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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光電產業的應用案例-分析、發現與討論 

 
兩兆雙星產業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項目，其中的兩兆意指半導體與影像顯示器

(LCD)產業，在台灣已形成族群並建立上、下游完善的供應鏈。從產業早期的垂

直整合，邁進今日的水平分工，此專業的分工模式，讓各項鏈結的產業建立最佳

效率的搭配。光電產業與傳統電子業特性差異在於技術資源的聚焦較多，擺脫後

者原有製造代工業單純的生產改善，加入產品前端設計的創新與驗證，強調人才

的培養與訓練，而非在自然資源的攫取。所需的是供應鏈上、下游的整合，讓資

訊與資源能迅速的完成產業的鏈結與群聚，來因應技術的快速折舊和更新。背光

模組為 LCD 光電產業的關鍵元件，從初期的技術轉移過程中，廠商的熱情投入，

考量自我的核心優勢能力，將既有的本地產業製造基礎予以發揚。在歐美設計端

及國外客戶群中，奠立產品連接者的角色，讓產品能提早進入商品化。 

 

本章所介紹的 G 與 A 公司，憑藉著獨特的技術差異與全球化的供應鏈佈局，培

養其核心能力。當不同的經營模式與良好的策略願景，面對不同地域的相異文

化，產生溝通的複雜與困難時，於溝通的付出需要更多。光電產業追求的是創新

與變化，雖然組織體系能彈性的適應外在變化，面對產品週期的不斷縮減，考驗

者組織是否具有強韌性的結構與順暢的溝通管道，讓健康的情緒因子擴散至整個

企業的文化。 

 

第一節 光電產業的概況 

光電產業的特色在追求技術的累積與創新，台灣工業在走出代工製造升級至產品

設計，利用教育水準的提高，專注在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而 LCD 與半導體產業

最大的差異，便是前者的產品尺寸愈做愈大；後者則在同尺寸中的精細度上愈做

愈小。對大尺寸的定義，TFT 五代廠未建立前是以 10 吋以上的產品，目前因更

大尺寸的廠房已建立，暫以超過 20 吋的產品為歸屬。若以產品的供應鏈考量，

小尺寸及大尺寸是屬於價值分佈曲線的兩端如圖五，其種類較多且無標準化的規

格，在客製化的需求中利潤較佳；至於追求產品延伸的中尺寸(10~20 吋)，則是

以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顯示螢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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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LCD 產品的價值分佈曲線 

 

而 LCD 廠商期望利用經濟規模，將產品元件標準化，來減少庫存的多樣性。在

聚焦於低成本化之際，產品中的每個供應環節均已被理想的水平分工轉給專業廠

商，來獲取最大的效率。小尺寸的應用產品上的考量，當手機、PDA 及可攜式 

DVD 等消費性產品成為個人身分的表徵時，而非單純的功能性。可發現在後 PC

時代的產品定位改變使用者對其原有的認知，除外型的改變，內部元件漸趨一

致，致使小尺寸的銷售模式漸與中尺寸相似，且利潤也同時縮減。 

 

大尺寸的規格產品仍無決定性的主流尺寸存在，40 吋以上的產品以家中客廳使

用 TV 為目標；30 吋左右則為臥房中的第二台電視設計考量。由於 TV 產品的

體積及重量較大，LCD 廠商較期望上、下游的供應鏈能成為聚落，以減少運輸

的成本及時間。目前除台灣及韓國的聚集外，大陸在華南及華東應電視終端製造

者的需求，形成整合的供應體系。當 TV 的單價開始向下急降，在 TV 產業鏈中

是否存在著技術的差異化，決定供應商於此環節中可否獲得利潤。至於創新及服

務為每家廠商所標榜，無法以此成為吸取客戶的誘因。故如何提供客戶的真實需

求，並適時的將此觀察需求的能力轉為公司的核心優勢，方可領導產品並與客戶

共創最佳產出。 

 

背光模組是 LCD 元件中本土化最早與技轉最完整，其製程如圖六所示。其中導

光板的光學設計及製造工藝於台灣已累積足夠的經驗，而光學膜材也在產學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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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下，產生足以與歐美日大廠同樣功能的產品線。當背光模組佔小尺寸 LCD

元件 20%材料成本時，LCD 廠的重心尚未放於此，不過當大尺寸的應用產品陸

續商品化之際，其所佔的 LCD 材料成本比例高至 4 成時，標準化和低成本的訴

求變成為設計的重點。導光板的光學設計與光學膜組合只能在既有光源能量下，

提升導出平面與減少週遭損失中光源產生效益，但光源發光能量若能增加，則背

光模組輝度可提高，LCD 的許多特性如對比及動態能力均可改善。 

 

 
圖六 背光模組的製程 

 

目前的光源仍以冷陰極燈管(CCFL)為主流，在考量色彩特性、省電與環境下，

發光二極體(LED)開始成為創新者導入的新世代光源。本章將以兩家 LED 應用的

背光模組做經營發展與佈局的介紹，顯示遭遇到初期的技術困難性，會以不同創

新思維來孵育自我的核心能力。 

 

LCD 的背光模組設計最早的技術轉移大多來自日本，後者對製造的工藝及流程

的專注，表現在品質及良率的水準。而其中在關鍵元件導光板的設計方式投入較

多，背光模組中除導光板外，光學模材的選取與光源的放置方式均影響其效能。

由於後兩者的原材料主要來自日本或美國原廠，本地設計者較無法獲得額外的附

加價值，但導光板的設計及製程，讓原為材料射出成型供應商有向下整合的機

會，也是台灣於早期背光模組廠商投入者眾，且歷經數次的液晶循環後仍能苦苦

支撐。因其本業維持既得利潤可用來扶持此新興的光學產業，當較大尺寸可獲得

較大營業額，但卻無法掌握較多的技術差異化時，部分背光模組廠仍願意投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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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進入標準化與低價競爭的市場。試著利用本身的經濟規模與成本優勢逐出競

爭者，此為通產廠商的心態，專業產商如 G 與 A 公司則是少數利用自我的核心

優勢廠商，期望建構出不同的經營模式與銷售方法。 

 

