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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主機板產業分析1 

第一節 主機板產品定義介紹 

一. 主機板產品定義 

主機板(Main Board，Mother Board，M/B) 是以印刷電路板

(PCB) 為主體，裝上中央處理器(CPU)、唯讀記憶裝置(ROM)、隨機

存取記憶裝置(DRAM)、可程式化唯讀記憶裝置(PROM)、各式控制

單元與電晶體等零組件，是電腦中重要之元件。 

 

 
圖 4-1 主機板產品功能示意圖 

 

進一步來看主機板為電腦的核心，負責軟碟(Floppy)、硬碟(Hard 

Disk)、光碟機(CD-Ron/DVD)等輸入設備的資料接收，並且在經過

主機板上 CPU 等相關元件的運算工作執行，再將資訊及命令輸出到

                                                 
1 本章節內容參考自：證基會網路資料庫、資策會MIC、Gartner產業研究機構、

IDC產業研究機構、電子時報、拓樸產研、聯合電子報及中時電子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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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週邊設備如螢幕(Monitor)、滑鼠鍵盤(Mouse/Keyboard)、印表

機(Scanner)、網路設備(Modem/Hub)等。 

主機板的品質好壞，往往會影響電腦的穩定性。產品種類繁多，

本研究探討的主機板產品，係指桌上型個人電腦主機板。 

國內主機板產業在 PC 產業的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業

者稱主機板為 PC 產業的航空母艦，也正因為我國主機板產業長年來

累積的競爭優勢及生產規模，才能讓位居產業下游的台灣個人電腦工

業，在全球市場上形成了一股不容忽視的競爭力。此外，由於主機板

對於晶片的大量需求，更鼓舞了台灣廠商積極投入研發生產關鍵性零

組件，間接帶動半導體產業的蓬勃發展。主機板產業為電腦產業中游

商品，因此其產業結構可由圖 4-2 電腦產業關連圖看出。 

 

 
資料來源：證基會資料庫，產業王。 

圖 4-2 電腦產業關連圖 

 

二. 主機板產品分類 

主機板依其所使用的 CPU、用途及功能，可區分成不同的產品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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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表 4-1 說明之。 

表 4-1 主機板產品分類 

分類標準 種類 

依「CPU」

區分 

(1) Intel 和其相容之X86 主機板與Pentium 主機板為目前

為市場主流。 
(2) APPLE 的Macintosh 主機板，以北美市場為主。 
(3) NEC 的9800 系列主機板，以日本市場為主。 
(4) IBM 的POWER PC 主機板。 

依「功能」

區分 

(1) 標準型(陽春型)主機板：只具有標準配備及multi I/O 功
能(將輸出入介面，如滑鼠、數據機、印表機及軟式磁碟

機控制器壓縮成一顆晶片，放在主機板上) 的主機板。

此類產品技術成熟、產品附加價值低，所含零件數少，

較適合一般經銷管道。即製造商賣給批發商，批發商再

賣給下游顧客。 
(2) 整合型(All-In-One) 主機板：由於電腦應用範圍愈來愈

廣，功能也愈來愈強，為節省成本，將Modem、Sound、
VGA等功能放於主機板上已漸成為趨勢。此類產品需要

較高的製程能力，而大型的電腦供應商較偏好此類產品。 
依「用途」

區分 
(1) 桌上型個人電腦主機板。 
(2) 筆記型電腦主機板。 

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三. 主機板產品發展歷程 

主機板產品的發展歷程，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分述如下： 

(一)第一個階段為個人電腦 286、386 時代，主機板當時只被定位

成電腦裡面的中心零件，功能比較簡陋，僅提供基本的系統運作與周

邊的連接，當時的硬碟、序列埠、印表機埠、音效、網路、SCSI 等

功能的擴充卡，都需要靠外接介面卡的方式來達成，當時的電腦內部

常常可見到擴充卡插滿的情況，加上當時還沒有 PnP 隨插即用的概

念，許多介面卡必須調整 I/O 位址、DMA 位址，調錯就會相衝而

當機，所以當時要組一部沒有衝突的電腦玩家來說，必須要有頗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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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體知識才行。 

(二)到 486／Pentium 時代，拜系統晶片組的整合技術，已經陸

續將 IDE、序列埠、印表機埠等功能列為正式配備，此時 PnP 也開

始流行，這時可算是第二階段，使用者不需要再購買這些介面卡，以

降低採購成本。就連組裝上，也開始朝向簡單化的設計。 

(三)近年來到 Pentium II 以後，主機板不僅強調穩定度，在整合

度上也開始朝多方面發展，高階主機板開始整合繪圖晶片、SCSI 晶

片、網路晶片。而主流主機板，則是因應 AC'97 規格的推出，把音

效功能、Modem 功能整合到系統晶片組（的南橋晶片）上，新興的

USB 周邊標準，也成為標準功能。到了第三階段，可說是主機板產

業最活躍的階段，產品不僅整合以上功能，也開始推出了像是免跳線

設計、超頻、防燒毀保護、資料保全、多國語言等功能，讓主機板在

電腦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形重要。 

(四)Pentium III 之後的發展可算是第四階段，當 CPU 速度突破

1GB，系統晶片組整合的功能也越來越多 (如整合 10／100Mb 

Ethernet LAN、IEEE 1394 等，有些甚至整合繪圖顯示功能)，電腦

效能提昇速度越來越快，主機板廠商的研發速度也被迫加速，此時主

機板廠商為了讓產品能用的比較久一點，紛紛開始以系統晶片組的功

能為基礎，在其功能不足之處另外再『內建』輔助的晶片，像 Serial 

ATA、RAID、1GB Ethernet LAN、5.1 聲道音效晶片、USB 2.0 等，

讓主機板具備更多先進的功能。這對使用者來說，當購買這一世代的

主流主機板之後，不至於太快就落伍，至少還可以維持到下一個 CPU

世代交替時，效能還不會落後太多，可以捱到下次世代交替後，再來

進行『隔代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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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主機板規格發展歷程示意圖 

