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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A 公司轉型發展與策略分析-4C 架構分析 
 
 

前一章節已針對個案建碁公司的成立背景、經營策略、定位、

產品架構與業務發展狀況及公司發展的困境與挑戰作逐一說明與

解釋，此章節將利用 4C 架構來分析個案公司所應採取的轉型及

策略方向。 

 
 

第一節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策略分析 

 

一、 主機板及顯示卡產品 

 

電腦零組件之主機板和顯示卡之主要競爭對手如華碩、技

嘉、微星等，皆搶奪 OEM 訂單擴大產能、降低採購及生產成本、

並降低市場售價擴大市場佔有率。建碁的主機板事業規模並無法

在成本上取得優勢僅能在中高階產品與之競爭，為此市場佔有率

無法有效擴張。 

 

建碁已發展很久的主機板及顯示卡產品因而培養許多開發設

計人才，並能設計出有差異化(Differential Strategy)的創意功能、

並提升節約能源等附加價值，在中高階產品之競爭取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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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碁致力於小型化的發展，所以買者願意支付較高的金額採

購建碁的 Mini ITX 的小型主機板。 

 
 

消費者之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建碁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中 

競爭者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低 

 

二、 光電產品 

 

光電產品之主要競爭對手建興、明基、華碩、三星、樂金亦

是以 OEM 訂單擴大產能、降低生產成本、並與荷商或日商進行

策略聯盟以降低支付權利金。低毛利高權利金是此產業的一大競

爭壓力。 

 

建碁已發展多年的光電產品因而培養許多開發設計人才並發

展許多的光電整合專業知識及專利防震設計，可快速將新技術商

品化。 

 
 

消費者之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建碁的光電事業 中 

競爭者的光電事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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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殼產品 

 

大陸當地的鐵材加工廠經由與台商的合作學習了機殼的設計

與生產， 提供非常有競爭力的低階機殼產品並滿足了開發中國家

的需求。鴻海企業利用集團之垂直整合及大量生產的能力提供了

非常有競爭力的低階機殼產品，因而使建碁在低階機殼的競爭中， 

無法獲取有效利潤。 

 

建碁在宏碁內部時已提供宏碁電腦系統使用之專利無螺絲設

計等易於組裝之機殼，之後亦提供最小 Book Size 機殼符合

MicroATX 的主機板使用，在業界一時成為競相模仿之對象，並繼

續往小型化的機殼設計發展。 

 

建碁是從宏碁獨立出來，是唯一零組件公司但是用系統設計

的概念來發展、開發、設計零組件，所以擁有很強的機電整合能

力，並擁有完整的電腦系統測試流程，包含風流測試、熱流測試、

相容測試及落下測試等，可將電腦系統設計的相當輕巧而不會發

生系統過熱之問題，這是許多零組件生產廠商所很難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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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建碁的機殼事業 低 

競爭者的機殼事業 低 

 

四、 小型化準系統 

 

因小型化準系統的市場尚未成熟，故此市場並沒有大型競爭

者，為此建碁的多年致力小型化的開發與市場領先推出，能在成

本上及市場上取得優勢。同時小量多樣的生產及採購模式，在工

廠端是要有一定時間的學習曲線才能做到彈性生產的模式。 

 

小型化準系統因符合 Intel 的發展方向，故獲得 Intel 在晶片組

成本或行銷方面的補助，使建碁的小型化準系統更有競爭力，但

因高規格及高單價因素，是屬利基市場，整體市場需求還不大。 

 

建碁小型化準系統提供客戶組裝之服務、整合及測試成為準

系統的形式出貨，以節省個別零件遠距離的運輸成本。 

 

建碁是有完善的系統設計的概念及擁有很強的機電整合能

力，並擁有完整的電腦系統測試流程，包含風流測試、熱流測試、

相容測試及落下測試等，可將小型化準電腦系統設計的相當輕巧

而不會產生系統過熱之問題，這是許多零組件生產廠商所很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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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的。 

 
 

消費者之外顯單位效益成本 

建碁的小型準系統 低 

競爭者的小型準系統 中 

 

