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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策略建議 

    本章將描述個案公司之經營使命與目標，然後提出可行的策略與

建議。 

第一節 使命與目標 

一、公司的使命 

個案公司的使命目標是結合上下游廠商，共同提供便捷、效

能與方便性之電子商品，為消費者提供最佳化的解決方案。個案

公司本身將做為價值網的一環，忠實而誠懇的接受顧客的建言與

專案，開發、設計所有可以提高顧客生產效率、配合市場競爭所

需的一切產品。這種服務後端企業所生的觀念，將是個案公司賴

以追求成長的動力。 

二、公司的目標 

個案公司對於目標的訂定，係依據董事會所通過之公司整體

營運規劃方案為主要方針，在建構一個具人文價值、富而好禮的

現代社會下，積極地為推動良好的溝通橋樑與管道而做為公司的

終極目標。在「人文價值」上，追求以協助科技產品的完美零缺

點做為人文素養提升之起點;在富而好禮下，協助下游業者建立

便宜又具實用性的產品，而這些商品正受到追求彰顯自我價值的

最終消費者所高度矚目，如筆記型電腦、手機、數位相機、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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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通與掌上型電腦等。 

一般公司皆以獲利力、成長性作為公司主要目標，因此個案

公司的目標也可以據此分成兩大類: 

(一)獲利力 

1. 建議個案公司的資產報酬率未來三年內能夠達到

8%(2002年資產報酬率為6%)。 

2. 建議個案公司的普通股權益報酬率未來三年內能夠

達到13%(2002年普通股權益報酬率為10.24%)。 

(二)成長性 

    下表列出個案公司未來三年營業收入與市場占有率的

目標: 

1. 建議個案公司未來三年每年的營業收入成長率25%。 

2. 建議個案公司未來三年(即2004年)的市場占有率能達

到9%。 

表7-1  公司的目標—成長性 
年度 92 93 94 95 

營收(百萬元) 2,107 3,660 5,601 8,028 
營收成長率  42% 25% 25% 
市場占有率 3% 5% 6% 9% 
成長率  40% 16.7%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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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根本策略 

依據Glueck(1976)的理論模式，根本策略可分為穩定策略、成

長策略、退縮策略以及綜合策略等四種。本節將根據個案公司的

使命、目標以及內外在分析，分別探討個案公司採行四種不同策

略的可行性。 

一、穩定策略 

一般而言，當產業處在成熟階段時，公司常採用穩定策略。

就電子連接器而言，整體產業已進入發展成熟的階段，故產業間

的合作開發呼聲漸高，而外國替代型業者的競爭強度益高，這一

切都使得許多大廠像鴻海必須改行多角化策略而非穩定策略之

故。 

目前個案公司也是採行多角化之行動，不過主要仍在購併垂

直相關的產業，而購併之後的效果還算不錯，對公司價值的提高

頗有幫助。因此，在採用穩定策略容易使得公司面臨營業額以及

獲利停滯的困境及被競爭者超越的情境下，建議個案公司於現階

段不宜採用穩定策略。 

二、成長策略 

無線通訊與第三代行動通訊的發展，可攜式裝置的普遍性，

消費者上網的需求提高等，將是本世紀發展的新主流。全球網路

連結使得訊息的交換，人際間的互動更為頻繁。這些環境的變

動，都提供了連接器產業發展的契機。個案公司身在其中，也正

進行一波產品生產比重及技術的升級重整。個案公司自1997年

始，積極從事垂直整合。1998年成立金屬沖壓成型部門，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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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精密檢測儀器設備、現場零組件加工設備等精密設備，完成金

屬端子自製設計的生產目標，並進行高精密度零組件自行研磨加

工能力的培育，擴大塑膠射出生產能力，完成廠內產品設計生產

的垂直整合能力。這一切都是為產業升級與技術升級付出而努

力。 

而成長策略的發展，根據「產品—市場矩陣」可以分成四種

類型:市場滲透策略、市場擴張策略、多角化策略。其中，多角

化策略又可以分為集中式多角化以及複合式多角化(見圖7-1)。 

 

 

 

 

   

