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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內在分析與優劣勢分析 

本文依圖3-1架構先進行個案公司之外在環境分析後，本章則專

門針對內在分析進行討論，俾能針對其本身所具有的條件進行分析，

找出目前的優勢與劣勢。將這部分所討論的結果再配合機會與威脅的

實況，便可找出利用機會、消除威脅的策略。 

第一節 個案公司簡介 

    此處首先介紹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公司—個案公司，對於競爭對

手如廣宇、連展與信音則以比較方式呈現這些競爭企業的情況。 

一、個案公司電子 

個案公司成立於1990年，早期生產銷售電腦、通訊連接器

及插座，1996年退出桌上型電腦市場，專心耕耘筆記型電腦連

接器市場，目前為國內專業筆記型電腦連接器廠商，國內市佔率

6%。個案公司主要產品定位為利基性市場的連接器，早期以NB

用連接器為主，後跨入手機領域、機電整合、IA等產品市場，

在步入21世紀以後，個案公司對於各類產品前景的看法轉趨保

守，個案公司認為NB的接單能見度仍不高，而手機產業亦有同

樣的情形。故為拓展其營收來源，在Value-added事業上，開始

為國內某家IC設計廠負責在USB Pen Drive(類似Flash記憶卡)

的構件及相關連接器的製造及組裝。另外，海外事業方面，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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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IC測試用連接器，此為業績提升的二大來源。 

    以下是個案公司的相關重大紀事，有助於研究者對本公司之了

解: 

1990年 個案公司正式成立，設立資本額為新臺幣陸佰萬元整，主要

營業項目為電腦、電子、通訊連接器及插座之設計開發、製

造及銷售業務。 

1993年 成功地開發了2.0 ㎜之板對板連接器，供筆記型電腦及掌上

型電腦之主機板與子板連接使用。 

1994年 成功地開發了D-RAM 及S-RAM 之表面黏著型IC(SOJ SOCKET)

插座，產品並順利供應Intel、IBM 及Packard Bell 等世界

知名大廠。 

1995年 完成SMT SOJ SOCKET 之全自動化生產，為國內第一家自動化

生產該項產品之廠商。資本額增資至新臺幣伍仟萬元整。 

1996年 通過RWTUV ISO 9002 國際品質認證。 

轉投資日益茂(股)有限公司，以提昇電鍍品質並降低電鍍成

本，增強產品市場競爭力。成功地連續開發了筆記型電腦專

用之板對板連接器，並順利接單量產，客戶包括華宇、廣達、

藍天、神達⋯等多家國內知名筆記型電腦大廠。自行設立產

品可靠度實驗室，為台灣連接器製造廠中，唯一擁有驗證設

備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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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於加州夫利蒙市成立美國子公司，以拓展美國市場。與歐洲

ELEDIS EUROPE 集團簽訂代理權，同意此集團在歐洲代理本

公司商品，使該公司獲得全歐洲之行銷網路。研究開發高頻

網路系統之特殊連接器技術。通過美國UL 產品認證。 

1998年 資本額增資至新臺幣貳億伍仟萬元整，並公開發行。 

1999年 資本額增資至新臺幣參億貳仟萬元。 

通過RWTUV ISO 9001 國際品質認證。通過CNLA 國家二級實

驗室認證，為目前台灣連接器製造廠中，唯一擁有驗證設備

之廠商。依據天下雜誌1999 年「成長最快的中堅企業」調查，

評為第23 名最具成長潛力之企業。 

2000年 資本額增資至新臺幣參億玖仟肆佰柒拾壹萬零捌佰伍拾元。 

經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本公司上櫃申請案，並

於九月二十九日正式掛牌上櫃。 

於大陸北京成立北京個案公司精密組件有限公司，主力經營於

行動通訊零組件加工及製造，以拓展產品市場。 

於大陸丹東成立丹東睿其精密組件有限公司，主力經營於各

式五金及塑膠零組件加工及製造，以拓展產品市場。 

十月正式與南藩實業簽訂土地房屋買賣契約，合約總價款新台

幣九億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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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資本額增資至新臺幣肆億陸仟貳佰肆拾陸萬柒仟肆佰捌拾元

整。四月公司遷移至南崁。六月董事及監察人普參創業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和股東普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存續

公司為普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故普訊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十月通過RWTUV ISO 14001 國

際環境品質認證。 

2002年 三月份董事會決議通過合併興豪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 二月一日與「興豪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併基準日，

資本額增資至新台幣陸億肆仟伍佰壹拾捌萬參仟捌佰陸拾元

整。通過RWTUV ISO 9001：2000 國際品質認證。成立韓國子公

司，以拓展韓國市場。於大陸崑山成立崑山個案公司電子有限

公司，主力經營於生產及銷售金屬沖壓件、塑膠射出件及其他

鋼鐵銅製品。 

一、產品結構 

電子連接器係指一種和開關、IC等電子元件一起使用的接續元

件，藉由它們的連結，電子電路及電子機器（如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間的電氣訊號得以有效運輸。電子連接器是所有電子機器運作所必備