第二節 G 公司 

市場中所強調的大三原則是產業經過物競天擇的過程，所演化出的競爭性市場結

構，使最有效能的企業最有利。如果市場上的最強者其市占率為 50%∼70%，第

三家廠商便沒有生存空間，而成為專業廠商，無法成為通產廠商，特別是他國企

業加入市場競爭時最易受到威脅(Sheth and Sisodia，2002)。當只有兩家廠商時，

雙方不是互相毀滅便是互相勾結，產生實質的獨占。大三原則便可提供最適合的

競爭強度、整體效率、產業獲利力及顧客滿意度，市場佔有率和投資報酬率有強

烈的相關性，若市占率高會有較優異的規模經濟、經驗曲線現象、市場力量及管

理品質。 

 

專業廠商及通產廠商需彼此尊重對方的特性及生存理由，勿嘗試轉變成對方的型

態；因前者依賴高利潤，瞄準市場的極高與低的層次。產業中的成功企業需利用

低成本及效率來提供效能，同時提供配合顧客需求的產品，獲取顧客的忠誠與關

係。專業廠商可選擇產品或市場導向，通產廠商在其餘地方可獲得經濟規模，但

於特殊利基市場要擴張業務比較難。專業廠商雖佔優勢，但時間無法維持太久，

因科技進步，客製化的成本雖低廉，通產廠商仍會超越，若企業在其國內基礎脆

弱，發動跨國攻勢不會成功。需先確保本國市場的穩固，進入市場最佳的方式是

以較低的價格，提供較好的產品，並非以高價銷售好的產品。專業廠商要掌握其

獨特性與產品的市場佔有率，建立專業性和創造次要專業，提供銷售專業技巧佳

的服務與經驗，避免固定成本和進入區域專業廠商。若想成為良好的專業廠商需

以創新及區隔，集中資源追尋最好的機會，利用情緒行銷策略，以接納可承受的

風險，並擴展垂直的合作廠商與追求水平的競爭夥伴。 

 

企業在新創時期的環境，需保持穩扎穩打的觀念，以追求生存為首要目的。此時

需明瞭所期進入的產品市場，其生態為技術差異化導向或靠經濟規模建立起障

礙，兩者的不同致使企業在投入其資源時，所需評判與分析自我優勢的依歸。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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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立時為台灣 LCD 產業從孕育期進入研發與量產期，供應鏈均依照日本

上、下游結合的關係而導入，此時在成本控制中以本地化為優先考量。雖然在量

產的試驗期中，良率無法達到日本的水準，但在產業鏈中的企業彼此共同努力

中，利用台灣廠商相互距離近及資訊的快速流通下，達到整合解決的能力，建立

產品標準化的格式。是故國內雖無大財團如韓日的運作模式，也能採用中小企業

的高彈性與適應力，面對國外競爭者的挑戰。 

 

如同半導體產業成功的模式，LCD 產業的相關廠商會以本身技術能力及對既有

市場運作的熟悉度，將其運用在新投入的產業中；此時的技術來源大都會與國外

專業廠商日、韓及美國的合作方式，達到技術移轉的目的。市場的資訊獲得及產

品行銷的模式則會依據企業原有的運作模型，主因是人員未能更新亦或重新訓練

下，其行為模式將無法有創新與突破產生。特別是客戶群的地理區域為之前未曾

碰觸過，忽略其特色、文化及消費習慣，行銷與銷售將會產生挫敗。 

 

至於前者的技術轉移將受限於是否有本土的承接技術單位及其專業溝通的程

度，以日與韓國技術者為例，其所獲得經驗大都來自長時間的專注於其本身工作

職場中，以口耳相傳師徒方式得到知識的傳承，較無法如美和德國以書面方式系

統地教導。是故若無專業團隊長期的與外來技術者學習與溝通，容易只看到其表

面的技術流程，卻無法深入得知在面對不同環境下，此技術延伸解決問題的能力。 

 

G 公司初期的佈局架構如圖七，較一般 LCD 產業鏈企業的方式不同，非以技術 

轉移及合資的方式進行，而是以直接所得的資金，將國外具有研發、市場行銷及

製造能力的團隊併購。此方式可在較短時間內獲得上述的經驗，減少產品上市所

需的學習曲線，而經驗若能結合既有企業的核心優勢便可產生加乘的綜效。G 公

司以塑膠射出成型為其核心能力，此項技術為 LCD 背光模組產業中導光板製程

的重點。導光板結合模具設計、高分子塑料的注塑特性及以光學網點來破壞表面

全反射的導光方式，導光板的光學設計會由因其製程方式而不同。目前有印刷與

非印刷兩種製程，而後者又可分為機械加工、化學蝕刻、電鑄或雷射加工等，各

項製程的優缺點如表一所示。非印刷製程的導光效率較印刷製程高約 8~15%，

目前除數量少，考量勿需花費模具成本的中尺寸及大於 23 吋的產品，射出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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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投資過高的機種外，大都已轉趨向導光效率佳且再現性好的射出品。 

 

 
圖七 G 公司的組織架構 

 

表一 導光板的各項製程 

項目 印刷 機械 蝕刻 雷射 

加工方式 
  

亮度 100% ~ 105% 100% ~ 110% 
時間 3 天 5 天 3 天 0.5 天 

缺點 
使用期短 
良率低 
光效率低 

低製造性 
開發時期長 

使用期短 
低製造性 低製造性 

優點 成本低 
週期短 

高亮度 
一致性 低成本 

高亮度 
週期短 
低成本 

 

非印刷導光板的製程，以日本的技術最具完整性，其結合上游原材料與中游射出

成型機製造商，到下游射出廠與模具廠的溝通搭配，將產品及時與 LCD 廠或背

光模組等客戶的工程設計規格化。故當台灣 LCD 產業開始建立，並大量依賴日

本技術轉移時，此完整的產品供應鏈也同時導入台灣廠商的產業模式。當中國

TFT LCD 廠開始建立基礎時，便依循日本及韓國所擁有的供應鏈系統，將其移

植至國內。 

 

美國公司 
研發與業務 

大陸二廠 
製造 

台灣公司 
工程與業務 

大陸一廠 
製造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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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兩國的技術轉移層次為內化的方式，屬於師徒式的相授技藝，若技術轉移者

