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投信公司個案分析 

 

本章為投信公司之個案研究。在本章之中，將以五家投信公司(FB

投信、FM投信、EW投信、PU投信與AD投信)作為研究之個案公司，

首先描述個案之背景，再分別就各公司之高階主管，以深入訪談的方

式，針對第二章所發展出來的本研究架構，了解該公司面對內部環境

的優勢與劣勢、外部環境的機會與挑戰，其所發展出來的競爭優勢與

競爭策略，予以整理歸納得出完整的訪談資料，並以彙總加以分析比

較。 表5-1顯示個案投信公司的經營成果，包括基金數量、客戶數

量、市場佔有率與排名。以下將就 FB投信、FM投信、EW投信、PU

投信與AD投信等五家個案公司之經驗描述如下。 

 

表5-1 個案投信公司經營成果統計表 

個案 

公司名稱 

基金

支數 

受益人數

(人) 

基金規模市佔率

(排名) 

全權委託市佔率

(排名) 

總管理資產市佔率

(排名) 
FB投信 18 99,313 6.35%(1/44) 7.67%(6/44) 6.45%(2/44) 

FM投信 15 326,232 4.93%(4/44) 11.62%(2/44) 5.43%(5/44) 

EW投信 10 24,004 4.07%(8/44) 8.97%(4/44) 4.44%(6/44) 

PU投信 14 78,522 5.85%(2/44) 16.38%(1/44) 6.64%(1/44) 

AD投信 5 24,813 0.98%(30/44) 0.01%(26/44) 0.91%(31/44) 

投信總計 362 1,966,892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年12月31日) 

 
 
 



第一節  個案一：FB投信 

 

一、 公司概況 

FB投信是FB金融控股公司之成員。該投信公司於民國81年9

月18日成立，以FB集團完整金融資源，建構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網。

次年2月9日成立第一支基金(封閉式股票基金)，並以著重於長期穩

定投資與收益分配給受益人而自許。為秉持該集團不斷追求金融本業

的多樣性，FB投信公司積極地根據市場趨勢與經濟發展脈絡，不斷

地推出多樣性的基金。截至民國91年底，該公司已推出18檔基金，

其中包括2支封閉式股票基金、8支開放式股票基金、1支國外募集

投資國內之股票基金、2支國際股票基金、1支平衡式基金與4支債

券型基金。管理基金規模高達新台幣133,488,151,022元，同業排名

在第一名。加上全權委託管理金額13,558,752,300元，FB投信在產

業的市佔率高達6.45%，是產業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另外，FB集團與全球知名金融集團-CT集團進行在台灣的策略聯

盟，該投信公司於民國90年2月8日正式接獲財證部與證期會的核

准函，FB投信與CT投信獲准合併，並以FB投信為存續公司，為國

內投信第一樁合併外商投信的案例。 

 



 

表5-2 FB投信公司資產管理統計表 
基金類型 基金名稱 基金規模(元) 市占率

1 FBFB基金 2,938,723,9100.13%

1 FB店頭基金 3,362,305,4380.15%

2 FB台灣心基金 1,718,437,0580.08%

2 FB價值基金 578,250,1130.03%

2 FB網路基金 674,552,9870.03%

2 FB高成長基金 1,103,537,4910.05%

2 FB科技基金 878,822,7070.04%

2 FB精準基金 2,442,218,5060.11%

2 FB長紅基金 1,740,706,6310.08%

2 FB冠軍基金 773,828,8520.04%

3 FB台灣鳳凰基金 439,681,7940.02%

4 FB全球精選基金 1,543,901,8740.07%

4 FB亞洲科技基金 440,403,7430.02%

5 FB福寶基金 538,185,0280.02%

6 FB千禧龍債券基金 10,891,678,7370.50%

6 FB如意三號基金 34,114,531,7461.56%

6 FB如意基金 33,176,338,8111.52%

6 FB如意二號基金 41,132,045,5961.89%

基金規模合計 138,488,151,0226.35%

全權委託管理金額 13,558,752,300 7.67%

FB資產管理金額總計 152,046,903,3226.4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年 12月 31日) 
 

 

FB金融控股公司為台灣知名蔡姓企業家所掌控，發肇於產物保

險，自民國50年4月發跡以來，該金融集團經營的觸角已延伸至證

券、銀行、壽險、投資顧問、證券金融、票券等相關金融服務業。民

國90年，立法院完成金融控股法之立法程序，蔡姓企業家為響應政



府政策，並有效整合集團資源，於該年12月19日正式以FB金融控

股公司的名義正式掛牌上市，成為台灣首批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之

一。目前該金融控股公司包括2家商業銀行及綜合證券公司、產險公

司、壽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金融公司、證券投信公司與投顧

公司等各1家。FB金融控股公司，為了實現跨業經營的理想，在蔡

姓企業家強力主導之下，要求各子公司一同分享FB的管理哲學與經

營理念，亦即誠信、親切、專業與創新。因此，在全方位金融服務與

整合行銷的經營策略之下，各子公司必須在此完整的金融服務網下運

作，FB投信公司就是此「專業與完整的金融理財服務體系」下重要

的基金產品提供者。 

 

二、 內部環境 

 

(一)公司之策略性意圖與營運目標 

1.經營理念：FB投信自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創立至今已屆滿十週年，

延續該金融集團「誠信、親切、專業、創新」一貫的經營理念，為投

資大眾提供最專業完善的金融理財服務。該公司透過與金控集團內各

子公司的策略聯盟，建立完善的銷售通路與資訊網路，結合金控集團

之完善的客戶整合服務系統以及專業的金融理財團隊，提供詳盡的基



金產品與理財資訊來滿足投資大眾全方位的理財需求，帶領客戶跨入

理財新紀元。 

2.經營目標：透過FB的經營理念，該公司必須遵循金控集團的整體

目標來設定營運目標與財務目標。目前該公司所設定的營運目標是產

業各領域前三大地位，包括公司總基金管理規模、不同風險特性或專

門產業之基金產品與數目、股票基金/債券基金/全權委託之市佔率與

成長率等。 

(二)資源與能力 

就FB投信的資源優勢而言，它是國內知名金控集團的成員之一，

該集團有兩家銀行共117家分行、一家綜合證券公司共69家分公司，

加上壽險、產險、期貨、票券與該公司本身的直銷團隊，形成一個完

整的行銷通路網路。透過此類資源優勢，該公司致力於三大功能性策

略以建構其競爭優勢，包括：一是有完整產品線，不僅基金產品共

18檔為基金產業之冠，其他FB金控下轄子公司的固定收益商品、證

券商品、期貨與選擇權衍生性商品、人身與產物保險產品、投資顧問

等都成為該公司提升獲利能力的商品與服務，客戶只要到該公司，即

可以完成該客戶所有的投資、投機、理財、保險的金融服務需求。 

第二是龐大的通路動員力量，該公司透過金控集團的整體力量，

「自信」任何商品都能在短時間內尋找到該目標客戶。FB投信生長



在「家大業大」的金控集團裡，強大的行銷資源讓該公司經營「無後

顧之憂」，短短十年內即發展成產業之龍頭地位。該公司高階業務主

管表示「一位強力投手決定棒球隊伍的強弱」就如同「有強大的行銷

能力決定一家投信公司的強弱」，縱使該公司之基金績效表現與客務

服務滿意度都只能算是「差強人意」，而且該公司國際基金業務表現

亦未見起色，但絲毫不減其龍頭地位。FB投信就是典型擅用集團資

源-尤其是金控交叉銷售之資源。 

第三，該公司的員工也是主要的資源。由於在金控下的員工必須

瞭解旗下所有公司的商品與服務，因此該公司員工擁有數張專業證照

是存在的基本要求，也因此該公司擁有整個集團之龐大「雖不甚精，

但是夠專業」菁英團隊。除此之外，該公司採取以「利潤導向、級數

成長」的激勵制度，即員工能在基本的固定底薪下安定的生存，但若

能為公司賺多少，公司就依既定的級數與比例發放獎金。當然，每年

都會評估每位人員對公司的經濟貢獻度，只有「汰弱取強」才能留得

住人才。 

 

然而FB金控的「大」與「多」就可能會形成是「雜」、「繁」，金

控集團各子公司若要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其命令系統與快速反

應能力就是關鍵所在。FB投信總經理表示，該公司最強的能力是與



集團決策高層的溝通能力、執行命令的整合能力與具有專業金融訓練

的人才。 

1. 組織內之溝通能力：由於該公司所屬金控集團是很道地的本土企

業，該企業之組織學習經驗大都師法「軍事化組織型態」。典型的金

字塔型、樹枝型組織架構，由上到下的命令系統，是維繫該企業的決

策體系與策略執行的先後順序。該企業旗下各子公司定期舉辦集團內

總經理群之決策會議，決定與協調各子公司業務發展策略、執行順序

及成果檢討與控制等，此類會議主要的目的是有效地分配資源，各子

公司總經理必須清楚地知道自己公司的策略所需資源、時間序列，而

且還必須說服蔡姓企業家與集團其他子公司總經理，因此該公司經營

階層的組織溝通能力是決定策略能否遂行的關鍵。 

2. 執行命令的整合能力：FB公司受命在FB金控之下，任何重大的

策略行動，例如新基金募集、集團資訊系統ERP整合、客服管理系統

CRM的整合等，都是由金控公司發起攻擊號角，傾全集團的力量集中

在一策略點上，以達到「全勝」的成功結果。該企業的最高決策體系

雖僅由少數子公司總經理所決定，但執行卻是集團龐大且屬性各自不

同的子公司與不同的功能部門所為，因此執行命令的整合能力是策略

成功的關鍵。在蔡姓第二代領導班子強力整合之下，非常有效率地實

施貫徹命令與執行策略所需之「跨公司、跨部會」合作。 



3.執行者的能力:就如同「員工」是 FB投信的重要資源，要將資源轉

化成能力的也是該公司的「員工」。FB投信公司也遵循孫子兵法之「士

卒孰練」的原則進行人員能力的提升。FB投信業務協理表示「三個

訓練有素的臭皮匠絕對會勝過一個諸葛亮」，該公司要求所有員工「全

面考照」，不僅要有信託從業人員的證照，員工還必須擁有證券從業

人員、保險從業人員、銀行從業人員⋯所要求的證照。有完整金融知

識訓練的員工始能打仗，無訓練的部隊雖多，亦無益於戰爭。 

 

(三)公司策略 

 

為了有效地運用該集團之龐大資源與能力以達成前三大的營運

目標，FB總經理以「後發先至」一招打遍天下無敵手。經深入訪談

後，發現此「後發先至」即是IBM在1981年決定進入個人電腦市場

所採取的策略典範「快老二策略」(Fast Second Mover)。IBM是第

二個進入個人電腦市場的公司，為了防止先進者蘋果電腦掠奪大部份

市場，IBM以快速進入市場，先搶奪市場占有率為進入策略的最高指

導原則。FB投信在新基金產品的發展與推升基金規模的策略完全是

採取此種「快老二策略」，亦即同業中有成功地推出某特定類型基金

商品時，即表示市場有此需求，FB隨即以最快速度推出相同商品以



掠奪市場。值此同時，FB不僅發掘不同的市場需求，也更進一步地

推升了基金管理規模與市占率。為了有效達成「快老二策略」，FB採

取了二個戰術： 

1.品牌管理：FB金控集團與所有金融商品全數以「FB」再冠上產品

名稱的品牌策略，即採取總體家族名稱的品牌決策。此策略有許多優

點，包括公司毋需研究如何命名，也毋需再重複投入大量廣告費用來

打響知名度，因此品牌開發成本甚低。此外，「FB」在台灣的發展歷

史已近三十年，產險與銀行都是消費者心中的模範生，因此很容易產

生「信任移轉」的效果，況且「FB」的名字響亮，它就是「金融」、「保

險」、「理財」、「投資」的代名詞，任何新商品的推出都具有強勢、易

被認同的優點。 

2.經銷網絡管理：由於「後發先至」講求的是快速進入客戶的購買預

算裡，因此必須擁有龐大且有效率的行銷通路。行銷通路在執行將產

品移轉至客戶的工作，它必須克服存在於產品、服務與客戶之間的時

空障礙，若要在戰時能夠快速動員並準確的執行策略，則須「養兵千

日用在一時」。FB投信在平時都會在全省所有FB據點，持續性地舉

辦教育訓練，訓練主題包括國內外總體經濟情勢分析、產業分析、證

券行情分析、新產品介紹等相關知識與經驗，此舉不僅能有效地讓

FB所有員工能和所有的客戶有溝通的交集，也能順利地發展出說服



性的溝通訊息以刺激購買。FB投信每一個營業日都會在FB集團轄下

的不同據點，舉辦三場以上的內部訓練或投資說明會，目的是維繫與

經銷通路緊密的關係。 

 

