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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公司現行策略檢視 

由於本研究係採取個案研究之方式進行，為使研究內容具體且充實，對個案

公司之背景與特性介紹自有其必要性。本章將針對個案公司所處的產業環境及其

各項資料如背景、沿革等，並描繪其企業願景、瞭解其企業使命、產品定位、與

策略發展等內容，均予以詳細說明。此外，再以策略矩陣分析法來檢視個案公司

現行之營運策略是否符合其成長方向。個案公司所處的產業結構與價值創造的方

式，將影響公司未來之發展方向；而其核心能力與策略規劃的利用，將決定企業

在市場競逐之成果。 

本章將以探討個案公司之策略內容為主軸，並進一步分析檢視個案公司所制

定的策略內容是否符合當前成長之需要，並藉以調整其因應的方向。本章發展方

式將如圖5.1所示，依次發展與進行策略檢視的內容。 

 

 

 

 

 

 

 

 

 

 

 

 

 

 

 

 

產業環境分析 

訪查個案公司與蒐集資料 

檢視個案公

司營運策略

確認營運策略內容 

檢視個案公

司營運策略

改善與調整 

圖5.1本章之架構與關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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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案公司現行策略介紹 

為確立企業成長目標，使個案公司全體同仁均能瞭解公司發展方向，讓企業

邁向成功道路，個案公司在成立之初，便集合創始股東與經營顧問，針對產業所

處環境、市場趨勢等，逐一檢視公司各項內、外在因素，並依Michael E. Proter

的五力分析架構推展，分析外在環境之各種競爭力可能造成之影響，再以 SWOT

分析及交叉分析等方式，藉由優劣勢與機會威脅等判斷檢視後，經創業團隊與經

營顧問反覆討論推演，制定出二大類別之策略內容如下：  

一、公司經營策略： 

在創業之始，經營團隊便以腦力激盪的方式，盱衡市場狀態、團隊核心能力

與產品發展趨勢等諸多因素，制定了下列四項經營指導策略，並將之揭櫫公佈，

要求各單位據此來發展核心策略及制定營運計畫。 

（一）善用策略原則（Strategizing） 

（二）市場區隔與選擇（Marketing Choices） 

（三）發展事業價值（Developing the value proposition） 

（四）經營人脈關係（Assessing the key relationships） 

二、核心策略： 

承續前述經營策略之發展與規劃，個案公司另外制定了六個功能面的核心策

略，它是由經營團隊與顧問在創業之初，經由反覆推敲並盱衡內外因素後，依循

經營策略所制定出來的。此六個功能性策略所凝聚而成的核心策略，係由內而外

相互串聯、彼此銜接，交互應用。藉由妥善的「企業管理」能力、完善的「財務

規劃」制度、結合研發人員優秀的「技術能力」、再利用個案公司所擁有的「核

心能力」來洞悉「市場趨勢」與發展、進而制定獨領風騷的「產品策略」來創造

利潤。將此六項功能面策略交相應用與串聯成為『核心策略』，使個案公司得以

立足商場，獨領風騷，成為行動商務解決方案的世紀領航者。並以如此周延綿密

的互動連結，創造出最高的企業價值，為所有的客戶、員工、股東、合作夥伴及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提供最佳的價值保證。個案公司現行的核心策略如圖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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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策略修正與調整 

由於個案公司在成立之初，便針對企業未來發展制訂出各項策略如前節內容

所示。但經訪談後發現所制訂之策略並未落實至日常工作中，亦缺乏對應之行動

方案與目標，使策略淪為一種口號。經徵得經營主管同意後，決定重新檢視各項

策略內容，並予以適度修正並調整，使策略能與願景及目標相連結。且經由文獻

探討與研究分析各種方法後，將個案公司現行的營運發展方針，配合前節的策略

內容，將之歸納整理後，再採用策略矩陣分析法來重新檢討個案公司所制定的策

略發展方向與內容，並提出改善建言。 

一、策略構面： 

雖然在創業之初經過冗長的推敲討論，個案公司終於制定出四項經營策略。

但經由本研究實地訪查個案公司，並蒐集各項資料瞭解其策略意涵後，發現個案

公司雖已明確的定義出未來的營運方向與發展計畫，但尚不知要如何才能將此架

構完整表現出來。本研究根據對經營主管所訪談的內容與蒐集之資料，將個案公

司未來發展方向彙整於圖5.3策略基本構面之中，並揭露未來營運發展之重點所

在，期能藉此整理之資料，讓員工充份瞭解公司營運策略的發展方向。 

 

