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光電系統事業個案描述

第一節 個案公司歷史沿革與事業概況

1. 個案公司成立於民國 51 年 10 月 2日，今年邁入第 45 年，資本額

NTD3,421 百萬元，員工人數 4,500 人，去年(2005 年)營業額為 332

億元，其中外銷佔 47%，約 155 億元，年納稅實績達 23 億元。

2. 品牌早期以國際牌行銷國內市場，並以 National 為白色家電(如

冷氣、冰箱、洗衣機、微波爐…等)品牌，AV 家電(如電視、DVD、

音響、隨身聽、汽車音響…等)則以 Panasonic 為品牌，直到 2003

年，全集團品牌統一為”Panasonic”，也宣示個案公司產品品質

已達到日本及世界水準。

3. 目前總公司簡稱 PTW，子公司有 PCST，PSST，PTST，及 PMX。關係

企業有 PAVCTW。

4. 成立之初，以生產收音機、電唱機和揚聲器三項產品為主。如今

已橫跨家電製品、系統製品、產業用零組件、及機器設備等事業，

計六十餘種產品，200 種以上機種，Panasonic 製品普及海內外的

各個家庭，印證了「品質是無言的最佳推銷員」這句話的真義。

國內一千多家經銷商，每天為帶給人們更好的電化生活而努力，

並外銷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及地區，深獲全世界愛用者的好評，並

於 1996 年 10 月榮獲「國家品質獎」的最高榮譽，Panasonic 是高



品質製品的象徵，確實名不虛傳，非僅爭取到商譽，更維護了國

譽。其主要的歷史沿革如表 4-1-1：

表 4-1-1：個案公司歷史沿革與重要事件表

年度 大 事 紀

1962 公司成立，產銷收音機、電唱機、揚聲器。

1963 產銷電晶體收音機、電鍋、黑白電視機。

1965 產銷烤麵包機、電冰箱。

1966 產銷電冰箱用冷媒壓縮機。

1967 產銷電扇、洗衣機、電視機用線圈、外銷 FM/AM 等高級電晶

體收音機。

1968 產銷果汁機、變壓器、各種家庭電器用馬達。

1969 產銷冷氣機、調頻式全晶體收音機、彩色電視機、自備電源

全晶體電視機。

1970 產銷冷氣噴射式冷凍電冰箱。

1971 產銷全自動洗衣機、冷氣機用冷煤壓縮機。

1972 產銷四聲道立體收音機電唱機、艷華特龍彩色電視機、單槽

洗衣機。

1973 產銷自動涼泉器電冰箱、安全電子扇、立體轉向電扇、通風

扇、卡式收錄音機。

1974 產銷電子光魔控遙控式彩色電視機、定時鐘裝置電視機。

1975 產銷超薄壁電冰箱、一體成型馬達、彩色電視機外銷美國。

1976 實施事業處經營制度、烤麵包機外銷東南亞。

1977 產銷完全無霜電冰箱、分離式及直立式冷氣機、印刷電路板、

精密交直流微小馬達、黑白電視機外銷巴拿馬、烤麵包器外

銷澳大利亞，電視機及電冰箱榮獲「品管團體獎」。

1978 產銷電子選台器、電子鍋、冷氣機及洗衣機外銷日本，果汁

機、馬達外銷伊朗，電冰箱獲得「品管部長獎」，電唱收錄音

機獲得「品管團體獎」。

1979 產銷電腦冷氣機、縫紉機用馬達，電冰箱外銷中東、電視機



獲得「品管部長獎」，冷氣機和洗衣機獲得「品管團體獎」。

1980 電冰箱用冷煤壓縮機外銷菲律賓、冷氣機榮獲「品管部長

獎」，與台灣大學合設「電子電路研究所」。

1981 洗衣機榮獲「品管部長獎」、馬達榮獲「品管團體獎」，烤麵

包器外銷美國，產銷馳返變壓器。

1982 產銷乾衣機及汽車用冷氣機、揚聲器和電解電容器榮獲 JIS

標誌。

1983 產銷電氣自動保溫熱水甁，生產自動化機器及週邊設備。隨

身聽錄音機 RF-444 外銷美國成功，電子零件自動插入機外

銷。

1984 產銷錄放影機、遙控器、電暖器、電腦用終端設備，監視器

及週邊設備、汽車音響外銷，員工休閒活動中心開幕

1985 產銷變頻器、套頭耳機，錄放影機外銷日本。

1986 產銷電熱箱、電磁調理器、整流子馬達工廠取得日本電氣規

格標誌、洗衣機外銷沖繩。

1987 產銷微波爐、電壺、吸塵器。國際牌台北霓虹廣告塔及西門

町電照廣告塔啟用，收錄音機榮獲 CED 認證第一號，吸塵器

外銷美國。

1988 產銷空氣清淨機、電子血壓計、製麵包機、印表機、文書處

理機、顯像器、視聽組合、擴音用喇叭系統。

1989 果汁機外銷新加坡、冰箱用冷媒壓縮機外銷菲律賓。

1990 實施產銷一元化經營體制，產銷箱型冷氣機、個人電腦，彩

色電視機產銷達 100 萬台。桃園事業區正式生產啟用，生產

空調製品、調理製品和馬達製品。

1991 桃園工廠正式開幕。

1992 洗衣機和 15 吋彩色監視器外銷日本，產銷排油煙機。

1993 錄放影機產銷達成 50 萬台紀錄，電冰箱產銷達成 200 萬台紀

錄，收錄音機產銷達成 5000 萬台紀錄。

1994 產銷 LED 電子顯示幕系統、有線電視廣播系統和電腦馬桶座

及相關設備，電冰箱外銷日本，軸流風扇產銷達成 1000 萬

台，汽車音響產銷達成 500 萬台、揚聲器產銷達成 2億隻。



1995 馬達產銷達成 3000 萬台紀錄，果汁機完成年產 60 萬台生產

線。

1996 產銷汽車衛星導航系統、食器乾燥機、除濕機、汽車音響產

銷一元化、錄影機外銷泰國。台灣松下技術服務公司新廈落

成，榮獲國家品質獎及國家產品形象銀質獎。

1997 產銷影像照片機、數位影碟機(DVD)，取得 ISO 14001 認證。

1998 電冰箱榮獲 CED 優良功能獎，齒輪馬達生產線開工。七項產

品取得台灣精品標誌：電冰箱、洗衣機、隨身聽、微波爐、

錄放影機、彩色電視機、分離式冷氣機。

1999 汽車音響產銷達成 1000 萬台紀錄，電冰箱、洗衣機、隨身聽

獲得精品標誌，資訊通電視機榮獲金品獎、造形設計獎，全

平面電視機”Tau”上市，實施社內分社制。

2000 全平面電視 TC-29TF12 榮獲金品獎和造形設計獎，彩色電視

機產銷 200 萬台達成，榮獲中華民國 89 年優良外商、工業精

銳獎、環境管理持續改善績效獎，台松電器販賣股份有公司

成立。

2001 冷氣機廣告榮獲金鐘獎，與關稅總局策略聯盟，生產據點一

元化(桃園中和)，台灣松下集團報導創刊。

2002 網路販賣 4 月實施，除濕機和電冰箱榮獲節能標章，四項產

品取得台灣精品標誌：電視機、影音光碟機、電冰箱、洗衣

機，成立 40 週年紀念，並推出 40 週年紀念商品，松下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SST)納入本公司體系。