未能找到忠誠的承接者，反而傾向暫不作移轉。否則承接者在技術轉移完成後，

往往會離開原公司，自創新業或以高薪投入另一家公司。後者會發生於資本障礙

大的企業，而若資本所需較小者，則競爭者將會林立。台灣於 LCD 產業萌芽之

際，從事背光模組產業超過 40 家，除少數由工研院技術開發團隊衍伸而出來創

業者，大都以塑膠射出成型和高分子材料相關本業為主的廠商，結合日本與韓國

等亞洲產業技術轉移，成為相似的供應鏈系統。LCD 雖然起源於美國，但將其

應用發揮至極限的卻是日本，基於思考方式的類似，台灣在開發此產業時以日本

技術為圭臬。G 公司卻能跳脫藩籬，選擇具有研發能力的美國團隊，著眼於美方

的創新及接近當時的終端手機客戶，如 Motorola 與 Nokia，使供應鏈的連結從客

戶，進入客戶的客戶系統端，爭取到較長的開發期，不會為客戶在規格及需求上

有所誤導。  

 

從組織 3T 理論觀察，此時 G 公司的主要驅動力量在工程研發，製造及業務銷售

的核心能力尚未成為主導。雖然於佈局上，大陸廠已較同業提早進入至華東，但

其仍專注於本業，未於背光產業多所著墨。而銷售業務的主導以美國為主，依循

工程所能達到的目標規格前進。美國團隊成軍超過 10 年，對於歐美客戶的業務

模式較為熟悉。而台灣當時大都為歐美產品的代工廠，本地客戶也能認同 G 公

司的業務模式，期望於來自於日本技轉外多一項選擇，願提出共同合作意願。加

上美國技術著重於節能的 LED 光源應用，更增加 G 公司於技術創新的核心優勢。 

 

此種以工程為領軍的行銷方式，除讓客戶明瞭 G 公司為台灣主導的跨國佈局企

業，業務所承擔的工作，只是專注於新技術的特點。由於無法與美國工程人員的

常態互動，對新技術有一份神秘感，容易使客戶質疑其工程開發期的掌握性。在

情緒上雖可與客戶共同傾吐開發的苦水，因客戶也需從日本轉移 LCD 製程技

術，但若客戶的工程產品交期被一直展延時，業務會趨向消極。 

 

G 公司想效法 Nissan 開發霹靂馬專案時，迫使日本工程師前往異地與英國工程

師互動且共同研發的案例，以期望台灣與美國的工程人員能不斷地溝通。但文化

的差異並非靠一年數次的見面、電話或電子郵件的來往能克服。若加上最高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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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打破因語言不通產生的誤解及成見，以為時間與願景可改變一切的虛幻想

法，會延長每一個計劃的開發時程。業務負責人由美國主導未能真正瞭解亞洲市

場，期待以歐美的銷售模式套用至亞洲，產生客戶與 G 公司的期望落差，使 T

型理論的工程端一直維持主導，未能順利的在主戰場上有所斬獲。當客戶失去耐

心且本土競爭對手經過長期的研發，並於模仿中獲取經驗，透過與客戶經常性的

溝通，成為其策略夥伴而將 G 公司邊緣化。 

 

當 G 公司發現工程的核心優勢漸漸被本土廠商趕上之際，同時忽略國際大環境

的改變。由於亞洲廠商在電子產品的製造能力日漸優異，從傳統的 OEM 轉換成

ODM 並至 EMS 時，歐美電腦與手機大廠已不在干預及無能力在設計初期元件

的導入與供應商管理，此份責任業已轉嫁給國內 LCD 或手機設計廠。失去原有

接近歐美使用端的 G 公司美國業務及工程體系，未能感受到此差異，其試著抱

怨為何台灣業務無法突破顧客要求及完整地將客戶感受予以回饋。孰不知當日本

背光模組團隊為能銷售進入台灣 LCD 客戶，除於本地成立代理商或分公司外，

採取密集拜訪，而非歐美業務以季或半年一次的造訪，此方式將無法建立親密與

情緒認同的關係，更奢言可達到相互的溝通。 

 

G 公司本土的工程團隊試著想取代美國研發，將設計前端納入整個台灣產品流

程，如此可連接產品的開發與生產，提供本地客戶較確實與可掌控的訊息。但此

項努力因美國團隊的保護意識而停止，而最高管理者擔心技術移轉至台灣，其機

密性將無法保障。美國研發所處位置於該國中部，周圍無相關產業，員工流動率

甚低，員工較缺乏外在環境快速變化的刺激敏感度，易流於在象牙塔開發自以為

客戶喜好的產品。且透過其在歐美的代理商來處理銷售，與終端客戶將會嚴重脫

節。 

 

當美國的研發工程不明瞭客戶所需，也無法訂定未來產品的策略時，整個三角形

組織將失去方向，會流於原地打轉及內耗。內部維繫的組織情感與責任也無法建

立，各部門只會產生自我保護的消極態度，開會時的溝通淪於指責他人或事不關

己的消極方式，所期待建立整個團隊的情緒溝通與革命情感將名存實亡。G 公司

的負責人期待以個人對主管的私誼，來建立組織的忠誠度，形成主管對上不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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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的敷衍文化，承平時表面上似乎和樂融融，但計劃運作開始不順暢時，則會

相互推卸責任。 

 

當三角形組織利用擺動，期待業務形成產品主導者，而在產品進入量產時會由製

造接手，而非工程強勢的干預。G 公司台灣與大陸分公司的製造佈局較競爭對手

早完成，但因公司產品策略的不明確，兩地抱持著觀望的心態。大陸分公司的主

管因考量原本塑膠射出成型仍為營業額主要來源，而背光模組的事業只是承接集

團量產部分的職責，被動地接受來自美國與台灣的生產需求無法拒絕，故未採取

積極熱情的方式。週遭環境未能獲得完整的市場資訊，與台灣分公司的溝通也不

足，最終喪失其較競爭者於背光模組所擁有的先行之利。為保有既有的營業基

礎，其重心更不願從能掌控的射出成型業轉換至無法預見到未來的背光模組業。 

 

G 公司成立時所標榜的美國研發、台灣產品化到大陸量產的目的，由於台灣生產

廠房的設立是為服務當時在台灣的 LCD 產業。但整個產業因製造成本的缺乏競

爭力而西移至大陸時，台灣廠的銷售體系還未與本地客戶打下良好的合作關係，

被客戶排除於產業遷移時供應鏈的一環，使台灣廠的設立無用武之地。造成台灣

產能不能填滿，且大陸廠又不敢擴建規模的窘境與不確定感。 

 