 

核心策略 

企業管理
財務規劃

核心能力 

市場趨勢 產品策略

技術能力 

圖5.2個案公司之核心策略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營運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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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矩陣分析法 

為使策略發展能符合個案公司成長目標，並能將策略內容轉化成業務營運作

業，應用在日常工作之中，乃針對個案公司日常營運活動之價值鏈項目，實地訪

查後並與經營主管反覆討論，檢討制定出策略矩陣中之策略項目內容，再分別依

六個層面來詳細描述策略點之形貌，並思考未來之發展方向。個案公司之策略矩

陣分析發展經過多次討論，且總經理亦提供多項寶貴建議並據以調整後，策略矩

陣內容最後如表5.1所示。矩陣中之有顏色之策略點則代表不予推展之策略項

目；另外，由於產品線本身便有其差異化的特性存在，且各產品細項亦有其不同

之市場考慮因素，也不在本研究的策略矩陣分析範圍之內。 

 

 

營運範疇 

事業網路 核心資源 

1. 市場服務與運疇管理 
（1） 國際採購公室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Office，IPO）

業務服務與全球運疇管理 

（2） 推展國際化市場 

2. 產業關係 
3. 高科技管理與資訊應用 

1. RF模組與IPAD的研發 
2. 提供模組件國際採購
（IPO）服務 

3. 高、低頻被動IC 
4. 手機合作開發計劃 

1. 整合性被動元件 
(Integrated Passive & 

Active Device，IPAD)設計 

2. 射頻模組(RF)設計 
3. 類比（Analog）IC設計與應用 
4. 薄膜、厚膜材料製程應用與控
制 

圖5.3個案公司之策略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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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個案公司策略矩陣 

 
產品創

新研發 

關鍵元

件取得

專案管

理 

資訊化

架構

品質管

控 

市場開

發能力

客戶服

務 

低頻被

動IC 

RF超小

型模組

產品線廣度與

特色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目標市場區隔

與選擇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垂直整合程度

之取決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相對規模與規

模經濟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地理涵蓋範圍 E01 E02 E03 E04 E05 E06 E07 E08 E09 

競爭優勢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三、策略形貌之描述 

經過策略矩陣的分析與反覆推敲後，再與個案公司經營主管多次討論，並針

對策略矩陣中的各項策略點再做細部推展與分析，將各策略點由現在形貌走向未

形貌來所要達成之目標及其所擬採取的行動方案，再做深入探討與描述。茲將除

與產品有關之要素外，各策略點形成之考量因素敍述如後： 

（一）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個案公司目前的主要研發設計產品共有二大類，其一為低頻被動IC元件，

另一類為高頻被動IC與RF超小型化模組（A08，A09）。除此二大類IC元件與標

準化模組之開發，應用於與通訊及行動商務有關之商品外，尚可對供應端提供了

製程整合技術服務、為客戶端提供design in服務。同時，為了貼近市場，滿足

客戶需求，將計劃佈建行動商務解決方案的運籌管理logistic體系。個案公司

的產品線除上述主力產品外，尚廣泛延伸至體系廠商間的logistic服務。而其

所設計之IC元件則著重於品質、功能、輕巧與時效性等。茲將個案公司產品發

展策略之主要考量點說明如下： 

1.A01：將針對二大類主力產品以design in方式進入市場，為客戶提供專屬

服務；並與主動IC設計廠、系統廠商等合作，開發輕巧且多功能之新IC被動

元件與標準化組件。除創造差異化的產品外，尚結合價值鏈功能，提供優質產

品與整合性服務，以獲得市場認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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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02：於新產品開發時，部份關鍵零組件之取得，將決定新產品功能之品質

