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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根據個案公司的深度實地訪談與第五章廠商個案分析，本研究發

現人力資源、品牌與商譽是台灣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公認最重要的

資產。技術創新能力、商品化能力、組織決策速度則是業界認為最重

要的組織能力；而較佳的效率、較佳的創新、較佳的客戶回應能力，

則是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至於較佳的品質，已經是廠商在業界生存

的必要條件。本研究將個案公司競爭策略類型與特色整理如表 6-1 所

示；研究結論摘要如表 6-2 所示，分別描述如下： 

 

一. 競爭策略與內部環境之關聯性： 

1. 產品技術創新、較佳的決策效率、與較佳的客戶回應能力，是數

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最重要的組織能力、競爭優勢來源。 

Poter（1985）表示，產業競爭中，技術變革是主要驅動因素之

一，在產業結構的變遷和創造新產業上，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數位

電視是一個新產業，部份數位電視傳輸方式，像是手持式裝置

（Handheld Devices）還再研議中，因此技術創新能力是數位電視接

收設備產業最重要的組織能力、競爭優勢來源。能夠擁有技術創新能

力的公司，可以領先推出新產品、形成業界標準、享有高利潤報酬，

本研究中 T 公司就是一個例子，所以產業中各競爭廠商莫不投入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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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力物力，積極的培養技術創新能力。另外，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

業是個新興產業，產品推出的「速度」是非常重要，W公司就是以決

策速度以及產品開發速度領先業界。因此，較佳的效率與較佳的客戶

回應能力，是除了產品技術創新能力之外，最重要的競爭優勢來源。 

 

二. 人力資源與品牌商譽是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最重要的資產。 

技術創新是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最重要的組織能力之一，而技

術創新需要仰賴素質好、數量多的人力資源，因此人力資源是數位電

視接收設備產業最重要的資產。個案中之 T公司因為有充足的研發人

力資源，因此產品創新能力最佳；而 A 公司長期經營品牌，有助於通

路管理與產品銷售，對提升公司價值幫助很多，所以品牌商譽也是最

重要的資產。 

 

三. 擁有龐大資源的公司傾向採行全球策略，或是多角化策略與垂直

策略聯盟；資源稀少的公司則無此策略。 

企業採用全球策略或是國際策略，就是要移轉有價值的競爭力和

產品，到缺乏這樣的競爭力和產品的國外市場以創造價值。雖然數位

電視接收設備廠商都以外銷為主，但是其銷售模式有所不同，資源（財

務與人力資源）龐大的公司會建立自己的海外子公司，深耕海外市

場，如本研究中之 A 公司與 T 公司；而資源不多的公司，則會選擇局

部市場，透過代理商或是業務代表來協助拓展市場。 

 企業採用垂直策略聯盟是為了強化核心事業的競爭能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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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T 公司藉由向上游策略聯盟，來加強關鍵性零組件的來源掌控，以

及技術資料的提早取得。能夠做這樣的策略聯盟，原因在於 T公司擁

有最多的研發資源，可以和關鍵性零組件廠商進行技術合作，其他公

司則沒有同等的研發資源。 

 多角化是指企業增加不同於既有營運的新事業來提高獲利，通常

當企業擁有自由現今流量（Free Cash Flow）才會採行多角化策略。

本研究個案中，A公司歷史久，穩健經營，財務資源豐富，因此採行

多角化策略，其他公司則還不具備足夠的條件。 

 

四. 採行廣泛差異化與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重視無形資產的累積

與價值；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公司則否。 

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公司強調差異化功能的產品，來創造公司聲

譽與品牌價值，本研究中的 T 公司與 A 公司都很重視品牌價值；採集

中低成本策略的 V公司只專注於滿足電腦附加形式之地面無線廣播數

位電視接收設備的零售市場，V 公司也非常注重創造品牌最佳價值。

而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 W 公司則是強調產品的價值最大化，並

不重視品牌之無形資產價值。 

 

