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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外在分析與機會威脅認定 

外在分析，包括環境分析、產業分析、顧客分析，與競爭對手分

析四個部分，外在環境分析旨在分析大環境變動的趨勢和直接、間接

影響企業策略的環境事件，找出其對產業所處環境可能產生影響的潛

在因素並估計此因素發生的可能性、與發生後對整體產業的衝擊。本

章先行對連接器產業所處的地位做外在分析。然後根據外在分析，去

認明產業未來可能產生的變化，找出對整體產業所有可能構成的機會

與威脅及有關的策略疑問。 

第一節 環境分析 

環境分析包括科技面、政府面、經濟面、文化面等構面，此處

只討論科技面、經濟面與文化面，政府面將留待競爭對手分析時以鑽

石模型進行分析。 

一、科技面 

  (一)網際網路(Internet)的興起 

網際網路是一個以企業、政府機構、學術機構、研究單位、

軍事單位、以及其他組織等相互連結所構成的獨立網路(全世界

相互連結的網路所有的集合)。網際網路自 1991年開放商業用途

後，全球連接上網的國家數、人口數與主機數即不斷地增加，這

進一步說明了其相關產業的加速變革與發展。 

(二)有線與無線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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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網際網路的盛行，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hone)

與(Voice on Demand)等的發展，使得通訊產業變得更為蓬勃。

在有線通訊方面，傳輸速度與頻寬化的需求。使得 Fiber 

Optic、Frame Relay、Gable Modem頻寬網路傳輸設備等，成

為目前產業的重點。在無線通訊方面，由 Qualcom公司所主導

的CDMA手機，新一代的無線通信技術如Bluetooth、Home RF、

W-CDMA、CDMA-2000的手機等將是未來產業的重點。在網路接

取技術方面，目前先遣之網路廠商均致力於研發將傳統Router

及Switch功能相結合的產品、技術，稱之為SwitchRouter或

Layer3Switch．以取代傳統的 Router，Switch Router亦將成

為未來通訊產業的重點。 

(三)3C整合發展與 IA風潮 

    隨著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 Electronic

整合的來臨及網際網路的興起，無論是產業界或是投資業皆

掀起一股資訊家電”IA”(Information Appliance)的熱潮。

IA是指低價、且易於使用、具備連網、資訊存取功能之裝置;

未來幾年，結合資訊科技與消費電子產品的IA產品，「易用、

便宜、資訊化」將是市場發展的重點。可預見的是IA即將繼

PC成為產業的明日之星。圖 4-1顯示了各種資訊家電的相互

關聯，也代表著電子連接器產業的可能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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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IA產業的關聯圖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 IT IS計劃(1999) 

二、經濟面 

有關經濟面的影響因素在近年來，尤其是 911恐怖攻擊事件後，

國際衝突、瘟疫等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至為重要。此外，全球化下的

區域經貿組織與多邊對談，先進工業國家彼此之間對匯率升貶的談判

及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都對本地產業的影響至深且巨。 

(一) 全球景氣的同步衰退，SARS、911國際恐怖攻擊事件後

的一連串軍事活動、狂牛病、禽流感與氣候變遷等因素都再

再地令近年來的景氣疲靡不振。 

(二) 區域網絡與地區性經貿組織的興起，基於全球化與WTO

的成立，各國紛紛建立區域經貿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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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 

(四) 匯率的變動，在強權間的角力下更難預測，各國對匯率的

干預不遺餘力，但目前的作法是干預他國的匯率調升，而各

國都為了出口競爭力樂於進行貶值的競賽。 

三、文化面 

(一)消費者對上網的需求提高 

全球對電子化企業的依賴愈來愈強烈，網路交易的經營模

式愈來愈普遍，因此裝置設備能上網變成必備的需求，例如，

行動電話能上網將成為行動電話必備的功能，個人數位助理的 

功能也必須包含上網，甚至利用 Web Pad直接上網，消費者對 

上網的需求逐漸提高，也使得上網更為簡便，功能更強，並可 

透過任何裝置上網，藉此連接器支應下游網路相關產業的發展

將更廣泛。 

(二)全球的網路連結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形成虛擬社區的溝通型式，今日網

際網路上之虛擬社區不僅從事商業交易，更重要的是人們可透

過網際網路交換各種資訊，探討相關議題內容。網際網路的普

及使人際間的互動更為頻繁，不受距離時間的限制，人們對網

路的依賴也因此愈來愈強烈、，未來利用任何裝置連結任何的

網路社群將日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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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分析 

電子連接器（Electrical Connector）是泛指所有用在電子訊號與

電源上的連接元件及附屬配件，廣義的連接器還包含插座、插頭及

Cable組立等。從電子購裝的觀點上來看，連接器是互相連接部份可

離合或是替換的元件，換言之是所有訊號間的橋樑，因此連接器的性

質將會牽動整個電子系統的運作品質。過去台灣為全球PC產業的製

造重鎮，因此台灣的連接器廠商過去一直著重在PC相關連接器的開

發，台灣廠商在PC相關連接器的產值佔了總產值的7-8成，直到近兩

年，台灣廠商才漸漸往筆記型電腦、手機、數位相機及消費性電子產

品發展，由於PC 產品已經陷入大量低毛利的狀況，因此台灣廠商將

來勢必要開發更多的產品應用領域。 

一、產業現況分析 

(一)全球產業現況 

1.市場統計 

這兩年全球連接器產值一共衰退了三成，由2001年23.77

％的衰退到2002年7.63%的負成長，這是十年來罕有的大幅衰

退，不過本產業的體質尚足以迅速的回復，由於下游應用市

場的復甦，使得連接器產業的產值也開始止跌回穩，預估2004 

年在NB、通訊市場以及消費性電子相關市場的成長下，連接

器產業也能維持2003 年的成長。圖4-1說明近十年來連接器

產業的全球市場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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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1993-2004 年全球連接器市場分析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03/12) 

2.2003年的表現 

經過2001-2002年的不景氣，整體產業的營業收入由前兩

年的分別衰退22.4%與13.7%，在2003年則回升到5.9%。表4-1

說明世界各主要生產區域的營收情況: 

表4-1  世界各主要區域連接器產業的生產概況 

全世界 2002 2003 變動率(%) 