三、 外部環境 

 

(一) 目標客戶 

「社會大眾的信任與資金的託付」說明了FB投信視台灣所有的社會

大眾為目標客戶，尤其是FB集團下的所有既存的客戶。它只針對特

定產品挖掘特定目標客戶，卻未對特定需求發展出特定商品。它以快

速進入的策略，快速複製其它業者的成功經驗，再從同業的成功中掠

奪其成功的果實。 

 

(二) 主要競爭者 

其實FB投信表示，「內部競爭環境」遠大於同業競爭者，因為集團內

成員眾多，各子公司在資源的競爭上更形激烈，「誰爭取到蔡姓企業

家的認可，即可保證該公司營業目標的達成」。若要提及FB所認定的

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只有PU投信、CP投信等「一線大廠」，至於EF投

信、IT投信與ABN投信也是要留意的目標，另外前兩年叱吒風雲的



HSBC投信因受到其母集團的牽制，已不列入觀察名單中了。 

 

(三)其他利害關係人 

FB投信總經理表示「許多投信業者一定會認為『主管機關』是投

信產業與公司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因為它主導著自由化與國際化的

開放腳步、法規的鬆綁、新金融產品的開放與新基金審核的進程，這

一些無不影響投信的競爭力與獲利能力，因此有許多大型投信公司積

極參與政策的建言。」但是FB投信卻不認為「政府」會影響競爭的

公平性，因為純粹的投信公司雖為「政策」絆住了，但是FB投信卻

可能會因而受惠。主要原因是金控集團下的金融機構可以跨業交叉銷

售，就算投信公司尚未開放應屬於投信所經營的商品，但是FB投信

卻可以充容地參與其他投信無法經營的業務，「我們完全依照政府的

政策與法令」。 

 

四、競爭優勢 

FB投信基金種類繁多，提供各式各樣的基金商品以滿足不同的客

戶需求，其實該公司走的是「大量客製化」路線，每一個基金產品都

是一個模組，依客戶的風險偏好程度、產業熟悉程度、產品熟識程度

與對未來報酬預期多寡，提供各類不同的基金組合。因此，該公司其



實是以「廣泛差異化策略」來進行「最佳低成本提供者策略」(Best 

Cost Provider)。 

由於金融服務業必須依賴專業的知識與技術、精確的分析與預

測、運用大量且昂貴的電腦設備來處理，這一些極需要「品質」、「速

度」做為「專業」與「誠信」的訴求，因此需要以「廣泛產品差異化」

來突顯「專業能力」的成果。但是企業的價值在於獲利，必須將所有

成本控制在營收之下，因此在有效的降低成本也是該公司的競爭優

勢。我們強調團隊合作的力量，就如前節所言「三個訓練有素的臭皮

匠絕對會勝過一個諸葛亮」，FB投信不花大錢挖角「名星」，沒有明

星基金經理人，也沒有百萬業務員。優秀的人才也不會因為沒有「名

星的價碼」而離開，因為FB投信有太多商品來包裝所有客戶的投資

理財需求，「這是別家所沒有的」。 

 

五、小結： 

FB公司主管表示：投信產業絕對是BCG模型中的「問號」，因為

它的替代品不斷地侵襲基金、因為其他金融服務業搶佔投信的利基、

因為產業內同業慘烈的廝殺、因為政府比較重視金融業的主流-「銀

行」卻輕忽「投信」的產業地位，因此台灣的投信公司若要生存只有

二條路，一是「大者恆大」，即想盡任何辦法擠入第一集團中。若非



如此，就只能走「利基」，即將公司所有資源、人力集中在某一特定

目標客群或特定基金產品中，其他都是卡在中間且難以生存的投信，

這也包括一些大型國際性的投信公司。 FB投信就是「大者恒大」信

念下的佼佼者。 

 

 

 

 

 

 

 

 

 

 

 

 

 

 

第二節  個案二：FM投信 



 

一、公司概況 

FM投信是FM資產管理集團之成員，而FM資產管理集團隸屬於美

國著名的投資銀行JPM之旗下，負責全球的資產管理業務。該投信公

司於民國81年9月成立，它結合了證券投資顧問公司與綜合證券公

司，建構FM集團在台灣發展完整證券金融服務系統，也是國內第一

家具國際投資管理經驗的外資投信公司。為秉持該集團以「幫助每一

位客戶做好投資理財」的最高經營目標，不斷地追求基金產品的多樣

性，以更能符合不同投資人理財的需求。FM以「只願意當市場領導

者」自許，除了提供長期穩健的投資績效、最佳的客戶服務之外，亦

身負「教育家」之職責，將正確的投資理財觀念教導一般投資人，也

與其基金受益人建立了緊密的夥伴關係，高達32萬6千餘基金憑證

受益人為其他同業難以項背。FM投信公司根據國內投資人各種不同

的投資與理財需求，不斷地推出多樣性的基金。截至民國91年底，

該公司已推出15檔基金，其中包括2支開放式股票基金、7支國際

股票基金、1支平衡式基金與2支債券型基金。管理基金規模高達新

台幣107,445,073,775元，同業排名在第五名。加上全權委託管理金

額20,557,747,502元，FM投信在產業的市佔率高達5.43%，是產業

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表5-3  FM投信公司資產管理統計表 
基金類型 基金名稱 基金規模(元) 市占率 

2 FM台灣增長基金 2,319,545,4580.11%

2 FM價值成長基金 1,524,613,3900.07%

2 FM中小基金 4,311,082,0640.20%

2 FM新興科技基金 7,843,945,5410.36%

4 FM新美國基金 2,011,200,5090.09%

4 FM全球通網基金 1,293,972,4540.06%

4 FM東方科技基金 7,822,563,5750.36%

4 FM大歐洲基金 5,277,053,5650.24%

4 FM新興日本基金 1,993,328,5800.09%

4 FM亞洲基金 2,104,380,8600.10%

4 FM全球龍揚基金 7,596,170,0380.35%

5 FM平衡基金 1,168,550,6630.05%

6 FM台灣債券基金 24,471,434,5781.12%

6 FM第一債券基金 36,274,138,2661.66%

基金規模合計 107,445,073,7754.93%

全權委託管理金額 20,557,747,502 11.62%

FM資產管理金額總計 128,002,821,277 5.43%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年12月31日) 

 

二、內部環境 

(一) 公司的策略意圖與經營目標 

FM投信總經理表示：「經營成果的數字當然很重要，但我們的經

營目標卻是不滿現狀地追逐前瞻性的業界領導者、幫助每一位客戶做

好投資理財、多樣化的基金產品、長期穩健的投資績效、創新與積極

負責的員工」，FM投信總經理說明該公司的使命、文化與信念是公司

存在的目的，企業的一切目標，包括營運、財務等競爭性目標都依循



此三大理想。它們包括： 

1.FM投信之使命   

「FM以幫助每一位客戶做好投資理財為最高經營目標。希望藉由多

樣化的基金產品、長期穩健的投資績效和具前瞻性、最佳的客戶服

務，將FM基金帶進全台灣每一個家庭。希望每一位客戶都是快樂滿

意的投資人。」  

2. FM投信之公司文化  

「(一)由於投信業務是需要高度智慧、服務熱忱和工作投入的金融服

務業，因此FM希望網羅並留任最優秀的員工，並且在長期穩定、共

存共榮的基礎上共創雙贏。 (二) FM尊重每一位員工的專長和優點，

並且鼓勵他們在工作上勇於創新、積極負責，以客戶滿意和市場競爭

為導向，發揮最大的工作效能。 (三) FM相信每一位員工都有自我

管理的能力，並希望他們都能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事情，謹記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處事原則。 (四) FM希望每一位主管都能以對組織的

無私貢獻，做為取得權力的唯一途徑。管理若遇挑戰，能先反求諸己。 

(五) FM鼓勵所有同仁，無分階級，隨時提出任何對客戶服務、團體

績效有益的建議，並且授權他們在職責範圍內立刻做出改善。 (六) 

FM尊重當地制度和文化，並且願意以公益方式回饋社會。 (七) FM

祇願意做業界的領導者，不以現狀為滿足，追求完美永不停止。 」 



3. FM投信之信念   

「(一) FM相信客戶是最重要的資產，員工也是一樣重要，祇是沒

有了客戶，員工要為誰服務呢？ (二)以發自內心、積極負責的態度，

盡力為客戶提供具前瞻性最好的投資服務，FM相信符合客戶長期利

益的做法，才是成功的正當途徑。 (三) FM是一個學習型組織，對

於所不知道的知識，或曾犯下的錯誤，擁有學習和改善的決心。(四) 

FM視同仁為兄弟姐妹，視客戶為朋友。員工喜歡在溝通良好、行事

順暢、和善愉快的環境中工作。同仁彼此信任、相互協助，希望每一

個人都能成為團體榮耀的主要貢獻者。 (五) FM相信行事必須謹慎，

計劃必須周密，才能確保最佳工作品質。雖不願犯錯，但了解犯錯也

是一種學習。 (六) FM要求同仁以最高道德標準從事此一業務，並

且確保此一最高道德標準也為其他FM同仁所遵守。」 

  

(二) 公司資源與能力 

1.客戶基礎、品牌、與通路緊密的關係是 FM投信的三大最有價值的

資源。FM投信是最早進入國內市場的外資投信公司，打出擁有外資

精良的投資技術藉以搶佔市場。不同於其他老投信擁有強大的法人直

銷團隊，FM投信極力經營銀行通路，透過跨組織的合作，將基金投

資的觀念推到一般投資大眾，並以教育家的角度導正國人理財習慣，



因此它不僅只透過通路的業務合作，更進一步的目的是以終端投資人

壓力進逼銀行通路不得不賣 FM的基金產品，形成與銀行通路之緊密

的關係，也成功地創造基金第一品牌的形象。此舉讓許多後進市場者

與其他具有相同的國際投資經驗豐富且實力堅強的外國專業投信公

司，無法提出有效的戰略挑戰FM投信，歸根究底應是無法破解FM投

信的「拉高專屬陷入策略與降低資訊搜集成本策略」。另外，早期國

內集團型的投信都會利用子公司旗下基金進行護盤、換單等自利的行

為，此舉更傷害了一般投資大眾不信任「信託基金」的原因。而「外

資」在此處稍微佔一點便宜，外來的和尚不僅會唸經，而且比較不會

「胡作非為」。此時FM客戶基礎如扶搖直上，與其「基金受益人」建

立堅強的主顧關係與高度的忠誠有關。FM投信之總受益人數約33萬

人最多，遙遙領先第二名-擁有強勢的元大京華證券通路為後盾-元大

投信的近20萬人。 

2.該公司「擁有業內最強的IT能力」: FM投信在2000年時開始投

入龐大資源建構資訊系統，以提供更高水準、更快速、更便利的服務。

有鑑於投資資訊系統具有花費昂貴且具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因此多

數業者均抱持著觀望的態度，「這也是同業將被我們拋開的關鍵點」。

FM投信在建立資訊系統前，經過激烈的內部腦力激盪，並與外部專

業資訊服務顧問研擬資訊策略之後，決定「由外至內、由下至上、由



易至繁」的資訊系統建構策略，即先從「極簡化」客戶的交易過程著

手，架設網站、提供資訊、網路下單交易⋯一步步地克服資訊流、金

流與實物流的問題，FM投信總經理「現在每月大約有新台幣4-5億

元從網路上購買FM系列之基金，這數字和一般的投信公司之股票基

金規模相當。也就是說，我們每月都新增一支股票基金的規模」。接

下來是整頓內部流程，以資訊流的概念重新規劃內部作業的流程，整

合所有日常交易與作業，包括基金事務作業、財務會計作業、人力資

源作業等，建立了完全電腦化的系統，並與EC(E-COMMERCE)、CRM連

結成一套全自動的資訊作業ERP系統。由於此二層次的作業大都是可

以事先定義之結構化架構，建立時期「非常耗工」，但成功上線後，

極為明顯地減少人為錯誤的發生，也大幅地提高作業速度，公司的行

銷業務與後勤服務部門之生產力也明顯上揚。公司目前的IT策略目

標是業務量提高三倍的時候，所有內部作業的速度、品質與單位作業

成本都必須是固定不變的。 

 

