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產業分析 

第一節  環境分析 

影響企業成功的因素很多，大致可分為外在環境及企業本身的內在

條件，二者相輔相成、缺一不可。本研究首先針對行動通訊產業之環境，

就科技、政府、經濟、以及文化四個層面進行分析，接著進行產業分析，

再據以認定產業與企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及其面臨之機會與威脅，有助

於企業進一步掌握優勢與機會，同時避開危機；內在條件分析將於第伍

章中進行探討，投資人可據以判定企業的優勢與劣勢。 

一、 科技層面 

科技的發展趨勢影響行動通訊廠商至深，若能掌握到引領下一波成

長的科技，才能避免被市場淘汰。經由分析得知，科技層面因素對手機

廠商而言，雖然在零組件發展不利，但市場機會大，尚有發展與改善的

空間。 

(一)行動通訊技術標準演進速度加快 

1G 與 2G 的市場生命週期僅維持 10 年左右，3G 的技術標準也早

在 2000 年就制訂出來，但因電信服務廠商無法適時推出配套內容服

務、價格昂貴、以及產品開發速度慢等原因，出現叫好不叫座的情形，

直至 2004 年才漸脫離導入期。國際組織目前正著手制訂 B3G 技術標

準，待技術標準制訂出來，屆時廠商極有可能跳過 3G 產品，逕行研

發 B3G 產品，因此市場極可能出現不連續、跳躍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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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上游零件技術 

目前主要通訊技術由國際大廠主導，我國廠商在上游零組件與技

術發展仍然受限。隨著國際通訊晶片大廠相繼推出各類型晶片組與解

決方案、以及釋出硬體技術平台，行動電話製造業者的進入障礙也因

此降低。對我國廠商而言，因具有高度生產彈性、產品設計能力、與

量產能力，而成為國際大廠代工訂單的首要考量對象，但仍須注意中

國、印度及東南亞等新興國家以價格競爭搶單。 

 

二、 政府層面 

政府是影響環境最重要、最直接且最快速的因子，任何一項政策推

動或法令制訂，皆對整體環境造成關鍵性影響。鼓勵外銷一直是我國的

政策，外交關係對此也有相當大的影響，而政治情勢的穩定與否、政府

領導能力好壞皆決定了整體環境的走向。整體而言，政府層面因素對手

機廠商來說是相當有利的，但兩岸關係發展不確定性高，仍須時時注意。 

(一)產業政策 

大型研究計畫的推動，可以整合政府與企業的研發資源，以提高

業者的晶片設計能力，並掌握通訊技術的發展，拉近國內業者與南韓

業者在設計能力上的差距，相關研究計畫如下所示： 

1. 電信國家型計畫：計畫內容包括研發 TDMA、CDMA、WCDMA

收發模組、CMOS、RF IC、通訊晶片、關鍵晶片與濾波器等相關零組

件，這將使得我國行動通訊產業供應鏈更為完整，有利於代工與自有

品牌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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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專計畫：研發 3G 及 3G beyond 核心網路技術以及 WCDMA

微波關鍵技術，包括用戶台及基地台微波收發模組、射頻關鍵組件及

線性功率放大器。 

3. 雙網整合服務計畫：研發整合 3G 與 WLAN 之雙頻手機。 

(二)政府法令 

除了暫不開放中國手機進口，避免引起國內手機市場價格戰外，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中與行動通訊產業相關之法令，有助於國內手機製

造業者加速折舊，並投入更多資源做關鍵零組件以及生產流程研發，

法令包括：設備投資抵減、鼓勵投資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投資減

免、鼓勵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五年免稅等。 

(三)外交情勢 

具有廣大內需市場的中國已成為業者的角逐戰場，國際大廠紛紛

至中國設立產線甚至研發中心以貼進市場，隨著兩岸關係逐漸和緩，

政府也逐漸開放國內廠商登陸發展。 

 

三、 經濟層面 

目前台灣的實質 GDP 成長率與低利率，能夠有效提升消費者購買能

力與需求，但匯率走升卻是對出口不利的。整體而言，經濟層面因素對

手機廠商而言還算是有利的。 

(一)實質 GDP 成長率 

歷經 2001 年經濟負成長(-2.22%)，以及 2002 年、2003 年的低檔

盤旋(3.94%、3.33%)，經濟景氣終於在 2004 年出現高度成長(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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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的購買力也有所提升。經濟部統計處預測 2005 年經濟成長率將

會稍緩，但仍能維持 4.21％成長率。 

(二)貨幣市場利率 

由臺灣銀行牌告一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利率觀之，存款利率自 1995

年 6.8%一路下滑至 2003 年低點 1.4%。2004 年開始利率已止跌回升

至 1.59%，但利率仍處於低檔，對消費者需求應不致造成太大影響，

但若放款利率調升，則將降低消費者購買力，因此需持續觀察之。 

(三)新台幣匯率 

我國的匯率一向是由中央銀行管制，因此匯率是穩定而少波動

的，然近一年來美元相對弱勢，央行無法阻止新台幣升值的趨勢，美

元對新台幣匯率由 1：34 大幅升值至約 1：31 元。行動通訊產業以代

工生產型態為主，外銷比例約佔九成，故匯率變動對產業影響極大。 

由於關鍵零組件仍須仰賴國際大廠提供，因此台幣升值可降低零

組件購買成本，但將對出口產生不利。行動電話出貨區域以大陸與歐

洲為主，東南亞與南美次之，中長期來看，台幣升值幅度若大於人民

幣或歐元升值幅度，則成本的降低可能無法彌補因出口價格上升，導

致國際大廠轉單的損失，廠商宜多加注意。 

 

四、 文化層面 

整體而言，文化層面因素能夠提升內需市場需求，手機廠商也可發

揮自身優勢，故對廠商發展是相當有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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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動電話為流行性商品 

早期行動電話為功能性商品，主要用途為聯絡溝通，但如今行動

電話已轉變為流行性商品，如同服飾配件一樣，可「隨身攜帶」在身

上，因此外型朝多樣化趨勢發展，讓消費費者能展現個人風格。  

(二)消費者行為改變 

低利率時代使得人民不願將錢存在銀行，且現金卡、信用卡等消

費性金融商品氾濫，民眾養成先享受後付款的習慣。雖然消費者行為

的改變對國力有所影響，但對我國消費品市場是一件好事，能夠有效

地提升我國內需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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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分析 

