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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影響與分析 

第 1節: 初步可信度分析 

我們已經預測到未來＂取代效應＂的發生趨勢(請參閱 圖 9), 我

們也預測取得個人電腦總出貨量, 並計出算出筆記型電腦出貨量及桌

上型電腦出貨量的關鍵轉折點(請參閱 圖 12). 

由預測的所有相關檢定來看, 預測的可信度頗高. 預測顯示對桌

上型電腦廠商造成影響的關鍵轉折點並不會出現, 桌上型電腦的市場

緩慢持續成長, “取代效應＂對桌上型電腦廠商並不會產生任何的影

響.  

第 2 節: 加入 2007 年資料 

為驗證前面依 2006 前的資料, 所估計而得的預測結果是否合理?

我們決定加入2007年資料, 重做預測, 看看結果是否有所不同? 我們

取得 2007 的總出貨量為 242153k, 筆記型電腦出貨量為 97192K, 桌

上型電腦出貨量為 144961k,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量比為 

0.67 及 2007 年的 GDP為 13009.6. 重新做“取代效應＂的預測, 我們

得到下列＂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銷售量比＂的預測值(請參閱 表

15).  

<<表 15>>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銷售量比的預測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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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檢視相關的檢定係數(請參閱 表 16), 查看各項檢定的結果, 

不論是 R-Square, T-Value 或是 Durbin Watson 都符合要求, 所以 表

15 的預測值是可信的.  

<<表 16>>t 值, 相關係數及 Durbin Watson 的檢定表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量比 

全球 GDP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量比 
全球 GDP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量比 
全球 GDP 

 

運用相同的方法, 我們利重做個人電腦總出貨量的預測, 並做出

關鍵轉折點的圖如 圖 13: 

<<圖 13>>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的銷售量趨勢圖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年 

千台 

桌上型電腦銷售量 

筆記型電腦銷售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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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加入2007資料後, 桌上型電腦的成長率仍然都是呈現成長的狀況, 

所以造成桌上型電腦負成長的關鍵轉折點在2019年前仍不會出現. 我

們查看“取代效應＂的預測曲線, 並沒有因為加入2007年資料而有大

幅改變.  

第 3 節: “合理＂的假設之一 
銷售量比 

經過一連串的預測, 並加入 2007 年的資料後, 我們從＂取代效

應＂的趨勢圖仍可以看出, 預測值是偏向於保守, 尤其是從2005年到

2007 年間的變化相當的大,但是迴歸預測並沒有反應出這個變化. 如

果我們依實際發生的事實來判斷, 我們發現這個預測過於保守. 由 

圖 14 我們可以看出＂取代效應＂從 2000 年開始都是以向上曲線發展, 

但是預測的結果是一條直線.  

<<圖 14>>＂取代效應＂的預測及實際觀察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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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市以往對市場的直覺, 我們可以假設 2005 年到 2007 年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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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趨勢不會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以 2005 年到 2006 年的斜率及

2006年到 2007年的斜率之間的關係為計算標準, 計算 2008年到 2018

年間的＂取代效應＂如 表 17 及 圖 15 : 

 

<<表 17>>＂取代效應＂,＂桌上型電腦銷售量＂及＂筆記型電腦銷售量＂ 

 

 

 

<<圖 15>>＂取代效應＂預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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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面的＂取代效應＂值我們計算出每年的筆記型電腦及桌上

型電腦的出貨量趨勢如 圖 16. 結果我們發現會造成桌上型廠商的危

機的“關鍵轉折點＂ 在 2008年出現了. 也就是說, 從 2008年開始, 

桌上型電腦的市場已經開始受到筆記型電腦的高成長的影響而出現負

成長, 一直到 2012年, 5年間桌上型電腦的規模僅有 2007年的一半規

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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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銷售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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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節: “合理＂的假設之二 

但依觀察值所得的結果, 顯然太過極端, 這可能是因為只取 3 年

的區間變化做趨勢預測的結果, 如果將區間放大所得的趨勢會較俱說

服力. 我們依 2003~2007 年間的變化平均值取得如下的＂取代效應＂ 

如 表 18 及 圖 17 如下: 

 

<<表 18>>＂取代效應＂,＂桌上型電腦銷售量＂及＂筆記型電腦銷售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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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取代效應＂預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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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面的＂取代效應＂值我們計算出每年的筆記型電腦及桌上

型電腦的出貨量趨勢如 圖 18. 結果我們發現會造成桌上型廠商的危

機的“關鍵轉折點＂ 並沒有出現.  