五. 採行廣泛差異化與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必須具備優異的

專業技術能力，採行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則不必然。 

 採行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其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提供跟競爭對手不

同商品或服務，並強調產品功能差異。要建立此一優勢，必須仰賴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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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的專業技術能力來支持。本研究中 T 公司是最好的例子，因為 T 公

司的優異專業技術能力，使其差異化策略最為成功，A公司也採行差

異化策略，也是具備專業技術能力；而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 W

公司同樣也具備良好專業技術能力，使其有能力提供同樣價格、更高

價值的產品。採行集中低成本策略的 V 公司並沒有很好的專業技術能

力，V公司投入相對成熟的市場，並且透過產品的高親和力與同業合

作來彌補技術的不足。 

 

六. 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有變成卡在中間的危險。 

 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必須提供同樣功能但是比競爭

對手便宜，或是同樣價格但是提供更多功能的產品。這個策略橫跨全

面成本領導、差異化與集中化等三種策略，每個環節可能都不是最

好，但是透過有效率的組織運作能力，加起來比競爭對手好一點。長

期而言，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不容易維持持久性的競爭優勢，

如果又沒有累積品牌價值，可能會失去焦點，而變成卡在中間的窘

境。本研究中的 W公司在低價產品面臨 V 公司的競爭，高階產品面臨

T 公司與 A 公司競爭，而且沒有自有品牌與通路，雖然有局部技術領

先優勢，但是仍然面臨競爭者追趕，上下夾擊，有變成卡在中間的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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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競爭策略與外部環境之關聯性： 

 

七. 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對抗替代品威脅的能力較強；另兩

種策略並無法對抗替代品威脅。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若是依照訊號傳輸方式可以分為地面無線廣

播、衛星電視廣播、與有線電視廣播三大類產品。不同訊號傳輸方式

的產品之間，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例如地面無線廣播產品可能被

衛星電視廣播或是有線電視廣播產品取代。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

司，其策略目標涵蓋整個市場，產品線長，有較多不同的產品，因此

能提供不同目標市場所需要的不同產品，所以對抗替代品威脅能力的

能力較強，例如本研究中的 T 公司，而 A 公司也規劃發展不同傳輸方

式之產品，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八. 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對抗潛在進入者威脅的能力較強；

另兩種策略並無法對抗新進入者威脅。 

Poter(1980)表示，產業的進入障礙，主要有八種來源：(1).規模

經濟 (2).產品差異 (3).資本需求 (4).轉換成本 (5).取得銷售通

路 (6).絕對成本優勢 (7).政府政策 (8).預期的反擊。以數位電視

接收設備而言，由於它是屬於技術導向的產業，規模經濟、資本需求、

轉換成本、絕對成本優勢，並不是主要的進入障礙，產品差異和品牌

與通路才是主要的進入障礙。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司，例如本研

究中的 T公司與 A公司，因為掌握品牌與通路以及產品差異化大，對

抗進入威脅的能力較強；W公司與 V公司則相對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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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選擇搭售為其銷售管道的公司，重視與互補品供應廠商之關係；

只選擇零售市場的公司則否。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設廠市場分為零售市場與搭售市場，零售市場

的最終客戶是廣大的消費者，而搭售市場的客戶則是數位電視接收設

備的互補品、播放設備或是系統播放商，例如電視、電腦或是電視公

司，因此本研究中的 T 公司、W 公司與 A 公司，都積極與互補品供應

商建立合作關係，接受客戶委託設計或是進行產品與系統之相關測

試，一方面增加銷售，一方面增加產品與公司的知名度；而 V 公司專

注於零售市場，重視產品本身的行銷，並不特別 重視與互補品供應

商的關係建立。 

 