產業分析主要在幫助投資人瞭解行動通訊產業概況，藉以掌握未來

發展趨勢，除此之外，投資人亦能據此更精確地估計評價變數值。本研

究透過產業界定與關連、手機成本結構、產業演進與產品特性、配銷體

系、產業結構、產業規模與成長、產業趨勢與發展等進行分析。 

一、 產業界定與關連 

由圖 3-2 得知，行動通訊產業屬於通訊工業，歸於通訊設備中的用

戶端設備。觀察行動通訊產業關連圖亦可得知，手機製造廠商處於產業

中游，其經營模式可分為 OEM、ODM、OBM、CEM 與貼牌方式，上游

為零件供應廠商，下游客戶則包括國際品牌手機大廠、中國大陸手機貼

牌廠商以及通路商。 

 

圖 3-1  行動通訊產業關連 

 

下游客戶 中游手機製造商 上游零件供應商 

1.代工： 

 委託製造(OEM)、

設計代工(ODM)、

專業製造(CEM) 

2.自有品牌(OBM) 

3.大陸手機貼牌 

 

廠商包括：明基、 

大霸、光寶、仁寶、

華冠、華寶、英業 

達、廣達、神達、 

奇美、宏達等。 

1.主動元件： 

  顯示器、IC、記憶體、 

相機模組 

2.被動元件： 

 電阻、電容、電感 

3.機構元件： 

  PCB、連接器 

4.功能元件： 

  電池、電聲產品 

5.其他： 

  機殼、按鍵 

1.國際品牌大廠

如摩托羅拉、

西門子、三星

2.大陸廠商 

  如TCL、康佳、

海爾 

3.通路商 

  如聯強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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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通訊工業範圍 

資料來源：工研院工業經濟研究中心。 

通

訊

工

業 

數位式交換機、行動交換機、數據交換機、ATM 交換

器、網際網路交換器(IP Switch)等 

高速銅線傳輸產品、同步光纖設備、混合

光纖同軸傳輸系統(HFC Transport 

System)、無線用戶迴路設備(WLL)、微波

及毫米波設備等 

高速網路卡、集線器、路由器、無線區域

網路產品、高速數據機、網際網路產品等

高頻數位無線電話、行動電話、行動資訊擷取裝

置(如 GPS 等)、影像電話、網際網路電話、高速

呼叫器、行動數據終端設備、個人通訊產品、ISDN

用戶終端設備、PABX、KTS、普通紙傳真機等 

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路協定(TCP/IP)、第七信

號方式(SS7)、一般管理情報協定(CMIP)、網際

網路分封交換(IPX)、系統網路架構(SNA)、

X.25、Frame Relay、無線通訊協定等 

智慧型網路、網路管理、網路安全、網路

操作系統、網路伺服平台、電腦電話整合

等 

網路支援、帳目、行政、維護軟體等 

軟體編解碼器(Software-Based Codec 

System)、E-mail、Voice-mail、

Video-mail、多媒體 mail、網路等 

用戶端設備 

通訊

軟體 

通訊協定 

交換

設備 

傳輸

設備 

通訊

設備 

通訊應用軟體

網路維運支援軟體

通訊軟體平台

電信傳輸

設備 

數據網路

傳輸設備

通訊專用 IC、晶片組、二次電池、高頻天線、光通訊零組件、

無線通訊模組、濾波器、R.L.C 複合元件 

零

組

件 

 測試環境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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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手機成本結構 

手機零件大致分為五部分，分別是(1)主動元件：顯示器、IC、記憶

體、相機模組。(2)被動元件：電阻、電容、電感。(3)機構元件：PCB、

連接器。(4)功能元件：電池、電聲零件。(5)其他：機殼、按鍵等。 

表 3-1 列出內建相機的折疊式彩色 GPRS 手機之材料成本，我們可

以觀察到，在手機材料成本結構當中以主動元件比重最高，幾乎佔了手

機成本 7 成以上。因此，不論對自有品牌或是代工廠商而言，原料採購

與成本控管皆為其關鍵成功因素之一。 

表 3-1  手機成本結構 

材料表   成本 US$ 比例 

基頻 7 10.2% 
記憶體(Flash 64M+SRAM 16M) 7 10.2% 

 

電子 

 射頻模組 6.5 9.5% 
隔離罩 0.3 0.4% 
連接器 1 1.5% 
揚聲器 0.5 0.7% 
麥克風 0.4 0.6% 
電聲零件 0.2 0.3% 
印刷電路板(PCB) 3 4.4% 

 

 

周邊 

 

 

 
電池 5.5 8.0% 
機構零件 

前後蓋 

外殼 

 

機構 

 

 按鍵 

 
8 
 

 
11.7% 

 

雙螢幕(CSTN 65K) 18 26.3% 
相機模組(VGA CMOS) 6 8.8% 

附加 

零件 
影像處理晶片 5 7.3% 

總成本   68.4 100.0%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4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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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演進與產品特性 

(一)產業演進 

1.技術變革 

行動電話歷經數個通訊世代，目前市場上 1G 已被 2G 取代，而

2G、3G、2.5G、2.75G 等系統則共存於市場上。行動通訊系統發展的

趨勢，直接影響行動通訊業者的研發與生產技術，以下分別予以說明： 

第一代行動通訊系統(1G)發展於 1980 年代，係指類比式通訊系

統，主要有 AMPS、TACS 與 NMT 三種系統。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2G)

是目前全球通訊系統的主流，發展於 1990 年代，為數位式通訊系統，

其頻譜利用率較類比式通訊系統佳，不但可同時讓較多之用戶使用，

而且保密性也比較好，不容易遭到盜打或竊聽。 

第二代行動通訊系統(2G)之規格，按其編碼技術、頻率及傳輸速

度之差異，大致可分為歐洲之採用 TDMA(分時多重存取系統)的

GSM(全球式行動通訊系統)、美國的 CDMA(分碼多重存取系統)及日

本的 PDC(個人數位通訊)等數個系統，主要用途為語音通信。在第三

代行動通訊系統之基礎建設尚未完成下，2.5G GPRS(整合封包無線電

服務)和 2.75G EDGE 得以趁機發展。 

第三代行動通訊系統(3G)發展始於 2000 年，主要提供語音通信、

數據以及多媒體服務，目前 3G 系統主要有以 UMTS 為基礎發展的

3GPP WCDMA 系統(Wideband CDMA)、以及中國大陸的 TD-SCDMA

系統，此外還有 3GPP2 以 IS-95 為基礎發展的 CDMA2000 系統。

WCDMA 和 TD-SCDMA 中，現階段發展以 WCDMA 為主，其發展速

度遠落後於 CDMA2000，且仍有許多技術問題有待克服，例如視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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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互通性等。因此，實際上能否進入消費市場，仍視是否有足夠且