 

四. 主機板產品主要特性 

在產品特性上來看，由於材料、生產方式、產品等因素，使主機

板有下列特性： 

(一) 與 CPU、晶片組互相配合：如前所述，主機板的生產與

CPU、晶片組需保持密切的關係，往往一個新世代的 CPU 就需要推

出一種新的主機板相互配合，以往 CPU 領導廠商為 Intel，故主機板

廠商多根據 Intel 的 Roadmap，推出新產品，但近來 AMD 改善了

CPU 不穩的狀況，整體效能與 Intel 之間的差距也越來越小，甚至略

有超前，因此現在主機板廠商也逐漸生產支援 AMD 的主機板。 

(二) 與電腦景氣息息相關：主機板是電腦中的零組件，因此產業

景氣的變化，往往與電腦有相當大的正相關， 一旦下游產業不景氣，

主機板買氣自然也趨緩，但我國主機板多年來累積的競爭優勢及生產

規模，使我國主機板產量成長率一直高於電腦成長率，不過近年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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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組裝市場(Clone) 佔有率已高達 97%，未來廠商如要持續維持成

長，必須要開發代工(OEM) 市場。 

有關產業本身發展部份，將在下一節做相關說明。 

第二節 我國主機板產業發展歷程 
我國資訊產業主要是以『個人電腦及周邊產品』為主，主機板與

筆記型電腦、監視器、桌上型電腦合稱我國資訊硬體工業四大產業，

其中個人電腦主機板位居資訊電子之中游關鍵性產業，因此主機板產

業的發展將隨著其下游之個人電腦產業而成長。 

表 4-2 我國主機板產業各階段差異分析 

階段 產業環境 主機板產業特性 產業互動特性 
主機板發

韌期 
高利潤、無技術障礙、

低投資障礙，Clone 市
場不斷成長 

新加入投資者踴

躍，小廠林立，

廠商各自單打獨

鬥 

各自為政 

Intel 獨
大時代 

關鍵零組件CPU被一

家所掌控，此時Clone 
市場穩定成長，但PC 
大廠佔有率逐漸提

升，Intel 開始生產主

機板 

廠商大型化，設

計能力提升，品

質越來越穩定 

Intel 主導個

人電腦市場局

勢 

低價電腦

興起 
Clone 市場日漸萎

縮，PC 大廠操控市

場，低利潤的

OEM/ODM 盛行 

廠商更趨向大型

化、合理化降低

成本，品質要求

更嚴格 

PC 大廠開始

主導個人電腦

市場的潮流 

資料來源：王婉珺(民88 )，頁60。 

 

王婉珺(民 88) 將我國主機板產業發展分為三階段，在一開始發展

時，由主機板組裝市場能吸收我國所生產主機板的量，使得我國主機

板產業能站穩腳步；在 Intel 獨大時代，Intel 藉由中央處理器的進

步，新產品的世代交替，來推動個人電腦市場的需求，使得主機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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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持續成長；在低價電腦興起時代，利用低價來擴大個人電腦需

求，也帶動對主機板的需求。 

以下將依個人電腦產業與 CPU 技術的影響，大致將主機板產業

的發展過程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並以圖 4-4 示意之。 

 
 

西元 1981 1985 19971994 2001 2004

低價電
腦興起

後PC時代
386

IBM PC

Intel 風暴

286

發軔期

快速成長期

成熟期

486

圖 4-4 主機板產業發展歷程示意圖 

 

(一)發軔期(286 時期以前)： 

自從 IBM 於 1981 年推出了第一部配備 DOS 作業系統及 Intel 

CPU 的個人電腦，個人電腦走向標準化之路，也真正開啟了個人電

腦史，而台灣電腦業也在宏碁電腦、大眾電腦與神達電腦等廠商之耕

耘下，在整部個人電腦史中，算是相當早出場的。當時具有 CPU 製

造技術的不止 Intel 一家廠商，因此 CPU 的供應不於匱乏，而晶片

組的發明使得主機板的面積大幅縮小。 

在此時期我國主機板產業大都規模很小，產量也不大，屬於小廠

林立的階段。當時主機板的生產也無特殊技術與專業可言，業界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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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來看待主機板廠。 