與上市時效。故關鍵零組件之取得時機對個案公司發展IC被動元件設計之專

案成敗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所以必須能妥善掌關鍵零組件來源，以支援A01點

之績效。 

3.A03：由於行動商務之商品生命週期較短，生產廠商若能愈早開發新產品上

市，獲益將愈可觀。個案公司之元、組件係行動商務商品之主要零組件之一，

若能以專案管理的方式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與取適當品質，必能獲得客戶認

同。而且，如果能有效做好專案管理，必能可使業務進行順利，使新產品及早

上市，滿足客戶需求，確保公司獲利來源。 

4.A05：良好的品質管控能力將有助於提高產品的可靠性、彰顯產品品質與服

務特色、並取得客戶之信頼。品質管控能力是企業強化競爭優勢的必備條件

（F05）。 

5.A06：藉由design in的方式切入市場，為客戶提供專屬服務，並與客戶共

同研發新產品。掌握時機，共同進軍市場，獲取商業利益（B07）。 

6.A07：延伸產品線，為客戶提供加值服務。同時，因佔有地利之便，貼近主

力市場—台灣，可充份掌握市場訊息並能落實服務客戶之宗旨，增加市場競爭

能力，為客戶提供優良產品與高品質服務（F07）。 

（二）目標市場區隔與選擇 

個案公司所鎖定之目標客戶為通訊及行動商務產品等客戶羣，且均具有一定

規模水準之海內外大廠。為有效的區隔市場及滿足客戶需求，本層面將分下列4

項策略點來說明： 

1.B01：產品將聚焦於通訊與行動商務商品所需要之被動IC元、組件及標準化

模組。藉由design in產品服務，來提供客戶專屬之設計；並利用產品差異化

特色（A01）來適度區隔目標市場與選擇客戶。 

2.B02：關鍵元件之取得可加速創新研發產品，取得競爭優勢（A01、F01），並

藉以增加市場開發能力（F06）。 

3.B06：設定目標客戶，以創新產品開發市場，並針對客戶需求提供design in

專屬服務，提昇市場拓展能力（A06）。 

4.B07：提供讓客戶滿意的加值design in服務，協助客戶並提供整體解決方

案，來提高客戶滿意度及提昇產品競爭優勢（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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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 

從個案公司的營運範疇中，可以清楚的瞭解其營運重點所在。個案公司可藉

由市場、技術與服務等三個構面將資源與作業加以整合，來建築企業未來的經營

績效。故在垂直整合程度上，必需建置供應鏈體系與運疇管理（logistic）體系，

結合體系廠商發揮完整之價值鏈功能，才能發揮深耕市場的效益。 

1.C01：產品創新研發之垂直整合程度，即為發展標準化模組，整合IC主、被

動元件功能，滿足客戶需求。本策略點與A05及A06均有直接之關聯。故應思

考如何才能應用整合能力來增進品質管控與市場開發能力。 

2.C03：如何應用專案管理能力在垂直整合議題上發揮效益呢？此策略點應思

考如何才能提昇內部人員的專案管控能力，確保公司的競爭優勢（F03），並為

客戶提供更佳之服務（C07）。 

3.C04：資訊化架構與應用系統是知識經濟體系下必備的日常作業機制，垂直

整合的目的在於整合資源來發揮組織綜效，而資訊化基礎工程是整合內部資源

的平台，資訊應用系統則是增加溝通與強化管理機制、提昇工作效益的利器。 

4.C07：垂直整合程度愈佳，價值鏈功能愈高，客戶也愈滿意。垂直整合能為

客戶提供更佳之專業加值服務，但需藉由完整的資訊化架構平台來協助達成

（C04）。 

（四）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以目前而言，個案公司在二大類主要產品上因面臨較少之競爭對手，故在相

對規模上無法比較。此二大類產品雖引起通訊與行動商務產品廠商之興趣，但客

戶均有共同之反應，希望個案公司能夠整合主動IC與RF模組，開發出完整之組

件或套件如Card Bus或迷你PCI（Personal Computer Interface）等產品，並

以上述產品來提供更佳之服務。一般而言，產品出貨數量愈大愈可達到經濟規

模，亦可大幅降低單位成本。同時，標準化模組更可為客戶提供加值服務，使企

業增加獲利空間。 

1.D01：加強產品創新研發，且出貨量愈大，時間愈早，獲利空間愈大，並可

增加市場開發能力（D06）與產品競爭力。 

2.D05：在產品達到經濟規模產量的議題下，可促成以成本領導之利基；藉由

有效的品質管控，來服務客戶（A07）並提昇產品競爭力。 

3.D06：與A01與D01有密切之關聯。市場開發能力愈強，愈有助於產品達到

生產規模，並利於降低成本，增加獲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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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理涵蓋範圍 