北美 9,571 8,251 -13.8 

歐洲 5,204 5,868 12.8 

日本 6,781 7,628 12.5 

泛太平洋區 2,604 2,575 -1.1% 

中國大陸 9,638 11,739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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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1,225 1,038 -15.3 

中東/東歐 520 552 6.2 

其他 113 109 -3.5 

消除 (5,510) (5,837)  

全球總計 30,146 31,923 5.9% 

資料來源:Fleck Research(2004) 

3.全球各地在電子連接器產業的實質成長率 

相對於2002年，2003年的實質成長率為6.1%，全球各地

的實質成長率如表4-2: 

表4-2  全球電子連接器產業的實質成長率 

全球各地區 區域成長率(%) 

北美 -5.5 

歐洲 -2.8 

日本 6.4 

泛太平洋區 -2.1 

中國大陸 21.5 

拉丁美洲 0.6 

東歐/中東 10.6 

其它地區 0.1 

總計 6.1 

資料來源:Fleck Research(2004) 

3.全球十大廠掃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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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長期的變化過程中，造就了很多國際大廠，表4-3

概述過去二十年間全球連接器廠商的排名變化，表4-4則說明

2003年的世界十大連接器廠商，由此可了解全球的產業競爭

態勢。 

表4-3  全球十大電子連接器產業的排名變化 

 

資料來源:Bishop Report(2003) 

由表4-3可知，過去二十年，能夠保持在領導地位的廠

商並不多，只有AMP、Amphenol、Molex、3M這四家廠商一直

保持在前十大，而只有Molex、Amphenol 與3M未發生購併的

活動。這句話的意思是，近年來，購併風潮席捲了各個產業，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AMP，由於組織龐雜而導致營運效率不

彰，在1999年被Tyco 集團併購，因此Tyco 也一躍成為連接

器產業的主導廠商。 

由於連接器的發明是美國基於軍事用途而來，因此過去

美國主導了連接器的領導地位，但在1990年後開始有日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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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連接器產業的全球前十大，時至今日，連接器的全球前十

大為美、日、法、台，四國的廠商所擁有。 

表4-4  2003年全球十大電子連接器產業 

 

資料來源:Fleck Research(2004) 

由於廠商間競爭激烈，致廠商在各個經濟領域所佔地位

也有不同如表4-5，從表中得知，只有Tyco/Amp 與Molex 兩家

廠商能在各個區域皆得到前十大的地位，這也說明了產業競爭

的激烈程度。全球第一大廠Tyco/AMP，其保持在龍頭地位的原

因除了AMP 過去擁有的市場及技術外，Tyco 所使用的購併策略

也與其成長有相當大的關連，Tyco 在1999年購併AMP 之後，繼

續購併了Elcon、西門子及Thomas & Betts 的連接器事業部，

並且購併其他較小的連接器廠商，購併策略讓Tyco/AMP 保持資

源並繼續成長，也確保了其在連接器市場的龍頭地位。 

台灣廠商在全球連接器產業的變化中，以鴻海最為著名，

鴻海以低成本低價格的競爭策略成功進入全球市場，並從低廉

的產品形象轉變為高技術高品質的連接器廠商。鴻海最著名的

策略在於一地設計、三地製造、以及全球交貨，除此之外，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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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CMM」模式（自製零組件、零件模組化、快速物流）也

提高了本身的運作效率，鴻海在1974 年成立，將近三十年的時

間，鴻海已成為全球前十大的連接器廠商，並跨足機殼、準系

統等相關領域，其發展歷程也可為其他台灣廠商的參考。 

從2003年全球十大廠的市佔率及全球大廠近年來的市佔率

比例來看（圖4-3及圖4-4），第一大廠Tyco 就佔據了兩成的市

場，而其他大廠相較於Tyco的市佔率，就顯得微薄許多，另外

由近年來的全球十大廠所佔的市佔率來看，其有逐年提高的趨

勢，值得一提的是，在2001 年到2002 年全球市場衰退了9.1%

的情況下，全球十大廠的總產值卻只下滑了6.4%，這樣的現象

除了反映出連接器市場的高度競爭外，也反映出大廠不斷在侵

蝕小廠的生存空間。 

表4-5  全球市場連接器廠商在各經濟區域排名 

 

資料來源:Bishop report(2003);工研院IEK(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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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全球前十大所佔市場比例 

資料來源:Bishop report(2003);工研院IEK 

 

圖4-4  全球前十大所佔市場變化 

資料來源:Bishop Research(2003) 

二、產品結構 

    根據Fleck Research研究機構的定義，廣義的連接器產業包 

括連接器、Cable Assemblies、Backplane、Interconnect 

Devices，依此產品別來看，連接器產品在全球市場佔有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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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而Cable Assemblies則佔有34%的市場，另外就是所占不

多，約10%的Interconet Device及Backplane。此外在Bishop研

究機構的分類上，連接器產品結構在全球市場所佔比例中以印刷

電路路板連接器佔最大比例，若包括IC Socket則達40%，其次的

產品項目為角型I/O連接器。 

(一)印刷電路板連接器 

印刷電路板連接器主要以細腳距產品的研發為發展指

標。目前歐美日等國的連接器腳距多以0.5mm產品為大宗，但

已有部份廠商開發出0.4mm及0.3mm的產品。而為因應行動電

話、筆記型電腦等薄型化要求，低背化的傾向亦日益明顯，特

別是用在印刷電路板與印刷電路板之連接方面，已出現高度僅

0.9mm的產品。 

另外，表面黏著技術(SMT)的發展，使產品其有輕量、節省

空間、提高機能、高密度封裝與自動化組裝等優點，而逐漸成

為產品的主流。目前SMT型產品主要用於印刷電路板之間或與

FPC(軟式印刷電路板)之連接，但是隨著細腳距化的發展，也逐

漸影響到I/O介面的連接器產品，今後則隨著攜帶式產品的發

展將逐漸擴大其市場規模。 

(二)角型I/O連接器 

根據美國專業連接器調查公司Fleck Research的統

計，角型I/O連接器共有143種，其中市面上的主流產品有

37種(在北美地區出貨額達一千萬美元以上者)，而具有高成

長性(連續五年成長率皆達 10%且金額成長達一千萬美元以上)