(二)快速成長期(386 時期~Pentium 時代)： 

1985 年，Intel推出386 的CPU，開始獨霸CPU 的市場，同時

Microsoft 突破性的視窗 (Window) 作業系統開始在零售市場銷

售，兩項因素加起來，炒熱了個人電腦市場的需求。由於全球個人電

腦市場需求的快速成長，也為台灣主機板廠商帶來一片大好商機，國

際大廠訂單的不斷湧入，帶動主機板市場蓬勃發展，200~300 家中小

型主機板廠商並存共存共榮。 

在 1990 年之前，全球做主機板的廠商大概可分為四種：第一種

是一線企業如美商 IBM 或者國內的宏碁、神達等，他們自製主機板

並組成桌上型電腦；第二種是專門接代工訂單且堅持高品質、高價位

的主機板業代工廠如 Micronics；第三類是帶有黑手色彩的台灣主機

板廠，專門幫小型廠商代工；第四種也帶有黑手色彩，主要是兼作貿

易商及電腦組裝業，主機板是向外採購。 

然而隨著個人電腦產業需求快速增加，國際定單的湧入為台灣電

腦產業和主板產業帶來了大量生意機會。但與此同時，也對產品品質

提出了嚴苛的要求，廠商『黑手』的營運模式逐漸受到考驗。 

1989 年華碩電腦成立，在「主機板專業設計公司」的定位下，

突破當時主機板廠商錯誤的經營理念，1990 年，華碩技術人員在沒

有 486 CPU 測試的情況下，以舊版本的 386 晶片組，加上運用其他

相關電子元件為材料，自行設計出 486 主機板，並通過測試與國際

龍頭大廠 IBM 以及主機板專業廠商 ALR 同步推出，台灣主機板業

者在全世界揚眉吐氣，也將我國主機板產業推向專業領域。 

此時我國主機板產業屬於快速成長期，產量大幅成長，廠商規模

也逐漸擴大。早期以旭青、凌亞、精英為前三大主機板廠商，然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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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的崛起造成主機板產業排序重整洗牌，不僅國際龍頭大廠

Micronics，國內廠商旭青、凌亞、精英等，其市場競爭生態都受到

影響。往後在廠商規模不斷擴充，廠商家數反而減少，產業逐漸形成

大者恆大之趨勢。 

(三)Intel 風暴(1994 年) 

Intel 風暴是主機板產業形成以來相當重要的歷史事件。1994 年

底，Intel 挾其在中央處理器主導的優勢，宣佈進入主機板市場。Intel

推出『321 策略』，預備一年生產 3,000 萬顆 Pentium CPU、2,000

萬顆晶片組、與 1,000 萬片主機板。在其 321 策略中，首當其衝的就

是全球主機板市場佔有率最高的台灣廠商。 

為期一年多的Intel 風暴最終畫上句點，主要原因有兩項。其一

是當時國內廠商萌發『集體戰』的念頭，以我國主機板廠商在國際上

佔有一席之地，每年向Intel 採購的CPU 數量甚至佔其總出貨量約7

成，一旦廠商體叛變，聯合支援Intel 陣營外的CPU，Intel 將大量流

失客戶與市場版圖；其二則是Intel 的營運模式不適合經營主機板產

業，經營主機板要力求相容性、多樣化、生產線及採購系統須具有相

當大彈性才能應付，而Intel 在彈性、品質、速度方面並未做得很好。

產業特性的不同，使得Intel 無法在主機板業得心應手，最終打消了

大舉進攻主機板市場的計劃，轉而與我國廠商策略聯盟合作，擴大全

球市場佔有率。 

(四)低價電腦興起(1997 年)： 

1997 年下半年起，美國電腦大廠 Compaq 推出 1,000 美元以下

電腦（Sub 1000 PC），為低價電腦正式揭開序幕，1999 年免費電腦

在市場上形成一股新風潮，更加快低價化腳步，整個電腦產業因而面

臨利潤緊縮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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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內主機板廠商，長期以來都與組裝市場(Clone) 共存共

榮，然而低價電腦趨勢的盛行，使得國際品牌電腦大廠想盡辦法壓低

成本，進而降低產品售價，組裝市場空間因此受到擠壓。1997 年，

組裝電腦與國際品牌的出貨比重約 51%比 49％，1998 年，結構比變

成 50%比 50%，到 1999 年中旬，組裝電腦的出貨比重已降至 50%以

下，所幸市占率縮減速度並未過快。至於主機板的出貨單價大約只剩

90 年代的一半。 

低價電腦的興起是電腦產業走向成熟的必然之事，產業發展成

熟，競爭者眾、市場需求飽和，產品單價自然下降。而身處變化快速

的資訊業，國內主機板廠商已意識到組裝市場危機的嚴重性，於是將

營運觸角由組裝市場延伸至國際品牌市場，爭取前十大品牌廠商之

OEM/ODM 訂單。同時廠商在本業主機板產品獲利率遭受嚴重侵蝕

的情況下，不僅紛紛採取多角化經營策略，領導廠商華碩及技嘉、微

星等，並持續以競價動作為保衛市佔率之策略，在低價化與市場集中

化的趨勢下，國內主機板廠商勢必將面臨另一場淘汰賽。 

(五)後 PC 時代 

進入 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網際網路(Internet) 以及無線通訊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時代的來臨，在其刺激下，PC 產品逐

漸由產品導向轉向應用導向發展，全球資訊業以『後 PC 時代』，稱

呼電子業的未來。 

在後 PC 時代，主要是以網路應用為主，各種電子設備也將具備

上網功能。後 PC 時代的網路通訊的兩大特色為『無限』與『無線』。

『無限』指得是上網的工具與應用將無所限制，『無線』則代表人們

將慢慢遠離有線傳輸。其中對於未來式產品『IA』，稱之為資訊家電

(Information Appliance) 或網路應用產品(Internet Appliance)，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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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 PC 大廠跨入的新領域，後 PC 時代將是電腦和強調網路應用的

IA 產品雙軌並存的時代。 

因此，後 PC 時代即是所有產品皆與網路應用密切結合，而衍生

出的產品勢必是資訊、消費性電子與通訊的整合體。至此，資訊產業

的加值重心將轉向應用，而硬體只是一種工具，製造將走向專業化與

低成本大量化。廠商必須思考的是如何豐富製造功能內涵與附加價

值，而擴大製造服務的範圍與專業深度，就成為必要的策略手段。 

表 4-3 PC 時代後期與後 PC 時代之比較 

 PC 時代後期 後 PC 時代 
連網載具 低價 PC(或 Free PC) 資訊家電 
成功要素 效率化與低成本 創新產品滿足需求 
產業結構 集中度提高 趨於多元化發展 
主宰廠商 個人電腦大廠 新興 IA 廠商 