價格能被消費者接受的 WCDMA 行動電話而定。 

B3G(Beyond 3G)是由 WWRF 成員們對 3G 之後的新世代行動通

訊系統所定義的通用名詞，B3G 涵蓋泛稱的 3.5G、4G、5G，在 ITU

中則被稱為「Systems beyond IMT 2000」。B3G 擁有更高速的傳輸速

率、更強的移動性、更大的覆蓋範圍和更好的服務品質。B3G 是透過

網際網路協定(IP)整合異質多重接取網路，讓使用者得以在各種網路

間漫遊，享受不中斷的通訊服務。 

表 3-2  行動通訊系統演進 

商業化 1980 年代 1990 年代 2000-2005 2006-2010

通訊世代 1G 2G 2.5G、2.75G 3G B3G 
資料處理 類比式 數位式 數位式 數位式 數位式 
主流規格 AMPS GSM GPRS W-CDMA N/A 

使用頻段

(MHz) 
824-893 900、1800、1900 

806-960、
1710-2025、
2110-2200、
2500-2690 

30-60GHz

規格 
AMPS 
TACS 
NMT 

PDC 
CDMA 
GSM 

GPRS 
EDGE 

W-CDMA 
TD-SCDMA 
CDMA2000 

 
N/A 

理論速度 <300bps 9.6-64Kbps 115-384Kbps 2Mbps 20-400Mbps
實際速度 <300bps 9.6-19Kbps 43-144Kbps 384Kbps 2Mbps 
國際漫遊 無 部分國家 部分國家 全球 全球 

功能 類比語音 數位語音 語音、數據
語音、數據、

多媒體 
異質多重接

取網路 
傳輸技術 基於 ATM 基於 IP 

資料來源：CompoTech 元件科技雜誌、MIC（2002）、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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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機市場演進 

(1) 1998 年的台灣手機市場 

在 1997 年電信業務開放前，市場上只有摩托羅拉、諾基亞、易

利信三家手機品牌。電信自由化後，因門號與手機需求急速攀升，飛

利普、阿爾卡特、法國幻象與日本松下等品牌快速進入市場。然而先

進廠商因具有知名度與產品線的先進優勢，因此手機市場呈現前三大

品牌獨大的寡占情形，合計市佔率超過八成。國內廠商方面，僅宏碁

集團底下的明基公司投入行動電話產業，並推出台灣首支國產 GSM

手機，以 Acer 品牌銷售。 

(2) 1999 年的台灣手機市場 

GSM 雙頻手機成為主流規格，電信系統業者與通路商以補貼手

機方式搭配門號促銷，手機市場供大於求，使得市場競爭更形劇烈，

但也更刺激市場成長。手機市場仍由先進廠商主導，合計市佔率高達

73％，但後進廠商積極搶攻市佔率，二線廠商產品漸具競爭力。國內

廠商方面，明基以「軍公教專案」行銷策略搶攻市場佔有率，獲得不

錯成效；同時，明基、大霸與致福陸續接獲國際品牌大廠的手機代工

訂單。 

(3) 2000 年的台灣手機市場 

全球手機市場不景氣導致易利信、飛利普、幻象等國際品牌大廠

發生虧損，開始採取降低成本以強化競爭力的策略，手機委外代工趨

勢形成，我國手機製造廠商如仁寶、廣達、英華達順勢崛起。消費者

在手機購買需求方面，主要以價格、外型、功能性為考量，因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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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越趨激烈；但除了價格競爭外，行銷手法逐漸多樣化，如三星、

英華達以差異化策略獲得不錯成效。手機市場由摩托羅拉與諾基亞主

導，同時日系、韓系手機品牌開始進入市場。 

(4) 2001 年的台灣手機市場 

行動通訊系統演進至 2.5G(GPRS)，產品具備上網、和絃鈴聲、

遊戲、時尚外型等特性，但消費者購買手機仍以價格為考量。市場品

牌除了摩托羅拉與諾基亞透過不斷推出新款手機，仍佔有市場龍頭地

位外，西門子也以引進更多樣產品，成為歐美系第三大品牌。易利信

則因不堪虧損出售手機部門給新力，新品牌為索尼易利信。韓國手機

知名度與銷售量，隨哈韓熱潮及少量、高價策略而提升，日系手機中

以松下為主要銷售廠商。國內廠商除明基有推出新手機外，英華達、

廣達、大霸、致福也密集推出新手機搶攻市佔率；同時，仁寶推出

PALMAX、大霸推出 Dbtel、明基推出 BenQ、以及揚迪推出 Ulycom 等

手機品牌。市場新進入者有英國 Sendo、三洋 Sanyo、與韓國手機

GPLUS、SEWON、Maxon、Nixxo、大宇等，及日本的 Kyocera。 

(5) 2002 年的台灣手機市場 

國內市場行動電話普及率已超過 100％，手機市場全面進入換機

市場，2.5G 手機、彩色手機產品快速發展，日系品牌也引進照相手機

產品。市場新進入者有韓系品牌 Toplux、國產品牌 Santec、日系品牌

Toshiba 與 Sharp。以市佔率來看，摩托羅拉與諾基亞合計市佔率約 68

％，其他歐系品牌手機約 7％，日系手機 10％，韓系手機 8％，國產

手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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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3 年的台灣手機市場 

彩色手機大幅成長，產品功能以支援照相、MMS 服務、圖片、

鈴聲為主，外型設計則以特殊造型、可換殼、摺疊式為主。在市佔率

方面，諾基亞與摩托羅拉兩大領導廠商從 70％滑落到 54％；其他歐

系廠商飛利普、阿爾卡特、Sagem 則集中資源在少數機型以確保一定

銷售量；國產手機則是從 7％持續成長至 18％，並以明基、英華達、

大霸為主；韓國手機與日系手機則各佔 10％左右，韓國三星、日本松

下維持原市場佔有率各約 5％。 

此時期的新進入者有 Innostream、Benten、Pantech、MUCH、KPT、

ELIYA、iKoMo、SK Teletech、Soutec、PierreCardin、Amoi、Hitachi、

RITZ、Telson、LG 等國際廠商，國內廠商新進入者則有 ASUS、Mio、

Benten、奇美、鴻海、神達等。 

 