的產品則僅有18種。由於電子技術日新月益，產品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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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連接器的發展亦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其中最熱門的話題不

外乎網路連接器、USB及IEEE1394連接器 、Serial vs. 

parallel、Docking連接器 。EVC(Enhanced Video Connector)

等，這些連接器的未來發展將對整個I/O連接器的發展動向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隨著LAN-WAN等網路系統及其相關設備 hubs、routers、

bridges、switches等的發展，網路連接器在眾所期待之下迅

速地成長。網路技術的更新將牽引著RJ-11、RJ-12、RJ-45

及Data Link連接器等的開發。Serial vs. Parallel系列產

品則隨著PC介面規格的演變，由ISA、EISA、Micro Channel 

(8bit, 16bit, 32bit;4.7MHz,8MHz)演變至

PCI(32bit/50pins;64bit/90pins;33MHz and 66MHz)及SCSI

連接器。 

目前SCSI連接器可分為narrow SCSI、wide SCSI、fast 

SCSI及ultra SCSI等，其中又以ultra SCSI連接器成長最

速。Docking連接器則乘著筆記型電腦功能大幅擴充的便車，

在CD-ROM、麥克風多媒體及其他連接埠等需求之下，1.27mm、

0.8mm、0.635mm、0.5mm等產品發展性十分看好。另一方面，

鑑於電腦的高頻影像傳輸需求日增，VESA(Video Electronics 

Standards Association)協會乃建立EVC(Enhanced Video 

Connector)標準，用以規範電腦、工作站及顯示器的影像輸

出，並取代現存的VGA連接器。由於其建立在類比影像基礎

上，可用以支援2GHz波帶的類比影像傳輸及 IEEE1394、USB

及語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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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SB及IEEE1394連接器方面，目前USB(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列匯流排)已被定義為PC97的標準之一，

可用於連接鍵盤、印表機、麥克風、軟碟等低速產品，最多

可連接127台機器，傳輸速度為12Mbps，連接器產品為

4pin(電源、信號各2pin)，市面上已十分普及。近期被重視

的IEEE1394是由Intel、Microsoft，IBM等大力推廣的外部

輸出入傳輸介面規格。它的傳輸速率可達100-400Mbps，用來

串接高速傳輸需求的電子設備，如數位攝影機、光碟機、DVD、

影像掃描器、印表機等週邊設備。而發展中的IEEE 1394b更

將傳輸速率提升至1.6Gbps。 

IEEE1394最早是由APPLE公司在1986年所推出，用來連

接電腦及其週邊設備(印表機、Modems、硬碟、掃瞄器等)的

纜線設計，因此又稱為Fire Ware。1995年12月正式成為IEEE

支援個人電腦及多媒體連接的標準。 

目前IEEE1394市場正逐漸成長中，但根據Data Quest

的預測，全球IEEE1394市場應用在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

印表機、掃瞄器、HDD、DVD、數位攝影機、數位電視、視訊

會議、Set Top Box等各領城方面，1998年有1%的比率，1999

年、2000年分別提高到14%、29%，到2001年底則將提高到

54%的佔有率。   

(三)同軸連接器 

為因應行動電話、PHS產品等的市場需求，高周波超

小型同軸連接器的開發也不遺餘力。這些產品的主要特色是

附有可辨識的及調整高周波特性的開關，可自動檢查機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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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輸出入及高周波回路，達到低損失、自動封裝及降低成本

的要求。未來隨著行動電話等產品的市場不斷擴大，高周波

超小型同軸連接器的發展將受到矚目。 

(四)PC卡連接器 

在各種攜帶式電子機器被廣泛使用的記憶卡，首推1990

年推出的PCMCIA卡。目前PCMCIA卡連接器的主流產品為

68pin、腳距1.27mm，I/O介面部分則有4-32pin等機種，主要

應用在筆記型電腦市場。另一方面，隨著數位相機及MP3等產

品的發展，可擴充儲存容量及方便外出攜帶的小型記憶卡市

場逐漸熱絡，而其相關的連接器產品如Compact Flash(CF)卡

連接器、Multi Media卡(MMC)連接器、Memory Stick 卡連接

器皆成為發展的重點。除此之外，1999年8月由松下、東芝、

SanDisk共同推出的下一代記憶卡Secure Digital (SD)卡連

接器，在眾多廠商的支持下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產品。 

    目前配合著小型記憶卡使用的連接器，其中以Compact 

Flash卡及Smart Media卡用連接器最為普遍。Compact Flash

卡為美商SanDisk研發出來的快閃記憶卡規格，儲存容量從

8MB至192MB，連接器腳距為1.27mm，具有50接腳;Smart Media

卡為日本東芝研發出來的記憶卡規格，最大容量可達64MB，

連接器腳位為22p。以往日本多數業者皆採用東芝的Smart 

Media卡作為數位相機的儲存媒體，但是由於Smart Media卡

的儲存容量有限，愈來愈多的數位相機製造商開始推出可用

Compact Flash卡的產品，如三洋電機、Ricoh、Olympus等。

除了Compact Flash卡與Smart Media卡之外，MMC為SanDisk

與Siemens共同發展的產品，連接器腳距為7p，Memory 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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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為SONY推出的產品，連接器腳距為lOp，SD卡為1999年8月

由松下、東芝、SanDisk共同宣布的下世代記憶卡，三家公司

並組成SDA(Secure Digital Association)協會，推廣SD卡的

開發與應用，該連接器產品腳距為9p。 

    隨著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筆記型電腦。MP3、行動電

話等攜帶式電子產品的發展。小型記憶卡已形成一股新的投

資熱潮，小型記憶卡的連接器也吸引各國廠商的注意。 

   (五)IC Socket 

IC Socket是連接CPU與主機板之間的重要橋樑，

其品質的良莠足以影響電子訊號傳輸的可靠度，因此對

其品質的要求十分嚴格。由於全球CPU的市場主要是以

英特爾居於主導的地位。因此IC Socket產品的發展亦

跟隨著英特爾CPU外部介面規格的演變而發展。目前英

特爾的CPU外部介面規格主要可以分為Socket 7、Slot 

1、Socket37O三種。Socket 7連接器為具有321腳位

的省力型(ZIF)IC插座，除了可對應75一200MHz的

Pentium、Pentium Overdrive、MMZ Pentium等英特爾

Pentium處理器之外，亦適用於AMD、Cyrix所推出的相

容性處理器，Slot1連接器則是針對 Pentium3的242腳

位插座，而Socket 370連接器則適用於Celeron(賽揚)