2003 三年品質保證制度正式實施，視訊會議系統啟用，統一品牌

Panasonic。

2004 廈門建松電器火炬工廠啟用，實施事業 Domain 制度，電冰箱

外銷中國，產銷液晶電視機及數位電視解碼轉換盒(家用及車

用)，設立顧客商談中心及生活˙設計創意中心，榮獲傑出精

品廠商表揚。

2005 公司英文名稱變更為「Panasonic Taiwan Co., Ltd」簡稱

PTW，產銷 ALIVH 多層印刷電路板，洗衣機、電冰箱、除濕機

和影音光碟機取得台灣精品標誌。



第二節 LED 電子顯示幕產業概況

我國 LED 產業從 1975 年開始有光寶、華興、興華、億光、今台

等公司投入，做的是中下游的封裝(Package)生產，90 年代有國聯、

華上、廣鎵、璨圓、光磊、鼎元、晶元、漢光等的投入上游磊晶片

(Epiwafer)及晶粒(chip)相繼投入生產，至 2004 年 3 月光是 GaN 藍

光和綠光 LED 磊晶片廠商已達 19 家之多，如表 4-2-1 所示，且全部

都已進入量產。

表 4-2-1：國內上、中、下游 LED 主要生產廠商

產品別 國內主要廠商

LED 磊晶片 國聯、晶元、華上、廣鎵、燦圓、洲磊、聯銓、元砷、南亞

LED 晶粒 光磊、鼎元、漢光、國聯、晶元、廣鎵、華上、聯銓、洲技、南

亞、元砷、璨圓

LED 封裝 光寶、億光、今台、李洲、顯明、聯嘉、東貝、佰鴻、華興、宏

齊、興華、長虹、三得、詮興、光鼎

LED 看板 光磊、新譜光、佰鴻、英伍、士弘、郁春、高標、仲鼎、永琦、

台松

資料來源：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PIDA)，2004/3

至於下游的應用在 LED 電子顯示幕方面，由多顆 LED 組成

cluster，再由 16x16->256 顆 cluster 組成 Module，Module 可依

各 Dot-cluster Pitch 大小組成，例 Pitch 10mm、15mm、20mm、

25mm、30mm、40mm 等組成的 Module 各種尺寸(如□160mm、□240mm、

□320mm、□400mm、□480mm、□640mm 等)，看板(Display)則依

安裝位置的高度、大小及廣場空間而由多個 Module 組合而成。



以2004年全球LED市場達62億美元，扣除紅外光LED應用市場，

在可見光 LED 中仍達 54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目前可見光 LED 應用市

場中，以手機上的應用為最大宗，占 42%，次要的潛力市場就是顯示

看板，目前在 LED 的應用市場擁有 25%的市場占有率，如圖 4-2-1 所

示：

圖 4-2-1：LED 應用市場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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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PIDA)，2005/5

除此之外，LED 另外在汽車市場、照明市場及交通號誌等市場都

有大幅成長空間。在這些應用市場中，只有 LED 顯示看板較屬於商業

行為與公共告示，被當作資訊傳播的媒介，其無所謂的標準規格產

品，而是隨設置地點、用途而設計製造，是典型的客製化產品。

LED 能迅速的應用於大型顯示幕上，其特色在於 LED 元件壽命

長，可超過 5萬小時，顏色的再現性優異，畫素大小可自行設計，重

量輕以及電源設計簡便等優點，再加上自 1990 年代後期，藍光 LED

效率急速提升及高輝度綠光 LED 問世，均為大型 LED 顯示看板的普及



化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至於 LED 顯示看板的應用分類，如下表所示，主要用於民間資訊

傳播及公營競技用途。

表 4-2-2：大型顯示看板應用分類

用 途 分 類 主 要 目 的

民間資訊傳播 私人企業之廣告情報

公營競技 提供競賽及票券販售情報

體育設施 各種體育設施等情報

建築物外牆廣告 由多個企業團體募集而成之廣告媒體

公共資訊傳播 政府機關，公告設施情報提供

租賃服務 提供第三者從事商業活動

其他 其他應用

資料來源：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PIDA)，2005/5

未來 LED 顯示看板的應用領域在公共設施方面會隨著新的硬體

建設而作為常設裝置，但在私人企業的商業行為，也就是所謂的活廣

告方面，可為商業活動注入了另一種新生命，將呈現大幅成長的趨勢。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小型的單/雙色 LED 顯示看板也已悄悄

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交通號誌燈及客運公車

的行車區間指示顯示看板，這些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資訊，也將會

採用更多的 LED，不論是單/雙色 LED 或是全彩 LED 顯示幕，其未來

的發展都具備十足的潛力。



第三節 個案系統事業說明

一、前言：

個案系統事業部門原隸屬於該公司生產技術中心，主要以開發設

計、製造公司內各事業部門生產各種家電製品所需的模具、自動化生

產設備及測試設備，1996 年 4月配合公司經營方針”結合先進技術，

開拓系統設備市場，促進全公司事業構造的改革及經營目標的實

現”，自生產技術中心分離出來，改名為”新規事業推進中心”，負

責 LED 電子顯示幕系統事業的開發、生產與販賣，為該系統事業奠定

基礎，並於 1998 年 10 月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事業單位，改名為系統

製造事業處，採取利潤中心制，自負盈虧，而開始展開系統事業的經

營。目前主要產品為 LED 電子顯示幕系統、交通道路資訊顯示系統及

相關多媒體整合系統等。

二、 LED 電子顯示幕系統開發生產及販賣過程：

1.開創導入期(1994.3~1996.3)—

個案公司本業主要生產消費性民生家電商品，以冷

氣、冰箱、洗衣機、電視、音響等傳統家電為主，但這些

商品在台灣的普及率都已高達 95%以上，業績要大幅成長的

機會低，而系統事業在日本母公司正蓬勃發展，特別是在

公共工程方面，因此在 1993.8 全公司開發技術委員會每月

定期會議中，由經營企劃部門提出成立一個系統事業部門

來開創新事業，以促進全公司事業構造的改革及經營目標

的實現。至於新產品的細節構想，則主要來自公司商品企

劃單位，確定後即派遣核心幹部及技術人員前往專門生產

LED Lamp 及 LED 模組的鹿兒島松下研修相關的技術及洽商



先行要輸入的關鍵零組件，回台後，立即投入技術開發試

作，並於 1994 年 2月開發完成，在公司大門先行安裝一座

LED 電子顯示幕，同時成立系統設備營業部門，展開生產販

賣，一開始就策略性取得電信局的大型看板標案，計有金

門、台南、高雄電信局等四面，而站穩了該事業踏出的第

一步。

2.介入參與期(1996.4~1998.9)—

此階段主要在做好市場的定位，並作適當的的調整，

以確保能存活，要求公司廣告部門及營業單位，積極策略

性取得幾個重要標案，如高雄科工館、農委會及西門町中

影真善美大樓等大型全彩看板，並將業務延伸到道路工程

標案—如中山高汐五段，基汐段及北市市民大道等。除了

在全彩看板外，同時在道路資訊可變系統方面積極介入，

以擴大占有率及提升公司知名度。

3.成長展開期(1998.10~)—

此階段主要以市場區隔及差異化為主要策略，並積極

取得眾所矚目的案件，如高速公路中區交控系統(含國一

道、國三道、國四道的中部路段)台灣高鐵各車站內旅客情

報顯示系統，大型全彩看板如台北市政府前、101 大樓、捷

運車站、中台禪寺等，大型運動場競技看板如天母及新莊

職業棒球場等，同時全力開拓海外市場，主要以開發中國

家市場為主，如東歐、中南美、中東、東南亞及紐澳等，

在澳洲、香港則以新商品(如紅綠燈系統、智慧型公車及站

牌看板等)的提案為主。



三、該系統事業的主要競爭優勢：

1.大型全彩看板方面—

a. 運用公司現有的技術開發資源，無論電子電路、機構、

電腦、通訊、軟體等人才充足，對各種市場規格都能

快速對應，相對價格競爭力也強。

b. 公司既有在 AV(影視音響)核心技術的能力，使得系統

機能擴充容易。

c. 擁有廣告配合能力，對民間的物件較佔優勢。

d. 售後服務體制及品管體制完整。

2.交通道路可變資訊工程系統方面—

a.公共工程委員及技術顧問公司建立人脈關係。

b.公共工程專案管控能力及系統整合力強。

c.給予業主和監造單位的信賴度高。(資金運用及工程控

管)