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第三節 我國主機板產業現況分析 
本節將分析我國主機板產業之產銷概況，分成四部份，包括產量

與產值分析、生產據點分析、業務型態分析、與銷售區域分析等。 

一. 產量與產值分析 

根據 MIC 資料，我國主機板產業不含系統形式出貨量如圖 4-5 所

示，雖然我國主機板年產量維持逐年增加的情形，但以成長率來看，

卻是呈現下滑的現象，主要由於主機板產業已逐漸成熟，在需求飽和

影響下，成長率也正逐年下降。其中民 90 年在全球 PC 市場首見負

成長影響下，我國主機板產業也首度出現出貨量的負成長，下滑幅度

達 4.5%。 

民 92 年在全球景氣逐漸復甦的帶動下，我國主機板產業呈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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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成長的局面，整體出貨量首度突破一億片，達到 103.5 百萬片，較

民 91 年出貨成長率達 19.6%。在全球 PC 市場成長幅度不高的狀況

下，我國主機板產業之所以能創下如此亮麗的成長幅度，除國際大廠

持續提高主機板委台生產的比重外，我國廠商在歐美組裝（Clone）

市場出貨量持續攀升，亦為主因之一(魏傳虔，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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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圖 4-5 我國主機板產業產量(1999~2008) 

 

在產值方面，如圖 4-6 所示，我國主機板產業年產值維持成長狀

態，但成長率則呈現衰退現象，而自民 90 年起，甚至出現負成長的

情況。在民 92 年，由於整體出貨量的鉅量成長，因此民 92 年產值

較去年成長約 13.1%。在主機板平均出貨價格(ASP) 部分，ASP 持續

呈現不斷向下滑落之趨勢。民 92 年，平均出貨價格只剩 61.6 美元，

較去年下滑幅度達 5.4%。 

比較我國主機板產量與產值成長情形，可看出產值的成長遠遠低

於產量的成長腳步，究其主要原因在於，主機板產品普及率漸高，在

市場日漸成熟且飽和的狀況下，主機板廠商為求業績成長而不得不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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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殺價搶單，造成產品單價持續下滑；此外廠商相繼轉進 OEM 市場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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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圖 4-6 我國主機板產業產值與平均單價值(1997~2003) 

 

分析主機板平均出貨價格持續往下探底之原因，除了主機板業者

削價競爭更形激烈外，Intel 等 CPU 及晶片組廠商之降價行動，新

興區域對低價產品需求持續攀升，都造成 ASP 持續呈現下跌態勢之

原因(魏傳虔，民 93)。 

二. 生產據點分析 

我國主機板產業生產基地外移比重持續加重，如圖 4-7 所示，海

外生產的比重由民 89 年的 48%，逐年增加，至民 92 年比重已超過

74%。其中以中國大陸為最主要的海外生產據點。 

魏傳虔(民 93) 探究我國主機板外移大幅成長原因，可分由一線廠

商與二線廠商兩方面進行分析。一線廠商部分為因應主機板價格競爭

激烈，在維持獲利水準與保持價格競爭力的目標下，相繼提高大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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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比重。再者，為貼近於中國大陸設立組裝據點之 OEM/ODM 客

戶，以利於爭取國際 PC 大廠持續釋放的委外代工訂單等，皆是造成

一線廠商積極在中國大陸擴充產能之原因，如華碩在台產能，民 93 年

將降至 30% 的水準。 

其次在二線廠商部分，除持續加重大陸當地主機板生產工廠的投

資比率以維持本身價格競爭力外，委由一線廠商為其代工生產模式比

重亦持續往上攀升，而此部分的產能又多分佈在大陸地區，在兩種策

略交相影響下，目前二線廠商在海外生產的比重已超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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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圖 4-7 我國主機板產業生產據點 (2000~2003) 

 

三. 業務型態分析 

 在業務型態方面，主機板業的銷售可分為自有品牌(OBM) 以組

裝市場(Clone)為主，以及代工市場(OEM/ODM)。由圖 4-8 可看出，

我國主機板廠商在 OEM/ODM 的比重這幾年大致呈現下降的趨

勢，不難察覺我國主機板的經營重心逐漸轉移到 Clone 市場發展，當

然這也跟全球 Clone 市場又開始復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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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民 92 年，ODM/OEM 的比重明顯增加，主要原因在於全

球景氣復甦，國際 PC 大廠陸續釋出委外代工訂單，且主機板廠商之

間持續提高代工生產比重，亦是造成我國主機板 OEM/ODM 型態

出貨量增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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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圖 4-8 我國主機板產業業務型態(2000~2003) 

 

四. 銷售區域分析 

由圖 4-9 顯示之我國主機板銷售區域分布，西歐與北美向來為我

國主機板產業最主要之銷售市場，比重超過 50% 以上。民 92 年出

貨比重較去年大幅提升，其成長之主要原因，除 Clone 市場因假期效

應使消費市場需求大幅成長外，伴隨 PC 換機風潮興起而增加的

OEM/ODM 型態訂單，亦對歐美地區之出貨提供明顯的挹注。 

而其他成長較顯著的部分為亞太及其他地區，顯見新興市場的成

長性仍然頗具潛力，並以大陸市場的銷售成長最為明顯。 

不過，主機板的銷售區域並不能完全代表最終市場的所在，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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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年來，諸多國際個人電腦大廠開始以大陸等地區作為組裝地點，