處理器的規格。 

    另外隨著Pen]tium4在2000年底推出，出貨量不

斷增長。明顯趨勢Pentium4將成為未來英特爾(Intel)

的主力產品線。就Pentium4處理器的產品特性而言，

它可以提供極為快速的資料/程式碼吞吐的需要，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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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3D、浮點以及多媒體效能的速度。此項產品是英特爾

在面對AMD競爭下，為了鞏固高階處理器市場，因此將

研發3年之久、原始研發代號為Willamette的第七代

x86CPU一Pentium4，於2000年11月21日發表第一代

Pentium4處理器。它是以Intel的P858(0.18微米製

程)，集結4,200萬顆電晶體，以6層金屬電路層累加

而成。有423根訊號針腳，所搭配的插座/介面架構稱

為Socket 423。但此係過渡性產品，因為隨著製程演進

到0.13微米，代號為Northwood的第二代產品採取全

新的Socket 478插槽/腳位架構並於2001年8月推出

後，主機板業者皆認為P4 CPU (Willamette) 423Pin、

6層板、支援Rambus的Pentium 4主機板將於2002年

第一季即淡出市場。而P4CPU(Northwood)478Pin、4層

板、可以支援SDRAM及DDR DRAM，才是主流規格，所以

同樣地478 Pin BGA Socket連接器是Pentium 4目前

主要採用的連接器產品。  

(六)光纖連接器  

光纖通訊由於具有低損失、高速傳輸、高容量、不受電

磁波干擾、保密性佳、質量輕體積小等優點，成為通訊領域

中相當具有發展前景的產品，而隨著各種光纖通訊網路建設

的擴充。提昇，光連接器亦快速成長。其中。NTT主導的MU

型光連接器在日本快速成長，而Lucent開發完成的LC型光

連接器則以北美為中心迅速普及。另外，為解決光纖到家

(FTTH)。光纖到桌面(FTTD)最重要的成本因素，3M研發的「隨

組隨插」(Plug and Socket)VF-45連接器及AMP開發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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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RJ連接器等小尺寸低價位光連接器的發展前景亦十分被

看好。 

三、我國產業現況 

台灣連接器產業從1998 年至今一直維持穩定成長，雖然

2000年到2002年之間全球市場面臨大幅衰退，同時台商在大陸市

場的營運也遭受挫折，但這兩年之間，一些台灣連接器大廠例如

鴻海、正崴的營運卻逆勢上揚，也因此台灣的連接器產業在這兩

年並未像全球市場般出現巨幅衰退。 

從80年代大陸開放投資之後，台灣的連接器廠商在成本考量

以及就近服務客戶的考量之下，也開始投資大陸市場。台商初期

多是在東莞、深圳等華南一帶設廠，但隨著系統廠商在華東、華

北一代設廠，連接器廠商在大陸的分佈也有往華東、華北增加的

趨勢，因此越來越多的連接器廠商在大陸設立兩個以上的據點，

以這樣的趨勢來看，未來台灣連接器廠商在大陸的產值比重將會

持續提高，而大陸也將成為台灣未來的連接器製造中心。如圖4-5。 

 

圖4-5  台商兩岸生產比重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03) 



 ６６ 

從圖4-5可知，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在最近幾年內持續攀升，

在1999年超過六成的產值在大陸生產，而2001 年已有超過八成的

產值都是在大陸生產，以這樣的變化趨勢來看，台灣連接器廠商

必須注意的已經不再是大陸投資或者大陸製造的趨勢，而應該是

大陸的製造角色與台灣的行銷、研發角色如何相輔相成。 

四、產業趨勢分析 

（一）台商大陸佈局由華南往華東、華北發展 

由於大陸已成為台灣的連接器主要生產地，因此其投資規

模皆大於台灣，員工人數也較台灣本廠為多，早期大陸投資的地

點多在華南（東莞、深圳一帶），但隨著系統廠商往華東、華北

一帶投資，台灣連接器廠商的據點分佈也漸漸往北移動。大部分

的連接器廠雖然早期都在華南設廠，但近年來漸漸在華東、華

中、華北設置第二、甚至第三生產基地，台灣連接器廠商在大陸

據點的分佈越來越廣，因此未來台灣連接器廠商應該妥適調配每

個每個生產據點的角色。 

（二）大廠採以量制價策略；小廠發展利基型產品 

綜觀近年來連接器產業的發展趨勢，發現大者恆大、

贏家通吃的態勢非常明顯，國際大廠不止取得市場上較豐厚

的利潤，尚不停侵蝕小廠的生存空間，以台灣連接器廠多為

中小企業的情況來看，這樣的市場發展對台灣廠商相當不

利，一來台灣連接器廠商缺乏較高層次的技術與大廠競爭，

二來沒有豐厚的資金與其對抗。因此，我們試著從廠商的營

收-毛利率分佈圖（如圖4-6）來尋找台灣廠商的機會與生存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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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廠商營收-毛利率分佈圖 

資料來源:IEK(2003) 

從圖4-6中可以發現，如鴻海般的國際大廠逐漸走向

系統廠之發展，以量制價成為公司的重要策略之一，因此公

司毛利率和手機、NB等系統廠相近，約在10％左右，但對大

多數台灣連接器廠商而言，由於公司營收普遍不高（介於5 

到20 億之間），若以成本優勢作為公司策略，很難與鴻海

等國際大廠競爭，因此建議廠商以發展利基市場作為競爭策

略，例如幃翔發展四合一讀卡機連接器、宣得發展NB 連接

器等，在近年來都有不錯的表現。 

長期而言，隨著產業朝向大者恆大的趨勢發展，國內連

接器廠商除了深耕利基市場之外，也應提升公司的技術層

次，如此才能鞏固自身的優勢；另外，就近服務系統廠已成

為台灣廠商在大陸發展的重要方向，台商如何以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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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的方式滿足客戶一次購足的需求也將是中小廠商

未來發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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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顧客分析 