綜觀上述 G 公司於成立時的優勢技術及完整的生產佈局，卻在產業發展過程中

失去成為一線或二線廠的機會。雖然決定採納 T 型理論中分裂或再生成各個團

隊的戰鬥方式，讓美國負責歐美顧客的業務與工程，生產製造於大陸，而台灣負

責亞洲客戶的業務與工程，同時將量產轉移至大陸。但先前內部的虛耗，仍未建

立好順暢的流程與溝通管道，使各地區未能形成相互連結的小三角形。每個三角

形內的工程、業務與製造也無法獨立面對客戶的要求，如美國的製造要仰賴大陸

廠，大陸廠無承接業務的能力，也不知未來集團產品發展的里程表。且面對本土

競爭對手不斷地淘汰與洗牌中，一線及二線廠的位階已明顯的在客戶心中產生定

位。因為營業額的多寡取決於生產的產品尺寸，主力背光模組廠會專注在大尺寸

以上用 CCFL 冷陰極燈管為光源的背光模組。G 公司以 LED 的產品應用為其主

力，未來的開發走向需明確地重新對本身的溝通盲點，及核心優勢的改變來訂定

作戰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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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司的缺失主要於幾項主因，首先工程人員需在一起工作，不只是設計理念的

溝通，而是每天面對面的共同觀察彼此的身體語言，建立雙方的關係與互信，破

除所謂 NIH(Not Invented Here)的魔咒。讓工程團隊不論在美國的光學開發、台

灣的產品與模具設計及大陸量產製造的良率，能彼此相互認知其差異性與困難性

且予以尊重。在產品開發時，配合易修正及省成本處進行創新，而非各自堅持己

見，此為 CTO 技術長需明瞭掌控各區的研發比重加以調整。其次於業務面因各

地的銷售方式、市場情況、業務人員與客戶的接觸程度均不同，造成業務模式不

可僵化與共用。 

 

美國與大陸因幅員遼闊，必須透過代理商或銷售通路來進行，台灣、韓國及日本

因可直接與客戶面對面晤談，其私人情誼與技術知識的傳播相對地重要，客戶所

提供的建議、需求及抱怨需小心應對。業務最高主管應扮演企業的火車頭角色，

告知工程開發者客戶的真正期待，將有效的企業資源放在足以與競爭者一搏之

處；而非讓有限資源散佈在各項產品，無法使客戶心中產生對 G 公司核心優勢

的認同。因業務擔負著公司的業績，其績效需與獎賞連結方能有所作為，使其擁

有領導市場，而不是為市場所役的能力與熱情。 

 

在製造層面，主管者需有三項特質：能授權不需事必躬親、能領導不只看數字及

瞭解技術但做起事來不同於技術人員。台灣與大陸因人力成本的不同，製造主管

在成品製程的著重觀念也將不同。若設計者在台灣需明白生產於大陸時人員的想

法與態度，並能將產品創新的知識於流程及文件上加以註解明確，使承接者可容

易有所依據。非因為技術的自我保護等理由，讓雙方各自去猜測產品每階段設計

修改的涵義。由於無法如同知識內隱化的面對面傳遞，以標準工法的外顯化技巧

成為核心，而為量產基地的大陸高階層主管，需適當分開本業可掌控及 OEM 背

光模組配合的角色扮演，使員工能瞭解兩者的重要性。 

 

情緒行銷的模式應用在 G 公司上，發現行銷管理、研發創新、情緒領導與卓越

的組織分工因子在建構新的公司目標與經營方針。當 3T 理論期待團隊能以擴

張、擺動與再生，迅速完成技術轉移與銷售模式的複製時，內部領導者需扮演組

織的重心，導引組織成長與前進。當產品開發模式採取跨國專業分工時，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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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產生的信任摩擦，需付出與投入足夠的情緒資源，雙方需以對待客戶行銷方

式的尊重，方能讓情緒行銷扮演者組織創新的推手。高層者需明確的將產品開發

時程與資源分佈告知主管，若方向不確定且未充分授權，三角形內的領導主管將

會失焦，而在原地打轉以等待新的指示。失去及時回應顧客的需求，讓組織的強

韌性變弱且整體的質量加大。高層若期待透過控制來導正公司的方向，在組織不

是最佳狀態時將會事半功倍，對員工職位的安排勿只考量其忠誠度，需適才適所

發揮其最大的潛力與熱忱。讓創新智慧的基因深植於企業文化內，勿使保護和猜

忌讓團隊內的知識分享受到阻礙。 

 

過度的工程導向會使 PID 中的 D 型力量過大，讓組織趨於保守而無法前進。而

業務的 P 型增益也會因與顧客距離過遠，無法適時回應客戶的需求；製造的 I 型

經驗因文化差異無法轉移至異地，加上組織演化複製及突變的創新基因受到成長

的限制，會使優秀人員產生無力感而萌生退意。企業系統的未能充分耦合，外部

的雜訊與內部的噪音會放大，讓脆弱的創新合作模式受到破壞。當不同三角形組

織各行其方向而四散分裂再生時，企業的總體核心優勢將無法育成，使組織從背

光模組事業退回原有的射出成型的本體事業。 

 

G 公司未來的核心能力需重新思考與分析，顯而易見的便是美國團隊的研發能

力，不管是否能在過去提出商品化產品的優勢，但因靠近歐美的創新客戶群。在

國內客戶仍未成為完整的設計者，而是以 ODM 或 EMS 為主導時，G 公司的研

發取向仍有吸引 LCD 廠的誘因，如前述所言為在日本技術以外的另一項選擇。

公司需設法善用其智慧財產權的佈局，將有效的專利授權給國際大廠，進而建立

良好的信用與策略夥伴關係，對進軍國際型的客戶助益甚大。G 公司的主管若能

導入完整的開發、績效及管理流程，使組織的消長配合外在環境所需。運用上層

人員的既有的相識度，發揮團隊戰力，高層領導者需展現明確的跨國團隊整合的

信念與決心，持續地對員工予以情緒行銷的溝通，將整體團隊的戰力加以放大。 

 

當本地團隊願意向客戶稱許美國或大陸的子公司夥伴時，文化差異與不信任將會

因共同的願景及目標而消失，取代的是相互資源互補的共創精神。各國三角形單

位的核心主管，需抱持成功不必在我及以公司利益為重的精神，將三角形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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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成輕盈的戰鬥體，讓各個國別的組織體完善的資源分佈，並可利用其既有客