 (二)產品特性 

1.高安全性要求 

手機之使用會影響人體健康與安全，須具備高度之安全性與可靠

性，例如低輻射、品管嚴格、品質優良等。 

2.品牌影響力下降 

手機市場進入成熟期，產品則由功能性產品轉變為消費性電子產

品，品牌影響力日漸下降，但是品牌所代表的形象、品質及流行趨勢，

仍是市場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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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流行時尚產業 

行動電話可隨時「穿戴」在身上，強調個人風格與裝扮做整體搭

配，因此朝多樣化及多變化趨勢發展，例如可隨意更換外殼，自行編

輯鈴聲、圖形下載、流線造型等。商務人士偏好時尚、具非凡品味，

而且質感佳的手機；都會女性則將手機視為時髦、高貴，或是成熟、

知性的配件；年輕女性則喜歡輕巧、可愛、亮麗的造型；新世代年輕

人則追求新潮、具個人風格的手機。 

4.產品生命週期短 

行動通訊產業因近似流行時尚產業，且廠商為搶得市場先機，各

種新型機種推陳出新，導致手機價格在短期內劇烈下跌，降低業者的

獲利能力。以往行動電話的產品生命週期約有 0.5~1 年，目前有些產

品的生命週期則已縮短至 3~6 個月。 

5.軟體研發投入比重大 

行動電話軟體並無單一標準與平台，因此手機製造廠商大都自行

開發軟體，包括使用者介面、作業系統、通訊協定等，獨立開發軟體

不確定性高、風險大、研發資源投入多。 

6.市場區隔 

依據消費者習慣及消費能力，可以將市場分成三個區隔：(1)低階

手機以一般通話及簡訊功能為主，價位約 NT$7,000 元以下，市場規

模在 75%以上，是主流市場。(2)中階手機則增加較多的多媒體功能，

例如 Java 遊戲、手機上網、4096 色的彩色螢幕、質感較佳，及符合

流行時尚，價位約在 NT$7,000~13,000 元，市場規模約 1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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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手機具備上網及多媒體功能、6 萬 5 千色彩色螢幕、支援數位相

機功能、整合個人管理功能，或是外型上能襯托使用者的社會地位及

身分，價位則在 NT$13,000 元以上，市場規模約 5%。 

7.技術變革快，產業結構變化大。 

8.外銷市場導向。 

 

四、 產業規模與成長 

行動通訊產業規模可以從全球市場與台灣市場兩個角度探討，在全

球市場規模方面，本研究從行動電話用戶數及普及率、國際品牌廠商市

佔率、產品結構，以及國際品牌廠商競爭策略四個層面進行探討。在台

灣市場規模方面，則從行動電話出貨量與產值、出貨區域、主要客戶與

訂單類型，以及產品結構四個層面進行探討。 

(一)全球市場規模 

1.行動電話用戶數及普及率 

全球行動通訊產業歷經 2000 年以前的 50%高成長，2001 年以後

成長趨緩，降至年成長率 30%。經過近三年來的低檔盤旋之後，2003

年在新興區域 BRIC（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的新機需求帶領下

始撥雲見日。根據資策會統計，以 2003 年全球 13.1 億行動電話用戶

而言，亞太佔 39.8%、西歐佔 23.8%、北美佔 13%、拉丁美洲佔 8.3%、

中東（含非洲）佔 7.8%與中東歐佔 7.3%。行動電話新興市場說明與

主要市場普及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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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西為南美最大的行動電話國家，約佔 36%，自從 1997 年電

信自由化後，用戶成長至 4,570 萬，普及率約 25.7%，其中預付卡用

戶比例接近八成；俄羅斯行動電話用戶數約 2,990 萬，普及率約

20.6%，其中莫斯科佔三成以上。 

(2) 為促成行動通訊產業成長，並加速達到經濟規模，印度政府

干預 GSM 系統業者，以低價提供行動電話服務。此外，印度政府在

2003 年底改採固網與行動通訊系統業者單一執照制度，讓 CDMA 

WLL 業者取得全區執照經營。印度行動電話用戶約 2,870 萬，普及率

僅 2.7%，其中預付卡用戶比例約佔八成。 

(3) 目前中國行動電話市場成長趨緩，主因為高所得消費者的需

求已近飽和，而農村居民因所得水準低，行動電話使用尚不普及。目

前普及率約 20.92%，用戶突破 2.68 億，為全球最大的行動電話使用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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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2003 年行動電話主要市場之用戶數與普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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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品牌廠商市佔率 

全球行動通訊產業大致形成三大群組，六強鼎立的競爭態勢。第

一群組以 Nokia 為首，佔有 30%市佔率；第二群組為 Motorola、

Samsung，市佔率介於 15%~20%；第三群組則為 Siemens、Sony Ericsson

及 LG(圖中資料點為菱形者)，市佔率介於 5%~10%；其餘 Panasonic、

NEC、Kyocera 等日系廠商的市佔率約在 3%下。 

 

 

圖 3-4  主要行動電話廠商市佔率 

資料來源：各公司、資策會 MIC 整理(200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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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結構 

根據 Dataquest 統計(圖 3-5)，2003 年全球以 GPRS 與 GSM 機種

之銷售比重最高，分別佔 32.68％、30.91％。若以銷售量成長率來看，

GPRS 與 CDMA2000 成長幅度最大，較 2002 年分別成長 114.51％、

71.88％；在 other 部分，EDGE、W-CDMA 等 2.5G、3G 機種銷售量

亦有倍數成長，而其餘機種銷售量則都大幅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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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全球行動電話產品結構 

資料來源：Gartner Dataquest（2003 年 10 月）。 

4.國際品牌廠商競爭策略 

按國際品牌廠商的生產方式，可大致分為自製生產與委外代工生

產，前者如 Nokia、Samsung，後者則以 Motorola、Siemens、Sony Ericsson

及 LG 為代表。 

在自製生產廠商方面，Nokia 採取 Single Platform、Multi-Device

的生產模式，以達到生產與採購之規模經濟，短期內不易釋出 ODM

訂單，但已逐漸釋出機構設計訂單；Samsung 則是將內部資源集中在

2002 年 200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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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價位產品，以及在新興市場設立生產據點，亦沒有釋出 ODM 訂

