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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取代效應對桌上型電腦廠商

的影響 

第 1節: 桌上型電腦廠商的經營模式 

台灣桌上型電腦產業的經營模式非常的特殊(請參閱 圖 10), 以

主機板廠商為例, 早期全台有二十幾家主機板供應商, 而且每一家主

機板廠都有經營品牌, 而已是全球性品牌.  但是又不是消費性品牌, 

一般消費者其實都不知道這些品牌, 除非是從事電腦事業的專業人士,

否則對台灣這二十幾家主機板品牌是沒有概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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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經過了一番的激烈的競爭後, 台灣現在只剩下 5 家大廠, 其中鴻

海為純代工廠, 華碩除了主機板品牌之外, 是唯一還經營消費性品牌

的主機板供應商. 精英早期經營自有Elitegroup品牌, 後來由於經營



目 錄  
 

內    容…………………………………………………………………………頁次

 

致謝詞………………………………………………………………………………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3 

目錄………………………………………………………………………………… 5 

表目錄……………………………………………………………………………… 7 

圖目錄……………………………………………………………………………… 8 

第一章 緒論……………………………………………………………………… 9 

第一節 研究背景…………………………………………………………… 9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流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 14 

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24 

第三節 五力分析模型………………………………………………………29 

第三章 台灣貿易商產業分析 ………………………………………………… 34 

第一節 台灣貿易商結構分析………………………………………………36 

第二節 台灣貿易商的困境與挑戰…………………………………………39 

第三節 台灣中小型貿易業的五力分析……………………………………45 

 5

 

 

 

 

30

模式轉為通路及 OEM, 已不再經營消費性品牌. 微星是 OEM 大廠, 技

嘉除了 OEM 之外, 另外經營通路的 DIY 市場. 這 5 家主機板供應商已

經佔有全球超過 99%的市場.  

台灣的主機板廠一半以上的主機板主要是供應全球前十大的電腦

品牌商, 如 HP, Dell, Acer, Lenovo(IBM), Gateway, NEC, Sony ...

等等. 另外一半則是透由各地的小型系統整合商, 以系統整合商自有

的區域品牌在當地銷售.  

從百分比可以很輕易的看出, 在主機板產業(我們可以將它視為

桌上型電腦產業), 全球十大品牌商佔有約 55%的市佔率, 其他的 45%

市場則由各地區域品牌所掌控(請參閱 表 9).  

<<表 9>>全球 10 大桌上型電 腦品牌佔有率 

全球 10 大桌上型電腦品牌佔有率 

HP 21911 15.73%

Dell 23759 17.06%

Acer 3937 1.94%

Gateway 3252 2.33%

Lenovo 10241 7.35%

Fujitsu Siemens 3799 2.73%

Apple 2410 1.73%

NEC 2582 1.85%

TonFang 1314 0.94%

Founder 2723 1.95%

Top 10 Vendors 75928 54.51%

區域品牌 63360 45.49%

Total  1392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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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球前十大品牌廠商的採購數量動則上百萬片,數量相當的

龐大,相對的議價能力也相當強, 桌上型電腦廠商很難從前十大品牌

廠商的生意賺到錢, 主要是填補產能, 能賺個損益平衡就不錯. 反觀

佔有率約 45%的區域品牌廠商, 主要是發揮當地品牌彈性高, 服務好

及價格便宜的優勢和全球前十大競爭. 由於相對規模遠比全球前十大

小, 採購數量少, 而且通常需要台灣桌上型電腦廠商放帳, 議價能力

自然不高, 但而這些區域品牌廠商正是台灣桌上型電腦廠商的主要獲

利來源.  

筆記型電腦則是完全相反. 將近 90%的全球筆記型電腦的市場是

掌握在全球前十大品牌供應商的手上(請參閱 表 10).  

<<表 10>>2007 年全球 10 大筆記型品牌市場佔有率 

2007 年全球 10 大筆記型品牌市場佔有率 

HP 22.50%

Dell 14.70%

Acer 14.90%

Toshiba 10.50%

Lenovo(IBM) 8.20%

Fujitsu Siemens 4.70%

Apple 4.60%

Sony 4.50%

Asus 4.30%

NEC 1.60%

Top 10 Vendors 90.50%

Other 9.50%

Tota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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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取代效應的影響 

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腦的＂取代效應＂的影響, 其實就是對

桌上型電腦廠商的影響.  

2.1 是否有取代效應? 

從過去的資料及前一章的預測結果(請參閱 圖 9)來看, 我們發

現＂取代效應＂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存在, 而且看起來 10 內並沒有

結束的趨勢.  

電腦市場是一個成熟市場, 每年仍以 5~15%之間的百分比在成長

(請參閱 圖 11).  

 

<<圖 11>>個人電腦的年成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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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效應的發生最明顯的改變是-筆記型電腦市場佔有率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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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桌上型電腦的市場佔有率會下降. 