 

<<圖 18>>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銷售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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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迴歸預測的結果較有科學依據, 但很明顯不符合短期內的實際

觀察, 較適合做為長期的規劃. 而以 2005 年到 2007 年間的變化做為

依據的預測, 雖符合短期內的市場變化, 但對未來的趨勢判斷又太過

於極端. 綜合二種預測的不同極端結果, 我們取 2003 年至 2007 年間

的平均值做預測, “關鍵轉折點＂除了在 2009 年出現以外, 整個預測

結果趨近於迴歸預測. 綜合以上三種預測都有不同的結果. 在使用迴

歸預測及 2003 年到 2007 年平均值的趨勢預測都顯示造成桌上型電腦

負成長的＂關鍵轉折點＂並不會出現, 但以近三年的趨勢做預測的話, 

“關鍵轉折點＂則出現於 2008 年.   

第 5 節: 對桌上型電腦廠商的影響分析 

根據迴歸及平均值的預測, 桌上型廠商除了不用再擴充產能之外,

似乎沒有太大危機. 但如果以近三年趨勢預測的話, 對桌上型電腦

廠商將造成“產能過剩造成過度競爭及獲利縮小＂, ＂通路縮小或消

失＂ 及＂系統設計及製造能力不足＂的危機.  

相對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腦所帶來的危機, 桌上型電腦廠商

將由於＂筆記型電腦產能將出現不足＂及＂Internet 的進化＂ 而帶

來多角化經營的轉機.  

5.1. 產能過剩造成過度競爭及獲利縮小 

前面以主機板為例我們提過桌上型電電腦廠商的商業模式( 請參

閱 圖 14). 事實上, 最上層的供應商不只是主機板廠商而已, 還有機

箱廠商, 電源供應商, 鍵盤供應商, 滑鼠供應商, 散熱模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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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機供應商及螢幕供應商. 上流還有 PCB 板廠, 零子零件供應商, 

連接器供應商等等, 下游還有系統組裝廠等等. 這是一個非常完整, 

而且互相連結的供應鍊. “取代效應＂的發生, 都將對這些廠的未來

產能規劃造成巨大的影響.  

2007 年桌上型電腦的總銷售量是 1 億 4 仟 5 佰萬台, 平均一個月

銷售約1仟 2佰萬台. 但是這並不是桌上型電腦零件供應商的總產能. 

通常為了滿足旺季的需求, 加上ODM廠商要求 953
* 
的交貨效率, 所有

桌上型零件供應商的產能都規劃的比實際需求還多至少 20%. 也就是

說, 桌上型電腦的總產為約 1 仟 8 佰萬台/月.  

當桌上型電腦的需求如預測般的縮小時, 第一年產能就會多出 6

仟 7 佰萬台/月. 這已超過總產能的 3 分之 1. 廠商為了增補產能, 勢

必會削價競爭, 以將轉型或發展新事業前所發生的損失控制到最小. 

這時候, 一些資本較小的廠商, 時常因為無法渡過這段期間而倒閉.  

但是現在台灣的桌上型零件供應商, 事實上已經經過了好幾波的

重整, 現在已經是大者恆大的結果了, 每一家供應商都有一定的資本

規模, 手上現金也都很多. 在這種情形之下, 競爭的情形可能會更為

惡化. 最後都無利可圖.   

5.2. 通路縮小或消失 

桌上型電腦大約55%的市場是由品牌廠商所經營, 另外45%是由區

域品牌所控制. 由於品牌廠商不只是銷售桌上型電腦, 同時也銷售筆

記型電腦, 甚至手機, 印表機, 電視等等, 財力非常的雄厚, 當桌上

型電腦規模變小時, 筆記型電腦銷售量增加, 所以仍可以維持獲利. 

*95%的訂單必須於下單後 3天內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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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區域品牌而言, 由於 90%的筆記型電腦在全球品牌廠商手上, 

區域品牌供應商通常在筆記型電腦的銷售上無法取得優勢, 因此很難

生存. 桌上型電腦可能是唯一的獲利來源.  

當桌上型電腦的銷售量因取代效應而委縮時, 區域品牌廠商可能

會因無法獲利而退出市場, 整個產業的結構將出現重大變化, 最後將

形成全球性品牌廠商控制整個個人電腦市場.  

這是對桌上型零件供應商非常不利的一件事, 前面提過,全球品

牌廠商由於採購量大, 要求的交期準確, 所以供應商為了填補產能, 

通常都是低價接單, 頂多只能損益平衡. 區域品牌的通路才是真正桌

上型零件供應商的獲利來源.  

在因取代效應所造成的產能過剩及區域品牌消失的雙重打擊之下, 

整個桌上型電腦產業又由全球品牌廠商所控制, 桌上型零件供應商的

未來將更為嚴峻.  