d.具完整的環境測試設備和品管體制。

3.海外市場展開方面—

a.台灣的 LED 光電產業上中下游完整，採購選擇性高，長

期協力廠商的配合性佳，可迅速對應市場需求。

b.具全球品牌知名度。

c.日本松下集團海外綿密系統販路網。



四、為何進入 LED 電子顯示幕市場：

1.在台灣，這幾年來 LED，屋外大型看板及室內中小型看板，市場

需求急速擴大，「動態的，色彩鮮豔的資訊看板」適合中國人的喜

好，市場需求也逐漸成長。

2.顯示內容為中文化，配合個案公司現有中文化軟體的活用及現有

硬體開發陣容，將可完全獨立自主來開發，加上 Panasonic 品牌

魅力，進入市場將指日可待。

3.在個案公司，由於家電製品的成熟化及高普及率，配合全公司事

業構造的改革，業績需大幅成長，因此乃投入此系統事業的企劃，

市場調查，樣品的開發試作評價，市場的測試販賣等，為新事業

的開創作努力。

五、如何進入此系統市場：

1.商品系列機種：先設定室內型標準 11 Model，室外型 2 Model，配

合市場各種系統的需求作對應開發。

2.性能及價格設定：先採用松下自社生產的 LED 模組，比他社亮度更

亮，可視角度更寬，及系統操作軟體能力更強，加上松下長期以來

在製造方面所具有完整的品質保證體制，全省便捷的維修能力等，

以差別化現地製品。價格設定比現地台灣製品雖高 20%~30%，但仍

可賣得出去的商品開發及售後服務的展開。



3.價格力的強化：第一年度，先由鹿兒島松下輸入高性能模組 Unit

以確保品質及機能，並要求鹿兒島松下針對台灣向的模組 Cost

Down 30%及加速開發。現地化開發日程的短縮，針對 LED、注膠、

框體等現地外加工 Cost down，Total Cost 下降 30%目標。

4.開發生產體制：以生產技術中心部門(主要以開發生產設備及模具)

的現有工廠，設備及人員有效活用，在個案公司展開獨自的開發生

產體制。

5.販賣策略：(1)民間企業：透過宣傳廣告及全省家電經銷商作各種

提案及 Sample 提供。(2)公共工程：先行投入 Spec In 工作，配合

國工局及各交通部門提案及提供系統工程規範，以技術的差別化先

行卡位。(3)系統營業部門成立：具體的販賣計畫/目標作成。

6.主要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可歸納如下圖：

圖圖 44--33--11：：LLEEDD 電電子子顯顯示示幕幕之之應應用用範範圍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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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壁面、店頭看板、建物屋頂等。(顯示影像、

商業廣告、資訊提供)

銀行、證券公司資訊報導。

百貨公司、超市、便利商店用廣告、顯示圖案看板。
企業內資訊提供、聯絡事項

休閒設施(KTV、電影院)介紹、資訊提供看板。

高速公路資訊可變顯示板。

一般道路交通資訊顯示板。

鐵路、捷運系統資訊看板。

運動場、棒球場用資訊看板。

鐵路、捷運、高速鐵路車站內、機場內資訊看板。

郵局、電信局資訊看板。

醫療機構、醫院內、體育館內資訊看板。

戶政事務所、警察局及其他公共機關內資訊提供看板。



六、核心競爭力：

1. 色彩配光技術—重點在於 LED 波長、RGB LED 顆數、亮度 Bin…等

選別及排列最佳組合，並取得各燈點間進而模組間亮度及色度的

均勻性，此乃 LED 電子顯示幕最重要也是最難部分，關係到看板

的畫質好壞及清晰度。

2. 驅動控制技術—與 IC Design House 技術合作，可控制到各燈點

亮度及燈點故障監控分析，以確保看板的品質。

3. 編輯顯示及系統控制軟體—結合公司 R&D 部門軟體開發，完成一

套 DVDS (Digital Video Distribution System)系統，不但可結

合各種顯示 Terminal(LED、LCD、PDP、VPS…)作各種播放，同時

可透過 internet 遙控及傳送影像到各終端顯示看板，以達到廣告

效果。主要的架構圖如圖 4-3-2：



圖 4-3-2：電子顯示幕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3-3：長距離網路傳輸看板網路播放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系統整合及工程控管能力：系統事業乃結合電子、通訊、電腦、

光纖、影像及網路的總合技術呈現，特別是大型公共工程的承包

控管能力，如台灣高鐵 PIS(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系

統，中區交控 CMS(Changeable Message System)系統都是眾所矚

目的大系統，不只技術層面，同時在工程進度的專案控管，介面

的溝通，各子系統間的交涉折衝協調，資金的調度以及工程品質

控管等都考驗承包商的能耐及工程的成敗。

七、海外通路的展開：

目前大型全彩看板實績超過 50 面以上，主要分佈在美國、中南

美、東歐、澳洲、紐西蘭、東南亞、中東及日本等，由於本身就



是一個很強勢的廣告媒體，同時可在看板最醒目的地方嵌入公司

Brand，大大提升公司的知名度，對公司形象有莫大助益。主要

實績如圖所示：

圖 4-3-4：國內主要實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3-5：國外主要實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個案系統事業網路：

1. LED 電子顯示幕主要的核心部品為 LED，其產業鏈如下圖：

圖 4-3-6：LED 產業鏈

資料來源：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PIDA)

由於室外大型全彩看板，長期置於室外，風吹日曬雨淋，環

境惡劣，同時需要在大太陽 10 萬 LUX 照度下仍能清晰顯現影像，

因此所用 LED 品質是最大關鍵，目前基於對品質的堅持及專利權

關係，所用的藍光、綠光都採用日本進口的日亞、豐田合成(敦意

代理)及鹿松三家。



一般看板(如交通用 R、G、Y Type)則採用國內四次元(AlGaInP)

超高亮度 LED，主要配合廠商有磊晶片和晶粒的國聯和晶電，封裝

的聯嘉、顯明、三得、長虹和億光等。

2. 工研院光電所角色主要在為業者提供 LED 亮度、角度及壽命等的

量測，以確保看板的品質，特別是在公共工程方面，主要的式樣

規格都須經第三公証單位的認證方可，而光電所在這方面即扮演

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如交通號誌燈等各種標準規格的制定等也占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3. 電子檢驗中心則為 ISO 9001 的認證及追蹤查驗機關，同時也提供

各種環境測試(如 EMC/EMI、高低溫、冷熱衝擊、紫外線照射…)