由於個案公司之目標客戶設定為國內、外通訊及行動商務產品之生產大廠，

且基於研發與製程管控之考量，短、中、長期之目標客戶，將分佈於海峽兩岸、

北美洲、東北亞與歐洲等地區。而委託代工生產工廠所在地基於成本及管理等考

量，初期將僅侷限於海峽兩岸。 

1.E01：個案公司之設計團隊，目前集中在台灣，未來隨著潮流趨勢及市場演

變，將計劃至大陸設置研發中心。 

2.E03：專案管理係指為客戶設計元件時之進度及時程管控、製程跟催與品質

監督等相關事宜，其所涵蓋之地理範疇短期僅侷限於台灣一地；未來以配合

客戶並提供加值服務為目標；而中、長期發展之據點將可能擴展至大陸。 

3.E04：資訊化架構必須能整合應用於各據點，且隨著電子化的時代來臨，與

體系上、下游廠商間需利電子化機制來聯繫，增進溝通聯繫之時效。本策略

點將與C04相呼應。 

4.E06：為擴展市場，必須善用地理範圍，佈建市場網路。本策略點將利用A01

與F01之優勢，積極開發市場。 

5.E07：基於Marketing Choice 與服務客戶之考量，地理涵蓋範圍為海峽兩

岸、北美洲、東北亞與歐洲等地區。 

（六）競爭優勢 

個案公司的核心能力為其產品開發能力與製程整合能力。為能在市場上吸引

目光，並成為行動商務解決方案的領航者，在競爭優勢上的掌握，是個案公司不

可或缺的成功關鍵因素。 

1.F01：鼓勵員工不斷的吸收專業新知、瞭解市場脈動並掌握客戶之需求，領

先市場開發新產品，是IC設計公司頼以生存的法寶，此策略點與A01相輔相

成，亦是確保公司成長獲益之主要來源。 

2.F02：要維持競爭優勢並增加產品線特色，最重要的是能掌握關鍵元件，這

亦是維持競爭優勢的必備條件。 

3.F03：有效的專案管理是服務客戶、取悅客戶的必要工具。尤其在為客戶提

供design in服務時，嚴密的專案時程管控，將是使客戶信頼的基石（A07）。 

4.F04：在資訊化時代裡，資訊架構與系統建置是維持日常運作的必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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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須能與體系廠商之資訊系統作緊密聯結（C04），又能基於業務機密予以適

度的區隔防護。在競爭激烈的市場裡，資訊化程度將是決定企業在市場競爭勝

負之良窳。 

5.F05：良好的製程整合技術與品質管控是企業要保持競爭優勢的基本利器。

本項策略點需注意管控各項資源投入與產出之品質，以確保公司競爭優勢。 

6.F06：對短期目標而言，積極的開發市場將是個案公司頼以生存發展的必要

課題。就中、長期而言，唯有積極開發新市場，才是促使公司成長的動因。企

業成長的任何階段，市場開發是生存發展的基本屏障。 

7.F07：為確保競爭優勢，必須貼近市場來服務客戶；再者，以design in的

方式為客戶提供專屬服務，可與客戶保持良好之互動關係。服務客戶，經營客

戶是企業確保競爭優勢、擴大市場佔有率、增進公司之價價的利器，更是達成

企業願景的首要目標。 

經過策略矩陣分析法的反覆思考，再與個案公司經營主管共同檢視策略矩陣

中的各項策略點議題後，個案公司對於未來的發展方向與目標將更加明確。為協

助個案公司對檢視各項策略點的現在形貌，並思索未來所期望呈現的形貌，及規

劃到達未來形貌所應採取的行動方案，本研究將承續策略矩陣分析法，將相關之

內容料與行動方案彙集於表5.2之中，期能以此表內容來使個案公司同仁更明確

瞭解其所應落實執行之發展方向。 

表5.2個案公司策略點之形貌 

策略型貌 
策略

點 
現在之形貌 未來之形貌 

A01 

目前已開發出 RF 通訊類產品及

無線天線產品，共二大項目至少

30品項，現已陸續送樣測試中，

並有幾項產品已接獲訂單 

選定目標客戶與策略合作夥

伴，陸續開發標準化模組新產

品，引領市場風潮；同時整合

RF模組、主、被動IC元件，並

設計如Card Bus及迷你PCI標

準組件等 

A02 
由海外大廠取得 RF 模組之關鍵

元件，但來源不穩定 

建立合作模式，確保關鍵元件取

得順利 

A03 

目前尚未制定具體之管控方式 研發人員與市場開發人員共同

監控專案時程，為客戶提供最佳

之服務 

產品線廣

度與特色 

A05 
目前尚無 品質管控人員需熟悉製程整合

技術，為策略夥伴提供最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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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目前因產品較少，人力精簡，市