戶群及製造據點，發揮垂直整合的綜效。 

 

第三節 A 公司 

策略的訂定是告知員工，企業前進所需達成的目標，完成此目標所走的路徑，則

會取決於自我擁有的資源及競爭優勢。只要路徑的速度和方向是向著目標，則任

何的經營模式均可以最佳化的方式存在。若需符合現實並精確聚焦，需靠往復式

的流程，不斷地的檢驗此模式的成果，方可回應外在迅速改變的經營環境。A 公

司的照明事業部成立為將公司內的核心優勢 LED 晶粒的產品予以應用化，並能

獲知客戶產品的導向，使其於前端開發時有所依據。因目前商用的白光 LED 效

率已突破 80lm/W，相關商品的應用於圖八所示，如手機背光模組、車用顯示儀

器及輔助燈具，甚至 LCD TV 顯示器的導入，原有光源 CCFL 的汞含量未來可能

無法符合 RoHS 等環境需求而被取代。 

 

 
圖八 LED 的應用 

 

LED 具有省電與綠色環保的特性，例如中國大陸預估若其 1/3 的電燈使用 LED

為光源而非現有燈泡，則每年省下的電能，可不需要一座三峽大壩的發電廠。在

人口疏離的郊區或山上，勿需因要提供數戶人家的電源而耗費安裝電纜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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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的亮度如同 Hatz’s Law 所言每年將成倍數的成長，其半導體的製程技術，

符合台灣原有產業鏈，能與日本技術並駕齊驅，並超越韓國與大陸競爭者甚多。 

 

LED 不同的應用可在人類生活週遭發現，Philips 所訂定未來五項創新產品中，

兩項便是以 LED 作為光源，將生活品味如家庭中的照明從單純的冷白或暖白轉

變成隨人心境變化的全彩。當家中的光源及周圍的事物能成為多彩性時，會提昇

人類生活的品味。LED 若想應用於燈具，最直接面對的課題是成本及效率，兩

者又同時與需求相關。若產品的開發未能給客戶有創新的吸引，則於推出後將難

成為主流商品。新技術的來源除非是漸進式的改變，客戶已懂得其功能及特色，

且能適時提出對新產品的規格，此時只需符合經濟上所闡釋的消費者剩餘，來尋

得可接納的先趨者客戶。由於此種光源為繼 Edison 於百年前發明燈泡的另一項

改變人們習慣的應用，深獲得產業界的青睞。LED 產業不同於 LCD 或 Silicone

半導體需巨大的資本投資，也不需密集的勞力資源，適合台灣在缺乏天然資源下

足以與世界競爭的產業。 

 

A 公司的另外兩個事業部，LED 晶粒生產及 LD 封裝模組已在業界奠定良好的基

礎，為國際大廠所接受成為 OEM 和 ODM 的供應商。於穩定獲利的成功核心事

業下，照明事業部開始孵育，為避免直接導入核心事業既有的業務模式。A 公司

在評估產業競爭態勢及發展方向，訂定事業部門的策略以小與大尺寸的 LED 背

光模組應用產品為優先，利用此背光基礎開發次世代光源的 LED 照明系統。不

同於 G 公司的技術來源，A 公司將以本土研發，搭配產學界的資源於開發上；

由於 A 公司既有的研發團隊與高階主管是由國外留學且具有相關工作經驗，深

知團隊於智慧財產及專利紮根的重要性，將研發費用維持 6%的營收比例，針對

需發展的項目投資培養自我的核心技術優勢。 

 

為避免既有事業部門的資源分配不均，各部門可在策略訂定後，應達成其目標所

需的組織架構、管理模式及業務流程依其特色而不一。目的在考量產品屬性的差

異與上、下游供應鏈所依存的產業文化。A 公司的事業部門在分析照明燈源的前

景和時間表，存在著 LED 光源本身成本及效率兩項待改進的弱勢，先選擇進入

以 LED 為應用的小尺寸及大尺寸 LCD 背光模組。前者以手機、電子字典、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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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及個人秘書 PDA 等應用為主流，後者會以 TV 的使用為目標。在衡諸業界背

光模組生態，除前言所述市場上仍有超過 40 家的競爭對手，若計入韓國及中國

的廠商。此項產業如同主機板或 DRAM 產業相似，已走入微利時代，所能維持

獲利者除本身技術的差異化外，需具備高量產良率及快速的交貨期。 

 

中尺寸 LCD 背光模組產品包含大宗 IT 所需的筆記型及桌上用電腦螢幕，其設計

為標準化流程，此時的獲利因素是如何提高經濟規模，利用採購與銷售的權力，

建立產品的進入障礙。故除一線的背光模組廠可穩定獲利外，二線廠只是獲得客

戶在供應鏈風險分散的考量下所釋出的部分訂單，此類廠商經營將會在損益兩平

下徘徊。而小尺寸的手機背光應用為客製化商品，各家的技術服務、反應彈性與

價格會成為雀屏中選的依據，由於營業金額不如中大尺寸，一線廠內部的資源無

法專注於此。若將部門分離成立新公司，也易因未能取得足夠支援而與既有中大

尺寸廠商抗衡，而無法產生突出的表現。在內部員工心中不平衡的天平下，一線

廠的背光模組大都未能將小尺寸經營的如同中大尺寸類似。除前述的產業性質及

營業規模，經營者是否願意在提供不同的事業模式於相同的公司內，便成為此產

業成功與否的關鍵。 

 

經濟學家 Frank Knight 曾言：產生獲利的唯一風險是不確定性，獲利源自完全無

法預測的事物及情況，公司需思考數種可能的未來，建立一個穩固的策略願景為

未來做準備。而 Alvin Toffler 也敘述同樣的觀念：未來的變化是相當地快速，長

期的策略規劃已無太大意義。公司應更注重彈性或調適性，但並不是公司不需要

策略，仍然需具有短期的策略，否則將會變成他人的策略，優異的策略及卓越的

執行為新事業部門所不可缺的兩個成功因素。如同 Peter Drucker 所言：經營者不

可以新事業未能具備短期獲利能力，且會損傷目前核心獲利事業的利潤，而停止

並限制新資源的挹入，造成新事業發展的夭折或消失。 

 