以確保 LED 看板的信賴性。

4. 與日本松下除了 LED 及模組買賣關係外，在技術層面的研討及交

流為主要，另外透過日本松下全球的販路，提供情報、販促看板

等都密切的配合，另外在品質的稽核與確保也提供很多的協助。

5. 在大型全彩看板方面，國內主要競爭廠商有光磊、新譜光、英伍、

士弘，國外主要競爭廠商有 Barco、Dantronic、Mitsubishi、

LightHouse，國內全彩看板部分，以價格及機能為主要，公共工

程則以價格、資金狀態、品牌知名度為主要，海外主要以品牌知

名度、價格及 Agent 販賣手腕為主。



九、產品與服務的對象：

1. 國內全彩看板在大型運動場方面：如天母及新莊兩大職棒球場大

型全彩看板及計分板，配合廣告及先行投資，以達到品牌形象提

升及知名度提高的效果。 在商業大樓廣告看板方面：如西門町

中影大樓看板，東區信義精華區日勝科技大樓看板，台北市政府

前東華大樓看板，台北 101 裙樓看板，捷運人潮聚集的台北站(往

淡水月台)及忠孝復興站看板，佛教聖地的中台禪寺，高雄科學工

藝博物館及桃園中壢 SOGO 百貨，中正公園，火車站等看板，全部

都在看板上嵌入”Panasonic”品牌，以達到宣傳廣告效果。

2. 在重大著名公共工程上的取得，以展現公司在系統工程事業拓展

的決心與雄心，如中區交控系統(範圍包含國一道新竹—員林，國

三道竹南—古坑，國四道清水—豐原計 328KM)，CMS 看板有 3X6

文字，2X8 文字，服務區 2X8 文字，TTS(旅行時間看板)，MAS(多

功能看板)，交通管制看板有風、雨、霧慢行看板，CSLS(速限管

制看板)，匝道管制，減速慢行，信號管制燈及倒數計時燈等看板，

對公司形象及大型系統工程專案控管經驗上有加分效果。台灣高

鐵全線8站(台北、板橋、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左營)PIS(旅

客資訊顯示)系統，計大廳用大型班次、時間顯示看板(M4 Type)，

月台用顯示看板(P1 Type)，走道出口用顯示看板(E1 及 E2 Type)，

各重要出入口 PDP(電漿電視)37”及 50”及售票口(VDU)21”及

29”，及各車站 Station Server，Query Computer，OCC(Operation

Control Center)—Main Server 等，這個國際矚目的重大工程的



承包對個案系統事業部門在系統工程的承包能力及市場占有率提

升，在往後各大工程的取得方面都將有很大的助益。

3.海外方面：

a.全彩看板方面：主要先以未開發市場為主，在東歐地區(立陶

宛、亞塞拜然、捷克)中東地區(UAE、伊朗、阿曼、蘇丹)東南

亞地區(印度、孟加拉、馬來西亞、新加坡)紐西蘭、澳洲地區

等已超過大型看板 50 面以上實績，室內型、公車及站牌小型

看板則超過 300 面以上。

b.在澳洲及香港更積極進行智慧型 LED 紅綠燈系統的 Spec in 提

案、認證與路口實物測試，目前也逐漸進入收成階段，除了省

能源、其顏色辨識性、壽命長、反應時間快、故障率低，在總

成本上可以說極盡優勢。

4. 另外在國內新市場方面：隨著交通部持續提供經費，各地紅綠燈、

行人指示燈，由現行的傳統燈泡，將逐步替換成 LED 後，台灣明

後年將成為全球第一個交通號誌全面 LED 化的國家。



十、發展歷程之主要重點看板說明：

1.邁向嶄新光電市場，台灣松下 LED 電子顯示幕開發完成啟用(資料

來源：松風月刊 民國 83 年 3月)

由本公司獨立開發完成的 LED 電子顯示幕啟用典禮二月八日

本公司綜合大樓前舉行，由市川總經理、多田羅常務董事、平野常

務董事共同主持，本公司幹部及協力部門同仁等一百多人參加。

市川總經理在致詞時表示：LED 顯示幕之製作是在去(八十二)

年八月由商品企劃室提案，生產技術中心負責開發，僅歷經短短五

個月期間就能開發完成，感到非常的高興，尤其這一次的 LED 顯示

幕開發工作是由本公司生產技術中心所獨立開發出來的，希望未來

配合設備營業部門的努力及生產技術中心的技術支援，能開創出

LED 顯示幕的新市場。

中華民國在 LED 方面有一個電子顯示幕委員會(EDA)組織，幾

天前我們也加入了，在入會審查期間曾有幾位委員考慮我們的入

會申請，但是我們以技術及誠意使其同意了，而這也使得我我們

在加入 LED 電子顯示幕市場上，邁進了一大步。

電子顯示幕中所使用的 LED 是以發光二極體為材料所作成的

單元，它可以發出紅色、黃色、綠色的光波，當其全滅時即是黑

色。將許多單元聚合在一起可組成美麗、明亮的圖案，透過電腦



軟體的組合控制，以卡通方式來顯示各種圖形及說明文字，將我

們想表達的事項不斷地展示出來，告訴所有的大眾，近來已經成

為廣告之最佳媒體，逐漸取代目前的告示板、霓虹燈…招牌等廣

告媒體，LED 電子顯示幕有 1.鮮豔的顏色顯示 2.動態的表現 3.高

效率的使用 4.及時顯示號外新聞 5.豐富的軟體功能顯示 6.高經

濟性等特點。至於使用上的效益則有如下特性：

1.可與觀眾直接接觸，視覺的感受較佳。

2.可在特定地區連續出現與觀眾接觸率高。

3.可強迫式加深觀眾對產品的印象。

4.對有地域性產品，提高廣告效益並節省費用。

5.對地域性產品的促銷較強有力。

6.業主可自行設媒體，並控制時間。

7.透過電腦網路及各種公共資訊傳達，可作資訊全面性的傳達

效果。

2.迎接創業 40 週年，公司在中和市員山路貨櫃出入門口將新樹立一

座 Panasonic LED 電子顯示幕(資料來源：台灣松下集團報導 21

期)使與正門口現有的 LED 電子顯示幕相互映輝。此新的 LED 電子

顯示幕已由系統製造事業處規劃承製中，預計 10 月底後和大家亮

相。新建的 LED 電子顯示幕體積、畫面、功能均比現有的進步，畫

面尺寸是寬 2880mm，高 2160mm，看板點數 27,648 點，顯示 1678

萬色之顏色，可視角度是 120 度，亮度為 5000 燭光/㎡，有 1200

公斤重，功能上更是多采多姿，文字顯示方式種類多，卡通動畫功

能，可畫面掃瞄，可顯示畫面有電視、電腦、錄影機…等，有節目



表管理系統，可控制操作，維修方便費用便宜。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3.National Panasonic霓虹塔搭配LED台北站前新指標位於台北車站

前的全國第一家搭配大型 LED 的 National/Panasonic 霓虹廣告塔

(資料來源：台灣松下集團報導 26 期)。

1月 9日傍晚 6時 6分正式開燈啟用，邀請台北市王市議員、

林市議員、市政府社會局黃副局長、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高主任秘

書、武昌電器公司許董事長及本公司緒林總經理、鴨居常務董事和

NPST 陳總經理等共同按鈕啟用。霓虹塔架設在台北車站廣場前方，

塔高 9公尺分成 ABC 三面，四周視野極佳，不論從任何方向都可以

看到 National / Panasonic 光耀閃爍、生生不息。它是全國第一

家霓虹塔搭載大型 LED，能夠即時傳播新聞時事、氣象動態，並有

時鐘顯示、告知溫度，讓經過人潮民眾隨時掌握最新資訊，做好生

活準備。該塔無論在安全標準、法令規定、設計施工及材料應用，



皆符合最高標準，搭配最新的電腦科技 LED 製作組合而成，將資訊

科技功能發揮的淋漓盡致，時時刻刻融入市民生活，提供台北人更

便利的生活環境。

4.Panasonic LED 顯示幕啟用新莊棒球場更活潑有魅力 10 月 5日，

台北縣新莊棒球場的 Panasonic戶外全彩 LED顯示幕啟用(資料來

源：台灣松下集團報導 35 期)