場開發屬於較被動方式 

以素質產能均高的業務人員，開

發市場、服務客戶 

 

A07 

目前先將產品開發完成後，才去

開發市場，並依客戶意見修改調

整產品，屬被動性服務 

深入客戶群中，與客戶共同研發

新產品，主動出擊，協助客戶解

決問題 

B01 

目前產品不多，先力求訂單，暫

無區隔市場 

聚焦於生產通訊與行動商務商

品之客戶，並以design in方式

為客戶提供專屬設計服務 

B02 
來源尚未穩定，亦未區分市場 與客戶共同合作研發新產品，開

發穩定之關鍵元件供應來源 

B06 
目前尚未針對客戶特性專案開

發產品項目 

主動出擊，為客戶提供產品發展

方向與設計服務 

目標市場

區隔與選

擇 

B07 

屬被動性服務，尚未深入了解客

戶需求 

為客戶提供深度產品及廣度服

務，並以design in方式。與客

戶共同經營通訊與行動商務產

品市場 

C01 
新創事業，目前尚無具體方式 整合價值鏈功能，由供應端至需

求端將資源及流程垂直整合 

C03 
摸索之中，尚未有體之方法 利用專案管理之技能整合資

源，發揮垂直整合之綜效 

C04 
網路環境已建置完成，但應用系

統尚未完成 

利用電子化平台與作業模式，與

體系廠商利用電子化交換訊息

垂直整合

程度之取

決 

C07 
新創事業，目前尚無具體方式經

營客戶 

利用垂直整合製程為客戶提供

專業之加值服務 

D01 

因同類產品較少競爭對手，故在

相對規模上無法比較 

成為高、低頻被動IC元件及RF

模組的最專業的設計廠商與標

準化組件供應商 

D05 

同上 具有專業製程整合技術與品質

管控能力，並能為客戶提供加值

務 

相對規模

與規模經

濟 

D06 

同上 主動出擊，為客戶提供產品發展

方向與設計服務，並設定產量與

目標 

E01 

目前僅有總公司與研發中心二

處據點 

未來將在大陸增設研發中心，並

在客戶聚集處設置營業據點，就

近服務客戶 

地理涵蓋

範圍 

E03 
目前僅侷限在台灣 以專案管理方式，與策略夥伴共

同開闢新市場並成立新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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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目前設有資訊單位，負責網路環

境建置與應用系統開發導入 

配合營業發展，利用電子化機制

來聯繫體系上、下游廠商 

E06 
目前客戶主要集中在台灣，美國

亦有客戶 

結合通路商服務客戶，並藉以擴

展市場，販售部份標準化產品

 

E07 

同上 為客戶提供design in服務，並

開發可直接販售之產品如無線

大姆哥等產品 

F01 

創業之初，專業的研發團隊，已

快速開發出無線天線、RF 模組

等多項產品 

持續研發多功能產品、發展輕巧

之模組與標準化組件，成為行動

商務解決方案之領航者 

F02 

可取得國外之關鍵元件，但來源

不穩定 

順利且穩定獲得關鍵元件，並取

得國外大廠先進技術奧援，開發

先進之產品，提供客戶更佳之解

決方案 

F03 

經營層雖熟悉 IC 設計與流程管

控，但全員尚未具備此部份之概

念與技能 

以專案管理方式跟催進度，並以

方法論來執行掌控 

F04 

資訊系統尚在建置中 利用電子化作業環境與資訊安

全機制與體系廠商互動，加速資

訊傳遞並確保資訊安全 

F05 

目前暫無 成員均有良好的製程整合技術

與品質管控能力，為客戶提供加

值服務，並進而強化競爭力 

F06 
以創新產品提供客戶測試，再依

客戶意見調整後接單 

與客戶策略合作，共同開發新商

品，並提供關鍵之產品 

競爭優勢 

F07 

創業團隊具有豐富之相關經

驗，可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貼近市場去服務目標客戶，並以

design in的方式為客戶提供量

身訂做之產品，與客戶保持良好

互動關係，並藉以塑造形象，強

化競爭優勢 

 

