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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緒論 

第 1節: 研究背景 

台灣的科技業創造了台灣的另一波經濟奇蹟. 小小一個台灣島所

研發、設計及生產的電腦零件及系統， 可以供應全球市場需求, 部份

的零件及系統更是佔有率世界第一。 例如每一台桌上型電腦都必須有

的主機板,佔有率更高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筆記型電腦的研發製造也

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些成就，不但造就了無以計數的所謂＂科技

新貴＂， 也創造無數的所謂＂科技公司＂上市上櫃，為台灣經濟帶來

一波的蓬勃發展。 

經過二十幾年的發展， 個人電腦產業，在多少的科技人的眼中， 

已轉變為低毛率的＂科技夕陽＂產業， 不但投資成本高漲,而且很難

獲利， 產業已經進入重組階段，部份資金少，規模不夠大的公司，都

已經開始轉型，產業大者恆大的趨勢非常的明顯。 

經過了一波的重整之後, 看似平靜的個人電腦產業，正在如火如

荼的進行另一場更大規模的淘汰賽，這次的淘汰賽不再是經濟規模的

問題、不再是資金問題，是一場 0 和 1 的問題。筆記型電腦正以每年

20%以上(請參閱 圖 1)的成長率快速的取代桌上型電腦，到底筆記型電

腦會不會完全取代桌上型電腦？關係著無數桌上型電腦零件供應商及

系統組裝廠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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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的年成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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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研究動機 

由於桌上型電腦從最原始的材料(raw material), 半成品到成品

的半數以上供應商都是台灣企業. 如果這波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

腦的效應不會停止,甚至筆記型電腦會完全取代桌上型電腦的話, 所

有桌上型電腦材料, 零件及系統供應商都必須面臨轉型的命運. 我們

研究的目的除了可以找出未來筆記型電腦仍有多少的發展空間之外, 

也可以供台灣桌上型電腦的供應商提早準備, 不論是轉型做其他事業, 

或投入有更大市場的筆記型電腦市場, 都不是一年二年可以馬上完成, 

勢要提早計劃才能取得技術及市場. .  

眼前看似有三種情形可能發生: 第一、 桌上型電腦會呈現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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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型電腦最後幾乎完全取代桌上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最後只剩下特

殊應用市場(niche market)的需求,佔有個人電腦市場極低的比率. 第

二、筆記型電腦最後和桌上型電腦取得平衡，呈現穩定的比率平衡狀

態。第三、桌上型電腦仍然持續成長, 最後取代筆記型電腦。 

第一種可能並非完全不好, 相較於桌上型電腦的極小化, 相反的, 

筆記型電腦的市場相形之下等於會比現在的規模大上二倍以上, 現有

供應商是否可以滿足? 或許這也是桌上型廠商轉型的契機。 

第二種情形當然是皆大歡喜, 問題是何時取代效應才會停止? 在

沒停止之前, 桌上型電腦的供應商, 是否必須做一些反應動作, 避免

虧損, 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等取代效應停止時,東山再起? 

 

<<圖 2>>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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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情形以目前的市場的情形來看幾乎完全不可能發生. 由於

筆記電腦的售價和桌上型電腦的售價太接近(請參閱圖 2)，才因此產生

取代效應，消費者不可能花同樣的錢買一個功能相同但應用範圍卻有

限制的產品，消費者永遠是希望花同樣的錢，買最好的產品. 現實的

情形是筆記型電腦售價和桌上型電腦太接近，而筆記型電腦的不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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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面可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它的使用限制還比桌上型小，尤其是

它的移動性是桌上電腦無法達到的（可移動就不叫桌上型電腦了）. 所

以絕大部份的消費者捨桌上型電腦就筆記型電腦，往後不論情形如何

發展？斷不可能有桌上型電腦取代筆記型電腦情形發生． 

所以說，筆記型電腦會不會完全取代桌上型電腦？或是取代效應

何時會停止?對桌上型電腦廠商而言至為重要，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

我們要預測 10 年內的取代效應及取代效應對桌上型電腦廠商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