A 公司成立此事業部也曾考量為獨立成立一家新公司，因新事業若以新公司運

行，將面對資金快速的燃燒且經營團隊若無財務及管理上完整的歷練，易失去新

公司初期的核心及產品的聚焦。可能會因追求獲利而不惜一切代價，忽略將公司

的優勢技術先行紮根，甚至在流程未能妥善運行佳的情況下，將產品急於上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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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研發及製程未能穩定時，客戶因品質不良的抱怨會吞蝕團隊的信心與衝

勁，若將團隊安置於某成功公司內部，利用現有完整的資源，使團隊有較優的孕

育環境，能獲得來自成功核心事業部門的支援及鼓勵，可縮短進入商品化的學習

曲線。 

 

不同於 G 公司的初期跨國佈局，著重在相同產品但處於相異的文化環境和客戶

供應商溝通方式。如圖九所示，A 公司的事業部門所需面對是成功核心事業的獲

利業務模式，可否移轉及是否影響建立自我產品模式的獨立空間。幸運的是 A

公司所屬的集團領導者，將此新團隊置入集團內創新研發最佳的 A 公司，公司

負責人具有成功的經營觀念與經驗，將 A 公司引導至正軌。而新事業部門有較

佳的教練可學習到成功的軌跡，但相對地的營業額與獲利的壓力如同每家上市公

司會壓迫著新團隊。為能提前上市產品，新的供應鏈及客戶服務方式成為 A 公

司事業部門的差異化來源，在衡諸大中小尺寸背光模組的現實競爭策略，選擇小

尺寸為可利用既有核心事業產品的延伸項目，考量客戶群的明顯易得及所需資本

投入不大。能優先訓練內部員工，明瞭部門的願景、策略及戰術上可完成的目標

路徑。任何的業務模式或技術專業能力，若只隱藏在少數高層主管的身上，未能

利用知識的螺旋所闡釋以內隱化、外顯化、系統化到共同化的運行，將無法形成

內部的共識，不足以形成一個強韌性的控制體。 

 

 
圖九 A 公司的組織架構 

 

對所期待以槓桿運作放大的被控制本體如客戶和供應商，得不到加乘的效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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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破壞所假設的供應鏈；而大尺寸的產品雖為明日之星，但存在許多不確定性風

險。雖然一般人看到風險，成功人見到機會，如何將其中所提到的產品上市需求

與生命週期，所需的專業知識與環境，及此產品形成的供應鏈結構做完整的規劃

及評估，於合理的資源下加以管理。大多數的產品開發模式，行銷及公司內部會

著重在產品的創新與服務，未曾想到以新的內部組織方式不同、生產過程或新式

的原料，來重新界定舊有產品的行銷生產方法或找到不同的客戶群，此可針對小

尺寸的背光模組而言。 

 

至於大尺寸產品需發現科技進步是否為顧客所需，故產品進場的時機與否，影響

到產品成功的機率。若進入市場過早，生產的良率將因無顧客的回饋而無法提

昇，品質的不良及庫存的增加會造成現金流量與公司品牌的受損；若太慢則競爭

者將完成佈局，使進入障礙提高進而影響商機。在 Fast Second 書中言道：未來

的產業經營需考量作為 Colonizer 開墾者或是 Consolidator 整合者(Markides and 

Geroski，2004)。前者能迅速發現新市場，知道目標客戶為何，在佔有市場後；

後者會以優勢的資源利用經濟規模的方式，整合及併購既有的市場。除非企業所

擁有的技術已專利化或存在於少數核心研發者身上，否則較難以技術的差異化維

持永遠的領先。 

 

如前言所述，A 公司需面對已存在的競爭者與許多仍期待參與的隱藏者，若無法

清晰的定位及詳盡的策略創新業務模式，將無法如同情緒行銷上的精義，掌握客

戶的心情脈動，並於脈動中做出含括不確定性風險的決策。當明確的模式訂定

後，方能檢測何項專業能力為企業所缺，也能權衡資源運用的最佳評估。A 公司

所專注的是部門的可調適性(Fittability)及可塑性(Adjustability)，在產業供應鏈中

扮演不可缺少的環節。故如何將供應鏈化成價值鏈，並以共創經驗觀念來結合

上、下游的供應商及客戶，如同化學中的原子如何掌握住其核心部分，在外層的

電子層多寡取決於原子核的吸引力；但與別的原子結合時，需釋放出部分的電

子，形成共價的生命體。相似於產業併購中部分財產及人員離開的損失，而不同

顏色的光為混合出更佳的色彩，所需犧牲自我最純淨的光源，其目的為追求更好

的完整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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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A 公司以行銷業務為三角形前進的標的物，主因是內部主導者具有工程背

景，較一般傳統業務不同的是其提供的價值服務偏重於工程式的業務銷售，以國

內二線廠客戶為主。此類客戶因資源的限制，選擇國內一線 LCD 廠所未能服務

的客戶，產品為少量多樣且反應彈性與快速的供應鏈，於內部每項環節需完成自

我的工作，較不像一線大廠能有較多額外的人力物力，可幫助供應商測試認證新

產品。當產品計劃過大，需有嚴謹的開發流程，並於工程階段發現產品任何可能

的設計問題。二線廠無法於此時程內完成費時的測試，供應廠商需具備充足的專

業知識來補足缺點。A 公司利用完善的開發經驗模式，迅速的吸引客戶的注意與

需求，適時的教育客戶的工程人員正確的選擇與設計背光模組，公司內的工程部

門只需配合後續的圖面發包，製造部門則加強委外製程的能力。 

 

A 公司的事業部門期望以設計公司為主體，培養工程人員能適當地將工作委外至

專業廠。如同日本企業早期從管理變動成本，著重於降低生產製造成本及其流

程，轉而至重視固定成本，以降低內部資本支出；透過與外界的合作來取得綜效，

增加經營彈性。A 公司初期的佈局，所有製造均採取委外至大陸工廠，但為獲得

較佳的管理模式與經營觀念，選擇具有生產經驗豐富且熟悉大陸員工的香港玩具

廠商代工。目的在導入背光模組於較難深入的玩具產業中，且不同的產業經營模

式可相互刺激，取得最佳的平衡點。 

 