 

四、策略矩陣上的SWOT分析 

依據策略矩陣上的策略點逐一進行分析後，個案公司對於未來之發展議題已

獲得初步之方向。針對各個策略點所要呈現的未來形貌，再利用 SWOT 分析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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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評估內部之優劣勢與外部之機會威脅等因素，進一步檢視個案公司未來發展

方向與所應採取之策略。 

（一）Strength：  1.擁有半導體薄膜、厚膜製程整合能力。 

2.具薄膜高頻電感、精密薄膜電阻、厚膜超低阻等功能性的產品設計及製造

Know How，與整廠輸出的能力。 

3.可駕輕就熟設計及製作低頻被動IC，具最能快速協助SoC（System on Chip，

系統晶片）理念達成的必要技術。 

4.具RF Circuit設計能力，及優異之產品開發能力。 

5.具小型RF模組開發能力與製程整合能力。 

6.人員具有共同理想，為一致性目標而努力以赴，並期望在三年內完成公司上

市或上櫃之目標。 

（二）Weakness： 

1.被動IC與MCM（Multi-Chips Module，多晶片模組）應用在國內皆屬新觀

念，且無品牌名聲，市場開發將面臨艱難挑戰。 

2.資金有限，營運發展要較穩健保守，且無自有製程生產線，需有良好之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配合廠商。 

3.台灣系統業自有品牌較弱，推展Passive IC，MCM等戰線將被拉長。 

4.資訊系統架構尚未建置完成，在高科技產業中資訊化程度屬落後者。 

5.現有據點少，對未來擴充市場與服務戶將呈現瓶頸。 

（三）Opportunity： 

1.競爭對手少，技術門檻高，且產品之觀念與技術均屬先驅。 

2.台灣資訊、通信、IA（Intelligence Appliance）產業發展能力強，有地

利之便。 

3.創業初期便迅速開發出多項產品，並提供多家廠商進行測試，且獲得善意

回應。若能依客戶建議調整產品發展方向，提供標準化組件，將有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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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assive IC如IEEE 1284等之產品，已漸漸被接受成為標準化的產品。使

用此產品之概念已建立。只要解決價格、開發時程，Lead time等問題，本產

品將蔚為風潮。 

5.新一代Portable產品，更需小型化、高頻、省電的模組零件，且高成長期

即將來臨，正是Passive IC、MCM小型模組發展的大好機會。 

（四）Threat： 

1.受到台灣產業紛紛外移大陸影響，且國內外景氣持續低迷，業務推展不易。 

2.低頻Passive IC之競爭者有美國CMD(後有AMD支持)，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法國ST公司等公司，競爭威脅頗大。 

3.另外，日本的京都陶瓷、村田、美國Motorola ，在LTCC與薄膜製程整合，

都已下功夫，未來的競爭威脅很大。 

4.部份高階產品如Filter品質要求可能以Thin Film的方法都不能達成，必

須整合MEMS（Micro-electrics mechanics switch，微機電開關）技術才能

更上一層樓。 

5.高頻被動IC與RF模組部份關鍵元件取得不易。 

6.目前僅提供被動IC元件與RF模組，客戶需另找相容之母板套件，且需另外

申請認證，如不調整產品策略，市場接受度低。 

第三節 策略發展方向 

綜合以上二節之描述與分析，並承接策略矩陣中各項策略點的發展方向，本

研究建議個案公司應對原先所制定之策略內容予以局部修正調整，以因應不同時

期發展之需要。然後再依不同層次與構面分別制定各項營運策略，將策略轉化成

營運術語，讓全體員工明瞭策略意義，並將之逐步落實至工作中。由於個案公司

屬於新創事業，必先求得能在市場上生存立足後，才能依照不同階段的使命與目

標，逐次來發展策略。本節將針對個案公司在新創時期所應著重的發展方向，根

據前節的分析內容，調整其在現階段的策略發展方向。 

一、萌芽時期的企業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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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個案公司全體員工瞭解企業的價值與發展方向，並趨動組織邁向成為「