(三)公司策略 

FM投信由總經理、投資管理部主管、行銷與業務部主管、行政

與財務部主管及資訊科技主管等五人組成經營委員會，決定公司主要

決策。所有策略都以「我們以幫助每一位客戶做好投資理財為最高經



營目標」為主軸，設法讓客戶購買經驗中得到最大的滿足。表 5-4說

明了FM投信採用時間序列的方式說明受益人滿意的購買基金經驗。

不僅在現有客戶之關係管理，對開發新客戶亦必須審慎的考量並設法

為客戶管理所有「交易成本」的議題。它包括了兩大策略： 

 

 

表5-4  建立受益人滿意的購買基金經驗 

 投資基金前 投資基金的過程 贖回基金後 

FM投信具體方案

與目標量度 

提供完整的基金商品、對市

場行情的判斷、對商品的熟

悉、客製化的投資建議、理

財顧問的特有人際關係的陷

入： 

1.申購流程的便利性 

2.客戶投資組合狀況：受

益人的獲利比率、基金最

新投資策略與資產組合

內容、理財顧問持續性的

建議、邀請參與投資說明

會 

1.辦明投資人買回基金理

由、理財顧問建議內容的準

確性 

2. 受益人的獲利性 

3.持續性的接觸 

4.客戶關係管理(或資料庫

行銷)、介紹新客戶 

解決交易成本 解決資訊搜集成本、降低道

德危機成本 

降低單位效益成本、道德

危機成本、資訊搜集成本 

形成無形陷入：包括滿意的

購買經驗、特有的人際關

係、特有的品牌信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市場教育策略：FM投信以市場領導者自居，除了必須身負塑造

產業的經營典範，更要教導國人理財的正確觀念。FM投信持續不

斷地透過各種管道教育投資大眾，包括舉辦投資說明會、開辦基

金大學、參與校園理財活動、平面媒體專欄甚至出版書籍；不斷

地與不同群組的投資人溝通，包括學生、軍人、上班族、粉領族、



新婚族、退休族⋯等。並利用不同節慶舉辦事件行銷，包括新年

紅包理財專案、情人節、兒童節、勞工節、軍人節、醫師節⋯舉

辦不同的理財專案。在這一系列的與投資大眾持續溝通中，主要

目的是教育國人正確的投資與理財觀念，而「業務目的真的只是

額外的回餽」。 

2.新產品開發策略：身為產業領導者，我們不斷地提供「多樣化

的基金產品」滿足投資者的需求，FM之產品開發有三大原則：第

一是產品矩陣原則，即 FM將產品組合矩陣化，以國內/國際、股

票/債券等二象限，分為四大分類，再加上股債平衡類型基金，即

形成圖 5-1所示的 FM基金開發的雛型。另外在國際軸中又再細分

成單一外國、區域、全球等，在股票軸中又再細分成單一產業、

多產業等，在債券軸中又再細分成貨幣市場，公債型、債券組合

型(即含可轉債、公司債、房屋抵押債… )等。 

 
 

 

    圖 5-1  FM公司之基金產品發展架構圖  

國內股票基金 國際股票基金

國際債券基金國內債券基金

國內 國際

股票

債券

股債平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是效率曲線原則，即 FM將產品填滿預期報酬率與報酬波動風

險所形成之效率前緣，形成不同風險程度與預期報酬的基金組合，

客戶可以依照自身的風險承受度與所希望獲得之報酬，選擇基金。

因此身為產業領導者之 FM投信「必須建立涵蓋所有投資人偏好的

完整產品組合」。第三是資源能力搭配原則，因為 FM不可能有無限

資源與能力，甚至連整個母集團與其他子集團的公司都可能會出現

某些投資領域是「能力中空」的現象，例如 FM整個集團沒有生技

醫療等高度技術層次的研究與投資團隊，因此無法像德盛安聯投信

與保德信元富投信發展出生技基金或醫療基金。 

 
 
 
 

 

 

三、外部環境 

(一)目標客戶 

FM投信總經理引用FM之公司使命：「將FM基金帶進全台灣每一

個家庭」，凡是全台灣的每一位有「存款或非生活必需之閒錢」的人，

都是該公司的客戶或潛在客戶。當然，企業法人、金融機構與政府各



類勞退基金的資金龐大且是「easy money」，很容易大幅地增加FM的

資產管理規模，但是FM更需要爭取一般投資大眾的認同，該公司要

建立全台灣民眾的FM投信，因此該公司的目的是協助全台灣所有的

家庭創造更大的財富。基於此使命，我們從完整的產品線、專業理財

顧問服務、交易極簡化、基金投資績效… ，都是環繞著「完全滿意的

客戶服務」。該公司只針對產品設定目標客戶，持續不斷地教育我們

的客戶，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與不同的客戶溝通。但是該公司卻不認

為要將市場切割，尤其是FM自認為是產業的領導者，「全方位」的專

精才是該公司所不斷追求的目標。 

 

(二)主要競爭者 

「FM投信就是市場領導者」，雖然該公司的基金規模不是最大，

但是卻努力地追求「與全台灣每一個家庭」站在同一陣線上，「我們

只和自己競爭」，不僅包括外顯的基金規模、基金數、客戶數、基金

績效表現，我們也追求內隱的無私貢獻、專業知識與經驗、與客戶的

緊密關係、迅速無誤的客戶服務。FM公司也自許是「市場教育家」，

該公司透過不同的管道持續不斷地與客戶「對話」，也不斷地與主管

機關、其他投信業者、其他金融服務業、學校、媒體… 「對話」，主

要的目的無非是創造所有台灣人民對「信託」產業產生信任，並突顯



投資理財的重要性，企圖藉此扭轉民眾對信託業負面的「作價、哄抬、

勾結」印象、投資就是投機與賭博的不當觀念。 

 

(三)其他利害關係人 

1.「媒體」是我們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因為我們必須與全台灣的民眾

溝通，「爭取媒體的曝光機會」是我們重要的行銷戰術之一，尤其是

非廣告示的新聞更是能突顯 FM的專業形象。它是很重要的資訊傳達

工具，持續在「平面新聞媒體曝光」可以明顯的降低潛在客戶的資訊

成本，也可以逐漸的降低試用者的道德危機成本，最重要的長期目標

是建立在客戶心中不可抹滅的「品牌忠誠度」。FM投信自成立起，

就成立專業的「媒體」服務人員，不斷地提供「金融、投資、理財」

的新資訊、新知識、新觀念給「證券或金融的媒體從業人員」，也不

知不覺地與媒體建立深厚的關係。再者，FM的主要通路在銀行，FM

投信透過媒體直接繞過銀行通路與客戶建立「不可抹滅的品牌的形

象」，是典型的牽引式的行銷策略(pulling strategy)，避開通路商的中

間干擾變數。 

 

2.「政府是我們的上游供應商」。為了「保護投資人、維護市場安定」，

政府(主管機關-證期會)對所有新基金發行的審核、新金融產品的開

放、新的投資型態的放行、業者提議的各種干擾式之規定與限制的鬆



綁都採取謹慎與保守的態度，不僅決策時程牛步化，決策品質又常不

符市場期望，因此業者常感嘆「眼睜睜地看著商機逝去」、「既然開放，

又給這麼多的限制，完全是沒有競爭力的開放!」。只有政府的開放，

我們才能製造新產品，因此「政府就是我們的上游供應商」。若上游

斷貨，我們做下游的，只能仰首長嘆了。 

 
 

四、競爭優勢 

上述一再強調的「品牌忠誠度、E-Commerce」是FM的兩大競爭

優勢，它們不僅創造了FM在產業的獨特性，也大幅提生了生產力，

因此就是所謂的「差異化」吧！FM總經理表示「其實這不是差異化」，

任何的行銷最終的目的本來就是想盡辦法建立品牌優勢，而網路行銷

的E-Commerce早在其他國家或產業都已發展成熟，「FM不是新創

者，只是 FM比其他同業認真地在學習」。 

 
 
 

五、小結： 

FM的公司使命、文化與信念是該公司策略發展的核心。該公司要

求員工持續地學習與成長，所以許多同仁目前都在念EMBA的學位或

考CFA(國際特許證券分析師)的執照。該公司努力地建立「開放言論」

之企業文化，鼓勵員工提供能讓公司進步的建言，所以FM投信總經



理笑稱該公司的行為與策略很像在「抄教科書」。我們在仔細地觀察

市場、同業、客戶、通路、政府，但是FM投信未隨著混亂且多變的

外在環境而起舞，因為有了核心理念就很清楚地知道要發展的策略、

欲爭取的資源與能力、想要建立的優勢， FM投信總經理套一句酒商

的廣告詞「Keep Walking」，無畏懼地持續走FM投信所要走的路。 

 

 

 

 

 

 

 

 

 

第三節   個案三：EW投信 

 

一、公司概況 

EW投信自稱是專業經理人主導的股東為基礎，實則是國內尹姓企

業集團之成員。該投信公司於民國86年6月成立，初期市場定位明



確，專注在債券基金切入市場。首先以可轉換公司債操作在債券基金

中獨樹一幟，再快速地衝刺基金規模，是國內業界中僅以四年的時

間，最快達到基金管理規模達到新台幣500億元的投信。在以債券基

金奠定穩固的客戶基礎後，再逐步發展風險性較大的平衡型基金與股

票型基金。EW投信發展模式與國內一般業者「重股輕債」不同，區

隔市場並切入以「風險規避者」為主的債券基金，雖然EW投信成立

較晚，但後進者找到縫隙，也可以成就「一方之霸」。而且該公司主

要的客戶群以保守穩健且長期持有的投資者為主，在協助客戶逐漸獲

利並躲開股市崩跌所造成的傷害，EW投信與其目標客戶建立了深厚

的專屬陷入關係(邱志聖，2000)。截至民國91年底，該公司已推出

10檔基金，其中包括4支開放式股票基金、2支平衡式基金、3支國

內債券型基金與1支海外債券基金。管理基金規模高達新台幣

88,772,366,939元，加上全權委託管理金額15,861,765,900元，EW

投信在產業的市佔率高達4.44%，是投信產業後進者的典範，也是債

券基金與平衡基金的主要領導者。 

 

 
表5-5  EW投信公司資產管理統計表 

基金類型 基金名稱 基金規模(元) 市占率 

2 FW數位經濟基金 1,417,722,561 0.07% 

2 EW中小精選基金 562,695,773 0.03% 

2 EW高成長基金 604,114,988 0.03% 



2 EW基金 460,927,402 0.02% 

5 EW傳家基金 5,844,835,119 0.27% 

5 EW傳家基金二號 1,207,855,096 0.06% 

6 EW信天翁基金 19,618,699,502 0.90% 

6 EW有利基金 11,002,339,034 0.50% 

6 EW債券基金 45,783,276,099 2.10% 

7 EW全球債券基金 2,269,901,365 0.10% 

基金規模合計 88,772,366,939 4.07% 

全權委託管理金額   15,861,765,900 8.97% 

EW資產管理金額總計   104,634,132,839 4.4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年12月31日) 

 

 

二、內部環境 

(一)公司之策略性意圖與經營目標 

EW投信公司的經營目標是擴大管理資產規模與營收持續高成

長。該公司定義投信產業是「提供財富機會」的服務業，因此只有透

過積極開發非傳統式的基金商品、持續研究以追求「絕對獲利」的投

資方法，以協助客戶逐漸獲利，並提供完全解決方案以解決客戶之理

財與投資的問題。而公司經營目標只是一個數字的呈現，EW主管表

示：「我們幫客戶賺錢，我們幫他們解決財務問題，客戶自然會信任

我們，自然會將資金交給我們管理，而管理資產規模與成長性就是衡

量我們協助客戶的具體成果。」但是「EW不會只是汲汲地於衝刺『量』，

很多投信公司的業務人員權力很大，投資管理部門淪落到成為一個

『換單』的工具，而非認真地靠專業與技能幫客戶賺錢，因此只利用



行銷的手法騙到客戶，卻陷客戶的資產暴露在高度不確定下的金融市

場。客戶是不可能永遠被騙，『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道理都想不通？』

然而，這樣的經營方式卻常出現在產業的許多公司。EW卻是認真地

幫客戶賺錢，不以相對市場指數的報酬來衡量投資績效，而是翻遍投

資理論的教科書與文獻、想盡辦法追求絕對正報酬的投資績效。否

則，當金融市場下跌時，就算打敗大盤了，客戶還是賠錢，客戶的問

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愈加嚴重。」所以正本清源，管理資產規模與

成長性只是衡量EW投信協助客戶的成果，而 EW公司所做的事其實是

在努力地幫客戶賺錢，努力地幫客戶解決問題。 

 