的電子零組件，其運用範圍十分廣泛，包括電腦及其週邊產品、電信

通訊產品、網路通訊產品、工業電子、交通運輸、航空太空、醫療器

材及汽車工業等領域等，由於產品的良莠足以影響電子機器間訊號傳

輸的信賴度，因此在電子產品的應用上是一項相當重要的零組件。電

腦用連接器可分為元件對導線、元件對PCB、板對板連接器、次系統

對次系統、I/O連接器、系統對系統等六種。目前個案公司電子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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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產品結構以筆記型電腦之連接器為主，可如表5-1所示，該產品係

由塑膠座及端子組合而成，而欲成就二項半成品，其重要原料則包括

了塑膠粒及銅材，該公司透過將塑膠粒經塑膠射出成形之生產過程而

成為塑膠座，搭配銅材經金屬沖壓成形生產過程而成型之端子，組合

成為該公司發展中所擇取之利基產品。介紹如下: 

表5-1  個案公司電子的主要產品結構 
供各類產品連接器 占營收

比重 

主要客戶 

筆記型電腦 39% 現有大眾、神基、宏電、華宇；潛

在廣達、仁寶 

手機 6% 華冠、明碁、致福 

機電整合 5% 主要配合台達電 

PDA及電腦週邊產品 9% 宏達、磐英、A-power 

海外事業 26% NEC、3Com、Hitachi、Samsung、

Motorola、Ideal、Delta 

Key Account 5% 承接Motorola天津廠手機用連接器

Value-added 10% n.a(產品有： USB Pen Drive、各

類轉接卡等) 

  (一)IMD 

在裝飾一個成品上，模內裝飾（IMD）是一種最有效率又

最節省成本的方法。它是在薄膜第二層表面上施以印刷、沖

凸、裁切，最後與樹脂結合成型的複雜性技術整合。為了達

到最好的成果，此技術需要設計與工程在整個製程上的配合。 

多樣的應用已使模內裝飾變成可以理想地取代許多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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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程，像熱轉印、直接印刷、噴塗與電鍍等裝飾方法。它

最適合於 3D 產品。尤其是需要一致性套色圖樣、背光、多

種顏色的產品。對材料製程與設計，同一時間的探討發展才

能使模內裝飾成功地應用，滿足並創造市場需求，提高產品

附加價值。 

  

圖5-1  模內裝飾(IMD)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提供 

  (二)無線通訊連接器 

      做為無線網路與Centrino主機板、PDA、手機、GPS與

Bluetooth等的連接器。具6.0GHZ以上的功率，易於組裝並

方便整理。 

 

圖5-2  無線網路連接器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提供 

  (三)記憶卡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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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用連接器市場方面，PCMCIA卡連接器在筆記型電腦等攜

帶式電子產品快速成長的需求帶動下，市場持續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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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連接器等，請參考圖5-3。 

 

圖5-3  記憶卡連接器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提供 

(四)光纖連接器 

隨著各種光纖通訊網路建設的擴充、提昇而快速成長，

其中以NTT 為主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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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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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銷售比重 

    從表5-2中可讀出個案公司的主要經營項目。該公司係生產

筆記型電腦、通訊設備及數位消費性電子使用之電子連接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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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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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2知，個案公司電子的銷

售比重中，以筆記型電腦用連接器為主，但有因應光纖、無線通

訊的發展而積極生產數據通訊、數位消費性電子及行動通訊使用

等之連接器的趨勢，故筆記型電腦連接器的銷售比重有逐年下降

的現象。故筆記型電腦的市占率自民國八十九年的77%，下降到

民國九十一年的43.2%，而行動通訊用的電子連接器卻可由民國

八十九年的0.74%提高到民國九十一年的13.56%，這顯示了連接

器經營市場的轉向。 

表5-2:近3年銷售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89年度 90年度 91年度 

項目/年度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筆記型電腦連接器 565,510 76.99 481,732 46.25 754,796 43.20 

數據通訊連接器 44,031 5.99 106,613 10.24 486,689 27.84 

數位消費性電子連接器 81,615 11.11 77,819 7.47 175,053 10.01 

行動通訊連接器 5,450 0.74 48,022 4.61 237,113 13.56 

IC測試腳架連接器 － － 225,225 21.62 - - 

可攜式硬碟 － － 49,152 4.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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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7,920 5.17 53,041 5.09 94,240 5.39 