圖7-1  產品—市場矩陣 

(一)市場滲透策略 

個案公司雖然能以既有的產品擴大業務範圍，以達

到市場滲透策略之目的，但是在技術創新發展快速的環

境下，尤其資訊軟硬體產業日新月異，消費者對各種功

能性電子商品的要求與這些電子商品的功能整合都使

得本業的產品發展呈現蓬勃的氣象。電子連接器產品可

被使用的對象非常的多，除之前所述及的行動電話、行

動電腦、掌上型個人資料處理器(PDA)、數位相機及無

 

市場滲透 

 

產品擴張 

 

市場擴張 

 

多角化 

現有產品 新產品 

 
市 
場 
成 
長 
方 
向 

現
有
市
場 

新
市
場 



 １４０ 

線網路外，還包括了車上行影像系統、電子書包、隨身

攜音響等等，隨著產品的發展，系統也需要研發創新不

同的功能需求。因此，在產品不斷的發展與擴張之下，

個案公司應儘可能的採行市場的擴張而非單調地滲透

運作。 

(二)產品擴張策略 

        產品擴張策略可區分為下列數種方式:增加產品的

特性、以現有的市場為目標，增加產品線的廣度、開發

新生代的產品、為現有市場開發新產品。 

1.增加產品的特性 

有鑑於通訊及網路未來市場之高度發展潛力，並

平衡公司未來業務之發展，個案公司積極進行行動電

話產業與網際網路產業之相關產品開發與製造，利用

現有之技術人力與生產經驗，配合國內之新興廠商共

同研發。在行動電話產品應用上，將進行SIM卡連接

器、電池座連接器、視窗與機板細間距板對板連接

器、I/O連接器、天線與麥克風插座、手機外殼設計

及內部金屬沖件與塑膠射出件等產品之研發工作，而

在網際網路之相產品開發上，將著重於機電整合連接

器之開發，將電子訊號處理元件與連接器合併整合，

創造高附加價值之新產品，而100MHZ與1GHZ高頻應

用，將是主要之目標市場。 

2.以現有的市場為目標，增加產品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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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產技術之不斷提昇，客戶對新產品之需

求，亦日趨廣泛與多樣，而且產品生命週期之縮短，

更加重了客戶在新產品開發之迫切性，因此適時提供

新技術產品予客戶，將是未來公司成長之重要依據，

將產品系列向下延伸，建立全系列之產品線，提供客

戶最佳之選擇，必可確保市場之競爭力。 

3.開發新生代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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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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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案公司已研發成

功0.6mm板對板系列產品及0.5mm軟板連接器。甚至

在與美國技術合作下，已開發完成0.5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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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為現有市場開發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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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為因應客戶生產移至大陸的趨勢，已轉

投資大陸北京個案公精密組件公司及丹東睿其精密

組件公司，而主要的客戶廠商是全球手機知名大廠諾

基亞、易利信、摩托羅拉及西門子等當地合資客戶；

北京廠及丹東廠主要的產品則是手機連接器及相關

沖壓件。在貼近客戶的前提條件下開發已顧客需求為

主的產品已成必然趨勢。 

    根據產品擴張策略，個案公司應該提供目標市場所需的產品，增

加產品的特性，藉著品牌強大的優勢策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進而提高銷售額。因此建議個案公司應採取的成長策略為產品擴張策

略。 

(三)市場擴張策略 

地理擴張策略係指將產品擴充到別的市場，個案公

司除積極地為貼近客戶而選擇與客戶的生產地—中國

大陸接近外，現正更積極地尋求開發歐盟的策略聯盟。

該公司在考量現有規模與人力資源下，認為現階段不宜

直接在海外地區設立自有之行銷據點，而應採取與當地

專業通路伙伴策略聯盟之方式進行。此策略若成功，將

可以最少之投資成本，在最短之時間內，取得最大之市

場佔有率，另外亦可在目標市場上開始建立自有之品

牌，然而此通路策略聯盟伙伴之選擇，必須結合產品之

專業性與市場網路之完整性，並能在行銷合作上積極主

動配合。 

(四)多角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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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化經營可以分為集中式多角化與複合式多角