圖5-2  EW投信經營目標 

• 協助客戶逐步獲利

• 滿足客戶各種投資理財需求

?追求穩健的投資獲利

?積極產品創新與研發

?例如:保本基金、指數基金、基金中基金… 等

?提供完全解決方案

?例如:退休基金、教育基金、節稅規劃、全權
委託、解套方案… 等

• 擴大管理資產規模

• 營收持續高成長



資料來源：EW投信公司網站、本研究整理 

 

 

(二)公司資源與能力 

 

1、「認真、團結、專業的團隊」是EW公司的核心資源：EW投信總經

理說明投信只要高素質、夠專業並且能夠充份的將研究成果展現出來

的專業人才愈多，成功的機會也就愈大。該公司投資研究部的人員目

前有27位學經歷豐富的投資研究人員，其中逾十年投資經驗者有5

人、逾5年資歷者也有12人，而擁有財金相關碩士學位者高答20人、

其他7人也都是國立大學商學士學位。投資研究部的人員都具備深厚

的專業研究背景，都足以判斷產業景氣發展及預測前景能力，更難能

可貴的是該公司之投資研究部的人員「經營者化」與「Sales化」。

所謂「經營者化」即能夠以經營者的角度綜觀全局並對症下藥，而

「Sales化」即能夠將研究成果以最簡明、有系統化的方式說服「客

戶」-包括公司內部的其他同仁與公司外部的客戶。除了投資研究部

的人員「經營者化」與「Sales化」之外，該公司之業務人員也「分

析師化」，該公司業務人員的專業素質甚高，多位同仁擁有國內外知

名大學碩士學位或擁有國內證券分析師執照，所有業務同仁都擁有熟



悉金融產業背景及資深研究分析的經驗，不僅可提供客戶專業的投資

建議，也有足夠的能力與客戶共創穩健投資的理念。 

 

2.因為所有員工都是優秀的人才，並能適才適所，所以EW投信具備

良好的「行銷研究」、「產品開發」與「電腦化」能力。該公司上從經

營階層、投資研究同仁、業務同仁⋯一直到後勤服務人員，都能在自

己的崗位上發揮創意、經驗與知識，能夠掌握各種客戶的投資需求，

包括資訊充份揭露、回應客戶之速度⋯等，並能以系統化的行銷研究

與投資研究，創造多樣化的產品與投資技術。EW投信債券部副總經

理表示:「我們因為有優秀人才、我們因為提供良好的組織團結氣候、

我們要求員工處事之嚴謹與認真、我們鼓勵大家無私地說真話⋯，再

加上我們很幸運，用對的策略，剛好又碰到適合我們發揮的金融環

境，在天時、地利、人和都在幾近完美配合下，終於讓『後進者』的

EW投信成為產業債券基金的代名詞。」 

 

(三) 公司策略 

 

因為EW投信是產業的「後進者」，所以策略規劃都採取「差異化」

原則。包括： 



1.產品差異化：一般的投信公司發展大都「重股輕債」，但EW投

信之產品發展策略卻是「從債券基金到股票基金」； 

2.客戶差異化:放棄短線、投機、撈一票就走人的客戶，全力開

發保守、穩健、長期的客戶； 

3.投資差異化：不以「打敗大盤」為目的之傳統投信的相對報酬

投資方法，改採追逐「絕對正報酬」的投資方法； 

4.經營差異化：不以傳統「buy-side」基金公司的經營模式，改

採類似投資銀行或證券商「sell-side」的經營模式，積極加入

市場成為「market maker」。 

 

目前EW投信已靠債券基金站穩腳步，為了成為投信業的「典範」，

EW投信開發出三大公司經營策略，見圖5-3所示，包括產品策略、

投資策略與銷售策略，此三大策略形成鐵三角，全力達到「擴大管理

資產規模」與「營收持續高成長」的經營目標。  

 

 



 

圖5-3  EW投信經營策略 

資料來源：EW投信公司網站、本研究整理  

 

 

1. EW投信的產品發展策略：以滿足客戶各種投資理財需求，並解決

客戶面臨的各種投資理財問題。它包括兩大策略主題：穩固既有產品

與積極研發新產品。EW投信積極投入基金產品的創新與投資方法研

發，首創債券基金以投資可轉換公司債來鎖定風險提高報酬率；將近

來流行的複合式投資法引進國內，建立客戶海外基金的理財新觀念；

並研發出股市指數評價操作法、蜘蛛網操作法等資訓系統，以協助投

資人將「預期報酬率」落實到「獲利的報酬率」。 

產品策略

•創新設計新產品

•彈性的投資方法

投資策略

•多層的風險控管

•嚴謹的投資流程

銷售策略

•專業理財諮詢

•完善客戶服務

擴大管理資產規模

營收持續高成長



 

 

 

圖5-4  EW投信之產品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EW投信公司網站、本研究整理 

 

 

2. EW投信的投資策略：以圖5-5之穩固現有產品為例，EW投信依

預期報酬率與可能面臨的風險試圖賦予現有產品新生命，即所有投資

風格都依此風險程度定位，並以嚴謹的投資方法達成在特定風險下的

最大報酬。在明白定義產品的屬性之後，就可以將適當的產品再組合

積極研發新產品

•海外基金

•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指數基金(Index fund0

•退休基金(Pension fund)

•保本基金(Guaranteed fund)

穩固既有產品

•保持債券基金之絕佳口碑

•維持平衡型基金之絕對績效

•豐富股票基金的類型

滿足客戶理財需求

•量身訂做的理財規劃

•追求絕對獲利的投資方法



成投資組合，以協助客戶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獲利。EW目前嘗試唾

棄以股/債基金的粗慥分類，改以風險偏好程度重新劃分基金類型，

而EW投信的基金產品在此分類基礎下，提出挑戰性的目標是「一定

要正報酬並排名前1/4強」。 

 

 

圖5-5  EW以「風險/報酬」定位基金產品 

資料來源：EW投信公司網站、本研究整理  

 

 

3.銷售策略：EW的業務部主管表示:「真正高招的行銷是要讓客戶感

覺不出你在推銷商品」，EW師法「投資銀行」的經營模式，不斷地出

版投資日報、月報、季報，也針對特定主題或事件出版分析報告，將

投信傳統「buy-side」的角色逐漸地轉成「sell-side」角色，透過

EW債券

EW有利

EW傳家

EW股票

EW成長

EW數位

EW海外債券

EW指數/ETF

EW海外股票

10%

預期報酬率

(+)標準差(+)標準差 現有基金待發展基金

(債券型)

(平衡型)

(股票型)



專業剖析的報告，業務人員很容易地與客戶建立對話交集，也很容易

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再加上幫客戶在艱困的金融環境下獲利」，很

顯而易見的是「我們的行銷策略是要讓客戶感覺不出我們在推銷商

品」。 

 

 

三、外部環境 

(一)目標客戶 

EW的目標客戶是「長期保守穩健的客戶」。在評估不同的市場區隔時，

EW投信已事先檢視兩個因素，區隔市場的吸引力及公司的經營目標

與資源能力。EW投信認為依投資學的風險驅避理論，大部分的投資

人應是「長期保守穩健的」而非熱衷於高風險的短線股票投機者。而

且台灣金融市場仍屬於高度不穩定之新興市場，一般非專業的投資人

很容易受傷害，就算是企業法人或金融機構的投資特性也已漸漸地捐

棄「賭一把」的投機習性，因此EW投信認為經過理性的分析後，「長

期保守穩健的客戶」之市場，應具備規模大、成長性高、低風險性與

獲利穩定的特性。再者，EW投信自知是市場的後進者，先進者大都

以股票類型的基金為經營重心，再投入大量資源與能力，也可無法站

上產業的第一集團裡，因此必須有「不一樣」的策略。「債券」就是



一個關鍵，不僅可以符合公司之目標客戶的投資屬性，也可以發展出

不一樣且耳目一新的經營型態，尤其當時一般投信不重視債券人才， 

EW投信可以輕易地掠奪最優秀的人才。所以該公司以債券基金奠定

穩固的客戶基礎後，再逐漸地發展較為穩健的股票基金、平衡型基金。 

 

(二)主要競爭者 

 

「我們是差異化的典範，雖然很多同業不認同我們的『market 

maker』、『追求絕對報酬』的策略，他們只覺得我們『詭異』，他們只

以為我們只是幸運避開了近年來股市空頭… 。我們已是『這塊』遙遙

領先的領導者，愈多同業不認同我們的差異化，我們領先的時間會更

久，領先的幅度也就愈大。」，「雖然也有許多同業也開始模仿我們發

展債券基金的策略模式，但他們也只是在衝債券基金的規模」。EW

投信總經理表示:「我們只願意做領導者，不以現狀為滿足，為追求

自我的完美而永不停止。」 

EW投信與前一節個案之 FM投信都只以產業領導者自居，都以客戶

為中心發展出自認為「最適」的經營策略，但很明顯的是採行策略的

方向不同，外顯出來的企業風格亦迥然不同。 

 



(三 ) 其他利害關係人 

1.EW投信總經理的第一反應是「主管機關」，但隨後得知這是同業普

遍的「共識」，直言「不講了，以免造成麻煩」。 

2.「學校」：由於從事投信業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與智慧，需要投入

大量的專業能力，因此必須要有暢通的人才庫。EW投信所需要的人

才，不管是投資研究同仁或是行銷業務同仁，大都要同時有堅強的數

理基礎、電腦能力、金融與商管知識以及使用英文能力，「同時符合

這些條件的人才不多，必須直接向『上游』事先預定」，因此 EW投

信與多家國立大學財金相關研究所建立合作關係，藉此尋找符合該公

司所需要的優秀人才，EW投信總經理「『A到 A+』的書驗證了我們

的理論，要成為卓越的企業一定要有優秀的人才!!」 

 

四、競爭優勢 

EW投信以「債券」切入市場，建立了難以撼動的競爭優勢。先

從債券部門的人員編制比較，一般投信因為「重股輕債」所以債券人

員大概都 3-4人，反觀 EW投信債券部，除了三位投資經理人之外，

還包括 7位擁有名校碩士學位的研究員與 4位資歷超過十年的專職交

易員。此外，EW投信債券部每月出版「債券觀察家」月刊，秉持「研

究是成長與發展的基礎」之信念，強調「以學理為後盾」，來增進債



券資產管理之績效。反觀其他同業雖然也開始學習定期發行刊物與投

資人溝通，但是內容大都只是市場的描述而非在做研究，因為「他們

沒人又沒能，又非專心投入」。另外，債券部不僅遵循嚴謹的投資程

序與風險管理，以在「可能最低風險下創造出可能最大報酬率」，而

且更進一步地開發投資決策資訊系統(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DSS)，包括債信計量分析模型、保本增值情境分析模型、選擇權評價

模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積極性投資管理分析工具組合模型、利差

套利模型與高科技交易室等。最後，債券部亦有「推動國內債市之完

整發展」之願景，因此努力研發新商品與投資工具所組合的新債券型

基金，包括保本基金、退休基金、附選擇權的結構式基金、可轉債基

金、海外債券基金與複合式債券基金。由於 EW債券部努力與創新，

「我們所提出來的觀念，總是領先同業與主管機關」，現在最大的挑

戰是「說服政府接受新商品、新技術、新觀念」與「誘使同業也積極

地加入新市場，共創國內債市的建全發展」。 

 

 

 

五、小結： 

「『基金規模與成長』是來自『客戶的獲利』，客戶之所以會賺錢

是來自『紮實的研究』，若要有紮實的研究則『優秀的人才』是不可



或缺的。而這個成功方程式，其實也只是common sense，但是執行

起來是很吃力的。EW從別人不注意的『債券』開始努力，而且『以

上駟對下駟』就足以奠定成功的基石，更何況是每天、每週、每月、

每年持續不斷地投入努力」。EW投信總經理說「『自助後天助』，再加

上老天很幫助，這三年來動盪不安的全球經濟環境剛好完全契合我們

的策略發展與努力的方向」。 

 

