者:讓 SOC 進入

工控市場，進入更容易使

用、更省電市場可移動式

市場。 

競爭對手評估 

資源 

流程 

價值主張 

相同市場的競爭廠商，但是

在資源及流程和價值主

張，各廠均有非常大的差異

點，可看出重疊性不大，目

前尚未進入白熱化競爭 

相同的競爭廠商，但是在

資源及流程和價值主張，

各廠均有非常大的差異

點，可看出重疊性不大，

目前尚未進入白熱化競爭

具有不對稱動機 
因在價值主張不同；因此在

進入市場策略不同 

因在價值主張不同；因此

在進入市場策略不同 

具有不對稱能力 

具有台灣技術優勢即和領

導廠商合作優勢(PDA 代

工，Microsoft 合作) 

具有台灣技術優勢，SOC

環境、晶圓代工 

策略考量與執行 

1、方法 應變型策略(研發中心) 應變型策略(研發中心)



2、準備工作   

人才 公司內部高階經理人專任 公司內部經理人專任 

資金 政府專案補助及自有資金 政府專業補助及自有資金

價值網路 價值網路重疊部分少，不易

被吸納收編而瓦解 

價值網路重疊部分少，不

易被吸納收編而瓦解 

競爭對手的反應 並無強大的反制黑帶高手 並無強大的反制黑帶高手

 

 

表 4-4-2 case A 和 case B 研發中心運作相似點 

 

研發中心運作 

1、策略決策 由研發中心執行， 

採應變型策略 

申研發中心執行， 

採應變型策略 

2、人才招募 以外聘為主，因內部並無此現

成專業人才 

以外聘為主，因內部並無此

現成專業人才 

3、資金來源 政府資金輔助：科專計劃 政府資金輔助：研發中心計

劃 

4、技術 和外面研究單位合作，不須由

零開始 

和外面研究單位合作，不須

由零開始 

5、市場機制 PM 組織，協助技術商品化 PM 組織，協助技術商品化 

 

 

 



二、case A 和 case B 兩個案差異點 

 

表 4-4-3 case A 和 case B 兩個案差異點 

 

項目 Case A Case B 

市場機會點 尚未消費者 
尚未消費者，但會入侵到過度

滿足的客戶 

競爭對手評估 用新技術進入新市場 

用新技術導入舊市場和新市

場，因此會入侵到過度滿足客

戶的舊市場 

策略考量與執行 

一、準備工作 

人才 除高階主管外，調用內部部分人

力投入研發 

除高階主管外，全部外聘外面

人力，重新建立團隊 

資金(時間) 投入資金較少，且時間短，必須

在兩年內完成，技術較不深入 

投入資金大及時間較長(3

年)，技術較深入，且對未來研

華營運層面影響較大 

二、研發中心運作 

技術 難度較低，較容易完成 難度高，且不易達成，須藉助

更多外力及時間來完成計劃 

市場機制 較易商品化，PM 能夠將技術商品

化行銷，較易進入已有銷售管道

銷售 

較難商品化，因技術較先進，

進入舊市場時，需一段時間適

應期，除了 PM 之外應建立另外

銷售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