5.3.系統設計及製造能力不足 

除了桌上型電腦的零件之外, 桌上型電腦廠商也可以多角化經營

或轉為系統設計及製造商. 但並不是所有桌上型零件廠商都可以轉為

筆記型零件供應商. 傳統桌上型電腦是百分之百標準化的產品, 所有

零件供應商只要依同一個標準設計產品, 都可以被安裝到桌上型電腦

內, 而且確保系統可以正常而且穩定的運作. 所以在桌上型電腦產業, 

每個零件商只要設計好自已的零件就好了, 剩下的就是組裝廠的事了.  

但是, 筆記型電腦由於並不像桌上型電腦有標準化, 筆記型電腦供應

商所供應的都是整機設計的產品, 包含外觀設計, 機構設計, 散熱設

計,主機板設計, 軟體設計等等. 全部都必須自已完成. 所以筆記型

電腦供應商必須俱備有所有零件的設計及整合能力, 這其中還包含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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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設計能力. 這和桌上型電腦供應商每個供應商只會一個零件的設

計及製造是完全不同的. 這也是桌上型電腦廠商要進入筆記型電腦的

一大障礙.  

5.4. 筆記型電腦產能將出現不足 

筆記型電腦到 2012 年, 總銷售量將達 2億 7仟萬台, 這個數量是

目前台灣筆記型電腦供應商產能的 2 倍. 而台灣的一線筆記型電腦供

應商只有廣達, 仁寶, 光寶及緯創, 二線廠除了華碩之外, 還有精英

及微星, 其餘的都轉型生產特殊規模的工業/國防筆記型電腦了. 在

供應商有限, 而且數量需求急速增加的情況之下, 品牌廠商勢必增加

供應商, 否則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 為滿足品牌廠商的訂單的需求, 

筆記型電腦供應商目前的產能不足以應付, 擴充產能勢在必行. 除了

原有的供應商可以再擴充產能之外, 相對的也是桌上型電腦廠商多角

化並將一部份研發及製造資源轉型為筆記型電腦的機會.  

5.5. Internet 的進化   

Internet 從以前的單向傳遞資訊, 到 Web 2.0 的雙向互動, 徹底

改變了整個世界. 下一世代的 Internet 為 Web 3.0, 它將完全改變人

類的生活方式, 甚至是工作的方式都將改變.  

5.5.1. 無縫連網(Seamless Connection) 

Web 3.0 的世界, 網路是無所不在的, 不論你是定點, 或是正在

移動,在家, 郊外或是國外, Web 3.0 的 Internet 都將在你身邊, 而且

不論你如何移動, 都不會斷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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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無縫連網的關係, 你的上網裝置將不會只是一台電腦, 可能

是電視, 可能是手機, MP3, 也可能只是一台單純的上網機等等. 你上

網的地方將不限於辦公室或住家, 可能在火車上, 在汽車內, 在馬路

上, 在任何可能的地方.  

因為筆記型電腦不會唯一的上網裝置, 所以無縫連網將創造出無

數的上網裝置的需求, 而這些需求有的已存在, 有的還沒出現, 這些

都是桌上型電腦廠商轉型的商機.  

5.5.2. 雲端運算 

所謂＂雲端運算＂是指Internet俱有運算的能力, 任何上網裝置, 

只要連上網路, 都可以從Internet取得運算能力. 任何人可以租一台

個人電腦的運算能力, 也可以租10台的運算能力. 而你所需要的只是

一台上網機吧了. “雲端運算＂將創造無數上網裝置的需求, 而這些

上網裝裝置並不需求強大的運算能力(運算能力在Internet上), 只要

一顆SOC晶片加上一套瀏灠器軟體就可以了. 現在SOC
*
 晶片的整合程

度非常的高, 只要加上少數零件, 就可以變成一台上網裝置了, 進入

的門檻並不高, 這也是桌上型電腦廠商的一個商機.  

5.5.3. 在地服務 

所謂＂在地服務＂是 Web 3.0 的一個資訊提供的特色, Web 3.0

可以依你所在的位置, 提供任何你想知道的在地資訊, 或是在你附近

的商家也可以提供任何的資訊或優惠給你(當然你可以拒絶), 甚至你

可以查看你所在的位置是否有你的朋友在附近?  

* SOC: System On a Chip,  是一種多功能晶片, 將多種功能的晶片全部整合在

一顆晶片, 不但降低成本也縮短研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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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你的朋友也可以從網路上查到你所在的位置(同樣的, 你也

可以選擇不提供自已的位置).  

“在地服務＂強調的是“資訊＂的提供, 而這些＂資訊＂並不會

自己產生, 必須要有人去創造, “資訊＂的創造者就是＂資訊＂的提

供者. “資訊＂的接收者是＂人＂, 有＂人＂就有商機. 所以創造＂

資訊＂也是一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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