展望公司未來的發展，將延續該公司從成立第一天起的努力，嘗

試不斷地追求下列六項成就： 

1.共創雙贏：網羅並留住最優秀的員工，並且在長期穩定、共存共榮

的基礎上共創雙贏。 

2.勇於創新：尊重每一位員工的專長和優點，並且鼓勵他們在工作上

勇於創新、積極負責，以客戶滿意和市場競爭為導向，發揮最大的工

作效能。 

3.自我管理：相信每一位員工都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並希望他們都能

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事情，謹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處事原則。 

4.無私貢獻：希望每一位同仁都能以對組織的無私貢獻，做為取得權

力的唯一途徑。管理若遇挑戰，能先反求諸己。 

5.客戶導向：鼓勵所有同仁，無分階級，隨時提出任何對客戶服務、



團體績效有益的建議，並且授權他們在職責範圍內立刻做出改善。 

6.卓越領先：祇願意做業界的領導者，不以現狀為滿足，為追求完美

永不停止。 

 

 

 

 

 

 

 

 

 

 

 

 

 

 

 

 

 

 

第四節  個案四:PU投信 

 

一、 公司概況 



英商PU投信原名CP投信，為國內知名沈姓股市天王結合美國先

鋒基金管理公司及國內金融、電腦及水泥等知名企業共同設立，於民

國81年10月份正式成立。後於88年該公司原母公司CP證券集團發

生財務危機，次年10月由英國PU保險集團購併，並正式更名為PU

投信。英國PU保險集團於西元1848年成立，至今已逾有153年的發

展歷史。業務遍及歐洲、北美、南太平洋及亞洲各國，其主要業務為

全球數以百萬的客戶提供零售金融產品及基金管理的服務，是英國最

大的人壽保險公司，在「英國金融時報證券交易所100種股價指數」

成份股中被列為表現最優秀的績優公司之一。該集團目前持有PU投

信之股權約為99.54%。 

截至民國91年12月份，該公司已推出14檔基金，其中包括7支

開放式股票基金、3支國際股票基金、1支平衡式基金與3支債券型

基金。管理基金規模高達新台幣127,628,978,077元，同業排名在第

二名。而全權委託管理金額高達28,974,903,122元，市佔率高達

16.38%，排名第一名。合計PU投信之總管理資產，在產業的市佔率

高達6.64%，是台灣投信產業的主要領導者。 

 

表 5-6  PU投信公司資產管理統計表 
基金類型 基金名稱 基金規模(元) 市占率 

2 PU電通網基金 1,586,558,660 0.07%

2 PU中小型股基金 2,087,227,5650.10%



2 PU高科技基金 2,077,971,9070.10%

2 PU外銷基金 1,338,217,3840.06%

2 PU掌櫃基金 398,307,449 0.02%

2 PU元滿基金 498,468,691 0.02%

2 PU菁華基金 833,308,248 0.04%

4 PU美國高科技基金 902,380,471 0.04%

4 PU歐洲基金 502,240,605 0.02%

4 PU亞太三喜基金 656,641,146 0.03%

5 PU理財通基金 349,944,992 0.02%

6 PU威鋒二號基金 47,144,906,3842.16%

6 PU威寶基金 49,390,929,8892.26%

6 PU獨特基金 19,861,874,6860.91%

基金規模合計 127,628,978,0775.85%

全權委託管理金額 28,974,903,12216.38%

PU資產管理金額總計 156,603,881,1996.6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年12月31日) 

 

 

二、 內部環境 

(一) 公司之策略行意圖與經營目標 

PU投信的經營理念是秉持英國PU保險集團一貫優良的服務宗

旨，致力為股東賺取最佳的投資報酬。該公司採取長期的投資策略，

讓員工發揮所長，同時積極拓展業務，推出勝人一籌的產品和服務，

爭取卓越的投資回報。所以，該公司認為提升人員素質、業務、產品

及服務品質等四大要素是與客戶建立長期且互惠聯繫之關鍵所在，因

此所有策略行為無不致力在此四大要素。 

 



另外，PU投信遵循母公司英國PU保險集團的發展政策，致力在

建構(1)著重科技的組織發展策略：由於金融服務業瞬息萬變，PU投

信為了保持領先地位，採取大量使用科技做為發展重心的策略，來改

革過去的營運模式。在注重科技的策略持續進行當中，使得該公司各

項業務取得更佳發展機會，並發揮最高的效益，不單擴大客戶的接觸

面，客戶服務的水準也得以提高，並減低經營成本。同時配合多元化

產品的開發，PU投信致力在資產管理規模的大幅成長。(2)發展全方

位的金融領域：目前PU投信在金融商品的主要可區分為四大領域，

分別為國內股票基金、國際股票基金、國內債券基金及全權委託之代

客操作業務。今後，PU投信將客戶的需求與權益放在首位，並以「用

心聆聽」做為該公司主動關心客戶的經營的準則，並將秉持此一信

念，開發新基金商品與推展退休金管理業務，提供更安全並使客戶滿

意的投資管道。 

 

(二)公司資源與能力 

PU投信很清楚本身的資源與能力，並建立該公司的核心資源能

力(見表5-7)。該公司將資源分成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並將能力區

分成員工的個人能力與公司能力。 

 



表5-7  PU投信之核心資源能力表 

有形資產 無形資產 個人能力 組織能力 

?? 證券投資管理與
交易資訊系統 

 

?? 公司更名為 PU

投信 

?? 取得從事全權
委託投資業務

之執照 

?? 2001年基金操
作績效有 2檔

在前3名 

?? 債券基金獲中
華信用評等公

司頒twA+等級 

?? 業務人員建立銷
售債券型基金的

能力 

?? 提昇股市基本面
及技術面的研究

品質 

?? 提昇固定收益商
品的管理能力 

?? 各功能性主管每
年度參加區域總

部舉辦之會議 

?? 新增數位專業功
能部門主管 

?? 人格特質分析課
程 

?? 信誠大學開辦 

?? 公司策略

經營會議 

?? 部門策略

會議 

?? 學習型組

織 之

Intranet

建立 

?? 員工認購

母公司英

國信誠集

團在倫敦

掛牌之股

票選擇權 

?? 落實員工

績效評估

之客觀性 

?? 高階主管

加入LTIP 

資料來源:整理自謝碧芳(民91)，「英華投信策略發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

經營管理學程碩士論文。 

 

茲將PU投信核心資源能力之內容分述如下: 

1. 為了讓該公司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的客戶所委託的資金能在更有

效率且公平的條件下進行買賣股票的交易，於 2000年12月與國內專

業證券資訊系統廠商-精業資訊合作開發證券投資管理與交易資訊系

統。 

 



2. 英國PU集團併購該公司後，除了誠信、專業的良好形象為該公

司帶來正面的效益外，其在基金管理的規模與績效表現上也都有異於

以往的突破性成長。該集團以其具有超過150年的專業經驗及擁有全

球性的豐沛資源，提供給該公司最堅實的支援。例如(1)在基金操作

理念上，提出同類型基金應有一定比率的相同核心持股觀念，主要目

的是希望藉由專業的研究及系統性的選股能讓同類型基金有一定的

績效水準，彼此之間不致於參差太大而影響到該公司的整體績效表

現。(2)為了讓全球員工都能得到一致的高品質訓練課程，其除了藉

由各區域國家的人力資源部門在當地提供適合的課程外，員工更可透

過PU大學的網站，以最快速的方式得到專業的課程，如管理、金融、

語文等。(3)為了凝聚員工的向心力，讓員工對該集團的營運有參與

感，於2001年9月開辦台灣PU投信員工的認股計劃，即員工可以市

場收盤價的80%認購該集團在倫敦掛牌的股票選擇權。(4)在高階主

管方面，為了吸引並留住優秀的管理團隊，透過『長期激勵方案』(Long 

Term Incentive Program)的參與，讓主管與公司一起打拼，使其在

努力的過程中所創造出的利潤，可與公司一起分享。 

 

3. 為了能更具體的擬定與發展公司的經營策略方向，並在時效內追

蹤其執行成效，每月定期召開一次，檢討總體之成效。另外為了讓中



階主管亦能清楚的瞭解公司的經營發展方向與策略作為，該公司總經

理每週分別會定期的與各部門主管及各該部門的主要中階主管開

會，以傳達完整的核心理念與重要訊息，並給予中階主管工作上的指

導與協助。 

 

4. 為了將各部門的經驗及重大事項，以有系統的方式留存並能將經

驗加以傳承，於2001年9月完成內部網站的設立，並將該公司帶入

學習型組織。 

 

5.為了提昇該公司債券部門對於固定收益性商品的投資管理能力，除

了擴編人力外，並聘雇多位具有財經專業背景的員工專責該類商品的

研究設計。 

 

 

(三)公司策略 

該公司將策略分成「營運範疇」、「核心資源」與「事業網路」三

大構面，其中「核心資源」已在上段文章闡述，而「事業網路」將在

本節稍後之其他利害關係人中論述，本段將重心集中在該公司的「營

運範疇」策略。該公司的策略發展大都以吳思華之『策略九說』(2001)



的論調為規劃基礎，在「營運範疇」構面上細分成「產品市場」、「活

動組合」、與「業務規模」三項： 

1.「產品市場」策略: 為延展該公司產品線的完整性，積極建構以絕

對報酬概念的平衡型基金管理技術。並運用此技術在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上，不僅爭取企業法人與金融機構之代客操作業務，還積極爭取政

府基金中的郵匯局及勞保局的委託。 

 

2.「活動組合」策略：台灣的壽險公司經保險司核准，於民國90年

以後紛紛推出連結投資商品的壽險保單，一般稱為『投資型保單』。

該公司的關係企業PU人壽亦推出此類產品，將其保單契約上的投資

商品連結PU投信管理的各類型基金，此意即PU人壽每銷售一張投資

型保單均會為PU投信帶來基金規模的增長。 

 

3.「業務規模」策略：(1)就投資管理部份：該公司希望其在管理的

基金操作績效上能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並維持穩定的品質，故其於

2000年下半年在基金管理部門設立專責的研究組，除了加強基本面

的分析內容外更新增對技術面的專業看法，藉由更優質的研究報告提

供給基金經理人更具信賴的專業研斷。另外該公司的債券型獲得中華

信評給予 twA+f的評等，此反映該基金的整體投資組合具有相當強健

的信用品質，並且可以獲得投資人的信任與認同。(2)就行銷通路部



份：CP證券原為該公司的關係企業且為其最大的銷售通路，因考量

其已被YT證券併購，對未來的合作關係可能受到影響，開使積極地

拓展新的銷售通路，並成立代銷金融部，負責銀行與券商通路的銷

售。加上前述英國PU集團併購該公司，不僅提升PU投信的企業形象

具有絕對的正面助益，更能透過PU人壽的形象廣告，讓廣大的投資

人能認識該公司新的品牌形象，達到整體綜效的效果。 

 

三、外部環境 

(一)目標客戶 

以公司的立場，PU投信總經理表示:「我們能劃地自限嗎？我們

能挑客戶嗎？全台灣任何型態的投資大眾或法人都可能是我們的客

戶，問題反倒是我們能端出甚麼產品來滿足不同需求的客戶。」而且

「金融市場雖變化不斷，但長期而言卻是有一定的趨勢，有時後須要

保守因應的債券類型基金，有時候也須要積極進取的股票基金，所以

『Timing』決定了產品與客戶類型。… 像現在景氣不佳時，我們極力

促銷『穩建安全』的債券型基金；然而當景氣熱絡時，一定要推廣以

『能容忍較高風險』的股票基金為主」。現在，政府將郵匯局與勞保

局代管的四大基金交由我們投信業全權委託管理，「我們能因為他們

不是我們的目標客戶而不去爭取嗎？」未來，政府將開放一般企業的

退休金管理業務，「我們當然會去搶食這塊大餅」。 



 

(二)主要競爭者 

投信產業競爭相當激烈，尤其在基金管理規模的前幾名FB投信、

IT投信、FM投信、CP投信、ABN投信、YT投信與PU投信等，總是

在玩大風吹，沒有一家能在所有統計排名裡都能一直保持第一名。而

且在個別領域裡，例如債券基金，EW投信、CP投信、IT投信、YS投

信和PU投信總是鬥得難分上下，又例如在全權委託管理，PSD投信

與FM投信也和PU投信爭得難分高低。更何況有一些本身也是金控或

有保險公司撐腰的投信，只要集團相關公司的資金交由他們管理，資

產暴增的情況很可能發生，例如ING壽險公司的資金就很可能委託

ING投信全權管理，該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馬上就是一倍!!所以「我

們一直在注意上述的競爭者的發展」。 

 