五、 其他 

 

建碁的零組件具有多樣性的發展，能以“One Stop Shopping”

的概念，讓買者一次購足，可以將不同產品合併出貨(Combine 

Shipment) 以節省客戶訂單、付款處理及運送費用等問題。 

 
 

第二節 資訊搜尋成本策略分析 

 

一、 主機板及顯示卡產品 

 

電腦零組件之主機板和顯示卡之主要競爭對手如華碩、技

嘉、微星因其在板卡業務的專注發展及較大生產規模使其有較佳

的銷售量與市場佔有率，當其擁有節節上升的市場佔有率後、其

產品曝光度亦直接幫助其建立品牌知名度。建碁的板卡事業規模

並無法突破前三名的市佔率，在品牌的效應上相較於這三家廠

商，是明顯薄弱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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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碁設計出許多有創意及高附加價值的主機板，得到專業玩

家及媒體的注意，同時將主機板朝標準化及小型化的方向發展。 

 

建碁強調產品在地化(Localization)，故在早期以提出符合各地

區的多國語言版的網站、各地語言的說明書等、並與各地的主要

媒體互相串連與產品資訊即時分享。 

 
 

消費者之資訊搜尋成本 

建碁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中 

競爭者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低 

 

二、 光電產品 

 

光電產品在長期領先競爭對手後而在消費者心目中留下建碁

是光電公司的印象，即使之後建碁在此事業無法在成本競爭優勢

上繼續領先，但其品牌知名度還是存在於消費者心中。 

 
 

消費者之資訊搜尋成本 

建碁的光電事業 低 

競爭者的光電事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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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殼產品 

 

從建碁早期提供機殼予宏碁系統使用，在市場上慢慢建立了

建碁機殼是堅固耐用的品質保證，同時又有各國安全規章的認

證，獲得許多加值型經銷商(Value Added Reseller，VAR)及系統整

合商(System Integrator，SI) 的喜愛，並且在公司行號及組裝市場

上，建立良好的品牌知名度。 

 

建碁的開發團隊設計開發出非常有個性化的 G 系列機器人造

型機殼、創意的堆疊式的小型機殼 S120 及可省運費的摺疊式 F

系列的桌上型機殼，榮獲世界各地媒體的報導。 

 

建碁的技術領先而使小型化機殼能領先競爭對手，同時也獲

得規格較嚴謹的標案的選擇。 

 
 

消費者之資訊搜尋成本 

建碁的機殼事業 低 

競爭者的機殼事業 低 

 

四、 小型化準系統 

 

建碁 XC Cube 是繼浩鑫電腦後推出小型化桌上型準系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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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創新多媒體影音功能與個性化設計，獲得全球媒體的報導及獲

高度評價，EZ 系列產品並獲日本 G-MARK 工業設計大獎。 

 

建碁領先世界推出第一台 Intel 晶片與微軟的 XP 軟體的 Mini 

PC 與 Apple 的 Mac Mini 讓消費者作比較，不論從外型、價格、

功能、升級方面等，獲大量媒體的報導有關建碁在迷你電腦的領

先與努力。 

 

建碁 AOpen 品牌是專注於零組件產品，在小型電腦的發展上

是較難讓消費者對此種產品與建碁品牌有所聯想或是增加其購買

信心。 

 
 

消費者之資訊搜尋成本 

建碁的小型準系統 低 

競爭者的小型準系統 中 

 

五、 其他 

 

建碁在 1992 年成立以來就有明確的公司定位，即是

Components Solution，在組裝市場提供客戶一次購足的多樣化及差

異化電腦零組件供應商，並持續以此品牌及定位在全世界推廣，

有別於初期發展主力在生產主機板及顯示卡的華碩及技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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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碁長期經營的各地分公司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大陸、

亞太，並在俄羅斯、 西班牙、 韓國、 印度、 巴西設立辦事處， 

將公司理念與產品推行至全球各代理商、加值型經銷商與系統整

合商等客戶並與各地代理商合作舉辦研討會(Seminar)、產品發表

會(Roadshow)以推廣品牌概念與產品發展方向予消費者。 

   