然後在運送至各市場銷售，台商的個人電腦組裝也同樣有這樣的趨

勢。如我國為美國當地品牌電腦代工的主機板有一部分並沒有直接運

往美國，而是轉往中南美以及中國大陸等地為組裝基地，然後以準系

統方式出貨運往美國。因此實際上我國主機板最終銷售往美國與西歐

等地的比重將較圖 4-9 所顯示之比例要來得更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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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圖 4-9 我國主機板產業銷售區域 (2000~2003) 

 

第四節 領導廠商現況與策略描述 
由於我國主機板產業之產業高度集中化，領導廠商之策略將牽動

整體產業之發展，因此本節將針對我國主機板四大領導廠商華碩、技

嘉、微星與精英等之現況與策略做一概括敘述。 

一. 華碩電腦 

(一)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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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78 年 4 月，童子賢、廖敏雄、徐世昌、謝偉琦等四位創始人，

成立了華碩電腦，華碩成立當時，國內主機板產業帶有濃厚的黑手色

彩，而華碩由於經營理念差距過大，決定以專業角度出發，轉向主機

板研、產、銷全方位運作模式，致力於 OBM 及 ODM 之主機板及附

加卡產銷業務，以 Clone 市場為主要開發目標。 

民 79 年，在公司運作後短短的八個月內，華碩開發出

Cache386/33 以及 486/25 兩款個人電腦主機板，其中 486 主機板

更是在 Intel 發表 486 微處理器後，便與國際龍頭大廠 IBM 以及主

機板專業廠商 ALR 同步推出。這件事讓國際大廠對華碩刮目相看，

台灣主機板業者在全世界揚眉吐氣，更是台灣資訊產業躍登國際舞臺

的歷史關鍵大事。 

華碩的崛起造成主機板產業排序重整洗牌，舉凡國際龍頭大廠

Micronics，或者台灣本土廠商旭青、淩亞、精英等，其市場競爭生

態都受到影響。之後華碩營收更是一路成長，至今華碩已成為國內主

機產業的龍頭廠商，也是世界前四大專業主機板製造商之一。 

(二) 主要經營策略 

華碩以主機板起家，致力於 OBM 及 ODM 之主機板及附加卡產

銷業務，以 Clone 市場為主要開發目標，以獲取較高利潤。華碩對

組裝市場的用心與堅持，為其奠定了堅固的營運基礎，不但獲得豐厚

營收、高利潤等實質回饋，同時也樹立好口碑，贏得難以量化的無形

資產。透過「華碩品質、堅若磐石」的形象，在消費者心目中塑造根

深蒂固的地位，在用戶心中華碩已經是金牌形象。 

近年隨著主機板產業成熟，在多角化的趨勢下，華碩進軍 PC 市

場，並且逐步走向國際，將市場延伸中國、義大利、俄羅斯等地，也

將主機板優勢延伸到多角化的產品之上，如華碩在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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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ook) 的品牌策略，就是延伸華碩主機板品牌的知名度，品牌