 

(三)其他利害關係人 

PU投信內部之「事業網路」進行嚴謹的管理，尤其是英國PU保險集

團剛合併PU投信不久，所以在集團的關係維護上相當謹慎與用心。 

 

表5-8  PU投信之事業網路構面分析表 



体系成員 網路關係 網路位置 

?? 英國PU集團 
 
 
??台灣PU人壽 
 
 
 
?? 英國 M&G 及香港

PPM公司 
 

??為該公司母公司 
 
 
?? 為該公司關係企
業，銷售投資型保單
並為其理財 

 
?? 為該公司海外基金
投資顧問 

 
 

??提供營運資金及業
務資源予該公司，相
對關係非常強 

??同為英國信誠集團
在台灣的子公司，彼
此有業務關係存
在，關係增強 

?? 提供歐洲及亞洲市
場的投資資訊予該
公司，相對關係強 

 
資料來源:整理自謝碧芳(民91)，「英華投信策略發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

經營管理學程碩士論文。 
 

1.英國PU集團為該公司的母公司，其為該公司帶來許多正面的效

益，此部份在前面的文章已述及，在此不再贅述。 

 

2.因母公司的關係與台灣的PU人壽成為關係企業，其藉由人壽公司

銷售投資型保單商品，將會增加PU投信的基金規模。而PU人壽亦因

該商品的投資連結，可提供給壽險客戶更多的商品選擇機會，所以彼

此的關係越來越強。 

 

3.為了能將PU集團的全球資源網絡充份的加以運用，其中即可藉由

各區域的資產管理專家提供相關的建議給關係企業的海外基金之投

資諮詢服務。M&G公司設於英國，為該集團設於倫敦的資產管理公

司，藉由其在歐洲市場的專業投資與研究的經驗，聘請其擔任 PU投



信發行的歐洲基金之投資諮詢顧問。而 PPM公司設於香港，目前為

PU亞太三喜基金的投資諮詢顧問。他們提供的研究判斷及選股建

議，對該基金之績效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關係相對強。 

 

除此之外，銀行銷售機構與客戶關係兩項也列在該公司的事業網

路構面裡，惟本研究已將此二者分述在該公司策略「業務規模」與「目

標客戶」裡，不再贅述。 

 

 

 

四、競爭優勢 

 

該公司經營上的發展，遵循著「三擴三緊」的方向，擴大「營運

範疇」、「核心資源」與「事業網路」三大策略構面，並緊密連接此三

大構面的關係，如圖5-6所示。 

 
 
 
 
 



圖 5-6  PU投信的策略發展  
資料來源:整理自謝碧芳(民91)，「英華投信策略發展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學程碩士論文。 
 

 

PU投信公司奉行「策略九說」(吳思華，民90)的策略理論，並

以策略三構面與競技場為理論基礎，深入該公司經營策略邏輯與建構

策略執行方案。同時，並藉以解析變化快速的環境，發展適當的動態

策略作為，主動的因應環境需求，以持續地建構長期的競爭優勢。至

於該公司的競爭優勢究竟是什麼? PU投信總經理不厭其煩地再三表

示「以上談的都是我們的競爭優勢，包括『我們身上流著追求勝利的

血液』、『員工素質不斷地精進』、『業務發展都按步就班地提早準備』、

『產品符合環境變遷與客戶需要』、『展現親切、熱誠、專業、準確、

迅速的服務品質』」，「雖然是老生常談，但是這就是PU投信的競爭優

勢，而並非是M. Porter的『差異化』、『低成本』與『利基』」。 

 

 

                            營運範疇 

 

 

                 核心資源  事業網路    



五、小結 

「經營企業要有堅強的意志力，各種不同的挑戰猶如海浪般地一

波接著一波，不斷地打到你的臉上。」尤其在競爭激烈的投信業，整

個產業優秀的金融人才都在搶同一塊大餅，別人多吃一口表示我們就

少了一口。PU投信歷經了1998年本土金融風暴，遭到多家地雷債的

嚴酷衝擊；她也經歷了CP集團發生企業財務危機所面臨的經營上的

困境。然而PU投信展現出堅軔的求勝意志，不斷地克服挑戰，更不

斷地設法多咬一口「餅」，一口接著一口，把自己養大養胖了。現在

的PU投信不僅成為市場的領導者之一，更是產業內少見的「將危機

化為轉機」的典範。 

 

 

 

 

 

 

 

 

 



第五節 個案五：AD投信 

 

一、公司概況 

AD投信公司是歐洲最大的保險金融集團-AZ保險旗下資產管理公司

ADAM之成員。民國88年10月由德國第三大商業銀行-D銀行在台灣自

行成立(非藉由併購取得資格)的投信公司- DAM 台灣子公司(簡稱D投

信)，它結合了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建構DAM集團在台灣發展完整的基

金理財服務系統。然而，2001年在德國經歷了金融大整合，AZ保險購

併了D銀行，兩大集團旗下的資產管理業務結合成為ADAM，而D投信更

名為AD投信。ADAM企圖不僅在歐洲地區，甚至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之

間，結合成為一個資產管理界全球強勢角色且具有創業家精神的強大實

體。為達成全球最強勢的資產管理公司，該公司設定組織在全球各公司

共同遵循的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與正式目標(official 

goals)，而AD投信必須在集團既定的政策下，建立具備執行策略及競

爭力的公司。 

 

AD投信成立之初，適逢國內第一次政黨輪替、全球景氣盛極轉衰、

網路泡沫破裂等環境，國內股市由一萬點急轉直下到達三千餘點，因此

AD投信之國內股票類型基金皆出現明顯受傷，所幸其國內債券型基金與



國際型之生技基金維持著命脈，成為該公司目前安身立命的主要產品。

該公司德籍高階管理階層(母集團派駐)不僅瞭解到與國外業者迥然不

同的基金產業生態，也認識了國內業者在嚴酷的競爭環境與惡劣的金融

市場之下，展現出來的堅強軔性與求生意識。 

 

表5-9  AD投信公司資產管理統計表 
基金類型 基金名稱 基金規模(元) 市占率 

2 AD台灣大壩基金 1,416,038,7480.06%

2 AD優選大壩基金 206,552,0930.01%

2 AD科技大壩基金 210,250,0320.01%

4 AD全球生技大壩基金 1,175,696,5500.05%

6 AD債券大壩基金 18,377,832,1510.84%

基金規模合計 21,386,369,5740.98%

全權委託管理金額        10,000,000 0.01%

AD資產管理金額總計    21,396,369,574 0.9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2002年 12月 31日) 

 

 

二、內部環境 

(一)公司目標 

AD投信是屬於ADAM全球資產管理體系的成員，因此該公司必須接

受母公司的營運目標的要求。ADAM在台灣，切割成兩個公司-投信與投

顧，AD投信部份專司投資管理、風險管理與行政支援等產品研發與生產

的業務，而AD投顧部份專司基金的行銷策略、投資顧問服務等接觸客



戶端的業務。事實上，AD投信與投顧兩者，共同負擔與遵循母集團內部

所訂定的使命宣言、共同價值與經營政策、財務與營運目標等。 

 

圖5-7、AD投信母集團的使命宣言與正式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了達到集團內既定的正式目標內容，亞太地區總部(香港)為AD

投信設定了積極的中期性(至2005年)業務目標，擠入國內前十大投

信之林。AD投信的總經理(General Manager, Local CEO)將其業務

目標設定成下列三項，它們是： 1.資產管理規模：股票基金規模

我們的使命是成為全球資產管理界的領導者

我們有優異的專家們
與具有優勢的產品與服務

能讓我們達到高標準的成果

-能給我們的客戶與股東
都滿意的成績表現

�}1)藉由透過滿足客戶投資需求,我們將提供給股東滿意的財務結果

�}
2)我們傾聽客戶的需求並提供最好的(績效與品質)基金產品與專業顧問服務, 

並提供廣泛多元且有競爭力的商品以滿足不同客戶的投資理財需求

�}
3)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們優異的員工與技術
我們承諾將全力支持此二者的發展

�}

4)我們要求所有成員正直.誠實.尊重他人,

我們要創造一個能同時發揮個人智慧與團體合作的組織環境
�}
5)我們將提供在全球性組織標準下,容許培養在地的創業家精神

6)我們必須承擔與負責我們所有的承諾

並能自我創新思考與提升自我的本職技能

正式目標：
•在各主要的投資領域內，所有基金績效標準要在前四分之一以內。
•在全球排名前三名， 在各地區領域裡不得低於前十大。
•成為資產管理領域裡最強勢的品牌。
•達成有企圖心的獲利目標與成長目標。



100億(現約30億，年成長率設定p.a.50%)、債券基金規模600億(現

近200億，年成長率設定p.a.45%)； 2.獲利成長率 p.a. 20%；3.

成本-收入之比率: 55%。 

 

(二)公司資源與能力 

就AD投信的資源優勢而言，她生在有一個「有錢」、「有勢」且

「有家教」的「大家庭」裡。AD的媽媽是ADAM，ADAM的媽媽是AZ

保險集團，AZ保險是德國第一大、全球第二大的保險金融集團，集

團總管理資產規模高達1兆480億歐元(至200年第三季底)，其中

ADAM在基金管理領域裡也是號稱全球前五大的公司，在許多專門領

域裡獨佔鰲頭，包括債券專業領域裡之PIMCO掌管全球最大債券型基

金、在生技領域裡之DIT與DRCM掌管全球最大與第二大之生技型基

金。此外，DRCM擅長成長型股票基金、Nicholas Applegate擅長中

小型股票基金、Oppenheimer Capital擅長價值型股票基金、AZ Hedge 

fund 擅長高槓桿避險基金。然而，AD投信所有的制度與規定，除了

要符合台灣當地的法規與命令限制之外，亦必須符合該公司在全球投

資所要求的制度與風險控管標準，此繁雜之規範卻造成AD投信在國

內競爭上弱勢，也造成該公司之反應彈性遠不如國內業者。由於AD

投信之各個「兄長」都在資產管理界中響叮噹的角色，因此該公司決



定運用母集團內散佈在各投資領域之強勢資源，將投資管理「外包」

給各自擅長的「兄長」們。因此發展國際基金業務，是該公司運用本

身優勢進行差異化的經營策略。  

就能力而言，根據AD投信內部對外在環境的挑戰，包括整個金

融服務業出現結構性的改變(尤其是共同基金產業競爭的態勢過於嚴

苛、金融控股集團的出現、金融市場更捉摸不定的變化與許多替代性

商品的威脅等四項)、資訊與通訊技術快速進步、客戶對產品更高品

質與絕對績效的要求與全球市場逐漸整合形成更具威脅的系統性風

險，此四大挑戰已讓公司主要經理人疲於追趕。身為台灣市場的後進

者，AD台灣區負責人卻慶幸近三年來的股市空頭市場，不至於與同

業差距拉開到無法追趕的地步，也因此，AD台灣區負責人表示目前

該公司急須趁空頭市場提升三大能力，即高階主管能力、行銷能力與

投資管理能力。 

1.高階主管能力：由於該公司遵循母集團矩陣型組織架構，各功能部

門各有其向上報告線(Report line)，各地區負責人雖承擔了該區最

後成敗的責任，但主要權責僅在各功能之間的協調。而且近年來全球

股市重挫、企業財務醜聞不斷，造成該集團之風險管理部門權力無限

上綱，各地區負責人也為了避免踩到「地雷」損及聲譽，而採取「只

要不出事就好」的保守經營心態。也因此，該集團各地區負責人普遍



出現「防守反應能力」與「攻擊反應能力」極端不對稱的情況。「這

是不正確的經營心態」AD在台之華人最高階主管表示，因為國內投

信業已是一場「移動的戰爭」(war of movement)，不僅其主要產品(基

金與代客操作業務)須面對金融市場趨勢無情的變化，更須對顧客需

求的變化、強勢替代金融商不斷推出、品競爭者的行動策略集、主管

機關政策與法令的變化⋯等做出快速反應，而且「機會之窗」常稍縱

即逝，因此，經營者「與其避戰，不如退出市場」。所以，高階主管

應提升其能力，除了人際能力、決策能力、執行能力之外，還須培養

經營經理人之企圖心與勇於任事的能力。 

 