建碁以差異化及產品創新獲消費者肯定，並慢慢建立品牌信

心外，並於許多重要國際展場，如：美國 CES、德國 Cebit 及台

灣 Computex 等地促銷 AOpen 的 Components Solution 的品牌形

象、精神與價值。並受世界各大媒體的注視並有密切的資訊交流，

也因此，每年推出的新產品皆能在評比中獲得獎項或是榮獲編輯

推薦、更獲得多次國家精品獎的肯定。 

 
 

第三節 道德危機成本策略分析 

 

一、 主機板及顯示卡產品 

 

建碁公司主機板除獲得一些地區通路品牌的 OEM 生意，並

在世界各媒體獲得無數的主機板及顯示卡的報導及編輯推薦，並

連連在日本市場站上零售排行銷售冠軍。 

建碁在小型化的領先並專注於 Intel 晶片組的開發，也讓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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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建碁小型主機板的購買深具信心。 

 
 

消費者之道德危機成本 

建碁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中 

競爭者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低 

 

二、 光電產品 

 

光電產品長期與日商配合，尤其是與日本理光 Ricoh 技術合

作生產可燒錄式光碟機(CDRW)及可燒錄式 DVD (DVD Burner)， 

領先競爭對手在市場推出，讓消費者放心採購建碁的光電產品，

並建立品牌信心於消費者心中。 

 

建碁的光電產品因與日本廠商技術合作，並能快速將其技術

商品化推出市場，屢屢獲世界各地雜誌的推薦及獲得高度的評價。 

 

建碁公司除了得到宏碁之 OEM 光電產品訂單外，並獲得

Philips、Dell、Ricoh 等大廠的訂單，大廠的背書可證明建碁產品

的競爭實力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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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道德危機成本 

建碁的光電事業 低 

競爭者的光電事業 低 

 

三、 機殼產品 

建碁公司在和宏碁分家之後，宏碁還是依然向建碁採購約 12

升的小型化 Book Size 機殼。除了得到宏碁之 OEM 機殼產品訂單

外，並獲海爾、明基等大廠的採購，可證明建碁產品的競爭實力

與品質。 

 

建碁與 Intel 緊密合作，並跟隨 Intel 的發展方向，皆能快速配

合推出 Intel 所發展的架構如 ATX，BTX 及 Mini ITX 機殼，Intel

也同時推薦建碁的機殼與其通路商使用，有 Intel 的認證與推薦，

增加了購買者的信心。 

 

建碁的機殼因有系統設計的開發概念及快速將 Intel新架構快

速商品化的推至市場，同時又有許多新的創意及專利設計，屢屢

獲世界各地雜誌的推薦及獲得高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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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道德危機成本 

建碁的機殼事業 低 

競爭者的機殼事業 低 

 

四、 小型化準系統 

 

藉由 Intel 對小型化電腦趨勢的主導及對建碁公司的背書，可

消除消費者的道德危機成本的疑慮，同時，採用 Intel 筆記型電腦

的微處理器及晶片組，更可降低消費者的購買疑慮。 

 

Mini PC 除在零售通路的銷售外並接獲大型 OEM 的訂單來降

低其它買者的道德危機成本的考量，同時，也藉 OEM 客戶對品

質的嚴格要求，提升工廠的生產品質。 

 

建碁 AOpen 品牌的建立主要還是在零組件的零售通路，因此

零組件的品牌要轉移至小型化電腦的品牌形象將需要有一系列的

計畫與策略執行。 

 
 

消費者之道德危機成本 

建碁的小型準系統 中 

競爭者的小型準系統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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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 

 

建碁因為是獨立於宏碁公司，而宏碁集團在施振榮先生的正

派經營的形象影響下，較容易建立給消費者可信賴的品牌形象。 

 

建碁之全球佈局海外分公司已有許多年之久、並於分公司據

點提供售後服務之保障，同時建碁在海外與當地排名第一或是第

二的通路商或是當地可信賴的代理商合作，以降低購買者對品質

及售後服務的疑慮以降低消費者道德危機的考量。 

 
 