定位為『堅若磐石』，堅持高階、高價、高品質的三高定位。 

(三) 經營現況 

為因應市場的轉變，華碩於 91 年中成立華擎子公司，推出副品

牌『AsRock』，主打低價市場，並在民 92 年初於主機板市場推行所

謂『巨獅理論』，巨代表市佔率，獅代表地位（獲利）；過去華碩站在

制高點，就像獅一般，只固守高階市場，現在則要向巨的方向前進。

值得注意的是，在巨獅策略下，華碩已從以往強調獲利轉而以追求市

佔率為先。 

民 93 年 2 月初，華碩電腦宣佈一月主機板出貨量 330 萬片，創

歷史次高。同時此一數字對華碩有兩個重大意義，第一是華碩在一月

傳統淡季逆勢成長，第二是首次達到華碩『大 A+小 A = G+M+E』

的目標(華碩加華擎的出貨量總合要與技嘉、微星及精英相同)，預期

將改寫臺灣主機板市場『四大天王』的生態。 

二. 技嘉科技 

(一) 公司簡介 

技嘉科技成立於民 75 年，原名『技嘉實業有限公司』。公司設立

初期產品線主要包括了主機板、以及周邊的版卡，如顯示卡、磁碟機

控制卡、記憶體卡等。公司並在民 80 年成立了全球分公司。 

技嘉成立初期並未擁有自己的工廠，直到民 85 年，才正式擁有

自己的生產設備。從成立到民 85 年這段期間，因為主機板功能不斷

整合擴充，因此公司漸漸的放棄過去較為多元的產品線，集中資源在

主機板事業上。民 88 年以後，公司也開始接受國際個人電腦大廠的

訂單，從事所謂 OEM/ODM 的營運模式。不過一直到目前為止，

技嘉科技一直都還是把營運的重心放在組裝市場，目前公司在



 19

OEM/ODM 及組裝市場的業務比重大約還維持在 3：7 左右，是國

內所有一線主機板廠中組裝市場業務比重最高者。 

(二) 主要經營策略 

技嘉科技在產品效能與規格上的創新突破一直不遺餘力。體察市

場需求脈動，技嘉科技秉持提供客戶精密科技整合之高效能產品的信

念，不斷地調整研發策略，務求達到完美品質且符合市場的脈動。接

續既有優勢，並將其延伸至各項創新突破中以求產品表現、產品功能

以及全方位產品線的極致化。 

(三) 經營現況 

面對華碩民 92 年推出巨獅策略後，並成立華擎推出第二品牌擠

壓市場後，技嘉除了於民 93 年 1 月由馬孟明宣布『以戰止戰』，正

面跟華碩進行價格割喉戰之外，最近更宣布與鴻海策略聯盟，由鴻海

為技嘉代工部分主機板，共同對抗華碩的巨獅策略。藉由鴻海經濟規

模之優勢，不但可降低技嘉主機板成本，也有助於擴張鴻海的主機板

版圖，可望創造『雙贏』。 

過去技嘉多以中、高階主機板為主，為抵抗華碩激烈的競爭，技

嘉將修正策略進軍中低階主機板市場，以擴大市佔率的方式，來縮小

與領先者的差距，且推出副品牌倍嘉來因應。  

三. 精英電腦 

(一) 公司簡介 

精英電腦成立於民 76 年，民 83 年為我國第一家股票上市的主

機板廠商。民 87 年鑫明集團入主，在鑫明集團豐厚的資源不斷灌注

下，精英業績也開始突飛猛進。 

精英在民 91 及 92 兩年連續獲選商業周刊年度全球百大資訊科

技企業(91 年為全球第八大，92 年為第 50 大)。同時在這項評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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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英也名列民 92 年全球第十二大電腦與零件製造廠，領先其他主機

板製造同業。 

(二) 主要經營策略 

精英主攻低價電腦市場，成本優勢為精英的主要利基。 

民 87 年精英與鑫明集團聯合採購，致力降低公司營運成本，並

發動『低價策略』戰爭，快速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除此，精英在

大陸市場的佈局最早，為首家赴大陸設廠的臺灣主機板廠商，產能已

全數移至大陸鑫茂廠。 

近年精英不斷強化與二線主機板廠商的關係，由於主機板產業競

爭壓力過大，二線主機板廠商多將製造委外。精英總計已相繼取得浩

鑫、承啟、磐英、友通、映泰、陞技以及梅捷等之代工權。精英不僅

藉此擴大生產規模，同時也通過這些二線廠掌握的通路，協助他們轉

型朝多元化產品經營方向發展 

(三) 經營現況 

民 93 年，精英面臨營運上的重大挑戰。不僅流失掉 Apple 代工

訂單，使得業績嚴重下滑。且被華碩挖角研發副總吳載燈，成立華擎

打出第二品牌，在專攻的低價市場受到華擎激烈威脅下，精英獲利更

是嚴重衰退。因此精英積極調整體質，進行組織調整，依產品線成立

四大事業單位，包括移動 PC、准系統、主板、筆記型電腦等。 

除此，精英也預計將拉高代工市場比重，全力搶攻 ODM 代工客

戶及中高階主機板市場。 

四. 微星科技 

微星科技成立於民 75 年 8 月，精於主機板和各式顯示卡的設計

及製造，為全球前五大及台灣前三大的主機板製造商；到民 77 年一

款可超頻的 5MHz 的 286 主機板，獲得市場青睞，賠了快兩年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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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才開始回穩。 

民 86 年，低價電腦盛行，隨著產能的擴充，許多主機板廠商都

面臨生產線不夠的情況，微星在中和自建廠房，並且成為日後發展的

穩固基礎。 

微星成功的主因在於強化技術品牌的印象，將技術導入行銷成

份，才能深耕 OBM 與 OEM 兩個市場，獲得消費者的青睞。然而

在華碩開啟主機板市場價格戰後，技嘉投入戰局主動降價下，領導廠

商中影響較大應是微星，其在主機板品牌定位不如華碩與技嘉，報價

競爭力又不如精英，如何找出下一階段成長動力，已備受相當地質疑

與壓力。 

五. 領導廠商策略小結 

綜合上述對於四大領導廠商策略的描述，近年影響主機板整個產

業結構產生劇烈變化的重大來源之一，即為主機板龍頭廠商華碩的策

略動向。 

華碩推行『巨獅策略』，啟動價格戰來爭奪市佔率，其他一線廠

商為了保衛市佔率也相繼加入，不僅重擊主機板廠商獲利情形，更進

一步壓縮其他非領導主機板廠商的生存空間。除此，華碩成立副品牌

華擎，低中高階主機板市場通吃，並在民 93 年達成『大 A+小 A = 

G+M+E』的目標，首季獲利更是微星、技嘉、精英獲利總合的四倍

以上，與競爭對手差距愈拉愈大。 

除了華碩以外，另一重要影響力則來自於全球第二大 EMS 廠商鴻

海。鴻海近年積極跨入主機板產業，除獲得國際大廠如 Intel 與 Dell 

訂單外，也積極爭取國內主機板業的代工訂單，在成功與技嘉達成策

略聯盟後，更與多家二線主機板業者洽商代工業務，形成精英與鴻海

兩大主機板代工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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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鴻海向來以代工製造為主，不做自有品牌主機板，因此並未

將其納入主機板四大廠商之中討論，然而，自民 93 年起，針對華碩

巨獅策略，鴻海推出『猛虎計畫』，宣布正式以鴻海品牌『Foxconn』

推出主機板、迷你準系統與零組件等產品，並開始在歐美與大陸市場

銷售。 

雖然鴻海跨入主機板製造領域不久，現已躍居全球第二大主機板

製造廠，民 92 年出貨量 2,500 萬片，僅次於華碩。鴻海對主機板產

業的影響力持續加劇，在其本身強大的規模優勢帶動下，未來台灣主

機板業生態可能從過去『四大天王』轉為華碩及鴻海雙雄競爭的局面。  

 