此後觀眾看球時可以更精彩、更有臨場感。外野看台也同時

啟用，增建了四千二百個觀眾席，使觀眾席達到一萬二百個，合

乎國際標準。台北縣蘇貞昌縣長在典禮上表示，縣府的財政雖然

窮困，但經由體委會及民間企業的贊助，乃在外野增設了看台及

LED 顯示幕，提供大家一個更好的比賽及觀賽場所。此 LED 顯示幕

外觀高 18 公尺、寬 12.72 公尺，顯示的尺寸高 6.72 公尺、寬 9.12

公尺，可視距離為 15 公尺至 200 公尺，本公司依棒球場之實際需

要開發一套軟體以配合球賽進行之各項對應，可以現場轉播、重

複播放比賽精彩畫面及插播影像動畫等等達到最佳視聽功能，提

高觀眾看比賽的興趣，增加觀眾數量，更可使球場和球賽的經營

者得到最大收益。戶外全彩 LED 顯示幕是屬於強勢媒體，主要拍

攝出正處於移動狀態的焦點畫面，加上超大螢幕之吸引力與其強

迫性視覺的特點，特別適合強打科技管理形象與活動氣氛之提

昇，松下電器在歷次奧運會或世界盃比賽中均曾參與此類球場的

規劃、設計及施工，所以新莊棒球場安裝完成 Panasonic LED 顯

示幕後，必然使球場耳目一新，更活潑，更具吸引力。



5.Panasonic LED 顯示幕在台北 101 照耀光芒挾一柱擎天的氣勢，

聳立在台北市東區的精華地帶(資料來源：台灣松下集團報導 36

期)

全世界最高的『台北 101 金融大樓』，主體建築物仍在施工中，

預定 2004 年 10 月才能啟用，而其裙樓的『台北 101 購物中心』

已於 11 月 14 日開幕，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Panasonic LED 顯

示幕高掛在其四樓的牆壁上，隨時傳送播報最新資訊，能為來來

往往的顧客服務，更是我們公司及全體松下人至上的光榮。這座

全世界最高的大樓由於造型特殊，已成為台北的地標和新景點，

全世界的名牌商品雲集，確實吸引國內外的眼光，也提高台灣在

國際間的知名度，對台北市全體市民的生活品質必然產生一定程

度的影響。



101 購物中心的配置如下：B1 樓是『生活聚場』有美食街和

超級市場，一樓是流行服飾，二樓為『時尚大道』賣設計師名品，

三樓是『名人大道』國際精品，四樓是『都會廣場』設計為美食

及休閒區，有高級餐廳，五樓為銀行及養生運動館，六樓是三溫

暖健身房；至於七樓和八樓是機電設備層，B2 樓到 B5 樓為停車場。

由台松電器販賣公司所承銷的 Panasonic LED 顯示幕位在四

樓的都會廣場。四樓的配置方面，在最外圍排列著 10 家高級餐廳，

強調精緻的美食叫好又叫座，廣大高挑的中庭有舞台、咖啡座和

廣場，Panasonic LED 顯示幕就高掛在中庭的牆上，配合語音與

影像不時的傳播各種資訊和文化商業訊息，使這座世界第一的高

樓，也能為顧客帶來更多的文化氣息和人文特色，更顯現出

『Panasonic ideas for life』世界第一品牌的光芒。

『台北 101 大樓』小檔案主體包括辦公大樓、購物中心及觀

景台三大部分，地下五層、地上 101 層、樓高 508 公尺(樓體 446

公尺+電信塔尖 62公尺)，由台北市政府授予民間取得地上開發權

使用 70 年(1997 年~2067 年)，期滿由市府收回。大樓基樁深入岩

層 78~80 公尺，抗震達 2500 年大地震週期標準。『TAIPEI 101』

代表 Technology(科技)、Art(藝術)、Innovation(創新)、

People(人性)、Environment(環保)、Identity(認同)，層數 101

代表超越。



6.Panasonic 全彩 LED 霓虹燈北市府廣場照耀光芒位於台北市政府

廣場前方的 Panasonic 全彩 LED 霓虹燈塔重新改裝完成(資料來

源：台灣松下集團報導 39 期)

於 2月 24 日傍晚舉行點燈儀式。由藤井總經理、鴨居常務董

事、PCST 陳總經理，以及台北市議會李議員、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顧局長、工務局建管處何處長等來賓共同主持開燈。大台北地區

經銷商的老闆以及台灣地區松下 Group 各企業負責人等均蒞臨觀

禮。本公司因應 Panasonic 全球品牌統一化，將霓虹燈塔重新設

計整修。其所在位置台北市政府廣場是全國最繁榮的地區，而

Panasonic 的閃爍照耀提供資訊，具有相當大的意義。新霓虹燈塔

是使用全面彩色 LED 顯示，也是目前最大型的戶外電視，運用了

最新科技技術，可以全天提供生活資訊、新聞氣象等消息。希望

經由 Panasonic 傳遞全球消息及最新商品資訊，讓大家時時掌握



世界脈動，進而將 Panasonic 商品帶入每位市民的家中。霓虹燈

塔共有四個顯示面，三面顯示 Panasonic 字樣，深籃底色搭配韻

律性閃動，極為璀璨亮麗，同時告知時間和溫度；一面是大型 LED

電視幕，色彩豐富畫質細緻，從早上七點到晚間十一點即時新聞

報導、氣象預告，以及最新的商品資訊，並能配合各項活動作實

況轉播。捐產品 表關懷在點燈儀式會場，藤井總經理代表台灣松

下公司捐贈一批商品，包括洗衣機、乾衣機、攝錄放影機和數位

相機等給台北市萬華社會福利中心，由市府社會局顧局長代表接

受，並請轉達本公司關懷社會福祉的心意。台灣松下創業 42 年以

來一向遵循產業人的本份，不只產銷優質的家電商品，滿足消費

者的需求，還熱心參與關懷社會福利活動，因此，頗受政府各界

肯定和消費大眾所讚揚。

7.國內最大 Panasonic LED 台北捷運慶 10 週年(資料來源：台灣松

下集團報導 45 期)