我國連接器產業在下游資訊產品的帶動下，自I980年代起成長

迅速，由於產品價格具競爭力、交貨速度快、加上品質維持在一定的

水平，已成功樹立企業經營的良好模式。由於電腦低價化所帶來的衝

擊，加上免費電腦等方案的推出，連接器產業正面臨著與成本競爭的

強大壓力，故除尋求更低廉的土地與人力資源外，採全自動機器設備

生產成為連接器廠商降低製造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最佳選擇。依據

Fleck Research的推估，2006年全球連接器產業產值將達463.37億美

元，其未來成長空間可觀。 

一、市場區隔分析 

在市場區隔方面，由於電子連接器產業皆並非單純專門生產

事業，多角化經營極為普遍，因此本研究以上述公司之一為個案

主角，就此公司的顧客來概述整個產業的上下游供應關係。 

由於連接器品質的良莠可影響電子機器間訊號傳輸的信賴

度，因此必須具備包括接觸阻抗、插拔力、插拔次數、耐環境性、

高頻穩定性等等嚴格特性之要求，目前並無其他明顯可替代之產

品。另連接器產品之主要銷售對象為國內外知名電腦、資訊及通

訊業大廠，目前電腦、資訊及通訊產業以下半年為傳統需求較大

之季節，我國連接器產業因配合其節慶及計劃性採購等因素，第

三、四季亦為其銷售旺季期間。 

    由於低價電腦所帶來的衝擊，加上免費電腦竿方案的推出，

連接器 產業面臨成本競爭的壓力，為尋求更低廉的土地與人力資

源，我國連接器廠商開始陸續在大陸設立生產製造基地，使我國

連接器市場規模在投資廠商數的增加、擴廠風潮、新產品線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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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量產下呈逐年上升趨勢，依工業材料ITIS計劃資料顯示，2002

年我國連接器總產值(含台灣廠商赴大陸投資設廠之產值)為792

億元，較2001年成長約15%。另依據FLECKRE RESEARCH(2002年5月)

資料預估，全球電子連接器(含線材加工及背板)年產值將由2001

年的32,222佰萬美元成長至2006年的46,837佰萬美元，其成長率

為43.81%，其中太平洋區及大區連接器產值由2001年的11,684佰

萬美元成長至2006年的21,371佰萬美元，其成長率為82.90%，尤

以大陸區成長率高達93.72%，遠高於全球平均水準，意味著包含

台灣、大陸地區及太平洋區已成為連接器產業的生產重鎮。 

    由於連接器之應用範圍相當廣泛，舉凡個人電腦及其週邊產

品、數據傳輸、電信、通訊產品、汽車、消費性電子產品等皆必

須使用連接器，因此下游終端產業的成長，將帶動對連接器的需

求成長，而產品未來之發展說明如下: 

(一)電子連接器 

依據Fleck Research的推估，2001年全球連接器產業仍

將有7.5%之高成長，產值將達46,337佰萬美元，各區域的成長

以中國及太平洋區(日本除外)的14.1%及8.9%最高，遠高於全球

平均水準，亦高於其他區城，由此可知生產基地涵蓋台灣及大

陸之我國連接器廠商其未來成長空間應屬可期。 

(二)筆記型電腦連接器 

由於電腦技術革新快速進行，產品汰舊換新速率提高，

連接器在新產品、新技術之應用市場仍然可期。依工研院ITIS計

畫(2000年12月)資料，1998一2000年全球筆記型電腦市場量呈現

穩定成長，預期未來三年之成長率雖略有下滑，亦可穩定保持在

9.19一14.6%之間，其2000一2008年之複合成長率為ll.06%，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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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對連接器產品之市場需求亦將逐年成長。 

(三)數據通訊用連接器 

依工研院電子資訊研究組(20O1年2月8日)資料，1999年時

Cable Modem輿ADSL累計用戶數約221萬戶，接下來的七年將進

入市場快速成長期，到2007年時預計Cable Modem輿ADSL累計用

戶將達到8,527萬戶，惟目前市場競爭者眾多，競爭日趨激烈，

獲利空間大幅壓縮，預期未來筆記型電腦數據通信將成為棕準

配備，其數據通訊連接器將有大幅成長。 

(四)數位消費性電子產品 

根據資策會MIC(200年7、l0月)資料顯示，全球數位相機

市場規模將從1991年的2,100仟台大幅揚升到2003年的29,100

仟台;另依Frost & Sullivan研究報告指出，數位相機從1991

年至2004年複合成長率可達60.7%。展望未來數位化的電子時

代，對連接器廠商而言，此一市場必深具潛力，故連接器產業

具備相當之成長性。 

    (五)行動通訊產品 

依據資策會MIC於2002年7月所做全球行動電話出貨量

變化，2003年全球出貨量可達四億七千五百萬隻，2005年時

全球出貨量可成長至五億四干三百萬隻，在整體市場仍呈成

長趨勢以及整體手機市場規模龐大的情形下，行動通訊連接

器未來年度成長仍屬可期。依交通部統計處2002年6月資料顯

示，截至2002年4月底，台灣行動電話普及率已高達100.7%，

加上各行動電話業者自2002年起陸續推出各項加值服務，預

估在行動電話需求持續成長下，將帶動其包含連接器在內的

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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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購買動機 

        電子連接器顧客的購買動機包括: 

(一) 人員快速開發:長期於研發部門的投入、滿足客戶需求、提高

品質。 

(二) 滿足IA資訊產業快速成長的需求，協助顧客達到目標乃是電

子連接器產業成功的關鍵，連接器之應用範圍相當廣泛，舉凡

個人電腦及其週邊產品、數據傳輸、電信、通訊產品、汽車、

消費性電子產品皆必須使用連接器，因此下游終端產業的成

長，將帶動對連接器的需求成長。就產業面觀之，展望21世紀

資訊數位化的時代，配合生產技術不斷革新、低價電腦盛行、

網際網路方興未艾、行動電話與數位消費性電子產品蓬勃發

展，皆帶動對連接器之需求，亦使得該產業成長可期。 

(三) 提供後續服務:協助客戶達到目標是成功的關鍵，隨時聆聽客

戶的需求，透過提供創新與即時更新的產品來快速回應客戶的

需求，同時建立基於信任、尊重、以及相互了解的客戶關係。 

三、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一) 供應鍊體系的垂直整合。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增