合計 734,526 100.00 1,041,604 100.00 1,747,891 100.00 

(三)銷售量與市場占有率 

表5-3 2001~2006年全球連接器市場規模預估 
單位：佰萬美元 

地區 

年度 

北美 歐洲 日本 
太平洋

地區 
大陸 其他 調整值 合計 

2001年 12,645 6,038 6,353 3,115 8,569 2,272 -6,771 32,222 

2006年 16,459 7,534 8,200 4,771 16,600 3,008 -10,235 46,337 

資料來源：FLECK RESEARCH，2002年5月 

依據Fleck Research的推估，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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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高於其他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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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下游之關係 

        個案公司其所屬產業的上、中、下游結構圖如圖5-4。連接

器產品在下游資訊、通訊、消費性等電子領域的高速化發展下，

順應輕、薄、短、小的潮流趨勢及配合下游廠商的策略發展之下，

產品種類與產品規格亦不斷地產生變化。在資訊電腦領域，桌上



 ９５ 

型電腦的CPU Socket隨著英特爾策略的發展由Slot 1架構逐漸轉

向Socket 370架構發展，其市場需求正快速成長。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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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mm 615p Mobil Socket產品發展。記憶模組連接器方

面，由於英特爾強力推薦Ram bus高速記憶體規格，因此桌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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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4  電子連接器產業結構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材料所ITIS計畫 

角型I/O連接器方面，由於多媒體時代的來臨，將電腦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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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定義為PC97的標準之一，而高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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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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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下逐漸展露曙光。 

四、配銷體系 

    個案公司主要的配銷體系可分成兩大區塊，其一是與下游需求業

者所結合的顧客關係管理，其主要客源包括有華宇、廣達、神達、大

眾、藍天、倫飛及NECIPO等電子廠商。第二區塊則是上櫃後，積極拓

展海外通路，乃與DELTA、IDEAL及MOTOROLA簽約合作所形成的新配銷

管道。 

五、組織架構 

    個案公司資本額雖僅只有12.64億元，可是組織結構相當完整，

由於本公司注重研發、以創新為導向，乃設有研發工程中心，其下轄

有各種分部，專門針對前述新產品進行研發。至於生產單位則與物流

管理合併，做為掌控供應鍊管道及整體資源規劃的一環。故零組件處

負責零組件應用相關產品之新產品研究及市場之開發，執行市場、客

戶及產品策略，客戶管理，產銷協調，加速新產品推出市場之時效，

以達成公司營收及獲利目標。其次，自動化設備研發處依據個案公司

公司的需求，修改設備、改善程序及研發新機器。並支援行銷及業務

部門，研發新生產製造技巧或方法、提供更快速的交期，較低製造成

本的方法及最穩定的品質。其他功能請參考圖5-5，有個案公司的詳

細組織介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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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個案公司組織圖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九十二年度增資新股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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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績效分析 

一、個案公司 

(一)營收成長分析 

    由下表知，在營業收入方面，每年都有持續的成長，從1998年

的16.32%快速成長，直到最不景氣的2001年仍有41.81%的高成長。

營業收入金額在2002年達67.81%，足見該公司獲利能力非常強。請

參考表5-4。但民國九十年間營業外支出為71,441，較八十九年之

10,728增加60,713(仟元)，使得當年度本期損益下降一半。經訪問

後知，係利息支出與投資損失等因素影響造成營業外支出的增加。 

表5-4  營收成長分析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營業收入 329,717 480,973 734,526 1,041,604 1,747,891 

營業收入成長率
(%) 

 
16.32 45.88 52.72 41.81 

 
67.81 

營業損益 5,012 36,136 77,461 93,240 204,869 
稅前損益 12,068 43,717 73,884 46,893 147,746 
每股盈餘 0.65 1.53 1.61 1.01 1.1 
股價/每股盈餘 未上市 29.37 30.99 14.55 
淨利潤邊際 1.38 1.28 1.70 1.38 1.22 

(二)變現力比率分析 

在變現力比率分析上，個案公司電子都有明顯地逐年下降

的現象，顯示產業競爭激烈，固然營收增加可是流動負債也隨

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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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變現力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流動比率(%) 146.84 167.56 98.11 90 137 
速動比率(%) 122.06 133.43 79.57 52 121 

(三)資產管理能力分析 

1.平均收現期間(應收帳款/每日銷售額) 

各年應收帳款受大環境變化而變，上市後致力於縮短

週轉天數但2001年以後又因為國際景氣不佳而增長。 

2.固定資產週轉率(銷售額/固定資產淨額) 

固定資產週轉率下降表示在既定的固定資產下，銷售

額卻未能提高，不過個案公司近五年的固定資產是增加而

非固定，且前述提及個案公司的銷售額也是成倍數成長，

可知個案公司是處在再投資不斷擴充固定資產的成長階

段。 

3.總資產週轉率(銷售額/資產總額) 