化，集中式多角化即為向前整合以及向後整合的多角

化，複合式多角化則是將公司多角化到與原有核心事業

部相關性低的產業，以專業人才為關鍵的多角化。 

1.集中式多角化 

      以目前的發展來看，個案公司併合了豐島科

技與興豪生精密，分別為了成功打開中國大陸的

市場與在臺灣高精密設備的製程技術，這些都是

個案公司現階段的多角化策略。 

2.複合式多角化 

      複合式多角化係指企業對一新領域的產

業，既沒有行銷、研發、製造、營運等共通性的

事業進行投資。以個案公司的角度來看，尚處在

利基市場的餘裕運用階段，目前公司的成長與擴

大也還不需進行跨產業的多角化運作。 

三、縮減策略 

    電子連接器產業雖然整體而言已漸入成熟、飽合的市場階

段，不過在遇到東亞經濟體的飛躍成長，如中國及印度對高科技

產品的強勢需求，以及預期可攜式電子商品的快速成長，個案公

司的主力商品又以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等可攜式電子商品為主

要經營與發展對象，雖然過去三年電子高科技業界都受到景氣衰

退的嚴重影響，但個案公司的未來前景仍大有可為，所以個案公

司不宜採用縮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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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策略 

綜合策略係指隨著內外在條件的變化，而採取不同的策略。

由於個案公司目前已經有明確的成長目標，因此，個案公司現階

段不宜採用綜合策略。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個案公司的未來發展可朝成長策略發

展，採取產品擴張策略與集中式多角化兩種不同的策略。以下將

依此兩種成長策略方案，分別制定競爭策略與營運策略並深入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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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競爭策略 

    個案公司的競爭策略為差異化集中，此處的差異化集中策略，意

指競爭優勢為具有差異化，並在競爭範圍較小的區域內進行產品差異

化策略。(如圖7-2)。 

 

 

 

 

 

 

 

圖7-2  競爭策略 

    個案公司選擇差異化集中的原因，乃是因為個案公司擁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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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競爭優勢，透過這些優勢使得個案公司可以建立產品差異化。 

    個案公司將目標集中於可攜式電以商品的應用開發，其所涵蓋的

範為已相當廣泛，從未來成長的趨勢來看，其市場規模仍非常龐大，，

若專注於可攜式電子商品提高市場占有率，將可在此競爭範圍中占有

一席之地。 

    依據圖7-3的BCG模式來看，可攜式電子商品的連接器，目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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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的競爭地位高，採取差異化集中策略，將有助於提高其市場占

有率，對於其他有興趣侵入本產品市場的同業，仍具有防堵的能力。

在波士頓顧問群所提出的BCG模式中，我們可以發現，可攜式電子商

品目前正處於金牛事業略偏向看門狗事業，若在差異化集中策略方面

多所經營，輔以產品擴張與集中式多角化，將可提高市場占有率且增

加競爭地位，朝向明星事業邁進。 

 

 

 

 

 

 

 

圖7-3 BCG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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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營運策略 

    本節將針對個案公司的行銷策略、製造策略、財務策略、服務策

略、人力資源策略、資訊策略、組織策略以及控制策略等分別討論。 

一、行銷策略 

  (一)目標市場 

有鑑於通訊及網路未來市場之高度發展潛力，並平衡公司

未來業務之發展，個案公司將積極進行在行動電話產業與網

際網路產業之相關產品開發與製造，利用現有之技術人力與

生產經驗，配合國內之新興廠商共同研發。在行動電話產品

應用上，將進行 SIM卡連接器、電池座連接器、視窗與機板

細間距板對板連接器、I/O連接器、天線與麥克風插座、手機

外殼設計及內部金屬沖件與塑膠射出件等產品之研發工作，

而在網際網路之相產品開發上，將著重於機電整合連接器之

開發，將電子訊號處理元件與連接器合併整合，創造高附加

價值。 

(二)地理涵蓋範圍 

個案公司目前的地理涵蓋範圍是跟隨著主要下游業者的

設廠決策而變，雖然研發中心留在臺灣，生產基地僅及於中

國大陸，但下游業者除了臺商以外還包括很多的美商，嚴格

說來發展腳步早已擴及美、亞兩大陸。至於歐洲市場上，因

缺乏業者赴中國設廠的可接近機會，仍以策略聯盟方式期圖

打進歐洲大陸。 

  (三)產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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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的產品策略定位介於高階與中階水準的中間，期