單的跡象。 

在委外代工生產廠商方面，Motorola 採取機海戰術的產品策略，

以及多元化代工策略，是最早釋出 ODM 代工訂單的廠商。除了釋出

更多產品線機種，也積極與台灣、南韓代工廠商建立合作關係。然而，

Motorola 將因此面臨不同代工廠商所開發產品之間的相容性與延續

性的問題。 

Siemens 專注在中低階產品，委外代工起步較慢且代工策略模

糊。為拓展中高階產品及經營北美與亞太市場，其未來代工策略將以

彌補內部研發資源不足為優先考量。Siemens 因採取低價反制 Nokia

之策略，造成 ASP 不斷下滑，目前呈現虧損狀態。 

Sony Ericsson 專注在高階照相手機、日本 PDC 和 WCDMA 產品，

中低階 GSM/GPRS 產品則委任代工廠商開發，形成產品互補模式；

LG 專注在中高階 GSM/GPRS 產品、WCDMA 和 CDMA2000 產品，

委外代工訂單以入門 GSM 產品為主，以供應新興市場需求。 

 

 (二)台灣市場規模 

1.行動電話出貨量與產值 

圖 3-7 顯示 2004 年台灣整體手機出貨量約為 5,200 萬支、成長率

22.8%，佔全球總出貨量比例微幅下降至 8.3%。在產值方面，照相手

機與智慧型手機等高階產品出貨量皆有顯著提升，但因 GPRS 產品單

價下跌，且台灣廠商接獲大宗低階 GSM 手機訂單，ASP 微幅下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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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美元。整體而言，因出貨量大幅成長，2004 年產值成長近 17%，

約為 36.4 億美元。 

2.出貨區域 

由圖 3-6 可以得知，2004 年台灣出貨區域主要以大陸、歐洲為主，

但是比例由前年 72.5%下滑至 56.7%，其他區域出貨比例則皆有提

升。其中，東南亞與南美新興市場成長最多，出貨比例分別提高為

16.6%、10.2%，而台灣廠商自有品牌之內銷比例也提高至 9%。 

 

 

圖 3-6  台灣行動電話出貨區域分析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5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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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台灣行動電話出貨產量統計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5 年 2 月)。 

3.主要客戶與訂單類型 

台灣主要客戶包括歐美品牌大廠(以 Motorola、Sony Ericsson 為

主)、日韓品牌(以 Panasonic、NEC 為主)、以及大陸貼牌訂單。在歐

美品牌客戶中，由於 Motorola 積極佈局新興市場，釋出大量中低階手

機訂單，使得 2004 年歐美品牌訂單約佔台灣出貨量五成以上，達 2,950

萬支；在日韓品牌客戶中，則因 NEC 釋出 OEM 與 ODM 訂單，使得

日韓品牌訂單小幅成長至 12%，達 820 萬支以上，但訂單比重卻微幅

下滑至 16%；在大陸貼牌訂單方面，由於大陸廠商提高自製比重且面

臨庫存壓力，訂單比重大幅滑落至 8%以下。 

由台灣所接獲的訂單類型觀察，近三年變化不大。主要訂單仍來

自於 ODM 代工，惟訂單比例微幅下滑至 82.6%，OEM 訂單則微幅上

升至 3.9%，而自有品牌出貨比例仍維持在 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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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台灣行動電話訂單類型分析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5 年 2 月)。 

4.產品結構 

按產品規格來分，2004 年台灣行動電話仍以 GSM 雙頻、三頻為

主流，但比例已下滑至 60%以下；其次為 GPRS 產品，比例提高至

33%；CDMA 與智慧型手機產品比例則略微下滑。 

按螢幕顏色來分，彩色手機的出貨比重，提高至將近 5 成。其中

6 萬 5 千色的彩色螢幕手機比重約佔六成以上，260 萬色彩色螢幕手

機比重也達 3%以上。若以產品造型來分，則以直立式造型為主，但

非直立式造型(折疊式、滑蓋式)產品比重卻提升至 35%以上。 

按是否內建數位相機來分，2004 年照相手機出貨量達 1,233 萬

支，比重由 6.4%大幅提升至約 24%。在相機畫素方面，以 VGA(30

萬畫素)為主流，百萬畫素以上(＞1MP)手機比重則提升至 1.79%，

CIF(10 萬畫素)手機比重也有微幅增加。 

 



 

                         
 

43

 

圖 3-9  台灣行動電話出貨產品結構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5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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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台灣照相手機出貨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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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配銷體系 

在 2G 與 3G 行動通訊系統交替之際，通路業者大力促銷彩色螢幕手

機，加速縮短黑白螢幕手機的生命週期。同時，品牌廠商改變定價策略，

針對中高階手機大幅降價，因此通路業者毛利呈現下滑趨勢。通路業者

面臨價格競爭、獲利低、售後服務及相關的經營成本提高等壓力，在市

場競爭與淘汰之下，目前台灣手機通路集中在四家具規模經濟的通路業

者：聯強國際、神腦國際、全虹通信及震旦通訊，同時彼此在產業競爭

活動中已形成默契。 

 

 

圖 3-11  2004 年台灣行動電話市場通路結構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4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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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佔有率來看，聯強以 40%的市場佔有率，成為台灣手機通路

的龍頭廠商，神腦國際排名第二，擁有 35%的市場佔有率。聯強與神腦

兩家加起來，已佔了市場規模 7 成以上，幾乎主導了台灣手機通路市場。

過去經營手機批發業務的震旦及全虹，則轉型成為連鎖通路中的兩大品

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電信集團的台灣電店，挾台灣大哥大手機用戶

數優勢，已逐漸成為台灣手機通路市場的新勢力。 

根據 MIC 觀點，台灣手機市場的配銷通路體系，依消費者購買手機

的途徑，可區分為系統通路、連鎖通路、經銷通路、其他通路，以下分

別予以說明： 

(一)系統通路：例如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新遠傳等 

系統通路成員由電信系統業者的門市或服務窗口所組成，經營重

點為銷售系統業者的門號。系統業者因掌握門號資源，不論是在新辦

門號與行動服務之新機市場，或是換機市場，皆具有利用門號與手機

搭售的銷售優勢，對行動電話品牌廠商之行銷決策影響極大；另系統

業者搭售的手機採購係採用投標方式，再由得標的通路業者供應，或

向其他通路業者統一採購，故系統業者與配銷商的合作關係，亦將影

響行動電話品牌廠商之通路策略。 

電信業是資本密集、人力密集的行業，有著大者恆大的效應。自

電信自由化後，台灣電信市場版圖因業者合併而漸確立，可分為主要

提供 GSM 服務的電信三雄：併購泛亞與東信的台灣大哥大、與和信

合併的新遠傳，以及中華電信。再加上提供 PHS 服務的大眾電信，以

及提供 3G 服務的亞太和威寶，共整併為六家系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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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業者除廣佈據點外，更以與終端通路業者進行合作、結盟或