總資產有逐年降低現象，其中有一年為與興豪生精密

公司合併，取得大量資產所造成的影響。 

    以上所探討部分請參考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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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資產管理能力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平均收現日數 101 80 77 105 113 
固定資產週轉率 1.79 2.30 0.73 0.88 1.4 
總資產週轉率 0.82 0.81 0.47 0.50 0.68 

(四)負債管理能力分析 

          個案公司近年積極推動產能及廠房擴充，在股票上櫃後仍

必須舉債以達到公司成長階段所設定的諸多目標，故上櫃前的

負債比維持在40%以下，上櫃後則跳升到60%以上，顯見公司

在拓展市場的爭奪戰上積極衝刺。由於購併案之成功，使得公

司淨值提高，相形之下，負債比由九十年之74%下降為九十一

年之60%。 

表5-7  負債管理能力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負債比率(%) 33.65 35.76 68.69 74 60 

(五)利潤力比率分析 

    1.銷售利潤邊際(稅後淨利/銷售額) 

          個案公司的銷售利潤邊際始終不高，皆在10%以下。 

    2.基本獲利率(息前稅前盈餘/資產總額) 

          個案公司基本獲利率亦不佳，近年都在8%以下。 

    3.總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資產總額) 

          個案公司的資產報酬率與基本獲利率、銷售利潤邊際

的表現大略一致，皆在5%-8%之區間。 

    4.普通股權益報酬率(稅後淨利/普通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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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公司的普通股權益報酬率除民國八十九年較佳，

出現17.04%以外，其他時間都表現平平，近兩年則略微在

10%左右。 

表5-8  利潤力比率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銷售利潤邊際 3.66% 9.09% 10.06% 4.5% 7.84% 
基本獲利率 3.7% 7.77% 3.8% 6.3% 7.9% 
總資產報酬率 4.63% 9.33% 7.26% 5% 6% 
普通股權益報酬率 6.56% 13.46% 17.04% 9% 10.24%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個案公司近年來的獲利能力表現不佳，

半因於國際經濟景氣欠佳的影響，半因於公司本身正處於積極調

整的階段。 

(六)市場價值比率分析 

1. 本益比(市場價值/每股盈餘) 

      個案公司於民國八十九年以後才上櫃，上櫃前並無參

考市價，上櫃後除前兩年平均本益比較高外，逐漸向低本

益比靠近。 

2. 每股市價/每股帳面價值比率 

      個案公司的基本獲利能力不佳，故本項比率都很差。 

表5-9  市場價值比率分析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平均本益比 未上櫃 未上櫃 29.37 30.99 15.49 21.34 
每股市價/每股
帳面價值比率 

未上櫃 未上櫃 4.5 2.71 1.79 0.34 

二、個案公司與主要競爭對手的比較 

     在進行本項研究前，本研究先經由與個案公司電子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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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訪談對象說明該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為信音、連展與廣

宇，於是本研究針對幾個主要項目進行相互比較研究。包括投

資報酬率、獲利邊際、財務比率、成長率、管理效能及本益比，

該六項比較結果置諸表5-10，並分析其情況如下: 

單純以獲利成長與業績成長來看，個案公司過去的努力都

提供了股東一個很好的信心，即其表現皆優於其他的競爭對

手，可是若從最適負債的層面來看，則信音與連展所反映的公

司價值將優於目前正以外部市場進行擴充的個案公司公司。以

整體財務資訊比較，信音的表現較佳。 

表5-10 個案公司與競爭對手的比較分析 
單位%，元 

 個案公司 連展 信音 廣宇 
權益報酬率 3.4 1.87 4.06 0.94 
資產報酬率 3 1.03 2.47 0.72 

投資報
酬率 

普通股權益
報酬率 

3 18.4 29.9 1.21 

獲利邊際 5.8 2.88 15.45 -5.65 
負債比率 53.6 41.55 33.43 46.85 
槓桿比率 3.34 0.86 1.12 11.27 

財務比
率 

每股淨值 15.03 17.22 13.4 15.65 
銷售額 19 7 1.7 -- 成長率 
每股盈餘 9 -9 -21 -54 
收入/員工
比率 

2,828,342.6 4,444,000 2,771,152  

盈餘/員工
比率 

221,624 23,193.6 3,359,332  

應收帳款週
轉率 

4.2 3.2 3.57 4.34 

管理效
能 

資產週轉率 8.87 1.05 0.62 1.18 
平均本益比 25.3 21.4 30.66 73.1 

   



 １０３ 

三、杜邦分析 

圖5-6係依據個案公司公司民國92年的財務報表年度
資料，所做的杜邦分析圖。根據杜邦圖，可得知杜邦公司的
普通股報酬率為3%，其他權益乘數與總資產報酬率則分別為
1.0與3%,詳如下圖所示: 

   

 

 

 

 

 

 

 

 

 

 

 
圖5-6  杜邦分析 

普通股報酬率 
3.4% 

總資產報酬率 
     3% 

權益乘數 
1.13 

 