十. 相對於其他產業而言，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以及供應商關係建

立，對於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廠商的重要性更高。 

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決定廠商的物料成本，攸關產品的競爭力與

利潤之多寡；而供應商關係之建立則與技術規格、技術文件、技術支

援與樣品的取得有關，將影響產品的開發時程甚多，特別是數位電視

接設備的兩項關鍵零組件：調協器（tuner）與解調器（demodulator） 

分別掌握在 2~3 家供應商手中，相對於其他資訊電子產業而言，關鍵

零組件供應商的配合對於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廠商更為重要，因此所有

公司都認為，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以及供應商關係建立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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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競爭策略與功能策略的關聯性： 

 

十一. 採行廣泛差異化與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傾向採取技術

領先策略；採行採行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則傾向採取技術追隨策

略。 

 採行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其競爭優勢的基礎是提供跟競爭對手不

同商品或服務，並強調產品功能差異。要建立此一優勢，除了優異的

專業技術能力來支持之外，也要採取技術領先策略，尋求創新，例如

本研究中的 A 公司與 T 公司。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為了

做到一樣的價錢更高的價值的產品，必須儘量使用創新的技術或是方

式來達成，所以也傾向採取技術領先策略，例如 W 公司。採行集中低

成本策略的公司，通常利用較低價格爭取消費者認同，因此目標市場

選擇相對較成熟的市場，一方面技術門檻不高以避免產品出錯，同時

有更多供應商的選擇，所以在技術上採取技術追隨策略，例如 V公司。 

 

十二. 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傾向發展廣泛的產品線；採行集

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則傾向發展較窄的產品線；採行最佳價值提供

者策略的公司居中。 

採行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其目標市場涵蓋較廣，因此產品發展策略傾

向廣泛的產品線 以供應較廣的目標市場，例如本研究中的 A公司與 T

公司。採行採行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專門滿足特定市場區隔的客

戶，因此產品發展策略傾向較窄的產品線，例如 V 公司。採行最佳價



 8

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的目標市場居中，因此產品發展策略也居中。 

表 6-1 個案公司競爭策略類型與特色 

策略類型 廣泛差異化 集中低成本 最佳價值者 廣泛差異化 

個案公司 T 公司 V 公司 W 公司 A 公司 

公司願景 維持業界領導廠

商地位，成為最大

供應商 

建立品牌最佳價

值 

成為出貨量最大

公司 

維持持續性成長 

目標市場 涵蓋電腦應用的

整個市場 

電腦應用的單一

市場區隔 

電腦與電視應用

的局部市場 

涵蓋電腦應用的

整個市場 

產品線 廣，但是缺乏電視

應用類產品 

窄，集中於無線廣

播電腦應用類 

居中 廣，但是缺乏電視

應用類產品 

品牌策略 自有品牌+ODM 自有品牌 ODM 自有品牌+ODM 

資產 品牌與商譽、作業

系統認證 

品牌與商譽  品牌與商譽、作業

系統認證 

能力 技術創新能力、 

商品化能力、 

組織決策速度 

通路管理能力、 

產品親和力 

商品化能力、 

客戶委託設計能

力、組織決策速度 

通路管理能力、 

產品親和力、 

商品化能力 

競爭優勢來源 較佳的效率、 

較佳的創新、 

較佳的客戶回應

能力 

較佳的品質 較佳的效率、 

較佳的客戶回應

能力 

較佳的品質、 

較佳的客戶回應

能力 

外部因素影響程

度 

不怕新進入者威

脅與替代品壓力 

  不怕新進入者威

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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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結論摘要 

一.產品技術創新、較佳的決策效率、與較佳的客戶回應能力，

是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最重要的組織能力、競爭優勢來源。

二.人力資源與品牌商譽是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最重要的資

產。 

三.擁有龐大資源的公司傾向採行全球策略，或是多角化策略

與垂直策略聯盟；資源稀少的公司則無此策略。 

四.採行廣泛差異化與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重視無形資產

的累積與價值；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公司則否。 

五.採行廣泛差異化與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必須具備

優異的專業技術能力，採行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則不必然。

一. 競爭策略與內部

環境的關聯性： 

 