是直接入股的方式，取得更多的消費者接觸點，例如遠傳入股全虹並

拿下全虹全省三百多家連鎖通訊行的經營權，而台灣大哥大則與震旦

行直營門市以雙掛招牌方式進行合作。 

表 3-3  電信三雄比較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新遠傳 

用戶數 93/08 810 萬 822 萬 690 萬 

成員組成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泛亞、

東信 
遠傳、和信 

市場區隔 平價大眾市場 品味時尚的都會男女 追求流行的年輕族群

搭售手機 

價格策略 

60%產品在

5,000 元以下 

9,900 元以上產品佔

35~40%，5,000~7,000
元產品約佔 20% 

以中低價產品為主，

50~55%產品在 5,000
元以下 

手機供應 

來源 

神腦、聯強、

震旦 
台灣電店、聯強 

震旦、全虹、聯強、

自行代理 i-Mode 手機

與通路業者

合作 
N.A. 

以雙掛招牌方式與震

旦直營門市進行合作
入股全虹得到經營權

 

(二)連鎖通路：全虹及震旦 

連鎖通路係由具有經濟規模之通路業者直營店或採加盟方式經

營的連鎖通信門市組成，全虹及震旦皆屬之。在手機批發與配銷方

面，全虹及震旦的市場佔有率雖然不及聯強及神腦，卻擁有足夠的市

場涵蓋能力，藉以將產品推銷出去。 

全虹通信約有 250 家門市，行銷策略主要鎖定功能導向與高階產

品市場區隔。為因應哈韓熱潮，全虹也相繼引進 Samsung、LG、To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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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Gplus 等韓系品牌手機。此外，隨著手機由功能性產品轉變為消費

性產品，且消費者逐漸以價格為導向，全虹也陸續引進二線品牌之低

階手機。 

震旦通訊約有 230 家通信門市，採直營與委營加盟方式。為了擺

脫價格競爭及低毛利，震旦通訊以「營服合一」的核心概念與「即時

服務，3 年保固」的行銷訴求進行差異化策略，專注在高階手機產品

上，代理品牌以台灣手機市場的前六大品牌(Nokia、Motorola、

Samsung、Simens、Sony Ericsson 及 LG)為主。 

(三)經銷通路：聯強 

經銷通路成員主要由獨立自營之通訊門市、3C 量販店及賣場等

成員所組成。優點是進貨管道不會受限，可以降低進貨成本；但缺點

是開店成本較高、議價能力較低，促銷期間可能因貨源不足而造成熱

門商品短缺，促銷期間過後也可能遭受庫存增加之跌價損失。 

聯強國際目前經銷商家數逾 3,000 家，直營維修據點超過 20 個，

代理的手機品牌主要以台灣手機市場前六大品牌以及其他歐美品牌

為主。聯強國際以加強保固及建立維修體系為主軸，同時藉著 MIS

系統及物流體系的運作，建立通路龍頭的地位。 

(四)同時經營「連鎖通路」與「經銷通路」：神腦國際 

連鎖通路業者若同時投入經銷通路的經營，可能會面臨庫存增加

及產品跌價損失的風險。另一方面，為要顧及加盟店的權益，必須與

經銷通路中的經銷商有所區隔(例如，保障加盟店的進貨價格、利潤

與熱門產品貨源)，這些都可能會壓縮通路業者本身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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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腦國際目前有 2,500 個服務據點，除了代理一線品牌的手機之

外，也陸續引進二線品牌的手機。神腦過去主要是經營中華電信手機

承銷業務，但在聯強也取得中華電信手機承銷合約之後，神腦未來將

提高經銷通路的經營比重，其次，則是持續擴大連鎖通路體系。 

(五)其他通路：包括網路、郵購與外銷通路等 

表 3-4  四大通路業者比較 

  聯強國際 神腦國際 全虹通信 震旦通訊 

通路

類型 
經銷通路 經銷＋連鎖 連鎖通路 連鎖通路 

門市

數目 

經銷商家數逾

3,000 家，29 家

直營維修據點 

2,500 個 

服務據點 
253 家門市 (包括

直營店與加盟店) 

228 家門市(包
括直營店與委

營加盟店) 

策略 

代理台灣手機市

場的前六大品牌

與其他歐美品牌 

除一線品牌與其

他歐美品牌外，

也代理二線品牌

之低階手機 

代理台灣手機市

場的前六大品牌

與二線品牌低階

手機，並引進韓系

品牌手機 

主要代理台灣

手機市場的前

六大品牌 

 

 

 

 

 

 

 

 

 



 

                         
 

49

六、 產業結構 

本研究按照 Porter(1980)的五力分析架構，對行動通訊產業進行產業

結構分析。以下乃就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分析、產業內現有競爭者分析、

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分析、對購買者的議價能力分析、替代品的威脅分

析分別論述之。 

(一)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分析(大) 

行動電話製造業者大多具有規模經濟，固定成本及資金需求高，

因此有著大者恆大的特性。隨著 3G 服務發展，未來市場成長率高，

因此潛在進入者威脅高，具有資金能力的專業代工廠商、其他產業之

ODM 廠商、以及具有向前整合能力的周邊零組件大廠為主要的潛在

進入者。代工訂單方面，與國際大廠的合作經驗以及研發能力影響甚

鉅，但隨著硬體技術平台釋出，進入門檻逐漸降低；自有品牌方面，

雖然消費者的轉換成本低，但品牌影響力仍大，因此進入障礙仍高。

綜合來看，目前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大。 

(二)產業內現有競爭者分析(大) 

由於市場快速成熟，產品生命週期縮短，致使行動通訊產業已成

為高度競爭的產業。目前市場主流之中低階手機產品差異不大、消費

者轉換成本低、競爭廠商家數多，手機品牌逾 40 個，因此市場呈現

完全競爭狀態，品牌影響力逐漸下降，使得產業內競爭愈來愈激烈。  

(三)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分析(小) 

行動電話內部關鍵零組件主要有顯示器、電源放大器(PA)、射頻

晶片(RF)、基頻晶片(BB)、記憶體(flash memory)、相機模組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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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晶片主要在處理類比訊號，國內此領域的研發人才極為不足，加