2.行銷能力：AD公司在台灣的業務，起初是從證券投資顧問起家，

業務內容以該集團所發行之海外基金的投資顧問為主，行銷通路主要

集中在銀行，而且是採取以上游至下游的壓擠策略(Pushing 

Strategy)，對於直銷、網路行銷與其他通路之運用，缺乏實際經驗

與人才。近年來，主要的國內銀行紛紛串聯相關的金融服務業合組金

融控股公司，而投信的編制在金控公司底下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AD投信在銀行通路的生態丕變的情況下，已有「被邊緣化」的危機

意識。該公司目前採取兩方面補強，一是強化與銀行通路之間的專屬

陷入關係，二是急欲培養與建立新能力，包括直銷能力、網路行銷能



力、建立保險與證券等新的通路合夥關係。另外，改變行銷策略，以

「Intel Inside」為師，採取以下游向上游的拉引策略(Pulling 

Strategy)，即設法建立在客戶心目中不可抹滅的品牌印象，讓各通

路的金融產品不得不賣AD公司的基金。惟此方面的能力，有賴於大

量的媒體曝光與產品本身的優異績效，AD投信負責人表示：「讓客戶

獲利的是產品的投資績效，因此基金績效表現是根本。大量的媒體曝

光主要目的是降低客戶的資訊收集成本。假如兩者長期都能配合地恰

到好處，就自然降低了客戶對AD投信的道德危機成本。」。由此也衍

生出下一個問題，就是基金的投資績效的能力了。 

 

3.投資管理能力：「這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根本能力」。AD投信在

成立三年來，遇到嚴重的全球股市空頭行情，二萬餘個股票基金的投

資人均受到傷害，將對該公司未來的業務發展造成衝擊。該公司投資

管理部門主管「三年換了三位」，陣亡率太高了! 該公司投資管理部

門主管不僅要面對在空頭市場守住績效的壓力，更要直接面對強大的

溝通壓力:包括受傷的「基金受害人」、業務人員、直屬主管-香港的

投資管理主管(CIO)的壓力。AD在台負責人有兩個策略來化解此困

境，一是發展國際基金，儘量運用該集團的投資平臺之資源，將主要

的投資管理部份「外包」給母集團其它強勢的投資團隊，二是以業務



換取技術，利用「外包」的利益換取投資資源與技術的移轉。這策略

有四個好處，一是避免優秀人才的流失，二是培養組織與員工的能

力，三是順理成章地擷取母集團的資源，四是符合公司的策略發展。 

 

(三)公司策略 

為了順利達成積極性的營運目標，AD投信企圖以下列三大主題

來進行策略規畫。包括： 

1. 建立顧客價值優勢：透過投資管理提高基金之外顯產品績效，並

透過專業、及時與透明的服務，降低客戶之資訊收集成本與道德危機

成本，以滿足銀行通路與投資人的購買經驗，達到專屬陷入的絕對優

勢。 

2. 建立作業優勢：透過資訊科技能力，將行政支援的服務性部門事

務資訊處理化(TPS與OAS)，使組織能提高效率、提升員工生產力、

作業管控零缺點。此外，並連接母公司的溝通平臺，建構台灣公司之

投資管理決策支援系統(DSS)、知識資產管理系統(KWS)。 

3. 開創產銷優勢：結合母集團資源與能力，開發以海外投資為主的

新基金商品，滿足不同顧客投資理財的需求。並加強通路與網路的運

用，專注在拓展新市場與新客層區隔。另外轉化高成本(賠錢)的客戶

至策略聯盟的銀行通路，並發展網路服務與交易，將高作業成本的散



戶投資人誘入網站以降低作業成本。 

 

三、外部環境 

(一)目標客戶 

目前該公司主要客戶來源是透過銀行通路所獲得，有少部份是直

銷人員所開發之穩健保守的大型法人。由於銀行通路掌控該公司主要

客戶，其議價能力愈來愈強，造成AD投信之毛利率每況愈下，再加

上國內金控之交叉銷售策略逐漸形成，更壓縮了AD投信之銷售空

間。再者，AD投信無法直接接觸目標客戶，更惶論能為目標客戶清

楚地切割市場，也造成該公司產品區隔策略始終無法有效地達成。有

鑑於此，該公司一直在補強其他的行銷能力，包括直銷能力、網路行

銷能力、建立保險與證券等新的通路合夥關係。 

 

(二)主要競爭者 

該公司所設定之主要競爭者，主要是亞太地區總部(香港)所訂之

競爭群，在亞洲活躍的外資基金管理公司是主要的競爭對手，包括

JF投信、ABN投信、INVESCO投信、PRU投信等，但是這些外資投信

皆以購併方式取得經營，本身已有穩固的產品線與客戶群体，因此對

AD投信後進者而言，不僅比較基礎不同，規模亦是天壤之別。當然，



追逐遙遙領先之目標競爭者雖然造成經營上的壓力，但也是AD投信

成長與進步的泉源。 

 

(三)其他利害關係人 

在外部關係人網路上，除了上述銀行通路的密切關係之外，AD台

灣區負責人表示：政府財經政策與投信投顧公會兩者也影響到公司的

發展。首先是投信投顧公會，它每月都會舉辦業者的聚會，商討業者

自律原則、產業發展、解決業者糾紛、提供政府政策建言等議案。然

而投信投顧業者成員太多且意見紛雜，加上平日在商場上廝殺，造成

業者成員無法集中共識爭取政策發言權，造成此類會議常空具形式。

反觀銀行公會，不僅成員多是台灣金融業耆宿，並且盤踞官、學等主

流意見，加上成員之國家使命感甚強，因此影響政策甚巨。所以政府

開放銀行業許多投資性產品，但卻未能開放給原本就是以投資管理業

務為主的投信業。 

這也牽涉到政府財經政策，尤其是產品限制、產品審核程序、與

基金操作有關的投資工具限制等相當關法規的鬆綁速度。因此，投信

業者無法取得主管機關的信任，適時開放產品、投資項目等，造成投

信業者必須在「狹隘的空間裡」進行大規模的爭奪，更無法像銀行業

者合作「把餅做大」，這也是造成投信業者經營策略同質化的主因之



一。 

 

四、競爭優勢 

AD投信承認無法像本國投信採取低成本的策略。因為AD投信為

了符合母集團之國際一致性遵循的標準，必須有嚴僅且完整的行政架

構，例如在行政支援功能的區塊(Administrative Support) 切割成

多個專門單位，如遵循單位、風險管理單位、績效衡量單位、基金事

務單位、交易室、交割單位、基金會計單位、財務單位、資訊科技單

位、人力資源單位等，一看就知道是傳統科層的官僚制度，不僅容易

產生組織內部最忌諱的溝通障礙與籓籬(barriers)，也出現成本與費

用遲遲降不下來的窘境。雖然該公司直接採用母集團標準化的資訊系

統，省去了昂貴且風險高的策略性資訊系統投資，轉而專注在創造作

業效率優勢的改進，但是在成本上仍處的相對本土投信的劣勢。因此

僅能儘低壓低成本並提升效率，目前實在沒有辦法採行任何的低成本

策略。 

因此經過冗長且痛苦的激辯與討論，該公司這一年來改變其經營

策略，改採以海外基金利基市場之差異化策略。主要原因是該公司受

困於無法將集團龐大資源轉化成在地的能力，反而在業務的競爭上處

處受到牽制。民國91年下半年該公司推出全球生技基金，即是有效



地運用該集團獨特之生化醫療投資研究團隊，打響了該公司生技基金

的名號；而民國91年上半年該公司將推出全球債券基金，也是打算

運用號稱全球最強的固定收益團隊PIMCO，突破經營上的僵局。 

 

五、小結： 

最後AD台灣區負責人要說明的是，國內的投信公司因為面臨著

激烈的競爭、金融市場反覆無常與難以形成專屬陷入的客戶關係，所

有業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在找出制勝的策略議題上，期待擺脫其他同業

的追趕，以創造卓越的績效表現與安枕無憂的企業領導優勢。不過她

卻認為，後進者AD公司與其將策略目標定義在母集團目標的「絕對

前十大」的領導優勢，不如專心地建立與培養組織成員之策略執行能

力，並進一步以此能力為基礎，採取有計畫步步進逼的方式，縮小與

領導群的差距，公司不僅可達到經濟規模的要求，也不會失去快速反

應的彈性。 

 

 

 

 

 



第六節 個案公司分析結果彙總 

 

本節分為五個分項彙總，包括策略性意圖與營運目標、策略性資

源的內涵、外在環境、競爭優勢、與競爭策略(詳見表5-10, 5-11, 5-12, 

5-13及5-14)。 

 

表5-10 個案公司分析結果彙總-企業策略規劃/目標 
企業規劃/目標 目標類型 FB投信 FM投信 EW投信 PU投信 AD投信 

策略規劃 嚴謹的(上至下)程序 

突現的(下至上)過程 

V 

V 

V V V V 

策略性意圖 遵循母集團使命與政策 

公司使命 

功能性部門發展使命 

V V 

V 

 

V 

V 

V 

 

V 

營運目標 一般性目標 

資源目標 

市場目標 

員工開發目標 

創新與變革目標 

生產力目標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就企業策略規劃/目標(見表5-10所示)而言，五家個案公司的策

略規劃與營運目標都在年度編列預算時，擬定目標、策略與資源分

配，只有在FB投信發現類似由下至上的突現策略，因該公司善長「快

老二策略」，當發現同業有成功的基金募集經驗，立即反應並且快速

跟進同類型商品的推出，是典型由下至上的突現策略過程，但並非是

邊學邊作而是快速模仿。另外，有集團背景(包括國內金融集團與國



外金融集團)之投信公司，大都須遵循該母集團使命與政策，如 FB投

信須遵循FB金控的使命與發展政策，FM投信、PU投信與AD投信都

須要遵循該國外母集團之使命與政策。而 EW投信以債券業務起家，

債券部門是該公司的核心發展部門，因此該公司不僅有企業使命，該

公司債券部亦自行發展功能性的使命，惟該部門的使命似乎與 FM投

信的使命多有雷同之處。另外，FB投信與PU投信都極重視市場占有

率以及規模上的排名，任何能擴大市佔率的機會都不放過，均以採取

全面業務發展來衝刺該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而造就其在產業的領導

地位。反觀FM投信與EW投信雖然分別只在股票業務與債券業務上，

居於產業領先的地位，但其追求產業領導者的企圖心極強，在各方面

業務都極欲表現到最好，因此發現其營運目標不僅只是一般性的財務

績效、成長、或市佔率，更包括了資源目標、員工開發目標、創新與

變革目標等，如表5-10所示。 

 

(二)就資源與能力(見表 5-11所示)而言，五家個案公司都強調商

譽、員工、專業技術、商品化能力、以及組織學習的重要性，主要理

由為: (1)投信(證券投資信託)強調「信用」，因此對商譽的維護不餘

遺力； (2)基金的績效表現是彰顯該公司的投資與研究能力因此具有

專業證券投資技術與經驗的員工格外重要； (3)為了讓基金商品能準



確地在有利的環境下推出，因此新基金商品化能力是攸關新產品成功

與否的關鍵變數；(4)投信產業競爭激烈，不進則退，因此組織須不

斷的學習才能面對接踵而至的挑戰。另外，有趣的是五家個案公司都

未提及財務資源的重要性，主因是： (1)投信公司的資本額門檻僅新

台幣三億元； (2)母集團會以各種補貼的方式(例如FB投信有金控之

通路支援、AD投信有母集團資訊技術與投資管理技術支援等)支援旗

下的投信公司； (3)只要約 200億規模的債券基金(營業收入約新台

幣六、七千萬元)就足以支應該公司一年的營運成本與費用。 

然而，在表5-11中發現FM投信與PU投信強調其有形資產之機

器與設備的重要性。探究其因，是投信公司的資訊系統的軟、硬體設

備，包括基金事務系統、投資決策系統、投資組合管理系統、顧客管

理系統與各樣資料庫等。這些資訊系統的軟、硬體設備不僅重視資料

處理穩定性、正確性與安全性，更需要持續地更新系統、內部教育訓

練、維護與保修，甚至牽涉到組織的職權更新與調整，因此這兩家公

司高階主管都提及此項資產的重要性。而其他投信公司雖未提及，可

能並非忽視其重要性，而是在資產分類上，歸類在無形資產之資料庫

與資訊系統中。 

 