加服務時效。 

(二) 軟硬體完美整合。 

(三) 3C產業的串連發展，如手機與掌上型電腦功能的結合，手機

與軟體產業的合作等等。將有助於連接器產業產品的多角化開

發，因此研發與設計成為未來相當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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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鑽石模型分析政府與國家競爭優勢等層面 

藉由鑽石體系模型的分析，我們可以分析台灣電子連接器產業在

各項指標中所擁有的競爭地位，如此就可辨明連接器產業目前的優、

劣勢，如此對於本產業發展之研究，對其目前的處境以及發展方向，

有更深一層了解的幫助。但是經由訪談廠商之後我們發現一個現 

象：同樣是電子連接器產業，各廠商間對此產業的未來發展之見解有

所分歧，我們先由產業之鑽石體系模型分析開始： 

一、生產因素 

(一) 勞動生產成本較美、日相對低。 

由經濟部的統計指標可以看出，台灣每人勞動生產力的

成本相對於美、日等國家較為低，也使得台灣產業在勞動生

產力方面，擁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二) 大專院校每年教育之高素質人才，提供源源不絕的人力資

源，對連接器產業的發展助益良多。 

台灣大專院校畢業之電子資訊相關系所學生逐年增加，尤

其是研究所的畢業生在近幾年中增加快速，雖然仍有些許的

人力缺口，但是對於連接器產業的發展，注入了不少的新生

力。 

(三) 高素質的技術人力因資金排擠而不足。 

不論是技術人員或者是研發人員，都因為其他較為興盛的

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LCD 產業所形成的資金排擠效應，

使得電子連接器產業人才嚴重缺乏，無法與其他較為興盛之

產業一般快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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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製程技術相對較弱。 

台灣電子連接器產業技術來自美、日等國，技術取得以及

研發方面較為弱勢，因此，相關零組件的製程技術較為落後

於先進國家。因此在製程技術這方面台灣電子連接器產業居

於劣勢。 

(五) 公共基礎建設較為落後 

根據瑞士國際洛桑管理學院（IMD）所公布的資料顯示，

台灣在基礎建設方面2002年世界排名為第20名，較日本第16

名以及美國第1 名為差。因此台灣在基礎公共建設方面較不

具競爭優勢。 

(六) 本土企業家及員工應變能力佳、具有彈性、靈活與權變的特

質。 

台灣的企業大多為中小企業，從傳統產業以至於高科技產

業，吃苦耐勞、具有彈性以及靈活、權變的特質在國際上盛

名已久，在生產方面此點使得台灣較具有競爭優勢。 

(七) 台灣資金豐富有利於產業的迅速擴充及完整產業結構的建

構。 

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台灣在外匯準備方面至2003年12

月為止，已達2,066.3億美元，數額龐大，加上公司可利用上

市、上櫃或是申請海外ADR的方式募集資金，使得資金不虞匱

乏，有助於迅速擴充產業以及完整產業結構的建構。 

二、需求條件 

��(一)本國市場相對不大 

由於先進資訊家電等產品市場都走向飽和，短期之內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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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不會有所變化，且其他相關於電子連接器下游的產業商

機，如無線上網與數位化生活家電等，又受制於總體因素過

於複雜，對本產業既有的市場欲再行延長，其效果不大。 

(二)擴廠過度，供過於求 

本產業廠商眾多且紛紛上市(如連展、信音、廣宇、鴻海、

正崴、太空梭、良得、今皓、信邦、松普、鎰勝、金橋、萬

旭、禾昌、捷泰、幃翔、萬泰科、佳必琪、詮欣、福登、岳

豐、聯豪)，在籌得資金容易且紛紛擴廠、建廠的影響下，使

得電子連接器產業在之後的供給大於需求，產品的需求不足

以消化產能過剩的情況，使得目前市場商仍舊呈現供過於求

的窘況。 

三、相關與支援產業 

��(一)上中下游產業尚未完備，原物料的取得相對困難。 

台灣電子連接器產業的各自多角化發展不均衡嚴重影響其競爭

優勢，由於上游產業發展緩慢，使得原材料的供應無法自給自足，這

使得面對下游多樣化快速變遷的情形，讓本產業受到相當程度的阻

礙，競爭優勢相對低落。 

��(二)關鍵零組件的專利過多，易生複雜的處理成本。 

目前供應廠商為了競爭紛紛開發具有其優勢地位的差異

產品，並據此申請專利，遂造成專利糾葛，許多新技術不過

是最簡單功能的產品之設計調整，如此使得本產業的差異性

商品過多，且都有專利但並不是新功能的提升，反而造成開

發新產品上受到過多專利的影響，使得各廠商間必須花費相

當多的時間去處理、了解同業的產品設計，才能不妨害他人

專利下，創造自身的差異化產品，因而處理成本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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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裝與封裝技術人力支援度高。 

台灣由於半導體業的蓬勃發展，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人

才，又由於組裝、封裝的進入障礙低，使得半導體人才轉換

至其他相關電子設備及元件製造組裝、封裝較為容易。因

此，台灣豐沛的封裝組裝人力資源，有助於電子連接汽產業

的競爭優勢。 

���n(四)工業區產業群聚效果 

政府設立科學工業園區，資訊及相關性支援取得較為容

易，有利於產業發展以及技術的相互支援。 

四、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 

��(一)大廠投資或合併策略，小廠則採追隨者策略 

國內電子連接器廠商大多採追隨策略，投入少部分之研

發成本，以生產為導向，降低生產成本。大廠採取投資他廠

或是買下無法繼續經營的小廠之策略，以擴充其生產線與產

品產量。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電子連接器產業在各家廠商

獨力奮鬥，形成本產業的戰國時代，不過終會走向整合之路

以維持產業相當的競爭優勢。 

���n(二)國內廠商彈性的生產方式、充分配合度以及應變的能力佳 

國內廠商自從前累積的彈性生產方式，能夠充分的配合

客戶所需生產產品，其極佳的應變能力以及生產方式，往往

也能為自己爭取到不少大廠的代工訂單。 

五、政府 

(一)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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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連接器產業始終是政府列為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