上國際大廠擁有專利權及長期研究成果優勢，因此國內射頻晶片多仰

賴 ADI、Agere 與 Qualcomm 等國際半導體大廠支援。 

其他關鍵零組件，如基頻、記憶體等，國內業者已逐漸有能力設

計、量產，唯獨在技術標準上，仍必須仰賴國際大廠授權或支援。綜

合而言，行動電話製造業者對關鍵零組件供應商的議價能力是相當低

的。 

以台灣行動通訊產業供應鏈來看，主要是沿襲資訊、光電與半導

體產業基礎，自給周邊、機構元件及影像處理晶片(Backend IC)等零

組件，在零組件自製率約佔五成以上比重，對此類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較高。 

(四)對購買者的議價能力分析(小) 

對行動電話製造廠商而言，通路商與代工訂單為主要購買者。由

於產品差異程度低、訂單集中於少數幾家購買者、購買者在供應商間

轉換訂單的成本不高、購買者可同時向多個供應商購貨等因素，致使

行動電話製造業者對購買者的議價能力小。 

 (五)替代品的威脅分析(小) 

行動電話在發展初期主要功能為通話，而其便利性促使其取代了

家用電話與公共電話。如今，行動電話已成為我國社會大眾普遍接受

的商品，市場上可以替代的產品僅衛星電話、PHS 與 PDA 等具通話

功能的通訊設備，但因其費率高昂、通話範圍小、使用不便等限制，

因此尚不至於對行動電話構成大威脅，故推測行動電話將來仍最具優

勢，替代品的威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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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產業趨勢與發展 

(一)手機產品發展趨勢 

由於各地區消費者對手機的偏好不同，廠商必須針對目標市場推

出適合的產品，如在亞洲地區推出折疊式與彩色手機，北美與歐洲地

區則以直板式手機為主。因應照相及攝影手機興起，手機造型亦隨之

改變，除了螢幕明顯增大，也出現許多造型類似 DV 攝影機的照相手

機，例如可旋轉式鏡頭、螢幕可向右打開 90 度。此外，照相手機亦

帶動記憶體與數位相片周邊產品及服務，因此外接可移動式記憶體為

發展趨勢。 

隨著手機功能複雜化，手機體積與重量勢必也隨之增加，目前手

機重量約低於 100 公克，但 3G 手機的重量將會增加至 100 公克以上。

因此，如何兼顧手機多元化功能、省電效能、以及微小化趨勢，將成

為未來手機產品的發展重點。 

為了推動行動商務，雙網手機也是目前的發展趨勢，所謂雙網手

機是指將 WLAN 連同 GPRS 或 3G 整合在手機內部。除我國積極發展

雙網計畫外，德儀半導體已推出整合 WLAN 與 GPRS 的「WANDA」

晶片組；Motorola 與 NTT DoCoMo 也宣佈開發雙網手機及相關設備。 

除外觀與硬體功能外，軟體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Java 功能的發展。

由於 Java 程式容量小而且可以跨平台，因此使用者不僅能快速下載，

也能連線或離線操作，預計未來 Java 功能在手機上應有極大的發展。 

由表 3-5 約略可看出產品發展趨勢，除了照相手機漸為主流，3G

手機技術也逐漸成熟。本研究認為，未來手機的可能發展趨勢有：外

觀色彩與造型多樣化、具個人化特點手機、手寫/語音輸入、可外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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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體、高畫質彩色螢幕、大螢幕、觸控螢幕、指紋辨識、待機時間更

長、手機微小化(體積與重量)、具備 Java 遊戲與功能、FM Radio、多

媒體影片播放、MP3 鈴聲、3D 顯示與音效等。 

表 3-5  2004 年 3GSM/CeBIT 發表之行動電話款式 

 
說明：()內為款式數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4 年 5 月)。 

 

(二)技術發展趨勢 

1.系統發展 

就 3G 系統服務而言，因為 cdma2000 系統具有向下相容的特性，

故 cdma2000 1x 是目前成長最快的 3G 服務，其次為傳輸速率更高的

cdma2000 1x EV-DO 服務，在 W-CDMA 與 TD-SCDMA 系統方面，

則尚處於測試市場階段。3G 以上的系統，目前有 3.5G 的 HSDPA、

TDD 與 Flash OF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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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應用服務 

PoC（Push-to-talk over Cellular）是一種將手機當成對講機的通話

服務，起源於美國電信業者 Nextel 推出的群內通話服務。由於 PoC

較 GSM 電話方便並節省通話費用，因此成為電信業的熱門話題。手

機品牌大廠一致看好 PoC 的未來發展，認為歐洲將繼美國之後興起

PoC 風潮。 

進入 2.5G 之後，行動電話用戶對資料傳輸的需求日益提高，行

動商務市場的成長潛力不容忽視。圖鈴下載及 Java 遊戲下載是目前最

大宗的應用，另手機線上購物服務，除提供線上商品瀏覽功能外，也

整合線上刷卡與物流等機制，刺激行動電話用戶上網的使用意願。 

3G 系統將進一步提高資料傳輸的需求，以日本的 3G 行動通訊為

例，僅 20%用於通話，80%均用於數據傳輸。未來的行動通訊服務，

例如 Mobile Video Mail / Message / Chat，以及新的經營模式，預料將

帶動另一波換機市場波潮。 

 

(三)市場發展趨勢 

1.產業成長 

在出貨量方面，2004 年全球手機出貨量為 6.3 億支，較前年出貨

量 4.8 億支成長了 31%，行動電話用戶數也達到 16 億。展望 2005 年

全球行動通訊產業，成長力主要來自新機與換機市場。BRIC 新興市

場的新機市場，將延續至拉丁美洲、東歐與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彩

色、照相手機、以及 3G 服務，則將帶動換機市場波潮，預計 2005 年

全球手機出貨量將可達到 6.7 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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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全球及台灣行動電話出貨量預估 

說明：不含 iDEN, PHS/PAS 等系統標準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2005 年 2 月)。 

 

2.零組件發展趨勢 

國內行動通訊業者對通訊晶片、微處理器等關鍵零組件，仍須仰

賴國外大廠提供，但 5 成以上的零件已可由國內供應，業者也積極向

後整合，或與上游供應商結盟，以確保零組件供貨穩定。不過，隨著

新機與換機市場需求增加，相機鏡頭、彩色螢幕、晶片等關鍵零組件

仍有供貨吃緊的疑慮，且多媒體零組件影響產品開發至深。 

在照相手機產品方面，相機感測器微小化，並維持一定程度之感

光度、訊號雜訊比與色彩飽和度等，是感測器廠商的研發方向。目前

大部分照相手機僅支援數位變焦，但是在微小化的相機模組上實現光

學變焦，是鏡頭廠商必須面對的挑戰。由於螢幕增大、Video Stre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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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術需要較多的電力，因此廠商也正積極發展燃料電池，其使用時