銷售利潤邊際 
5.8% 

總資產週轉率 
0.51 

稅後淨利 
42,600 

銷售額 
2,104,754 

資產總額 
4,096,028 

銷售額 
2,104,754 

總成本 
2,062,154 

銷售額 
2,104,754 

固定資產 
1,166,708 

流動資產 
1,775,472 

營業費用 
334,291 

營業外收入 
15,172 

研發費用 
99,640 

所得稅 
0 

現金 
656,291 

有價證券 
0 

應收帳款 
730,382 

其他 
11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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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在策略分析 

    策略分析的架構眾多，本節將以司徒達賢(民92)之策略架構，

說明個案公司之經營策略，即就其產品線的廣度與特色、目標市場之

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地理涵蓋範

圍以及競爭武器等構面予以分析。這部分的分析屬於前向推論，配合

從關鍵成功因素與外在分析的後向推論，將有助於我們修正目前的策

略，制定出滿足未來變化的較佳策略。 

一、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一)產品線 

     個案公司電子目前業務側重於通訊、資訊及消費性電

子週邊零組件之研發、製造與銷售，主要產品為筆記型電腦

連接器、數據通訊連接器、數位消費性電子連接器及行動通

訊連接器等。另未來預計開發新產品則多偏向數據通訊連接

器、數位消費性電子連接器及行動通訊連接器等新產品，如

液晶顯示面板用連接器、手機用電池連接器 G1型、手機用

振動器連接器AR1型、射頻連接器、數位加密多媒體卡用連

接器等。 

(二)銷售結構 

    個案公司主要產品為各項電子連接器，依工研院經資中

心 TIS計劃之統計，我國電子連接器90及91年度之產值分

別約為13,703百萬元及 14,500百萬元，個案公司在9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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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度電子連接器營業額分別為 1,041百萬元及 1,747百

萬元，90年市場佔有率約在 7.6 %,。91年更一舉突破一成，

達 12.1% 左右，本地市場產值佔有率有逐年增高的趨勢。 

表5-11  主要銷售結構 
單位：新台幣仟元 

89年度 90年度 91年度 年度 
銷售區域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內銷 495,288 67.43 517,22349.65 1,136,547 65.03 

亞洲 169,591 23.09 253,09324.3 491,243 28.10 
美洲 43,341 5.90 240,42123.1 89,142 5.09 
歐洲 26,271 3.58 30,8670.3 30,959 1.78 
其他 35 － － - - - 

外 
銷 

小計 239,238 32.57 524,38150.34 611,344 34.97 
營收淨額合計 734,526 100.00 1,041,604100.00 1,747,891 100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 

    表5-11為最近三年外銷與內銷的市場占有率，由此可看出

市場近年來的變化。 

二、目標市場的區隔與選擇 

     根據主要產品分類，可分成筆記型電腦連接器、數據通訊

連接器、數位消費性電子連接器、行動通訊連接器、IC測試腳

架連接器及可攜式硬碟等六塊；若按主要市場則可分成亞洲、美

洲及歐洲與臺灣等四區，固然產品線既廣且主力市場也深，可是

對個案公司而言，進行產業調整、尋找主要服務性利基市場才是

重心。 

三、垂直整合的程度 

個案公司電子近來積極地併合具垂直綜效的其它企業，如豐島與

興豪商精密，並積極地自行拓展與供應商之間的關係、減少對貿易商



 １０６ 

的依賴。在大環境的改變下，個案公司除了要注意臺灣本地的研發垂

直整合，也不能忽略在中國大陸生產基地的供應鍊之垂直整合。 

四、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個案公司的生產目前都已達到規模經濟的標準，可是在降低

成本的同時，也因為多廠彼此殺價競爭的結果，造成售價下跌，

利潤反而減少。故對個案公司而言，最好的作法就是進行新產品

的設計、改良與發展，也就是以顧客為導向的研發策略。 

五、地理涵蓋範圍 

     由於個案公司必須與下游業者的全球布局策略配合，故其

地理涵蓋範圍隨下游業者的拓展而擴大，包括既有的臺灣下游業

者也納入了歐美的連接器需求者。 

六、競爭武器 

        針對個案公司的訪談下，本研究歸納出該公司的競爭武器

為: 

    (一)商譽 

由於本產業已屬成熟型產業，故並非以品牌或品質方能

取得優勢地位，故個案公司需在對顧客提供最滿意的服務上

努力，才能有效地與對手區隔。從個案公司電子積極地進行

ISO9000系列的認證與設立品保處等等的動作，都說明了該

公司在建立商譽上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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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與顧客搭配的利基型市場開發策略 