六.採行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有變成卡在中間的危險。

七.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對抗替代品威脅的能力較

強；另兩種策略並無法對抗替代品威脅。 

八.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對抗潛在進入者威脅的能力

較強；另兩種策略並無法對抗新進入者威脅。 

九.選擇搭售為其銷售市場的公司，重視與互補品供應廠商之

關係；只選擇零售市場的公司則否。 

二. 競爭策略與外部

環境的關聯性： 

十.相對於其他產業而言，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以及供應商關

係建立，對於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廠商的重要性更高。 

十一.採行廣泛差異化與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傾向採

取技術領先策略；採行採行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則傾向採

取技術追隨策略。 

三. 競爭策略與功能

策略的關聯性： 

十二.採行廣泛差異化策略的公司，傾向發展廣泛的產品線；

採行集中低成本策略的公司，則傾向發展較窄的產品線；採行

最佳價值提供者策略的公司居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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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建議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處於成長初期，產業環境變化很大，新舊

廠商家數持續增加，產業中有多公司競爭，但是多數廠商的市場佔有

率仍不大，產業的龍頭寶座，仍然是開放競爭。各家公司莫不絞盡腦

汁，採取各種不同策略，其中包括廣泛差異化、最佳價值提供者、集

中低成本策略等，每個公司都希望最早建立經濟規模，成為其目標市

場之領導廠商。大家看到此一新興產業未來成長可期，是一個嶄新的

舞台，有機會讓老公司更上層樓，讓新公司出人頭地，也因為這個產

業充滿了許多可能的機會，所以廠商應該仔細規劃，擬定最佳策略，

儘早卡位。在此本研究提出策略以及產品發展之實務建議，分別敘述

如下。 

 

一. 廠商策略管理 

 

1.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現階段處於成長初期，成長潛力雖然大，但

是市場規模仍不大。廠商在此階段需要投入大量的開發成本，宜採用

差異化策略，專注於產品差異化與新的區隔市場、找尋新的配銷通路、

採取中高價路線、引發顧客對新產品產生興趣，並創造品牌偏好。如

此不僅對個別廠商有益，對整個產業也比較能夠朝健康的方向成長。

這個時候若是一味地採用全面成本領導策略，以低價搶佔市場，恐怕

自己無法回收已經投入的開發費用，而且使整個產業變的無利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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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屬於科技產業，關鍵零組件之主要晶片供

應，掌握在外商以及少數國內廠商手中，接收設備廠商應該多加強與

主要晶片供應商之關係，進一步採取策略聯盟，以掌握最新訊息與技

術來源。例如本研究中的 T公司與 W公司，都朝此方向進行。 

 

3. 較佳的效率、與較佳的客戶回應能力，是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

最重要的組織能力，廠商應該加強組織決策速度與產品開發速度，以

因應快速成長的市場需求。例如本研究中的 A公司規模最大、擁有最

多的資源，但是組織決策速度與產品開發速度不夠快，讓反應快速的

T 公司與 W 公司迅速崛起，在數位電視領域超越 A 公司，所以 A公司

應該要加強決策與開發速度，使其資源發揮最大功效。在此變動快速

的產業，速度是生存的重要條件，不僅是 A公司，業界所有廠商都需

要加強產品開發速度，以爭取勝出的機會。 

 

4. 廠商應該要充分利用自身的競爭優勢，衡量外部環境因素，擬定

最佳競爭策略。屬於技術領先或是技術局部領先的新進廠商，可以趁

勢建立與累積品牌與商譽的價值，佈建自主性通路，以提昇公司整體

價值。本研究中的 T 公司，就是利用其技術領先的優勢，建立自有品

牌的知名度，累積一定的聲譽，為公司增加價值。而 W公司，雖然有

技術局部領先的優勢，但是選擇只做 ODM 業務，雖然短時間業績成長

迅速，但是喪失建立品牌與自主性通路的機會，對公司長期發展不一

定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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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發展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雖然處於成長初期，然而產業深受介面規