7 月 29 日是台北捷運成立滿 10 周年，當天在捷運忠孝復興站



舉行國內最大的 236 吋 Panasonic LED 電子螢幕開播啟用儀式，

本公司藤井總經理、柏泓媒體李總裁、台北市馬市長及捷運局長

官等應邀主持。藤井總經理指出，台北市捷運系統使用 Panasonic

最新科技產品，令我們引以為榮，也是大家對我們開發技術的肯

定。兩座最新型 LED 是使用先進 SMD 技術(Surface Mount

Device)，具有三個特長:有動畫 Screen、銀幕超大、重現十億色。

台北是第一個裝設使用的，對松下電器來講是一種鼓勵，希望能

夠對台北市民貢獻微薄力量。馬市長讚許 Panasonic 產銷優良商

品及對於台北市各項協助表示感激，他表示，繼捐贈天母棒球場

戶外全彩大電視牆之後，這回又與柏泓媒體合作，在台北市首次

裝設畫質解析度高的 LED 電子螢幕，將帶給市民震撼性的視覺傳

播享受，給予市民即時性市政資訊管道，無疑是全體市民的榮幸，

希望雙方合作一直持續下去。這兩個高畫質最大尺寸電子螢幕，

分別安裝於捷運轉運人潮最多的台北車站和忠孝復興站，正式啟

用後立即吸引熙來攘往捷運族的目光，他們在搭乘電扶梯時可以

從超大的電視牆上，立即掌握最新的消費訊息、流行動態及市政

宣導。同時在月台左右兩側亦裝設有十二部 50 吋液晶螢幕，即時

顯示行車動態，讓旅客確實掌握搭乘資訊。公司並說明了超大電

子螢幕的特色：1.超高亮度，最高亮度為 1600cd/m2。亮度值愈高，

畫面自然更亮麗，不會朦朧霧霧。2.超高對比，最高對比為

1600:1。對比愈高，色彩更鮮豔飽和，且會顯得立體。 3.寬廣的

可視範圍，最高可達水平 170 度。範圍愈大自然可以看得更輕鬆。

4.快速訊號反應時間，比一般鎢絲燈泡還快，遠低於 16ms。如果

反應時間長，便容易產生殘影現象。5.鮮豔色彩的重現，紅、綠、

藍各 1024 色階組合 10 億色之彩色，確實反應色彩層次，展現色



彩重現。6.超高解析度，畫素間距 6mm 是目前解析度最高的 LED

電視牆，平均每米平方有 27778 點畫素，且橫向 640 點，縱向 480

點，可做全螢幕播放，影像不需經過壓縮，可確保畫面的忠實呈

現。



十一、發展歷程之年度別策略作為與反省：

該系統事業自 1994 年創立以來，歷經兩次重要的轉折點，分別

為 1998 年 10 月的成為獨立事業單位，並採取”利潤中心制”，完全

自負經營的責任；及在 2005 年併入松下資訊科技公司，主要目的在

於將系統相關業務全部整合在一起，以發揮資源共享及相輔相成效

果，同時將該系統事業轄下的系統製造部門也併入，徹底實施提案企

劃、開發設計、生產製造、販賣回收一元化體制，以達到對市場需求

能彈性快速對應，以掌握商機，創造競爭優勢並提高市場競爭力。以

下諸表為各年度別重點策略作為與反省資料的整理，以便於深入了解

該系統事業發展之歷程。

表 4-3-1：1995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LED 事業化體制確立及商品系列開發強化。

2.LED 營業技術(SE)人材育成。

3.專用提案書作成、巡迴介紹推薦施作。

4.與宣傳廣告連結及廣告業者的提攜。

5.全彩看板技術的先行開發。

6.成本力的強化及與業界具競爭力的價格提供。



表 4-3-2：1996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LED 事業的營業體制強化及利益確保。

2.購買管理體制構築及成本的再強化。

3.品質、品位、納期對應力再強化。

4.標準化及業務效率化。

5.製造體制強化—廠房、治具、人員、在庫(倉儲)。

◆經營反省—

(1)事業體制---新規事業體制明確化

‧1995 年/下 由原來生技中心分離、以技術人員 7名成立新規事業部門

(LED 看板、BA 機器、交控機器等、商品開發及生產明確化)。

(2)販賣受注---販賣利益計畫未達

‧市場積極開拓—營業一體化，迅速對應估價提出及販路開拓。

‧接洽物件受注率低—市場低迷、投資意願低/大型物件先行提案及 SPEC IN 作

業進行。

(3)生產製造---外注活用、最小限人力生產對應

‧原價合理化---現地部品(Φ26 LAMP)對應機種開發。(回路設計、部品購入價格

合理化)。

‧品質信賴性UP---品質體制建立及實施/1996 年日本松下品質審查中心(AMS)來

台 3回指導(品管體制/工程品質/出荷品質)。

(4)技術開發---新規商品開發體制確立/人材育成儲備

‧商品開發項目明確化---LED 看板/大樓自動化機器/交通機器 三大項目範圍。

‧市場高需求商品、增列及加速開發---Full color、紅綠燈。



表 4-3-3：1997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市場開拓 -----營業一體化、販路開拓強化

RG市場-----‧有力據點繼續開拓(Agent、廣告公司)
‧Spec in物件開發及追蹤(生產/販賣/在庫會議實施--2回/月)。

全彩市場----‧全彩營業技術人員育成協助(Seminar實施)。
‧看板機構、軟體、硬體技術對應強化。

(2)生產製造 -----協力工廠指導、共同強化生產體制

原價力強化--‧鹿松模組價格合理化，雙方共同開發促進

‧回路/機構 標準化合理化(VE活動實施)。
品質信賴體制強化--‧品管專人擔當及 ISO-9002品質認證取得。

生產管理體制強化--‧部材設計標準化、日程/在庫等管理改善。

(3)技術開發 -----1996年度開發項目繼續機能改善，信賴強化，生產導入體制建立

商品研發品質 UP---Design Review等、商品研發活動確實實施

商品開發績效 UP---公司各相關資源有效運用、補足、經驗/專長/人力不足

(商品技術/測試/Know-How/基準/管理)
開發人員定著化---有魅力、活力明朗的職場建立。

(4)人才育成 -----開發/製造體質強化及人材儲備，事業展開適當人員陣容強化

‧現有技術領域人材增員強化(軟體、硬體、機構)
‧增強 SE(SYSTEM構想提案/AV無線通訊/動畫軟體設計)
‧ISO-9000及品管人材對應(品管經驗者)
◆經營反省-
(1)販賣受注---販賣利益計畫未達

‧接洽受注----市場低迷、投資意願不足、受注率低。

‧市場開拓----看板市場在現有體制下、接洽件數雖多、但到 END USER價格偏高、

成本高居不下、受注不易。

‧提案效率----提案由營業及製造共同作成，提案對應時效影響。

‧價格競爭----輸入模組價格高，市場競爭力不足。

(2)生產製造---外注活用，最小限人力生產對應

‧品質強化------品管體制強化(‘96.4導入 ISO輔導，’97.1正式接受審查)
‧原價合理化----原價目標設定、部材價格交涉(輸入/現地)
(3)技術開發---LED機能繼續改善，信賴性強化，生產導入體制建立

‧商品研發品質 UP--DR、AQ等，商品研發活動確實實施。

。LED-----------試作、高溫、輻射等信賴性測試等評価。

‧市場需求商品機能加速開發。

。全彩看板--------畫質改善/AV PROGRAM編輯系統開發。



表 4-3-4：1998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商品力強化-
‧行銷活動----製販一體、共同開拓市場。

＊看板 用途/經營提案、促進投資意願。

＊有力代理據點繼續加強開拓(廣告商)。
＊已提案物件重點 Follow、受注促進。

‧開發活動----市場需求對應、需求創造提案。

＊全彩看板畫質改善—影像介面卡開發及測試。

＊看板編輯軟體--編輯環境 WINDOW化、網路化。

＊標準商品開發--紅綠燈、機場用 LED看板系統。

(2)製造力強化-
‧市場價格競爭對應-
＊全彩看板價格 DN30%以上合理化(FC LAMP 現地化/內製化 檢討)
＊鹿松全彩看板模組部材價格交涉。

＊現地調達材料合理化(價值工程、價值分析、廠商交涉)。
‧品質信賴-
＊設計、製造品質繼續強化。

＊售後服務、定期巡迴體制建立。

◆經營反省-
(1)販賣受注---販賣利益計畫達成

‧'98年度國內設置 FC看板 5面。(糧食局/農委會/鳳山電信局/科工館/中華電腦)

(2)技術開發------市場需求對應

‧全彩看板—模組現地化，高畫質控制，色彩補正機能。

‧系統軟體—字幕機 Windows化，長距離傳送(400m)。



表 4-3-5：1999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方針：國內全彩看板市場，30％市場佔有率挑戰。