            也就是因應顧客產品開發的需要，而修改、調整或開發

新產品，進而達到利基專業化的產品政策，從而建構一條獨

特的利基市場。 

第四節  組織及管理政策分析 

    由上述有關個案公司的經營策略與經營績效分析，已對其策略藍

圖與競爭利基有所了解，以下進一步剖析其組織結構與各項管理機

制。 

一、經營哲學 

        個案公司（Speed Tech Corp.）為國內專業筆記型電腦連

接器（connector）供應廠商，創立於1990年，初期即策略性的

避開大宗的桌上型電腦及家電用連接器，直接切入筆記型電腦的

板對板連接器，產品的特性為少量多樣，採訂單式生產，使得該

公司在技術、生產彈性及品質管理上，要求必須更為嚴格，此市

場區隔的策略在於鴻海精密等大廠不願承接不符大規摸經濟效

益的訂單，小廠無能力接單的情況下，近年來不僅享有高單價的

優勢，毛利一直維持在40%的高水準。  

    由此可知「貼近客戶」一直都是個案公司的經營哲學。即使

小到與客戶IT架構的溝通介面，甚至到檔案間的轉換分析，最

好都能與客戶一致，這樣雙方便能在相同的架構下，審視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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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省卻檔案轉換或檔案出現問題的麻煩；以最高的效率做

進一步的電腦設計分析，不僅可以減少個案公司與客戶間可能發

生的誤解，更減少了研發設計溝通的時間。  

二、組織結構 

        個案公司的組織結構基本上是採行扁平式的組織架構，由

圖5-5知，該公司較重視產品品質與上下游供應鍊的維持，故研

發單位替代行銷通路的拓展，令研發所執行的顧客管理取代了一

般行銷的四P活動。本研究依據Mintzberg的組織理論，即專業

型、創業型、多角化、機械型與創新型等多種分類下，與受訪者

討論該公司組織型態的歸屬與設計上，相當符合專業型組織的特

色。也就是隨時為因應新的科技產品誕生所採取的新型態之組織

架構。 

三、股權結構 

    個案公司股權結構相當分散，董事長譚英武的持股比例僅

8.48%，法人股東普訊創投的持股比率為6.13%，外國投資人高盛投

資專戶為2.99%，顯示本公司的股權情形並非家族式的持股。 

四、行銷政策 

    個案公司所生產的連接器並皆非標準化的產品，絕對大多數是依

照筆記型電腦客戶機型的設計而有差異，必須與上游筆記型電腦廠商

在產品模組及成品的開發上密切的溝通合作，從最初的模組設計、開

發，乃至後端客戶的測試及交付量產的一貫作業，都是一個精密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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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過程。故在筆記型電腦的供應鍊體系中，個案公司的確佔有相

當關鍵的地位，其行銷政策上就是以客製化、縮短開發時間、增快量

產速度及強化研發設計下所支援的貼近客戶需求為主。  

五、研究發展政策 

    個案公司採用大部份筆記型電腦皆使用的Pro/ENGINEER解決方

案，可讓該公司設計的模組圖樣，不用經過檔案轉換，便馬上能在電

腦機臺上做各種測試，加快彼此溝通的腳步。未來筆記型電腦將亦趨

標準化，使得專業型電子連結器廠商將無利可圖，不過無線通訊、資

訊家電的新風潮正全面興起，也正進行一波產品生產比重及技術的升

級重整。於是發展無線通訊連接器市場的研發政策將是未來個案公司

公司的主要發展方向。  

六、人力資源政策 

    個案公司深自體認到研發的重要性，但問題是對於高科技博士以

上人才的需求雖然很高，不過聘取得機會卻相對較低，是故在目前的

人才結構上，大專畢業者的比重由上櫃前一年的47%攀升到目前的

57%，而碩士人才則由2%提高到3.96%，不過這仍並不符合公司發展

目標上對博士級人員需求的殷望。近來積極推動員工紅利、員工分紅

認股計畫，無不是建立在以創新、顧客導向下的吸收高科級人才的人

力資源政策。 

一、 財務政策 

    由該公司逐年居高不下的負債比率來看，個案公司追求達到

最適負債比率的企圖與不怕一般投資人所擔心的購併會減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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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價值的疑慮，近來積極的以增資、發行公司債等的財務操作以

滿足購併下游廠商及支援大陸布局等的資金需求，由此可知在景

氣不佳的年代，個案公司選擇大舉布局與投資、購併等的活動，

其每股盈餘當然不會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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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策略困擾分析 