間為目前鋰電池的 10 倍。 

順應彩色手機潮流，面版驅動 IC 必須支援彩色功能，且隨著面

板彩色化，將使白光 LED 大量應用於手機中。另隨著多媒體服務興

起以及手機影音處理能力提升，預料將帶動手機用影像處理 IC 及電

聲 IC 產品市場的成長。同時，因應影音、圖片存檔需求增加，內建

手機記憶體容量亦有所提升。 

在系統互通性方面，發展跨系統的整合產品已成為產業發展的方

向(例如整合 CDMA 與 GPRS 的系統單晶片)。目前 3G 系統中，僅

CDMA 手機可直接使用 cdma2000 系統，因此射頻與基頻晶片必須注

意向下的相容性，以提高 3G 手機在市場的接受度。3G 系統服務能否

跨網路、跨手機，為多媒體服務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3.產業發展趨勢 

在國際手機品牌方面，由於 3G 手機的開發技術複雜，因此手機

品牌大廠開始進行合作或結盟，走向既競爭又合作的「競合」關係。

隨著 2G 與 2.5G 手機之產品結構與界面逐漸標準化，產業生命週期縮

短，快速上市與回應客戶需求成為廠商獲利關鍵。手機品牌大廠為加

速產品開發速度並降低成本，產銷分離與垂直分工情況將逐漸成型。 

因應市場價格競爭，手機廠商無不將廠房遷移至生產成本較低的

東南亞地區。而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大陸之行動電話出貨量已佔

全球生產規模八成，成為全球手機生產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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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品牌大廠的委外生產策略大致可分成兩種，一為追求「規模

經濟」的分工模式，係指在中高階產品方面，由品牌廠商自行研發設

計，並委任專業代工廠商負責採購、生產與全球運籌。在低階產品方

面，則委外較具研發及生產優勢的 ODM 廠商。二為追求「產品差異

化」的分工模式，目的在填補產品線。係指將短缺的中高階產品，委

外 ODM 或是 Design house 廠商。在國際大廠持續釋出硬體技術平台

下，手機代工進入門檻降低，生產機種可提升至 GPRS 甚至更高階，

將使得手機代工市場競爭更為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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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將根據產業分析結果，找出行動通訊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並根據個案公司之營運現況與擁有的資源，判斷其關鍵成功因素。 

一、產業關鍵成功因素 

行動通訊產業的價值鏈，由上而下分別為：「技術標準制訂與研發」、

「零組件設計」、「產品設計」、「生產」、「行銷與服務」，而國內行動電話

製造業者主要處於「產品設計」以下三個階段，其關鍵成功因素分別為： 

(一)產品設計 

軟體設計能力佳、系統整合能力佳、應用設計佳、工業設計能力

佳、開發速度快、零組件採購能力佳、系統驗證能力佳。 

(二)生產 

量產能力佳、品質及良率高、成本控制佳、供應鏈管理佳、彈性

生產能力佳、具備資金能力。 

(三)行銷與服務 

掌握流行脈動、創造流行、品牌形象佳、產品線廣、高額廣告投

資、完整的銷售與維修服務網。 

 

技術標準制
訂與研發

零組件
設計

產品
設計

生產
行銷與
服務

 

圖 3-13  行動通訊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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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公司關鍵成功因素 

明基與大霸均有發展自有品牌，其價值鏈涵括「產品設計」、「生產」、

「行銷與服務」三個價值活動；而華寶並未發展自有品牌，因此僅包括

「產品設計」與「生產」兩個價值活動。本研究整理出明基、大霸與華

寶公司具備之關鍵成功因素如表 3-6 所示，明基與大霸在產品開發速度

上較慢，而大霸在行銷方面也需注意品牌形象與創新。值得一提的是華

寶，雖然以代工業務為主，但其產品開發能力強，產品線也廣。 

表 3-6  明基、大霸與華寶公司之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 明基 大霸 華寶 

軟體設計能力佳 ★ ★ ★ 

系統整合能力佳 ★ ★ ★ 

應用設計佳 ★ ★ ★ 

工業設計能力佳 ★ ★ ★ 

開發速度快     ★ 

零組件採購能力佳 ★ ★ ★ 

  

  

產 

品 

設 

計 

  

  系統驗證能力佳 ★ ★ ★ 

量產能力佳 ★ ★ ★ 

品質及良率高 ★ ★ ★ 

成本控制佳 ★ ★ ★ 

供應鏈管理佳 ★ ★ ★ 

彈性生產能力佳 ★ ★ ★ 

  

  

  

生 

產 

  

  具備資金能力 ★ ★ ★ 

掌握流行脈動 ★ ★  

創造流行 ★    

品牌形象佳 ★   

產品線廣 ★ ★ ★ 

高額廣告投資 ★ ★   

  

行 

銷 

與 

服 

務 

  完整的銷售與維修服務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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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機會與威脅 

經由產業分析結果，得以對行動通訊產業有一全面性的瞭解，並辨

識出其中隱含的機會與威脅。將來能否掌握這些機會與威脅，將成為行

動電話製造業者成敗的關鍵，本研究整理如下： 

表 3-7  國內行動電話製造業者之機會與威脅 

機會 威脅 

1. 政府產業政策與法令，有利於行

動通訊產業發展 

2. 經濟成長率提升與利率處於低

檔，能有效提升消費者購買能力

3. 行動電話為流行性商品，國內廠

商可發揮設計與快速回應市場

的能力 

4. BRIC 新興市場快速成長，且延

續至第三世界國家 

5. 2.5G 與 2.75G 手機處於成長期 

6. 照相手機與彩色手機帶領換機

市場成長 

7. 3G 技術日漸成熟，將使產業版

圖重整 

8. 兩岸關係緩和，中國大陸即將開

放生產與內銷權 

9. 產業走向垂直分工，國際品牌大

廠逐漸釋出代工訂單 

10. 品牌影響力逐漸下降 

1. 數位聚合使產業重新調整，潛在

競爭者增加 

2. 國際專業電子代工廠全球運籌

管理能力高 

3. 中國大陸廠商急起直追 

4. 產品生命週期短，市場降價幅度

及速度快 

5. 國際大廠釋出硬體技術平台，使

得手機代工進入門檻降低，潛在

競爭者增加 

6. 新台幣升值不利出口 

7. 我國相較於南韓，缺乏上游零件

技術，容易被搶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