行動商務解決方案的世紀領航者」的願景而努力，於制定創業時期的策略發展方

向之前，應再揭櫫短期之目標與定義當前之使命，讓員工瞭解努力的目標與責任

。本研究提案在徵得個案公司經營主管同意後，將個案公司之新創事業之萌芽階

段界定為三年時間，在此期間之企業使命如下： 

（一）以創新及整合能力，開發新的通訊模組件，提供行動商務與通訊商品使用

，並成為華人市場之知名品牌。 

（二）為照顧股東權益，必須擴大營業額與獲利能力，於萌芽階段後，使公司上

櫃，以利在資本市場募集資金，朝永續經營目標前進。 

二、萌芽時期的企業願景 

在達到成為「行動商務解決方案的世紀領航者」的願景之前，宜先設定短期

的願景以趨策員工共同努力。經討論後，個案公司短期之願景為「成為行動商務

通訊模組件產品的知名廠商」，並以此為新創時期的努力方向，積極的爭取客戶

認同。 

三、根本策略 

由於個案公司為一新創事業，當前之務便是要儘速立穩腳根，取得先機，獲

得市場認同。為使在新創時期的努力方向淺顯易懂，乃建議個案公司應設定根本

策略，並將之應定義為「成長策略」，使全體員工瞭解公司當前所努力之重點，

再據以規劃出未來的發展方向。此成長策略亦可分為兩個成長構面來說明： 

（一）內部成長：組織隨著業務發展予以調整擴張、提昇人員素質、強化專業能

力及提高生產力；利用資訊系統來提昇日常作業效率；運用知識、創造知識，以

知識發揮價值，並帶動組織成長。 

（二）外部成長：對新市場採取市場擴張法，積極開拓新市場，以增市場佔有率

；對於舊市場則以市場滲透法進入，利用差異化產品搶攻舊市場；除積極加強市

場開發能力、以優質的產品及服務來經營客戶，使客戶滿意外，尚針對市場的反

應來調整產品策略，並藉由策略聯盟的方式來擴大市場佔有率，為客戶提供更完

善的服務。 

四、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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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策略矩陣的檢驗與分析後，發現先前所制定的經營策略頗為符合目前情

況與需要，故建議應予保留，並應將此策略內容與意義對員工具體說明。 

1.善用策略原則（Strategizing） 

2.市場區隔與選擇（Marketing Choices） 

3.發展事業價值（Developing the value proposition） 

4.經營人脈關係（Assessing the key relationships） 

五、核心策略 

經過上述各步驟的詳細分析與推展，並確立了經營策略的方向後，認為原先

所制定之核心策略應配合策略矩陣分析結果而予以修正調整，以配合個案公司在

萌芽時期的需要。調整之後的核心策略仍然維持六個構面，但將「技術能力」構

面改為「資訊整合」構面。因為在 IC 設計業中，技術能力應屬核心能力之一，

唯有具有專業先進之技術能力才能開發出引領市場風潮的行動商務解決方案之

產品，這也是個案公司在市場競爭的基本武器。 

在知識經濟時代裡，資訊發達豐富，且各項訊息流動快速；唯有充份利用資

訊架構與應用系統，才能快速地與體系廠商交換訊息、並用來深耕市場、服務客

戶。同時也為了配合產品策略的調整，利用通路商來鋪貨、或是藉由網路來直接

銷售產品，都必須依頼完善的資訊平台與系統架構才能解決問題，也唯有如此才

能更具體有效地提昇公司競爭力。再者，為兼顧個案公司在萌芽時期的內、外部

成長需要，必須對現階段的核心策略內容予以校正；而強調資訊整合能力正可改

善現行策略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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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節的策略矩陣分析與檢討後，個案公司之核心策略應調整如圖5.4所示