上述委外代工的業務模式與傳統製造的差異，在於供應鏈的各個節點，需明瞭自

我的核心能力。將資源強化於此優勢內，不會貿然的踏入另一鏈結的領域中，利

用供應鏈內兩者間的互信互助，達到產業知識的融合，成為一項牢固的價值鏈。

鏈結的成功與否決定於兩大主因：溝通和資訊，前者能建立私人情誼的簡潔溝通

方式，讓雙方的內耗例如猜忌懷疑等消除，增加工作心情與效率；後者則可在制

度上建立明確的流程，使資訊的流通至所需的員工手中，進而能做到每個人有權

責及賞罰分明的企業文化。 

 

A 公司期待借用香港夥伴公司長期於大陸經營管理的能力，且對當地人事物的熟

悉感，儘快將產品運作方式達到上市的目標。但卻疏忽不同產業及文化所需付出

的溝通努力，可能會佔據新事業部門很大的時間支出。由於香港公司的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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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大，背光模組的組裝只是其思量，從傳統產業轉移至光電業的第一步，而上層

的意志在如此龐大的多層管理組織體系中，無法真正傳達到第一線執行者的行為

上。在充滿懷疑及不信任的態度，初期的合作關係只是建立在雙方少數上層的誠

意溝通下。當不斷地接受下層對新產品的偏見與阻礙，侵蝕香港公司上層在既有

利潤產業中去投資一項無把握的事業時，其對此產業高利潤的夢想，在實際運作

後面對競爭對手與客戶的成本降低要求，發現未能具有獲取利潤的機會而消失，

致使雙方合作模式的趨向失敗。 

 

小尺寸的 LCD 產業其供應鏈環節已成熟，若想勝出於技術的差異化，其形成的

障礙困難度會無法提高。客戶所期待的是專業的知識及服務熱忱，並於本業中聚

焦與創新的研發，產品標準化下的水平分工，來自於每項環節對產業的熟識和認

知。組裝廠若未能精進於內部管理及良率提昇，將無法獲利在此微利時代的高科

技產業。A 公司有感於客戶對價格的敏感度已大於其設計的差異能力，而委外所

產生的溝通成本與客戶對品質掌控的質疑性加劇，需採用垂直整合的方式。在 T

型理論中，業務取代工程來領軍，因製造端的跟進速度緩慢，加大組織三角形的

面積，減少整個服務的彈性能力。 

 

當 A 公司期望用較小的設計與業務團隊，來槓桿委外較大的製造廠商時，便發

覺力不從心。在不同文化及產業發展的管理模式，產生內部溝通的阻礙，無法見

面的距離加深雙方薄弱的互信基礎，誠如上層管理單位的共識穩固。但在雙方執

行團隊的摩擦中，將無法利用此業務模式獲利。A 公司的遭遇與 G 公司在設計

團隊分屬不同文化產生的疏離相似，外在環境快速變化，顧客對產品的交期及要

求日漸增快，團隊的默契不能強固，並不能使組織旋轉前進。當不同計劃同時進

行時，組織 T 型未能進化至分裂再生，而單獨面對不同客戶需求時，內部組織

將首尾無法兼顧，影響內部團隊成員的合作；加上客戶和供應商的責難，造成組

織成員壓力過大而紛紛離去。 

 

任何策略的創新模式，其成效仍取決於執行力，於細節上的專注，往往會影響員

工負責的態度。跨國公司除需有明確的願景與策略目標，並能應時地物之不同採

取相異的執行方法，而溝通所需付出的心血，將會衍生內部知識傳承或分享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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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的主要因素。A 公司的主管需牢記先求自我團隊成員的互信，以建立資訊流

與溝通管道的順暢。當員工的互動可形成堅強的群體，方能控制供應鏈製造端廣

大的組織。選擇供應商首重在於其能否專注於核心本業，提供完整詳實的專業能

力，當與此廠商結合為一主系統時，除能接受客戶真正的期待與要求，而運作的

過程中對來自不同地方，產生的雜訊及噪音至團體內，也能有自我調適的機制，

改變自我的組織流程。來適應外在客戶需求的變化，過大的組織使核心與彈性的

變化趨緩，此為高科技及傳統產業公司在成長時所遭遇到相同的處境。 

 

光電產業漸漸走入經濟規模，而創新及服務的兩項成功要素不會改變，若期待以

大宗商品化賺取微薄利潤的代工費來超越競爭者，則製造良率及全球供應運籌的

能力需為核心。當不具備上述能力時，需明瞭何種差異化的產品與核心優勢為公

司所需。若是需要培養，人才可否獲得，所產生的技術能否配合組織的策略，更

重要的是商品化銷售的報酬需大於所存在的風險。當明白自我的優勢後，才可尋

找相同規模且可成為策略夥伴的客戶與供應商。而供應鏈轉化為價值鏈時，客戶

內會形成堅強的忠誠度，在選擇夥伴時，對其在產業內的專業能力與快速反應的

認知為優先重點。Cisco 或 Dell 的經營模式到亞洲並未如同其在美國的成功，主

因在於新的供應鏈夥伴未能具有相同的產業認知。 

 

A 公司的經營模式設立之初，原想將專業製造委外給香港企業的大陸廠，認為產

業雖然不同，但掌握上層的共識，及委外廠在本業良好的製造與供應管理能力。

應可利用 A 公司對產業的專業知識，來槓桿此代工合作廠的運行，讓雙方結合

以產生加乘的效果。但忽略因產業的差異所產生的學習成本，委外廠商第一線人

員的學習誘因不足，其上層並未充分授權，讓其有能力與意願做到即時反應，產

生對客戶回饋速度的不足，失去客戶所需的服務真諦。需要花費更多的努力，來

補償顧客心中對產品交期與品質所給予的承諾信心，而當原本的產品業務合作模

式，並未能讓任何一方獲利，需重新思考事業部門的經營模式及失敗因素和改善

方法。 

 

原本的客戶群在背光產業已眾所週知，競爭對手也會以產品差異化與成本導向作

為訴求重點。為求節省支出及研發與製造團隊的溝通，兩者需設置於同處，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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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前段研發、財務與業務人員來服務客戶。LCD 廠的工程人員雖仍以台灣為

主力，但隨著生產基地的西移及產品已趨成熟，為避免發生如 G 公司因工程位

在不同地域而衍生的溝通成本。需加強培養大陸的工程素養，重新將產品與客

戶，針對本身所具有的核心優勢和集團能力加以區分。以產品而言，若是標準品

如手機及筆記型電腦用的背光模組，將會面對眾多競爭對手，進入障礙在於成本

的掌控，經濟規模會成為勝出的因素。若供應鏈管理不當或客戶抱怨未能解決，

會產生訂單減少與產能閒置，此時只有降低售價爭取客戶，銷售所得將無法獲得

利潤，形成營業額高卻虧損的結果。 

 