部分，透過租稅優惠與科專計畫加強本產業關鍵零組件與技

術的自主性，並協助國內的業者、廠商進行技術移轉。此外，

政府發展寬頻計畫亦有助於本產業的發展。 

(二)工研院的研發與技術轉移 

政府資助的工業技術研究院，積極研發關鍵元件技術，加

速關鍵技術的本土化與自主化，再藉由技術移轉輔助廠商持

續發展以及提升產業的競爭優勢。 

(三)科學園區產生產業群聚效果 

政府設立科學工業園區，使得產業資訊及相關性支援取得

較為容易，有利於產業發展以及技術的相互支援，形成產業

群聚的綜效以提升整體產業的競爭優勢。 

六、機會 

��(一)國際大廠為降低成本釋出訂單 

美國廠商因為當地生產成本太高，未來可能釋出訂單尋求

代工以降低其生產成本，因此台灣廠商可利用此機會爭取訂

單。 

��(二)未來網路頻寬的需求將會擴大 

因為資訊資料的擴充與多媒體化我們可以發現，未來網路

傳輸對於頻寬的需求定會逐漸擴大，光通訊有其相較於其他

通訊方式所不可取代的超高頻寬地位，由此可知通訊電子連

接器的發展有著深厚的潛力。 

利用Porter之鑽石理論與上述分析結果，我們可將台灣電

子連接器產業形成競爭優勢之有利條件與不利條件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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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n  有利條件 

1.勞動生產成本相對美、日較低。 

2.我國既有之資訊、半導體產業人力，可與電子連接器產業之人 

力需求相互支援。 

3.國內資金豐富，有利廠商集資。 

4.政府重點產業輔導，有利廠商產業升級。 

5.企業具靈活、彈性、配合度高等特質優勢。 

不利條件 

1.上下游產業尚未建構完整，關鍵零組件、材料等仍受制美、日等國。 

2.現有研發投入不足，製程落後、技術缺乏自主性。 

3.市場太小，價格競爭之下產品品質無法提升。 

4.高技術人才因資金排擠效應而短缺。 

第五節 競爭對手分析 

根據鑽石模型的推論，在資訊家電及通訊應用產業持續成長下，

再加上國外大廠將下游組裝權逐步釋出交由台灣廠商代工，本產業成

長前景極為樂觀，可是跨入門檻不高、連接器廠家數又多，至浮現低

價競爭的不利局勢。面對有利、不利因素糾葛，以及電子產品多元化，

未來連接器朝向輕、薄、短、小的趨勢發展，利基市場式的競爭與記

憶卡用連接器、光纖連接器及通訊連接器等都將成為市場主流。 

由於美、日近年大舉進行產業重整，下游組裝權逐步交由台灣廠

商代工，加上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MP3及 PDA等攜帶式電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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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蔚為風潮，國內連接器產業因此而雨露均霑，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

榮景，只是因北美、歐洲、日本等競爭對手將生產基地移至大陸，將

產品競價空間大幅拉大，加上科技景氣復甦速度不若預期，鴻海等大

廠又把持了多數的市場大餅，因此傳統 PC連接器廠商仍面臨極為沈

重的競價壓力，唯一的利基只有將產品轉往高附加價值之利基市場，

順應輕、薄、短、小的潮流趨勢，才不致於在景氣的寒流中慘遭擊潰。 

在各連接器領域中，隨著數位相機及 MP3等產品的發展，可擴

充儲存容量及方便外出攜帶的小型記憶卡市場逐漸熱絡，而其相關的

連接器產品如 Compact Flash(CF)卡連接器、Multi Media卡(MMC)連

接器、Memory Stick(MS)卡及 Secure Digital(SD)卡連接器連接器皆成

為發展的重點，相關廠商包括幃翔、詮欣及佳必琪等，目前均已進行

相關產品量產或研發，由於目前平均毛利率高達 4成以上，因此將成

為連接器產業者最具利基者。 

在光纖連接器市場方面，隨著各種光纖通訊網路建設的擴充、提

升而快速成長，其中以 NTT 為主導的MU型光連接器在日本快速成

長，而 Lucent開發完成的 LC型光連接器則以北美為中心迅速普及。

另外，為解決光纖到家(FTTH)、光纖到桌面(FTTD)最重要的成本因

素，3M研發的「隨組隨插」(Plug and Socket)VF-45連接器及 AMP

開發完成的 MT-RJ連接器等小尺寸低價位光連接器的發展前景亦十

分被看好，不過因光通訊市場近年產業重挫，未來仍須一段時間才能

恢復，故仍需靜待市場需求的提昇，商機即可望如潮水般激湧而出。 

通訊領域方面，Compact PCI規格在 CPU不斷朝高速化發展的背

景中因應而生，由於其可以達到高速傳輸並廣泛運用於無線通訊基地

台、傳輸系統等各類產品、ITS(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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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PBX、半導體設備裝置、醫療

器材、測量儀器等，被視為下一代產業及通訊產品用最具發展潛力的

規格，而其相對應的國際標準品 2mm Hard Metric 連接器亦備受矚

目，同時隨著手機通訊市場的崛起，目前包括信邦、佳必琪等連接器

大廠亦相繼介入新款式手機連接器，未來均將成為通訊市場的明星主

流。 

其他連接器領域的發展趨勢方面，傳統桌上型電腦的 CPU Socket 

隨著英特爾策略的發展，已由 Socket 478 架構逐漸轉向 Socket 775

架構發展，筆記型電腦用 CPU Socket亦在薄型化的要求下朝向低背

式、高密度與高腳位的產品發展。 

而為滿足電子產品小型、輕量、高密度封裝的發展，電子零組件

已成輕薄短小產品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因此，提高接觸密度及高傳

輸速度成為連接器技術發展的重點，除了高頻高速連接器的電性要求

日趨嚴格之外，細腳距連接器的發展也成為時勢所趨，目前國際上板

對板連接器腳距以 0.5mm產品為主流，但已有部份廠商開發出 0.4mm

及 0.3mm的產品，而為因應筆記型電腦等薄型化的要求，低背化的

傾向亦日益明顯，特別是用在 FPC 的連接上已出現高度僅 0.9mm的

產品，目前筆記型電腦相關連接器廠商包括鎰勝、萬旭、宣得及今皓

等。 

角型 I/O連接器方面，由於多媒體時代的來臨，將電腦的各種週

邊設備利用同一個介面連接即可與電腦相連的需求已經出現，因此

USB、IEEE1394 等連接器產品因應而生，目前 USB產品已被定義

PC97的標準之一，而高速的 2.0規格及降低投影面積等產品發展亦

積極進行中，IEEE1394介面也在下游電腦廠商的積極發展下逐漸展

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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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模組連接器方面，由於英特爾強力推薦Rambus高速記憶體