，茲分別將六個新構面所涵蘊之範圍分別予以說明如下： 

（一）財務規劃：設定各階段財務目標與發展方向，並朝三年後完成上櫃之目標

而共同努力。另外，為配合市場開發、服務客戶與尋找通路等營運計畫的建置，

將分成三個階段來募資，提供營運所需的資金。 

（二）核心能力：包含專業之研發能力與創新能力。善用團隊的核心能力，不斷

創新與開發引領市場潮流的新產品，並藉由豐沛的人脈網路來貫穿市場、利用整

合性技術來服務客戶，進而強化個案公司競爭能力與競逐市場的利器。 

（三）市場趨勢：在此方面深度耕耘，掌握市場脈動，才能達成目標。另外，為

了引領市場趨勢、掌握客戶需求，必需慎選通路，並配合產品策略來調整行銷方

法，再利用電子化平台販售直接商品，以迎合市場發展趨勢。 

（四）產品策略：為因應市場需求與客戶建議，將擴大產品線，利用製程整合技

術與核心能力，針對生產通訊及行動商務商品之客戶需要，發展如 Card Bus 及

迷你PCI等標準組件；此外亦針對電腦用戶開發無線隨身動態記憶體（俗稱無線

大姆哥，wireless big thumb）等產品。同時，為配合產品策略之調整，將重新

整備與佈局，期望利用差異化之產品及服務與客戶建立合作或結盟關係。 

（五）資訊整合：利用資訊化來協助公司營運，提昇員工作業效益、強化體系廠

商之合作關係、擴大市場營運範疇、為客戶提供加價服務。 

 

 

核心策略 

企業管理
財務規劃

核心能力 

市場趨勢 產品策略

資訊整合 

圖5.4調整後之個案公司核心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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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業管理：將經營主管所擅長之高科技公司管理方式，傳承給員工，並促

使員工注重效率（efficiency）與效果（effective），將企業管理之精神落實

至日常工作中。 

以上六個構面之核心策略，將成為個案公司在萌芽階段的營運主軸，並據以

發展成各項營運策略與行動方案，來達到公司營運目標，循序漸進以完成企業使

命與願景。 

六、營運策略 

經過對個案公司的策略內容一連串檢視與校正後，發現除了根本策略、經營

策略與核心策略外，個案公司尚缺少營運策略來導引營運活動之發展方向。本研

究根據策略矩陣分析法的內容，向個案公司提供建言，並與經營主管討論後，設

定了如下5項的營運策略，做為在萌芽時期營運活動的指導原則，並做為個案公

司達成短期願景與使命的努力方向： 

（一）合作開發，提供design in服務：以此來引導產品策略及市場趨勢的發展

方向，確立營運的模式。 

（二）專業的技術與製程管控能力：強調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e），用專

業能力來獲得客戶的肯定。 

（三）市場經營與運籌管理：利用人脈關係與市場區隔，深度經營目標市場，並

利用運籌管理的機制提高交貨之準確性與及時性。 

（四）利用資訊平台與管理技術來創造價值：為配合各項營運計劃，構建完整之

資訊系統與網路環境，利用電子化作業來鞏固營運範疇，將是個案公司當前的重

要議題之一。 

（五）提供整合性服務：邁向解決方案的提供者（Solution Provider），而非

僅是產品的開發者，為企業創造高附加價值。 

上述五項營運策略，將指引個案公司日常工作之範疇。經營目標的達成亦頼

以實現。 

七、長期策略發展方向 

由於個案公司在事業新創之初，必須先能求得立足於市場，才能發展後續相

關事項。未來個案公司的策略發展需配合企業成長軌跡，以達成企業願景為依歸

，在不同階段宜順應當時情境，配合內部資源與限制，酌情調整策略發展方向與



 81

內容。但所制定之策略內容將秉持經營理念與企業使命來設計，期能趨動組織資

源向企業願景邁進。 

有關個案公司長期的策略發展發方向，將如圖5.5內容所示，依照萌芽時期

的成效，衡量內部資源與外在環境，調整下一階段的發展內容。並根據不同階段

的發展方向與目標制定策略內容循序漸進，最後以達成個案公司的使命與願景為

依歸。 

 

 

企業使命

企業願景

長期策略 中期策略

策略落實

萌芽期使命

萌芽期願景

成長策略

各項策略

 

 

 

 

 

 

 

圖5.5個案公司長期策略的形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年內 五年內五年後 

◎發展方向： 

1.成長策略 

2.配合市場脈動調整

產品內容 

◎發展目標： 

注重營運效果與效

率，務求在市場立穏

腳步 

◎發展方向： 

1.擴大市場佔有率

2.增加獲利能力 

◎發展目標： 

1.完成上市櫃 

2.提供高效能、高

品質之組件產品 

◎發展方向： 

1.整合性服務 

2.行動商務解決方案

的領導品牌 

◎發展目標： 

邁向企業願景 

個案公司長期策略的形成與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