慎選企業規模相似和內部溝通管道明確的客戶，可使 A 公司初期少數的資源妥

善的放對位置，使對客戶付出與努力獲其深層的感動與謝意。為能提升品質與交

期，A 公司決定將組裝部分從供應鏈中納入自我掌控的一環，所不同的是將供應

鏈的另一重要環節原材料廠形成合作夥伴，且雙方的經濟規模類似。假設客戶的

組織層級過大，各階層人員如採購單位會因分工之故，只在意本身的任務完成與

否。面對來自內部如業務部門對交期的催討，製造與品質單位對供應商的產品良

率不佳的反彈，亦將過錯推向供應商，影響供應商與客戶之間彼此的忠誠度，及

長久合作的默契共識。在供應鏈無法轉移至堅固的價值鏈體系，則鏈內的每一環

節不能獲得最大利益，A 公司在本身產能的限定下，追求有利基的產品銷售給追

求有利潤市場的客戶，方可改變追求營業額的迷思。 

 

A 公司初期利用集團力量之便，可提早銷售至內部客戶而獲得客戶經驗，兼具產

品除錯測試與補償措施實行的機會。但集團內的助力容易成為阻力，其內部各公

司的規模與經營方針不同；若兩家上、下游子公司搭配開發新產品，會因銷售不

佳拖累雙方的營收。而集團員工的心態是若兩者合作成功，上游供應者並不會獲

得集團高層的真正重視，因其下游客戶會詮釋是支助上游而被迫導入此產品。若

產品不幸失敗，則下游會將失敗歸因在上游產品品質不佳或交期延誤。在得不償

失的風險評估下，集團上游元件的提供者情願會將主力客戶放在集團外。如何避

免集團內的綜效無法發揮，集團高層明確的要求及持續的關注是策略綜效完成的

第一步，需有專責整合者來執行，該員需熟悉集團內各子公司的核心能力，可適

時判斷何者該為集團內所為，何者該委外。相同的情況在 G 公司內的鏈結，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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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同的共識將失去整合放大的能力。 

 

情緒行銷的創新方式在 A 公司的運作中，可發現新組織的成立，並無原有員工

文化包袱的束缚。初期組成者的志同道合，讓情緒溝通、創新開發與組織變革等

因子扎下穩固的根基。利用嶄新供應鏈綜效的組合，使事業部門能將產品透過委

外的方式快速商品化。組織內重視員工的自主性，強調知識的分享與容易取得

性，鼓勵員工的主動積極投入，以培養跨功能與專業的團隊。員工在 PID 理論

的觀念下，因個人特性、專業與學習態度獲得適所的安置，並將不適任的基因儘

速在尊重下移除。讓內部與外部的回饋訊號得到關切，在共同目標及明確策略

下，使雜訊及噪音消失。但在組成整合系統時，忽略合作夥伴的本體過大，使系

統的反應和彈性無法在光電產業中生存，造成最終系統的鏈結力量。因兩子系統

的差異過巨無法維持公平的運作而失效，此時最佳的控制力量，也無法挽回一個

失去成長動力的系統。 

 

故供應鏈的分布為跨國時，文化差異產生的溝通問題將不可忽視。情緒行銷的模

式會化解不同立場的疏離和異議，使創新的供應鏈轉化為組織的價值星系。當外

在競爭環境趨向嚴峻，幸運的是 A 公司快速應變的既有組織共識，領導者熱情

投入於對員工、客戶與供應商策略的闡釋溝通，並專注於細節執行力的貫徹，認

清其終極的願景，是將新的光源 LED 應用於照明系統上。而背光模組的導入只

是通往前者之路的過渡產品，迅速調整其組織資源的重置，發揮情緒溝通的核心

優勢，建立新的價值鏈夥伴。 

 

情緒行銷的重心在於溝通，其目的為追求公司內員工的共識，可闡釋為公司員工

共同的內隱知識。無論是產品設計所需的專業、流程制度改善資訊的斷層及與客

戶對價格和交期協商的常識，需在員工內發酵達到彼此溝通的初始基礎。牽涉到

人之間的相處，組織的領導者需利用技巧，來克服員工拒絕改變自我溝通的方

式，動機不能以金錢來改變。當經濟水準提昇，台灣與大陸的員工已考量到工作

的前景，領導者需能凝聚員工的共識，以尊重的模式建立員工的危機意識，將部

門的產品策略化為耳熟能詳的外顯知識。中低階主管將扮演重要的傳承角色，新

進員工常受老員工對部門文化態度的影響，若是抱怨的風潮存在於公司內，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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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於潛移默化下不思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會利用藉口來掩飾本身對任務未盡心

力。當主管若不清楚工作細節或內容，將為下屬所誤導，向高層主管解釋因工作

過重或人力不足無法完成目標，未曾注意屬下的真正意圖，誤認雙方溝通無障

礙，使部門內流於空轉內耗，造成劣幣驅逐良幣。 

 

而溝通並非只為單向傳達個人的想法與意念，需要真正感受到受話者的想法及體

驗。上對下的溝通模式難獲得屬下的心意，需嘗試建立以朋友夥伴的生命共同體

來激發員工的自信及熱情。後者代表對工作的執著與投入，並非熱誠所表達的境

界，領導者如同無可救藥的樂觀者，盡力實現公司的策略願景及展現達成目標的

意志，來贏得人心以帶領員工前進。 

 

當三角形組織所形成的邊界形狀取決於外在環境的競爭態勢，除本身核心團隊的

能力，需考量供應鏈的完整性與競爭對手實力的消長。所有的產業變化大都為動

態的存在，沒有任何一項優勢能在快速變化中長久維持，員工需保持高度的危機

感和團隊精神，樂意於各項職位中歷練，獲得多工的技能，方能在三角形的任何

一角扮演即時救火的角色，此為公司所需的重要資產。光電產業為高科技的代

表，G 與 A 公司的經營佈局是在動態環境變化中尋找適合企業的最佳行動路徑，

利用情緒行銷的精義所建立的溝通網絡，方可使企業的組織擁有執行力與應變

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