但是桌上型電腦的佔有率下降並不一定會對桌上型電腦市場造成

影響, 主要是因為桌上型電腦佔整體電腦市場的佔有率遠高於筆記型

電腦, 就算筆記型電腦有很高的成長率, 但它也只是佔整體個人電腦

市場的一小部份, 遠低於桌上型電腦的市場佔有率. 也就是說-桌上

型電腦的銷售量大, 雖然成長率低, 但每年增加的數量仍然比被筆記

型電腦所取代的數量來得大. 所以每年的銷售量仍然是向上成長, 就

算取代效應存在, 對桌上型電腦業者而言, 並不會產生立即的危機.   

但是當筆記型電腦一直維持高成長, 長時間以後市場佔有率越來

越接近桌上型電腦時, 會產生一個關鍵轉折點, 從這點開始, 筆記型

電腦的高成長, 會造成桌上型電腦的負成長,這就是＂危機＂發生的

地方. 從這個關鍵轉折點開始, 桌上型電腦的市佔率會變成負成長, 

也就是主機板的銷售量會下降.  

2.2 影響何時發生? 

到目前為至我們只預測了取代效應, 但取代效應只是反應筆記型

電腦及桌上型電腦市佔率的比, 並沒有辦法表示整個個人電腦市場的

出貨量. 所以, 我們應用前面相同的方法再做了一次預測.  

我們將延用大部份的解釋變數, 但是將＂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

腦平均售價差＂改為＂個人電腦的平均售價＂,因為我們要預測的是

整個個人電腦的出貨量, 所有個人電腦的平均售價才有解釋力, 而不

是＂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 我們也移除“商用電腦

和家用電市佔率比＂, 因為它明顯不會影響整體出貨量的結果. 

預測的結果如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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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解釋變數的相關係數及 t值檢定表 

 

  

個 

人 

電 

腦 

的 

平 

均 

售 

價 

G 

D 

P 

千 

禧 

年 

危 

機 

硬 

體 

世 

代 

交 

替 

作 

業 

係 

統 

世 

代 

交 

替 

相關係數 -0.8 0.98 -0.04 -0.43 -0.74 

t 檢定 -2.98 10.29 -0.12 -0.12 -3.09 

t 查表值 2.571 2.571 2.306 2.306 2.306 

解釋力 明顯 明顯 不明顯 不明顯 明顯 

依 表 11 我們可以選取＂個人電腦的平均售價＂, “全球 GDP＂

及＂作業係統世代交替＂三個解釋變數來預測＂個人電腦的總出貨

量＂. 預測結果的模型如下: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量 = -269224.21 + ((個人電腦的平均售價)*64.34) + ((全

球 GDP)*34.96) + ((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747.26) 

從模型,可以發現＂電腦的平均售價＂和＂個人電腦的總出貨

量＂是正相關, 但這是不正確的,它和我們的被解釋變數-個人電腦的

總出貨量 是負相關才對. 顯然又有＂共線性＂的問題存在.  

由 表 12 檢示＂相關係數＂結果確實顯示＂個人電腦的平均售

價＂, “全球 GDP＂及＂作業係統世代交替＂三個解釋變俱有高度相

關. 同樣的,  我們依 P 值(請參閱 表 13)決定刪去＂個人電腦的平均

售價＂及＂作業係統世代交替＂, 僅保留P值為0的＂全球GDP＂這個

解釋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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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相關係數檢定表 

 

 

 

 

<<表 13>>P 值檢定表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量 
個人電腦的平均售價 
全球 GDP 
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量 
               個人電腦的平均售價 
                                  全球 GDP 
                                                 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量 
個人電腦的平均售價 
全球 GDP 
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 

現在我們只剩下一個解釋變數-＂全球 GDP＂ ,再做一次預測得到

表 14 如下: 

<<表 14>>GDP 的 t 值檢定表,相關係數及 Durbin Watson 檢定表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量 

全球 GDP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量 
全球 GDP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量    全球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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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如下: 

個人電腦的總出貨量 = -95735.18 + ((全球 GDP)*25.04) 

 

模型看起來符合我們的相關的假設,表示共線性應已排除. 再檢

示 表 14 的 R-Square 為 95.49%, T 值為 10.29>2.571. 但是 Durbin 

Watson 僅 1.15, 表示還有解釋變數未被發現. 但是由於 R-Square 已

達 95.49%, 我們決定使用這個預測結果來計算＂取代效應＂所造成危

機的關鍵轉折點.  

我們將 2000 年到 2006 年的實際資料, 加上 2007 年到 2018 年的

預測資料, 分別依＂筆記型電腦的銷售量＂及＂桌上型電腦的銷售

量＂做出 圖 12 的曲線圖: 

<<圖 12>>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的銷售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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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 很明顯, 一直到2018年, 桌上型電腦的銷售量都維持成長, 並

沒有負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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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初步觀察 

依照我們預測的結果, 造成桌上型電腦廠商＂危機＂的關鍵轉折

點並沒有出現. 表示一直到2018年桌上型電腦廠商都可安枕無憂. 這

也表示桌上型電腦廠商的生意都不會受到＂取代效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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