  根據前面的研究，本研究已經掌握了個案公司公司所處外在環境

的變動趨勢，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優勢與劣勢。完成之前的策略分析

後，我們希望在本節進行策略困擾分析，找出從產業分析得來的策略

輪廓與目前策略間的矛盾與差異，以期接續能具體界定出當前的主

要、次要以及迫切、不迫切等各層次的經營問題，並以魚骨圖作深入

分析，找出問題癥結的因果關係，便於我們未來提出策略之建議。 

一、微利時代來臨，致供應鍊上端價格戰激烈 

整體電子產業面對微利時代的到來，殺價競爭成了市場主

流，除了積極將產業調整到成本較低的市場外，最重要的仍是要

與下游需求廠商達成合作生產的策略共識。不過，當景氣衰退

時，垂直整合的策略未必可以有所成效，尤其是資訊、通訊類連

接器市場，前幾年衰退的情形格外嚴重，主因除了本身市場成長

並不突出外， 低價化的衝擊，造成連接器產品單價下滑程度遠

超過預期實為關鍵要素。 

二、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連接器業主飆產量的地帶 

根據工研院經資中心統計，雖然 2001 年與 2002 年全球連

接器市場連續衰退，累積產值的衰退幅度接近三成，但其中有一

特殊現象值得關注－亞太地區連接器生產比重大幅擴增，主要原

因為全球連接器大廠大幅增設或是擴充中國大陸地區的產能，使

亞太地區連續兩年相較全球其他地區，連接器產值表現亮眼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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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亞太地區產值（主要仍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地區的貢獻）

在 2002 年達到 34%，已正式超越北美地區的 29%成為全球連接

器製造的大本營，而此趨勢在未來預料將持續進行。  

從以上表現可知，臺灣連接器業者面臨積極調整前往中國大

陸怖局的關鍵時刻。當然鴻海是早已在中國完成設廠佈局的主力

業者，可是個案公司卻是晚近才上櫃，取得資本市場融資管道，

也正面臨著要到中國大陸布局卻有可能起步太晚的困擾。本研究

從私下了解，所有受訪者對要使臺灣成為「亞太中心」的關鍵因

素首在三通，而三通受政治因素干擾似乎不可能成行的情況下，

諸家產業正面臨著發展與挑戰上相當嚴峻的考驗。對於個案公司

而言，產能調整意謂著要在臺灣融資、在中國發展，可否順利成

功仍與時機有關，但卻可能要在成功前先挨上「債留臺灣」的惡

名，舉手投足間確實有許多困境。 

整體而言，前往大陸投資的連接器廠商規模都遠比台灣本廠

的規模大，員工人數也都是台灣本廠的數十倍以上，早期前往投

資的廠商多集中在 1990 年代初期，而設廠的地點，主要集中在

華南的東莞及深圳一帶，其他如廣州、惠州等地則有零星的廠商

存在，因此，華南一帶幾乎成為台灣連接器廠商的聚集地。但隨

著台灣的系統廠商不斷移至上海、蘇州、昆山一帶設廠，連接器

廠商在跟隨客戶的情形下，未來由華南移至華東設廠將是明顯的

趨勢。換句話說，台灣連接器廠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數超過兩

個以上，將是未來的常態現象。  

三、系統廠商積極介入，零組件外包(Outsourcing)待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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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從零組件跨入準系統，於桌上型電腦成長趨緩下，為追

求成長亦積極跨入主機板及手機組裝等領域，與其下游客戶展開

競爭。由昔日之合作夥伴轉變為競爭對手，下游系統廠商若能尋

求其他供貨來源，對於鴻海連接器採購勢必將減少，對國內其他

連接器廠商帶來新的商機。目前系統廠商零組件主要為向外採

購，面對鴻海自行生產零組件的優勢及組裝代工價格不斷下滑，

下游系統廠商為加強垂直整合能力，掌握關鍵零組件取得，包括

神達、精英、華碩及緯創皆積極投入連接器生產。因下游系統廠

商缺乏連接器技術人才，故尋求既有廠商技術合作，除神達、華

碩及緯創皆與 Tyco 技術合作外，亦有意與國內其他連接器廠商

洽談合作事宜。但系統廠商要求一對一的配合，這對很多小廠要

配合系統廠商就必須放棄自主權與放棄原有的客戶，其損失亦很

大，但若其他業者的合作都能達成，則對不採行此策略者又將面

臨同業的另一波夾殺，故在這種合作與不合作的策略交錯下，真

是困境重重。 

四、合併、購併與策略聯盟方興未艾 

       個案公司為了強化自動化生產能力合併興豪生精密、為了取

得大面積 IMD 關鍵技術，有助於個案公司產品線完整性，進而

與豐島科技合併。個案公司尋找之策略聯盟對象皆是具有精密模

具生產能力的對象，由於精密模具所用之基礎設備相同，可藉由

策略聯盟共同投資分擔成本，創造雙贏局面。不過M&A的風險也

很高，目前看似成功但一般而言失敗的案例也不在少數，如何處

理合併後的組織問題將考驗個案公司的管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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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優劣勢分析 

    根據以上的策略分析與經營績效分析，可釐清個案公司的優劣勢

如下: 