 



表5-11  個案公司分析結果彙總-企業策略性資源內涵 
資源分類 項目 FB投信 FM投信 EW投信 PU投信 AD投信 

有形資產 實體資產 

-土地與廠房 
-機器與設備 

金融資產 

-現金與有價證券 

 

 

 

 

 

 

V 

 

 

 

 

 

 

 

 

V 

 

 

 

 

 

 

無形資產 品牌與商譽 

智慧財產權 

執照 

契約與正式網路 

資訊系統與資料庫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人力資源 V V V V V 

技術資源 V V V V V 

資

產 

財務資源      

個人能力 員工之專業技術能力 

管理者之管理能力 

管理者對外之人際網路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能

力 

組織能力 業務運作能力 
-內部流程運作品質與速度 

-服務部門作業能力 

-行銷與業務能力 

-投資管理能力 

-風險控管與內部稽核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組織學習與記憶 

組織文化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在目標市場的選擇上(見表 5-12所示)，FB投信、FM投信、PU

投信都不再將台灣市場作更細部的切割與區隔，而以不同產品來滿足

不同風險偏好的客戶，即以涵蓋整個市場為目標來進行區隔化行銷；



而 EW投信以滿足穩健保守的客戶群為主，採行以債券類型的基金來

滿足目標客戶；AD投信則視母集團裡某些領域最堅強的投資團隊而

定，即以所選擇的多個市場區隔，並配合該公司的資源與能力，來進

行選擇性專業化的目標市場。 

在競爭態勢上，FM投信以產業領導者自居，身負「教育家」的

職責，不斷地說服投資人以有限的可支配所得來進行基金理財的重要

性。而 FB投信擁有金控交叉銷售的優勢，可以利用其他金融商品與

服務來滿足顧客相同理財區需求，因此 FM投信與 FB投信可以跳出

只有基金產品的型式競爭，而往更高層次的慾望競爭與本質競爭，其

他個案公司只能在較低層次的品牌與型式上競爭，如表 5-12所示。 

另外，各家投信公司皆表示政府與主管機關是投信業的主要外部

利害關係人，主要理由是政府與主管機關主導產品與服務相關法規開

放的速度與程度、新基金的申請募集與核准，這些業務無不攸關投信

公司的生存利基。但是投信業內競爭激烈，無法團結而形成與政府談

判的力量，造成投信業在爭取新產品與新服務上，遠遜於銀行業與證

券業的表現。惟 FB投信卻不認為政府與主管機關是其發展的障礙，

反而在金控公司的交叉銷售的優勢下，FB 投信可以從事非投信的金

融服務業務，而且更可以直接銷售基金的各項替代品，形成不對稱的

競爭態勢。反倒是 FB銀行與證券公司的通路與據點，是其最重要的



競爭利器，因此行銷中間機構是其主要的外部利害關係人，極力與其

行銷中間機構維繫緊密的關係是其重要的策略之一。FM投信與 AD

投信也將行銷中間機構視為主要的外部利害關係人，但原因可能是其

策略選擇，估量將業務「外包」給佈滿通路與據點的銀行與證券公司

的效果，可能比自行發展直銷團隊之成效更佳。 

 

 

表5-12  個案公司分析結果彙總-外在環競 
競爭層次 競爭層次 FB投信 FM投信 EW投信 PU投信 AD投信 

目標市場之

選擇 

單一區隔集中化 

選擇性專業化 

產品專業化 

市場專業化 

整個市場涵蓋 

 

 

 

 

V 

 

 

 

 

V 

V 

 

V 

 

 

 

 

V 

 

V 

競爭層次之

選擇 

慾望競爭 

本質競爭 

形式競爭 

品牌競爭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主要外部利

害關係人 

供應商 

行銷中間機構 

同業公會 

工會與勞工團體 

政府及主管機關 

學校 

媒體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在資源基礎的競爭優勢來源方面(見表 5-13所示)，五家個案公

司都致力在追求較佳的效率、品質與顧客回應上，但在創新的部份，



因為受到政府法規在產品與服務上的限制，似乎無太多的著力點，僅

有FM投信在網路行銷上略顯成效、EW投信亦試圖在固定收益基金產

品的創新能有所突破。 

在產業結構的競爭優勢來源方面(見表 5-13所示)，五家個案公

司都面臨強大的通路壓力與替代品的威脅，前者的原因是佈滿通路據

點經營的大型銀行與綜合證券公司不斷地整合，並以掌控顧客來源來

主導談判籌碼；後者原因是金融市場開放，銀行與證券公司爭取到多

數新商品與服務，並且不斷地推出具有競爭力新金融商品，高度替代

基金的存在與降低基金的需求，並侵蝕基金產品利基而造成投信公司

經營上的威脅。 

「數大便是美」，各家公司無不陷入擴大市場佔有率以建立其競

爭優勢之爭奪中，尤其是自認為是領先者的FB投信、PU投信、FM投

信與EW投信，而AD投信也認為市佔率的重要性，但該公司自知尚未

有能力搶奪高市場佔有率。 

在純粹競爭的投信產業結構裡，以同質性高的產品與服務來爭奪

相同的顧客市場，其競爭程度不免會非常激烈。為了避免在競爭激烈

的市場內進行廝殺而造成獲利能力的下滑，本研究表 5-13發現：EW

投信(例如另闢債券基金的市場)、EW投信(例如另闢中間商的市場)、

以及 FB投信(例如另闢替代品的市場)較能延伸競爭市場。另外，根



據五家個案公司高階主管表示，投信產業並無重要的供應商議價力之

問題。 

 

表 5-13 個案公司分析結果彙總-競爭優勢 
優勢來源 競爭優勢項目 FB FM EW PU AD 

較佳的效率 改善企業內部流程 
加快作業速度 
持續降低整體作業成本 
減少產品上市的前置時間 
公司產品快速接觸到目標客戶 
快速回應顧客(包含中間商與最終客戶 )需求 
能快速發展產品滿足新的需求 
生產成本降低威脅價格競爭 
使分散在各地的組織運作更順暢 
解決延遲資訊及收集與傳達資訊問題 

V 

V 

V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 

V 

V 

◎ 

V 

 

 

V 

V 

V 

◎ 

V 

V 

 

V 

 

 

V 

◎ 

X 

◎ 

◎ 

V 

◎ 

X 

 

較佳的創新 改變客戶的消費方式 
能快速發展產品擊敗替代商品 
管理、流程等作業創新 

◎ 

 

 

V 

◎ 

V 

V 

◎ 

V 

 

 

 

 

 

◎ 

較佳的品質 產品品質符合或超越顧客的期望 
管理決策品質與速度 
資訊技術的成熟度、穩定性、安全性 
資訊系統的整合能力 
專業技術的獨佔性與異質性 
員工能力與工作內容的配合 

◎ 

V 

 

V 

 

V 

◎ 

V 

V 

V 

◎ 

V 

V 

V 

 

 

V 

V 

◎ 

V 

 

 

 

V 

◎ 

◎ 

 

◎ 

V 

V 

較佳的顧客

回應能力 
縮短回應顧客所需時間 
解決顧客的困難或問題 
提供客製化產品與服務 
較佳的售後服務 
顧及以往無法服務的顧客群 

V 

V 

◎ 

V 

V 

V 

V 

◎ 

V 

◎ 

V 

V 

◎ 

V 

 

V 

V 

◎ 

V 

◎ 

V 

V 

◎ 

V 

 

 
 
 
 
 
 



表 5-13 個案公司分析結果彙總-競爭優勢(續) 
優勢來源 競爭優勢項目 FB FM EW PU AD 

在產業內的

競爭態勢 
高市場佔有率 
與競爭者的關係 
能延伸競爭市場 
能改變競爭市場經營方式 
足夠的資源、能力與策略來因應威脅 
策略聯盟能替組織產生正面貢獻 
雇用與挖角公司所需之重要人員 

V 

 

V 

◎ 

V 

◎ 

 

V 

 

V 

V 

V 

 

 

V 

 

V 

V 

V 

 

 

V 

 

◎ 

 

V 

 

 

 

 

 

 

◎ 

 

 

與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 
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 
多家供應商 
採購的經濟規模很大 
持續提高供應商交易成本 

 

 

 

 

 

 

 

 

 

 

 

 

 

 

 

 

 

 

 

 

與客戶的議

價能力 
緊密的公司與最終客戶關係 
緊密的公司與中間商關係 
公司掌握絕對的通路優勢 
顧客不容易同時選擇幾個公司 
訂單比例分散在多個顧客 
能提高轉換成本 
能區別競爭者與企業特色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面對新進入

者威脅 
品牌忠誠度 
絕對成本優勢 
規模經濟效益 
政府法規 
高轉換成本 
佔滿通路與據點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 

X 

X 

 

 

◎ 

面對替代品

威脅 
其他替代品 
提供其他金融性替代產品 

 

V 

X X X X 

備註:  

V 表示個案公司自認為目前所具備的優勢項目 

◎表示個案公司極欲在短期內所要建構的優勢項目 

X 表示個案公司自認為目前最缺乏的必要優勢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在競爭策略上(見表5-14所示)， FB投信嘗試進行水平購併活

動以擴大其規模，但僅只於小型的合併案(例如民 90 年購併花旗投



信)，而其異業(非投信業)策略聯盟是因為其母集團有意進入電信事

業，而與該民營電信事業進行電話行銷業務的合作。在全球策略上，

因為國內投信公司規模遠遜於國際知名資產管理公司，且向外擴展的

意圖與能力尚顯生嫩，而表 5-14中有全球化策略之個案投信公司(包

括 FM投信、PU投信與 AD投信都是外資背景的公司)，其實是該母

集團在全球化策略中的一小部份而已。若以 Miles & Snow策略類型

分類，FM投信與EW投信是探勘者，企圖尋求擴張產品組合與市場範

圍的機會；FB投信與PU投信是的分析者，即在穩定的情況下積極追

求效率與降低成本，而遇到變化的環境下則採取快速模仿或跟進的策

略；而 AD投信則是反應者，重視風險規避，不肯輕易嘗試創新或冒

險的活動，且在變動劇烈的環境下，常採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

直到面臨急迫的壓力下才會採取行動。 

 

在功能性的策略上，五家公司都採取快速滲透的新產品導入策

略，即在新基金募集期間內，大打手續費折扣戰，企圖以低價格來快

速地進入市場，另外 FM投信與 AD投信在某些特殊產業基金上，如

FM 投信之歐洲基金與 AD 投信的全球生技基金，採取高價掠取策

略，主因是該類產品在國內鮮見，且供需失調下，出現少見的新產品

快速掠取之進入策略的案例。而在產品發展策略上，FM投信以股票

基金為主，EW投信以債券基金為主，FB投信與 PU投信採取全面發



展策略，至於新進者 AD投信在錯估內在條件與外在形勢下，卻也採

取全面發展的策略，造成卡在中間的窘境。表 5-14 是個案公司在競

爭策略的彙總結果。 

 
表 5-14 個案公司分析結果彙總-競爭策略 

策略 策略型態 FB投信 FM投信 EW投信 PU投信 AD投信 

垂直整合策略 

多角化策略 

水平購併策略 

 

 

V 

   

 

 

 

全球策略  V  V V 

異業(非投信業)策略聯盟 V     

企業集團/事業

單位層次 

 

異業(非投信業)合作策略 V V V V V 

一般性策略 最佳價

值提供

者 

廣泛差

異化 

集中差

異化 

廣泛低

成本 

卡在中

間 

事業單位層次 

 

Miles & Snow策略類型 分析者 探勘者 探勘者 分析者 反應者 

新產品導入策略 

-快速掠取策略 
-緩慢掠取策略 

-快速滲透策略 

-緩慢滲透策略 

 

 

 

V 

 

 

V 

 

V 

 

 

 

 

V 

 

 

 

 

V 

 

 

V 

 

V 

 

產品發展策略 

-以股票基金主導 
-以債券基金主導 

-全面發展策略 

 

 

 

V 

 

V 

 

 

 

 

V 

 

 

 

 

V 

 

 

 

V 

功能性策略 

 

顧客發展策略 
-以接觸最終客戶 

-以中間商(通路)為主 

-兩者兼顧 

 

 

 

V 

 

 

V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