規格，因此桌上型電腦用RIMM 連接器及筆記型電腦用SO-RIMM 

連接器都成為連接器廠商競相投入發展的重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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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關鍵成功因素暨機會與威脅認定 

    依據上述的外在分析，提供我們對於電子連接器產業以及個案公

司所處環境的了解，也可看出產業未來的變化趨勢。本節根據個案公

司所擁有的資源，認定其機會與威脅。 

一、關鍵成功因素 

        電子連接器的關鍵成功因素很多，包括:人才、技術能力、

資金豐沛及規模經濟。 

    (一)人才 

            近年科技新貴與科技致富，造就了大量的人材也吸引更

多的人才投身科技產業的行列，以微軟研究院在中國大陸北

京中關村成立為例，他們在大陸開創了軟體應用開發的搖

籃。挾帶人材的便利，位居通訊、數位電視、數位相機、筆

記型電腦等商品上端的電子連接器產業也可在此之中，找到

勤奮而技術能力優秀的人才以投身電子連接器產業。 

    (二)技術能力 

在目前台灣200餘家的連接器廠商中，除少數廠商外，

大多數由於受限於資金、人力及技術來源，均難有技術的開

發與研究。基於上述原因，一般台灣連接器廠商研發人員大

多在10 人以下，研發經費約僅占營業額之百分之三。但個

案公司研發費用占銷貨淨額比率最近二年度高達11%、6%。

目前以研發人員80人之規模觀之，顯見個案公司相當重視技

術之開發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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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資金豐沛 

充裕的資金是否能持續投資的重要關鍵因素。直到2003

年底為止，個案公司年營業額超過新臺幣20億元以上，每年

投入於研發的費用占銷貨淨額的12%，相較其他公司的發

展，資金充裕是個案公司維持研發與技術競爭優勢的後盾。 

    (四)經濟規模 

            為了有效發揮產能與達成最佳經濟規模，積極爭取國內

外OEM/ODM業務，將有助於成本之控制與知名度之提昇，在

公司完成內部垂直整合架構後，在產品設計能力，生產製造

成本與品質控制上，均有極大之優勢，因此會積極進行此項

業務之拓展，一方面可藉此加強生產系統之管控，另外亦可

接觸國外較先進之技術與市場資訊。 

二、機會與威脅 

        經上述對整體環境與產業結構的分析與了解，其中恰也隱含

著許多機會與威脅。以下將就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做一番說

明，提供相關業者、產業及利害關係人一個檢視的機會。 

    (一)機會及其策略涵義 

      1.研發高頻連接器技術 

由於資訊產品之應用技術，均朝向高速傳輸發展，相對

於在零組件上之規格與性能，亦必需符合此項趨勢之要求，

以達成快速通訊之目的，而對連接器之設計，將有完全不同

於傳統觀念之開發應用技術，故個案公司必須適時著力於此

項技術之研究，以因應未來市場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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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涵義:競爭優勢的維持仍有賴於核心專長的建立與強

化，在本土同業多達兩百家以上且上市、櫃家數

眾多下，奢求規模經濟以建立競爭優勢是不可行

的，故強化核心能力方是策略的首要目的。 

2.規劃海外生產加工據點 

隨著客戶範圍之擴大，及時供貨與隨時資訊之提供，

將是不可避免之趨勢，因此在適當之區域內建立自我之生

產加工工廠，將可對區域內之客戶提供最佳之供貨服務，

完成全球供貨網路，亦是開始進入真正國際化之運作模

式，在據點之考量上，將以中國大陸區域為主要之優先順

序。在製造方面，則加強海外製造基地的佈局，包括大陸

將是佈局的重點。另外在研發部分，將朝向上游進行垂直

整合的方向發展，將強化海外美國子公司之研發、業務功

能。而全部的佈局，則以台灣作為運籌帷幄的總部。 

     策略涵義:垂直整合已成為本產業相當重要的一項供應鍊

管理。除此而外產品線的延長、多國內企業的構

建已是不可避面的趨勢，尤其是競爭的長度已變

為「生產接近顧客、研發接近資金」的情況下，

「多點競爭與管理」是亟需布建的要項。 

    (二)威脅及其策略涵義 

      1.固守利基市場，易受整合成功廠商的取代性威脅。 

            由於廠家數目眾多，除了大量化、一般化生產所有廠商

都能製造的低階產品外，利基市場的維持是相當重要的。像

個案公司固守的筆記型電腦連接器，但是，在強者恆強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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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下，卻飽受著大廠整合成功後挾其能力強、定價低的垂直

通路管理優勢，一但想要進入利基市場，就要被迫棄守或殺

價割喉的戰鬥，故對個案公司或其它小廠來說，垂直整合與

策略聯盟確實是必做的功課。 

       策略涵義:策略聯盟以管理通路、交換技術或擴充市場邊際，

都是本公司求生存不可或缺的策略。所謂「勿恃

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2.經濟衰退與中國大陸的崛起 

            從民國八十九年起，臺灣島內各研究單位就不斷地調降

我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再加上全球景氣普遍不理想，都使

銷售量下降；但是貼近臺灣的另一端—中國市場卻全面地、

加速地起飛成長，使得歐美各國紛紛將技術復行授權於大陸

連接器廠商，在技術移轉的趨勢下，未來大陸勢將成為電子

連接器生產的主流與重鎮，職是之故，臺灣業者若不能加速

前往佈建新局，勢必有被淘汰的命運。 

       策略涵義:低成本趨勢不可避免，但臺灣在島內意識型態存在

的情況下，使國際化策略蒙上陰影，一旦新競爭

者的勢力培育完成，則新競爭者不只是威脅臺灣

更將是取代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