一、優勢分析 

    (一)顧客關係管理、成功尾隨下游業者 

雖然個案公司在連接器產業中的起步較晚，但隨後便看

準了筆記型電腦市場的發展趨勢，全力投入並配合業者研

發。其後隨著利益的下降，更隨著客戶發展、擴充的腳步，

也涉及於本身產品線的擴充與調整，得以擴充於手機、通

訊、無線通訊等的連接器的發展，這與其抓緊的顧客關係管

理理論有深厚的關聯。 

    (二)完整的生產制度及快速的生產效率 

個案公司生產體制包括模具開發、金屬沖壓、塑膠射

出、電鍍、組立等一貫作業體制，其生產體制除符合ISO 9001

及ISO 14001之認證外，更擁有符合國家二級可靠度標準之

品管實驗室，可掌握快速之生產流程與控制產品品質，該公

司更透過機器設備及廠房之擴充，以提昇產能，並加強自動

化之生產能力，有效地控制生產成本，使產品價格在市場上

更具競爭力。 

(三)自行開發機器設備，具備彈性之生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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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筆記型電腦連接器市場具有少量多樣之特性，個

案公司多以訂單式生產型態為主，產品規格、設計與數量大

多依客戶指定生產，產品交期短及品質之穩定乃客戶採購之

重要考量因素，因此生產製程之安排極具彈性，該公司設有

機器設計部專門研究、開發、生產模組化之自動與半自動機

台，並符合公共安全與人體工學之設計，而生產線之員工平

日即予適度輪調各工站，得以彈性派工、機動性極高。配合

良好的存貨控管能力，即時的原物料供應，使本公司得順利

符合客戶之需求，建立良好之口碑。 

(四)積極投入新產品、新技術之開發，並擁有完整產品組合 

為配合系統廠商推陳出新的產品變化，以及產品的生命

週期、量產期、交貨期等日益縮短的情況下，掌握市場先機

便成為企業經營的成功要素，而攜帶式電子產品日新月異的

發展，輕、薄、短、小的產品趨勢，使得各廠商莫不傾力開

發新技術產品，以因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該公司為迎合

此一潮流趨勢，持續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於新產品之研發與

製程技術之改善，截至93年受訪前止，總計研發人員達175

人，主要幹部多具備豐富之學經歷，而累積多年研發經驗，

在研發的技術來源方面，除自行研發外，並與相關研究機構

合作共同開發，與美國及日本等技術領先廠商技術合作。至

於在產品技術方面，國內廠商對腳距1.0mm以下產品技術尚

未成熟，但美國、日本大廠早已達到0.5mm的細腳距水準，

甚至已出現0.4mm及0.3mm產品，而該公司已研發成功0.6mm

板對板系列產品及0.5mm軟板連接器。甚至在與美國技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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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已開發完成0.3mm腳距的IC測試座，並已獲國際大

廠認證，持續出貨中。此項產品及技術不但在國內同業無人

能及，在國際上有能力生產的廠商更是寥寥無幾。 

二、劣勢分析 

    (一)全球生產基地集中化趨勢的形成，對個案公司發展迫在眉梢 

            個案公司遲到四年前才上櫃，得以在公開市場出售股票

以募集資金，可是卻遇到景氣不佳與投資股市的資金短缺，

致個案公司公司不得不改採發行公司債的方法募集資金，並

且在全球佈局的架構下先採行價值鍊的整合為主，購併了興

豪生與豐島兩家公司，但是在全球生產基地的成形下，個案

公司公司有著成長速度不及於競爭對手擴編速度的憂懼，當

然快速成長對該公司而言是絕對不利的。 

    (二)成敗關鍵建立在人才的開發上 

           個案公司已採取各種手段盡力去慰留人才，可是從近年

來該公司人才的學歷結構上，身位科技事業頂端的高級博士

人才的比重過低，在缺乏高級科技人才的專業研究不足下，

該公司至多僅能以技術移轉與流程改善做為訴求，但這都不

是一個以創新為導向的公司所追求的。 

(三)上下游合作結盟方興未艾，雖保障業者生計但也築構一道互

不侵犯的牆，使得企業成長會受到結盟的影響而遲緩 

        連接器產業在臺灣已漸為成熟型的產業，大廠如鴻海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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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在市場飽和下快速地介入其他系統廠商市場中經營，而小

廠除與顧客合作結盟外，幾無發展的另一條空間。但策略結

盟最大的缺失就是與市場太過貼近，廠商自己的成敗受到下

游業者的經營影響相關性太高，倘若下游業者經營失利，則

合作業者的發展都要受到波及。因為他們無法待替下游開發

客戶、參予下游業者的經營，若下游發生品質、商譽等的問

題，該公司既便有優於同業的良好品質，也不足以展現該公

司產品的優質性，故在所託非人的情形下，也將導致該公司

的經營危機。這就是合作生產策略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