第五節 我國主機板產業發展趨勢 
綜合以上對於我國主機板產業現況與領導廠商策略之分析，本節

將整理歸納我國主機板產業的發展趨勢，分成以下六點討論。 

一. 產品趨於標準化 

隨著技術的發展成熟，主機板產品走向規格化，產品整合性愈來

愈高。早期主機板上晶片組的功能係分散在很多單獨的晶片上，如

IBM 第一部個人電腦，除了 CPU 及浮點運算器兩顆最主要的晶片

外，尚有時脈產生器(8284)、匯流排控制器(8288)、鍵盤控制器(8255)、

中斷控制器(8259)、直接記憶體存取控制器(8237)等，線路複雜，製

造成本高，維修亦較為困難，因此各家產品差異性很大；到了 1986 

年，Chips and Technologies 公司發表 82C206 晶片，把時脈產生器

(8284)、匯流排控制器(8288)、系統計時器(8254) 等整合進入單一晶

片裡，使晶片間相容性的問題獲得完整解決，也提升了系統效能，更

簡化主機板的設計，節省了製造成本(施威銘，民 92)。自此，晶片組

的功能即不斷加強，被整合進入晶片組的功能也愈來愈多，幾乎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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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功能，都被整合在主機板裡面，在產品規格趨於標準化下，廠商

意圖以差異化來區隔各家產品所能發揮的效果也日益下降。 

除此之外，目前影響主機板廠商較重要的技術變數，仍是來自於

Intel，由於 Intel 的 CPU 在桌上型電腦市場的市占率達 80% 以上，

晶片組的市占率也接近 50%，因此 Intel 的產品規劃策略，總是直接

影響到下游 PC 與主機板的發展，而其不斷制定產業標準，使得主機

板廠商最大的價值，如彈性、複雜的線路設計等空間愈來愈小，也造

成主機板的規格日益標準化。 

二. 產品低價化 

隨著美國電腦大廠 Compaq 推出 1,000 美元以下電腦（Sub 1000 

PC），低價電腦時代的來臨也引發個人電腦市場的價格戰。國際品牌

電腦大廠想盡辦法壓低成本，進而降低產品售價，在整個電腦產業皆

面臨利潤緊縮的壓力下，我國主機板的出貨單價也隨著不斷下滑。 

再者由於主機板產品走向規格化，廠商間的產品差異逐漸縮小，

使得廠商競爭日趨激烈，加上主機板廠商在面對全球桌上型電腦市場

日漸成熟且飽和的狀況下，為求業績成長，往往採取殺價搶單的策

略，因此造成主機板產業平均出貨價格(ASP) 持續急跌。 

其中，主機板龍頭廠商華碩不僅推出副品牌華擎跨入低價市場，

並於民 92 年發表『巨獅策略』，以全力搶奪市佔率為目標，開始帶

頭打價格戰。面對華碩以發動價格戰，來擴張市場之策略，技嘉與精

英等一線大廠為保衛市佔率，也相繼加入價格戰，使得主機板的 ASP 

於民 92 年達到歷史新低點，毛利率也不停下滑。而民 93 年隨著華

碩持續推動巨獅計畫、華擎力爭低階市佔率，以及精英擴大價格優勢

籌碼下，主機板的競爭壓力還在加劇中，競價動作將持續，ASP 急

速下滑之局面也勢必難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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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能外移與外包 

產品低價化趨勢的另一重要影響為生產地外移，廠商為維持競爭

優勢，積極擴展海外生產基地，以降低生產成本。圖 4-10 所示為我

國主機板在海外生產的趨勢，可看出海外生產比重呈愈來愈高之趨

勢，其中以中國大陸所佔比重最重。 

除此之外，主機板產業領導大廠間激烈的價格戰，迫使夾縫中生

存的二線廠因不堪連年虧損，在 92 年下半已有高達 80% 的廠商向

精英投靠，委由精英代工生產低價主機板；領導廠商技嘉也在民 93 年

初將部分主機板交由鴻海代工，顯示目前低價主機板報價已瀕臨各廠

的製造成本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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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圖 4-10 我國主機板產業國內外生產比例 (1996~2003) 

 

四. 產業集中度高，大者恆大趨勢日益明顯 

我國主機板廠商在民 70 年代後紛紛成立，從民 76 年之 30-40 家

快速增加至民 78 年之 100 多家，最多曾經高達數百家。之後主機板



 25

產業歷經市場的競爭、整合及淘汰，加上華碩電腦在民 86 年上市，

掀起了主機板廠商的上市上櫃風潮，同時也加速了主機板廠商間，營

運規模與財務體質的強弱分明。而後隨著全球經濟進入不景氣，資訊

產業發生嚴重衰退，使一些技術不佳或財務體質較弱的公司離開市場

競爭的行列，也正式宣告主機板產業邁向產業集中化，以及大者恒大

趨勢的開端。至民 92 年，我國主機板廠商較具知名度與一定規模者，

大約有 20 家。 

圖 4-11 顯示自民 82 年以來，我國主機板產業前四大領導廠商之

市場佔有率的分布狀況。由圖可看出，華碩、技嘉、微星及精英四大

廠之合計年出貨量，佔我國主機板整體出貨量(不含系統) 之比例，

由民 90 年起突破 60%，到民 92 年已高達 70%的市佔率。且在競爭

日趨激烈的情況下，四大廠對於民 93 年之出貨量皆定下相當積極之

目標，合計四家一線廠全年出貨量將超過 1 億片，市佔率突破 80%，

二線廠商生存空間將更為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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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資策會 MIC 與各主機板廠商年報 

圖 4-11 我國主機板產業之產業集中度 (199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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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國主機板產業朝向大者恆大之集中趨勢之主要成因，其一