格變遷的影響，加上多媒體晶片功能不斷推陳出新，產業變遷非常快

速。各家廠商必須具備良好且迅速的技術開發能力，以因應市場需求

快速之變化。此外，由於產品的生命週期較短，新產品推出的速度很

快，廠商必須判斷趨勢，生產最適當之產品，才能免於被淘汰的命運。

同時廠商也應該往高階與整合性產品發展，避免過多廠商追逐低階產

品市場，削價競爭。 

台灣的有線電視用戶超過八成，數位地面無線電視雖然已經全面

開播，但是目前現有的有 13 個頻道，數目遠低於有線電視頻道數目，

尚不足以吸引更多的收視戶，市場有限。而歐洲地區，例如英國與德

國，動輒有 30~40 個免付費頻道，所以數位電視用戶成長快速，因此

台灣的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廠商，都是以外銷為主，著眼於國際市場。

台灣廠商在這個產業全球價值鏈中，能夠發揮、佔有一席之地的產品

除了硬體之外，也有其他機會，例如中介軟體、應用軟體等。對於台

灣廠商未來在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的產品發展機會，本研究提出建

議如下： 

 

1. 電腦附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設備 

台灣在資訊電腦產業佔有全球重要地位，供應全球主要的電腦硬

體設備，上下游供應鏈完整，熟悉市場與客戶。因此台灣廠商非常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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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投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從事電腦附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設備

開發，台灣廠商比其他國家更有優勢與條件。 

2. 整合家庭娛樂功能之高階數位機上盒 

電視完全數位化還有一段距離，在這段過渡時期一般低階數位機

上盒還有成長空間。但是價格過於競爭，而且早晚也會被數位電視機

取代，所以廠商應該要改變產品定位，往高附加價值、能擷取電視節

目、編輯、儲存，同時考慮互動式應用與整合家庭娛樂功能等等的高

階數位機上盒發展。高階數位機上盒未來很有成長空間，將會與數位

電視機同時進入許多家庭的客廳。 

3. 中介軟體 

 中介軟體是台灣廠商可以發揮與考慮的發展方向之一，目標是取

代如 OpenTV 之現有的國外大廠。國外大廠價格昂貴，而且對台灣廠

商支援程度不夠，台灣廠商可在大廠尚無法充份支援中文前，占得一

片內需市場，甚至有可能爭取部分的國際市場。眾多中介軟體中，目

前以 DVD-MHP 的標準最被看好。另有一塊是條件式接收系統

（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是數位電視必要的客戶收視資格

認證系統，目前台灣的技術稍為落後，但要趕上並不困難，如果有獲

系統業者採用，也是非常大的商機。 

4. 應用播放軟體 

 應用播放軟體也是另一個台商值得投入的，相較於中介軟體，獲

利較為穩定，但因進入門檻較低，中小型軟體廠商也可以加入，應用

軟體的附加價值將隨競爭慢慢地降低。產品的多樣性、人性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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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相容性、品牌優勢決定產品的競爭力大小。此類應用播放軟

體一般是與數位電視接收產品或是電腦一起搭售，通常數量很大，但

是單價低，利潤不高，廠商必須以量取勝。 

 

三. 區域市場發展 

本研究就數位電視接收設備之區域市場發展，提出以下之建議： 

 