能向下排除來自中國大陸業者的低價競爭，向上則免於歐美

業者的生產挑戰。該公司亦積極地建立與下游業者的溝通平

台，並在產品改良上鎖定了顧客使用的方便性。 

  (四)配銷通路 

          個案公司產品純供下游業者組裝所用，過去固然有交由貿

易商統銷的情形，但現在多以與下游業者結盟、直接賣給下

游業者為主，故其配銷通路只有零階，通路的優勢在於彼此

雙方的共同利益可否達成。 

  (五)價格策略 

由於可攜式電子商品的生命週期短、汰換率高，故個案公

司投入研發的成本相對較高，而初次上市商品用以配合下游

業者新款式產品的推出，雖然價格高但不見得可換取一定利

潤，個案公司的主要獲利來源是上市後一段期間內，大量生

產時、價格較低的階段，等該種產品的促銷期過去，購買熱

潮減退，反而有滯銷之憾。本業的獲利好壞與整個電腦產業

的景氣有著密切的關係，故定價策略必須考慮到快速變化的

產品週期也必須考慮整個大產業的景氣。 

  (六)推廣策略 

個案公司可不需從事推廣策略。一來其需求者為下游業

者，固然所生產的產品也會影響到最終消費者對下游商品的

觀感，不過連接器在電子商品內所扮演的角色絕對不如半導

體與IC晶片，故個案公司的行銷策略應放在顧客關係管理這



 １４９ 

一塊，無需討論對外推廣的策略。 

  (七)品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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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積極進行此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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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世界前十大之連接器製造

廠，均是理想之策略目標客戶。 

二、製造策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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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14001之認證外，更擁有符合國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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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行開發機器設備，具備彈性之生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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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公司設有機

器設計部專門研究、開發、生產模組化之自動與半自動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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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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個案公司得順利符

合客戶之需求，建立良好之口碑。 

三、財務策略 

      以下針對投資策略、融資策略與股利策略加以探討。 

    (一)投資策略 

個案公司應繼續保持在研究發展資金巨額的支出，以

維持公司創新能李與生產彈性，隨時垂直整合期能對產業標

準有影響力。 

    (二)融資策略 

            近年為求綜效、減少產品不良率與擴大中國大陸的經營

範圍，遂積極地投入於募資與舉債等融資活動以完成艱鉅的

購併工作。而後希望能量入為出，待購併效益真實發揮後，

方投入於其他的整合策略。 

    (三)股利政策 

            基於公司需要投入龐大的研究發展支出，以及市場產品

擴張、集中式多角化需要較多的行銷與管理費用，因此個案

公司可以減少現金股利的發放，以保留較多的資金進行投

資。 

四、人力資源策略 

人才一貫是高科技產業最重要的資產，個案公司在電子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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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大廠輩出的壓力下，且做為下游系統廠商的輔助角色，知名度

本且不高， 在人才的吸引上也許不能招募到理想而重要的人

才。故個案公特別重視對人才的升遷、考核、薪資制度與獎勵方

式等規劃，個案公司目前高技術層級員工尚為臺籍居多，未來研

發重心將逐步轉移到中國大陸，故募集人才上可能將納入美、中

等地的員工，此時對研發人才的管理將形成一重要的議題。 

本公司目前多以紅利、員工認股權證提供給員工做為誘因，

不過個案公司仍時時處在「人往高處爬」的環境中。 

五、組織策略 

    就目前組織的架構，由於顧客盡皆前往中國大陸北京、上

海、南京、東莞等地生產，公司的行銷單位、生產部門與運銷採

購等事業體系轉往中國大陸的趨勢已不可免。臺灣目前的組織日

益縮減，保留高級階層，但主管卻常常奔波於兩岸三地之間，該

公司除重要會議會動員全體高層與運用電傳視訊外，大部分都以

臺灣保留財務部門期能取得資金，而生產、行銷與研發則轉往大

陸、厚實大陸子公司的組織能力。 

六、控制策略 

      控制策略方面，大陸工廠完全運用ISO系列的標準作業程序，

臺灣方面則要求完全合乎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制度的基本要

求，個案公司的目標是參考微軟公司的 SMART為原則，其中 S代

表 specific，M代表 measurable，A代表 achievable，R代表

result-oriented，T代表 time-bond。再依據每六個月的成果考

核，評定績效，給予紅利、獎金、股票選擇權、加薪、升遷、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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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或是解雇。不僅行銷人員如此，研發人員亦然，訂定的目標述

明在特定時間之前完成測試、達到某種程度的穩定度或新版本的

完成等，再依造目標達成率給予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