課題：1.市場開拓—

‧宣傳廣告促販及光電相關委員會參與，以提升"N"品牌知名度。

‧市場區隔(FC 畫質、品質、服務)及 SPEC IN 強化，以提升市場佔有率。

2.生產製造—

‧FC 現地化模組，全機種對應，強化原價力。

‧LED 量產化之體制建立及出貨檢查強化。

3.技術開發—

‧開發具競爭力之量產化商品及系統整合設備提案開發。

‧系統整合多媒體資訊網路及軟體技術人員之育成及儲備。

◆經營反省-
(1)受注販賣---販賣利益計畫未達成

.LED全彩看板國內市場買氣低迷，大型物件受注緩慢，取得不易

.受注殘不足，多以字幕機及室內型看板為主，但金額偏低(件名取得不充足)。

.公共工程競爭激烈，SPEC IN動作積極，但仍然難以取得(北宜高)。

(2)技術開發------市場競爭力強化

.全彩模組—現地化開發，高畫質控制，色彩補正機能(國聯、日本向全彩看板)。

.CMS看板模組—高亮度、低成本，現地化開發，系統軟體，故障偵測(南二高)。

.紅綠燈開發—與國聯、恆嘉、明緯，合作共同開發，受限於黃色晶片亮度仍不

足，未能在 1999年量產販賣(澳洲向、美國向)。



表 4-3-6：2000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方針：全系列商品現地開發，提升市場佔有率。

課題：1.市場開拓—

‧市場區隔(創新、品質、對應)及 SPEC IN強化，以提昇受注率。

‧海外市場的積極投入，開拓販路，以強化市場規模。

2.生產製造—

‧LED朝少量多樣化生產體制建立，以對應顧客需求。

‧與供應商連結合作，尋求材料合理化，以強化市場競爭力。

3.技術開發—

‧開發現地化模組，全機種對應，以提升市場競爭力。

‧LED號誌燈市場全系列開發，早日卡位，以佔有市場。

‧系統軟體技術及多媒體資訊網路人才育成及儲備。

◆經營反省-
(1)市場開拓--

.中影 FC看板如期完成，全台最大，頗獲好評。

.北市/基隆交控 CMS看板受注，確立在交控市場地位。

.馬來西亞、澳洲海外販路打開，市場規模擴大。

.國內市場 Spec in提案及人脈，戰略仍嫌不足，應再強化，以掌握大型物件訂單。

(2)原價力--
.主要模組的現地化開發對應及落實材料的合理化。

.與上游、下游供應商策略合作，納期價格競爭力提升。

(3)品質力--
.達進公司屋外字幕機，為現地化開發、生產具市場價格競爭力的產品，但環境信

賴測試不足，造成品質瑕疵，影響後續訂單。

(4)技術開發力--
.依系列現地化模組開發完成，販賣展開，具市場競爭力，提昇業績。

.澳洲向紅綠燈認證通過，並在當地取得專利。



表 4-3-7：2001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市場開拓—國際化追求

國內市場----‧SPEC IN提案 Team Work (營業/製造)全力對應。(大型 FC看板物件)
‧現有系統業者，公共工程，廣告業者主動策略合作，開拓市場。

國外市場----‧已有海外實績系統業者的連結，合作展開及 ASOM系統通路的緊密

連結，積極拓展海外市場，為 LED看板尋找生機。

(2).生產製造—原價力、品質力追求

原價力-------‧與供應商的連結提攜，設計價值工程、價值分析強化及 Key Parts合

理化及現地化。

品質力-------‧看板提案 SPEC項目可行性事前充分檢討，信賴性試驗及出荷確認。

(3).技術開發—市場追求對應開發

FC看板------‧SPEC IN強化功能(如 1024色階、AV系統)，以提昇受注率。

系統軟體-----‧多媒體網路技術及系統功能軟體人力的育成及強化。

◆經營反省-
(1)市場開拓-----

.全彩看板—新光三越信義店、微風廣場、疾病管制局×2，計四面佔 57％。

.道路資訊看板—取得中山高機場段、北市交控、中壢市道路，確立松下 CMS看板在

業界領導地位。

(2)技術開發力-----
.CMS模組現地化／低價開發完成，販賣展開，具市場競爭力，提昇業績。

.GPS子母鐘系統韌體及傳輸軟體開發完成，已販賣到南投縣政府，並推廣到各大公

家機關。

(3)原價力-----
.各系列模組現地材料開發對應，並配合 VA/VE/CD手法應用，材料合理化有顯著成

效。

.加工協力廠商的策略合作，半成品對應模式生產，減少包裝運搬 LOSS。

(4)品質力-----
.投入烘烤(Burn in Test)環境測試設備後，品質有大幅改善。

.ISO品質體制落實執行，徹底消除市場不良。



表 4-3-8：2002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市場開拓—策略行銷，主動市場開拓

國內市場---‧生販一元化體制落實，加強 SPEC IN規劃提案，積極爭取大型物件受

注，提昇物件受注率。

‧系統業者策略聯盟，加強協調，確保件名受注。

國外市場---‧結合亞太地區(ASOM)系統通路及有海外實績系統業者，積極開拓國外

看板市場，提高稼動。

(2).生產製造—品質、成本、交期(Q、C、D)追求

原價力------‧FC模組／CMS模組系列現地化開發。

‧供應商之連結提攜與材料廣域調達。

品質力------‧落實 ISO 9001體制，並強化環境信賴性試驗及出荷再確認實施。

(3).技術開發—市場需求對應

全彩看板----‧倍頻掃描及 2048色階高畫質技術追求。

PIS系統----‧加速 PIS系統開發，爭取高鐵受注。

◆經營反省-
(1)國內全彩看板—

.採用最有利標運作模式成功取得中壢市公所四面，平鎮文化中心看板等指標性物件。

.道路情報看板—中二高、基隆、中壢的取得。

.海外透過海外有實績系統業者及商品力、價格力全速對應，對去年比成長 3倍(澳洲、

牙買加、立陶宛、UAE、新加坡)。

(2)技術開發力--
.全彩看板合理化設計：(1)亮度提昇技術(2)IC SMD化(3)SPEC IN手法強化

→成功取得中壢大型物件及海外市場大幅成長。

.CMS看板：與上游晶片設計廠及封裝廠策略合作，取得高亮度 Lamp及有效降低驅

動回路成本(1/4duty→1/8duty)。

(3)品質力--
‧在 Lamp及回路品質雖有長足的改善，但在機構散熱及防塵面仍有缺失，環境測試須再

強化—中壢地下道。



表 4-3-9：2003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市場開拓—主動市場開拓，國際化追求

國內市場---‧持續採取 spec in及規劃標模式運作，爭取大型物件受注。

‧對公共工程統包商，系統業者策略聯盟，加強溝通協調，開拓市場。

海外市場---‧積極開發海外專用模組，低價格，短納期，快速對應客戶的各種需求，以

提高件名受注率。

(2).技術開發—市場需求對應

全彩看板---‧現地化 panel型模組開發以強化市場競爭力。

‧1024階 FPGA高畫質/均勻性技術導入開發。

CMS看板----‧驅動 IC設計廠商合作，開發具燈點故障檢知功能模組。

‧1/8duty驅動→1/16duty驅動回路開發，提昇價格競爭力。

人才育成---‧系統軟體及通訊網路人才的育成及儲備。

(3).生產製造—原價力、品質力追求

原價力------‧強化設計 VA/VE，並加強與上游晶片封裝廠及下游加工廠策略合作，全

力追求 key parts的現地化及材料合理化。

品質力------‧看板提案 SPEC項目可行性充分檢討，並落實 ISO 9001體制，確實做

好環境信賴性試驗及出荷百分百確認。

◆經營反省-
(1)市場開拓---

.國內全彩看板—最有利標與技術標活用及擴大取得新莊棒球場、101室內全彩看板

等。

.交通系統—高鐵 PIS系統及新竹 CMS看板。

.海外市場—廣告看板物件雖有持續成長(中東、歐洲、俄羅斯)但面臨大陸廠商低價

衝擊競爭。

(2)技術開發力---
.對應海外歐洲市場成功開發(Pitch 25及 Pitch31.25Type)模組化看板，品質、

成本、交期(Q.C.D)對應強化。

.CMS(中二高用)模組 1/16 duty驅動回路開發成功，成本大幅下降。

(3)生產製造---
.大型系統工程管理能力不足，特別在組織體制分工及各上下包間合作與協調交涉的

能力再強化。

.現有製造場地，空間及高度都不足，無法對應大型看板廠內假組立及測試調整，造

成經營 LOSS。



表 4-3-10：2004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市場開拓—SI(系統整合)市場參入