1. 歐洲地區  

此一區域是目前我國數位電視接收設備主要的市場，無線地面廣

播數位電視應用普及，成長性佳，2005~2007 年將有爆發性成長，廠

商應該積極投入，新進廠商尤不可缺席，此區域屬於即刻應該投入的

市場。 

2. 亞洲地區 

中國大陸之無線地面廣播採用歐規之 DVB-T 系統，因此對於現有

廠商而言，產品無須修改容易導入。然而大陸地區的數位電視播放內

容仍然不足，目前應用尚未普及，但是隨著 2008 年北京奧運的腳步

接近，相信數位電視的普及終將來臨，收視戶會逐步增加，2007~2008

年應該有很高的成長，因此廠商應該留意中國大陸地區的相關進展， 

隨時準備提早卡位、佈建通路，以面對將來中國大陸本土廠商激烈的

競爭。日本的無線地面廣播採用獨特的規格與世界各國不同，開播日

期延誤，因此廠商現階段只能觀望，留意後續發展。韓國採用美規無

線地面廣播系統，不像日本是封閉系統，後續有機會大幅成長，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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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開始佈局，尋找通路夥伴。  

3. 美國 

美國的數位電視以有線電視傳輸為主，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為有線電

視機上盒，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掌握機上盒的規格制定與銷售，收視戶

無法在一般零售市場取得，必須跟有線電視業者購買或是租用，如此

封閉的市場一般廠商很難進入。因此廠商可以把目標放在無線地面廣

播的 15%市場，此類產品目前台灣廠商投入的不多，但是必須面對美

國市場價格必較激烈的競爭。  

1. 台灣 

台灣的電視收視戶以收看有線電視為主，有線電視數位化尚未開始， 

而無線地面廣播之數位電視，雖然政府與無線電視系統業有心推廣， 

但是節目內容不多、頻道太少，所以收視戶仍少，數位電視接收設備

市場有限，多數的廠商都以外銷為主，因此不建議廠商投入太多行銷

資源於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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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撰寫，力求理論與結構的完整，訪問過程與資料收集也

儘量尋求真實性，以維護研究的客觀。但是仍不免有主客觀因素，形

成本研究之限制，如以下之描述： 

 

一. 本研究採行個案研究方法，而非量化之分析，資料分析時可能會

受主觀意識，影響研究成果之客觀性。 

二. 本研究深度實地訪談之對象皆為個案公司之高階主管，受訪者對

於訪談問題所做的回應，可能會為了保護公司的商業機密，或是

維持公司形象，而有所斟酌或是保留，影響所提供資訊的真實性，

進而影響研究成果之客觀性。 

三. 本研究所選擇之個案公司在產業中具有某種程度的代表性，但是

個案數量有限，尚不足以代表產業內所有廠商，所以本研究之結

論，可能不足以代表產業內普遍性之原則。 

四. 本研究之產業尚屬於萌芽階段，次級資料蒐集不易，而廠商個案

數不多，產業歷史不長，未來變數仍多，因此所分析得到的結論，

可能無法代表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未來之長期趨勢。 

五. 本研究重點在於競爭策略之探討，行銷組合、行銷策略著墨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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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 由於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尚屬於起飛階段，時間不長、廠商數

量少且個別公司的專屬資料蒐集不易、產業次級統計資料也不

足，因此未來後續研究者可朝量化的研究進行，對產業研究的時

間加長，作更深入之探討。 

二. 數位電視移動式應用，例如手持式裝置（Handheld Devices）、

個人數位助理（PDA）、手機等等，是收看數位電視很理想的平台

（Platform），一旦傳輸規格確定之後，深具成長爆發力。因此，

後續可以留意數位電視移動式應用，進行研究。 

三.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長期而言將往兩極化發展：一個是內建模組，

一個是朝高階多媒體設備之媒體中心（Media Center）或是媒體

閘道器（Media Gateway）發展，整合電視接收、個人數位錄影、

寬頻上網等功能。一旦數位電視接收設備朝整合性產品發展時，

產業界線趨向模糊，廠商所面對的競爭環境將更加複雜，競爭策

略與今日必定有所不同，此一議題，亦值得後續研究者探討。 

四. 當數位電視接收設備之產品生命週期演進到成長期或是成熟期、 

產品市場規模達到大宗市場時，廠商之競爭策略亦將有所不同，

後續研究者可以留意此一發展，進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