是由於主機板產品漸趨標準化，產品差異性不大，因此個別廠商的品

牌效應、成本控制、量產能力、運籌管理等即成為決勝關鍵，缺乏上

述條件者將很快被市場淘汰。 

其二在於 OEM 訂單對代工廠商產能要求較高、產品平均價格較

低，加上 OEM 經營模式不管在零組件庫存、應收帳款管理方面，

均需要較大部位資金週轉，營收若無法達到一定規模，勢必無法充分

支應，有能力承接 OEM 訂單廠商，以原有經營規模較大的一線廠

商為主。且國際大廠為了確保供貨與產品品質，通常只會選擇少數幾

家較具規模且品質可靠的廠商下單，擁有良好條件之主機板廠商更易

獲 TOP 10 電腦大廠訂單的青睞，也因而加速造成『大者恆大，強者

恆強』的趨勢。在一線大廠將生產基地加速移往大陸後，更可藉著龐

大的產能支援，向下侵蝕低價及新興市場。除此之外，二線廠商的生

產規模較小，在許多原料及關鍵零組件上較不具議價能力，一旦面臨

市場原件缺貨時，上游供應商多以大廠為第一優先供應對象，造成二

線廠商產品推出後，往往喪失了市場時效性。  

五. 廠商多角化經營 

在主機板產業逐漸步入成熟期，廠商除開發新興市場與爭取低價

電腦訂單外，朝產品多角化策略來分散風險、提高獲利率是必然之趨

勢。二線廠商在主機板本業生存空間受到強力擠壓的同時，也亟思利

用現有企業資源，創造新的經營契機。早期主機板廠商多角化之方向

為高度相關的介面卡(如：顯示卡、繪圖卡、音效卡、硬碟控制卡等)，

原因不外技術相近、客戶相近、通路亦高度重疊。事實上有些主機板

廠是以介面卡起家，日後再轉入主機板產品。但因介面卡之功能逐漸

被整合進入主機板，故此類的產品亦逐漸減少(涂瑞勝，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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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機板廠商在多角化佈局上以繪圖卡、準系統、伺服器與筆

記型電腦等較受主機板廠商青睞，近年數位家庭風潮興起，資訊家電

亦為主機板廠多角化的方向之一。歸納廠商多角化的發展趨勢以下幾

點較為重要：  

1. 顯示卡(Graphic Card)： 

多數主機板廠商皆跨足此領域，惟在目前兩大主流繪圖晶片廠商

Nvidia 及 ATI 產品世代交替快速下，多數廠商皆採取公版設計的方

式來生產顯示卡，在並無特別差異化設計下，僅能依附於原先主機板

的品牌魅力來定價，且進入門檻不高，雖對營收的成長有一定之幫

助，但對於獲利的貢獻卻未必明顯。  

2. 筆記型電腦(Notebook)： 

跨足此領域的廠商，可以華碩及精英為代表。華碩在雄厚研發實

力及標榜貴賓級維修服務支援下，跨入筆記型電腦的成果最為豐碩，

在台灣及大陸自有品牌市場均有所斬獲，分別擠進台灣前五大、大陸

前十大筆記型電腦自有品牌廠商；精英則是以取代 DT 的 Deskote 為

號召，DeskNote 的外表類似 Notebook，但並沒有內建電池，無論

是 CPU 或是記憶體，都是採用 DT 的規格，因為兼具 NB 的移動性、

相容 DT 的可升級性(部分)以及遠低於 NB 的價格，讓精英在民 90、

91 年時一炮而紅。  

3. 迷你準系統 (Mini Bare-bone)：  

迷你準系統已成為主機板廠商未來的新戰場，累計至民 93 年，台

灣已有超過 19 家系統與主機板廠商投入迷你準系統，而導引此股風

潮即為原二線主機板廠商浩鑫。浩鑫在推出迷你準系統產品 XPC

後，不僅成功打響業界名號，獲利更創下六年來最佳水準，也引發一

線主機板廠華碩、技嘉、精英紛紛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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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浩鑫仍是迷你準系統的領導品牌，但在 Intel 將強勢介入並

制定標準規格的 BTX （Balanced Technology Extended）主機板後，

將使使迷你準系統規格趨於標準化，大幅降低迷你準系統的技術門

檻，還會吸引其他產業的廠商投入。 

六. 筆記型電腦(NB)替代桌上型電腦(DT) 

過去筆記型電腦由於 CPU 散熱與省電要求等問題，在產品規格上

落後桌上型電腦一段時間，而高昂的售價使其被定位於高階商用市

場，一般消費者較無能力擁有。然近年來，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

的價格與功能差距已經縮小，越來越多消費者開始選購筆記型電腦。

雖然筆記型電腦犧牲了部分的升級可能性，但換之而來的小體積、便

利性與便攜性卻是傳統桌上型電腦無法相比的，再加上技術上不斷改

進，不但在效能上更為強勁，而且產品尺寸及重量也日趨輕薄，價格

上也是逐年降低，因此在筆記型電腦發展愈來愈成熟的情況下，替代

桌上型電腦成為未來的一大趨勢。 

根據 MIC 資料顯示，在民 85 年時，筆記型電腦占全球個人電腦

銷售量的比率約為 17% (與桌上型電腦比例約為 1：5)，民 90 年增長

至 20% (與桌上型電腦比例約為 1：4)，而民 92 年，筆記型電腦加大

取代桌上型電腦的腳步，形成 1：1 的比重。預估全球筆記型電腦需

求量將調高至 5,000 萬台，市場情景廣闊。Dell、HP 和宏碁等國際

大廠，也都認定未來 3~5 年內，筆記型電腦在全球個人電腦市場比重

將會超過桌上型。 

在筆記型電腦的侵蝕下，使得桌上型電腦市場的成長率更為緩

慢，而以桌上型電腦為主要市場的主機板產業成長率更為降低，也是

促成主機板產品低價化的成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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