‧單一看板市場→系統工程整合(SI)→系統解決方案(System Solution Business)
(顯示看板系統→照明、景觀、汽車應用照明、監控、通訊、防災、廣播系統)。

‧交通相關市場切入—結合日本松下資源，開發交通事業。

(日本公車用看板/香港交通信號裝置)。
‧結合國外之系統公司，擴大既存市場之販賣(澳洲、中東、歐洲)。

(2).技術開發—快速對應市場需求(商品力)
‧第三代 CMS模組(□160)及終端控制器(TC)開發—燈點，電源故障偵錯技術及系統整

合標準化模組設計。

‧全彩看板系統—(a)現地化 Panel Type(FPGA、EPLD技術導入/4096色階)。
(b)DVDS播放系統—R&D合作開發(競技場及多媒體廣告專用軟體)

‧高鐵 PIS系統—(a)高輝度對比，高視覺效果模組開發。

(b)PIS專用系統整合軟體開發。

‧專案工程管理人才培育—工程團隊組織體制建立(設計→採購→製造→工程→售後)
(3).生產製造—成本力、品質力及短納期追求

‧現地化模組，標準化設計，全機種對應，以強化競爭力。

‧看板提案書系統跟規格可行性事前檢討及出荷徹底確認，以確保品質。

(4).售後服務體制建立—強化已完成工事的維修契約訂定，提昇貢獻力

◆經營反省-
(1)販賣/利益---計劃未達

.中二高整體工程落後,電力未能順利供電,整個驗收請款延後 6個月。

.輸出看板前期受注殘”零”，雖全力爭取受注,計劃比僅 71%
(2)市場開拓―――

.國內市場—日勝全彩看板及東西向快速道路漢寶草屯段看板取得。

.海外市場—伊朗體育館及紐西蘭站牌、日本公車旅客情報系統看板、香港號誌燈市場

取得。

(3)技術開發力--―
.海外市場成功開發現地化低價及短納期模組(P25,P31.25)，成功取得伊朗、蘇

丹、立陶宛看板。

(4)生產製造---
.大型系統工程管理能力仍弱,特別是現場管理能力及各上下包間合作與協調交涉的

能力不足。

(5)人才培育---
‧人力規劃及人才育成不足，開發進度落後，同時橫向溝通不良，彼此支援較被動。



表 4-3-11：2005 年度策略作為與反省

◆重點策略作為-
(1).販賣/利益----提升受注率

‧大型物件的徹底追蹤及積極受注促進。

(香港向紅綠燈，日本向公車 PIS系統，中山高員林－高雄段)
‧開、生、販一體強化，提升受注率。

(2).販賣擴大—結合日松資源(CIMA/OSB)及海外系統公司

‧擴大既存市場之販賣(東歐.中東.紐西蘭.澳洲)
‧網路活用，新規市場開發(中南美.大洋洲.中亞)
‧公共交通建設 CMS看板的全力取得(東西向快速道路)

(3).技術開發—市場需求對應開發

‧全彩看板系統—(a)室外型(Pitch 20mm,15mm)高解析模組開發。

(b)影像系統控制器.12bits色階及倍頻掃描解析控制器開發。

‧號誌燈系統—(a)多機能控制系統及配光系統技術開發。

(b)EMC/EMI技術對應開發。

(4).生產製造—台灣高鐵，中二高工事的全力完成及大陸工廠的策略合作

‧系統工程管理人才採用－系統整合規劃，工程管理，工程品管、系統軟體及整合測試。

‧系統專案人員經驗的擴大活用。

◆經營反省-
(1)營業行動力不足―

.市場對應速度慢,商機留失。

.當月受注販賣比重高及標案受注率低(10%以下)。

.墨爾本智慧型公車/車站系統標案取得。

(2)技術開發力仍待強化―
.倍頻掃描 / 虛擬影像技術開發落後(12月2月)。
.人才培育出現斷層，新人比例高，開發成效差。

.匣道改接整合及倒數燈開發，跨越匣道門檻成功。

.香港向信號燈系統及高鐵 PIS系統開發完成。

(3)生產製造/工程管理力弱―
.對大型工程管理能力及系統整合力不足。

.日本公車不使用有害物質及無鉛製程開發失敗。



表 4-3-12：2006 年度策略作為

◆重點策略作為-
(1).國內營業－系統整合市場開拓

(a).Solution Business確立－ ·系統提案→開⊕製⊕販→施工→保固。

·軟體⊕硬體⊕機構→整合設計滿足顧客。

·系統統包實力確立。

(b).下包→策略聯盟→統包― ·大物件取得，擴大系統事業規模。

·多媒體(LED/LCD/PDP)整合系統市場開拓。

·結合統包商、專業工程公司，取得件名情報。

(c).系統整合行銷的強化―- ·網路件名資訊的取得。

·受注殘營運體制的擴大→飽和度 50%(六個月販賣

額)以上。

(2).輸出營業—販賣擴大及新規市場開發

.結合日松資源，開發新規事業－導入鹿松新規技術，主導市場規格。

.結合國外之 Solution Company擴大既存市場的販賣。

.網路活用，新規市場開發(歐洲、中南美、北美)。

.活用 Total Solution營業模式，提昇市場競爭力。

(3).技術開發—以提昇顧客價值為取向，全力對應市場需求

◎商品力提昇 (a).模組現地化－a.倍頻掃描 b.4096色階(16bits) c.條狀形看板

系統。

(b).系統機能－DVDS Multiframe功能擴大及朝系統整合業務。

(c).智慧型號誌燈－結合控制系統、電力系統及傳輸系統。

(d).照明應用－建築景觀及汽車電子等照明系統。

(e).多媒體整合系統－a.Display Engine b.配送系統

WLAN/GPRS/ADSL。

◎成本合理化 (a).新設計手法(VA/VE/QSD)導入運用。

(b).現地化開發及廣域調達(大陸廠商評鑑及合作開發)。



十二、發展歷程中各階段之變化狀況：

該個案系統事業自 1994 年創立以來，其間在該系統事業成長發

展歷程中影響較大的兩次組織變革，分別為 1998 年及 2005 年，以此

兩個時點劃分為三階段，其間在各階段組織、人員、市場、營收及商

品技術變化的狀況彙總如表 4-3-13：

表 4-3-13：各階段發展歷程變化

階段性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時程推移 1994.2 1996.9 1998.10 2001.9 2005.10

組織變化
生產技術

中心

新規事業

推進中心

系統製造事業

處

系統製造事業

處

視訊多媒體事

業處

人員變化 7 16 17 19 32

市場變化
國內

民間

國內

民間

國內

民間/政府

內/外銷

公共工程/民間

內/外銷

公共工程/民間

營收變化

(百萬元)

6 45 95 167 274

大

型

看

板

單/雙色

靜態點燈

16 色階

60 度

Cluster

單/雙色

靜態點燈

256 色階

80 度

Cluster

全彩

動態點燈

1024 色階

100 度

Module

全彩

動態點燈

2048 色階

120 度

Module

全彩

倍頻掃描

4096 色階

140 度

Module

交

通

信

號

燈

-- --

色度(波長)

防日照誤導

色度(波長)

防日照誤導

Day-night mode

Sun phantom

diming

光學設計

技

術

變

化

CMS

看

板

-- --

Module

單/雙色

1/2 duty 掃描

modem

Module

單/雙色

1/8 duty 掃描

ADSL

Module 組合

全彩

1/16 duty 掃描

Ethe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