第四節 專屬陷入成本策略分析 

 

一、 主機板及顯示卡產品 

主機板及顯示卡的設計雖屬標準架構，但其硬體設定之方

式，如跳線(Jumper)的設定、BIOS 的控制或是組裝便利性，各家

設計不盡相同，但其規則及原理相似，消費者可以輕易的按照操

作手冊的說明來完成組裝及功能設定。  

 
 

消費者之專屬陷入成本 

建碁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低 

競爭者的主機板及顯示卡事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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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電產品 

 

光電產品的同質性過高，同時沒有與主機板的相容性問題，

所以很難產生專屬陷入成本的限制。 

 
 

消費者之專屬陷入成本 

建碁的光電事業 低 

競爭者的光電事業 低 

 

三、 機殼產品 

 

機殼產品的同質性很高，除組裝在機殼上的電源供應器以

外，一般在與主機板及其他零組件的組裝上，不太會產生相容性

的問題，除非是高階規格的伺服器產品，有其特殊機構設計不易

組裝，雖然如此還是可以按照操作手冊的說明來完成組裝。  

 
 

消費者之專屬陷入成本 

建碁的機殼事業 低 

競爭者的機殼事業 低 

 

四、 小型化準系統 

 

建碁針對小型化準系統的愛用者不定期推出促銷回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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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提供個性化服務予消費者，使其可以提供自己的照片由建碁

將其客製化的印在準系統的上蓋，成為獨一無二的個性化準系

統，或者推出限量的紀念版機種、僅回饋於 AOpen 的忠實愛用者。

另外提供消費者可以選購專為小系統所搭配的周邊商品及應用配

件，可以選擇應用配件將小系統固定於顯示器及液晶電視的下

方、後方或其他應用需求。 

 

另在日本媒體推出 「Are you AOpen? 」的廣告來激發 AOpen 

愛用者的向心力，並提供這些愛用者參加 AOpen 技術說明會，並

提供名額招待至台灣參觀公司與工廠，以了解 AOpen 的內在精神

與文化。 

 

成立 AOpen 小型化論壇，讓 AOpen 產品的購買者有一個相

互討論的平台，同時若消費者有其技術問題時，AOpen 人員將透

過此平台儘速回應，以提供愛用者特別的服務。 

再者 Mini PC 的硬體設計及功能與蘋果電腦 Mac Mini 相

似，但是 Mac Mini 有更完善的周邊連結介面與服務，蘋果電腦除

硬體的創新外，同時提供更人性化的軟體介面，並與蘋果其他產

品通過網路或是下載共同組成數位革命的概念。這是蘋果電腦非

常擅長的品牌價值與專屬設計，但是建碁的小型化準系統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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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是採取 Intel 晶片組的開放架構，可以減少消費者的專屬陷入

成本，讓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微處理器的規格或是購買之後的升

級更換，同時在硬碟及記憶體也設計為標準規格，讓消費者可以

輕易組裝、升級或是維修。 

 
 

消費者之專屬陷入成本 

建碁的小型準系統 中 

競爭者的小型準系統 高 

 
 

第五節 總結 4C 架構分析 

 

上述章節已利用 4C 架構分別分析建碁公司的各主要產品線

與主要競爭對手的競爭狀況，特將整體競爭狀況歸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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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總結 4C 架構分析表 

 消費者之

外顯單位

效益成本 

消費者之

資訊搜尋

成本 

消費者之

道德危機

成本 

消費者之

專屬陷入

成本 
建碁的主機板

及顯示卡事業 中 中 中 低 

競爭者的主機

板及顯示卡事

業 
低 低 低 低 

建碁的光電事

業 
中 低 低 低 

競爭者的光電

事業 
低 低 低 低 

建碁的機殼事

業 低 低 低 低 

競爭者的機殼

事業 
低 低 低 低 

建碁的小型準

系統 低 低 中 中 

競爭者的小型

準系統 中 中 高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