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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廠商個案分析 

 

第一節 個案一：T 公司 

 

一. 公司背景與沿革 

 

T公司設立自1996 年，一步一腳印的以「最佳數位視訊科技解決

方案提供者」為公司願景向前邁進。自成立以來，即致力於數位影像

多媒體技術的研設，研發方向包括數位電視接收產品及 IA Box。T公

司的重要里程碑如下: 

1999 年  通過 ISO-9001 認證。 

2001 年  率先推出完整的衛星/有線/無線「免費接收（free-to-air）」

數位電視接收系列產品。 

2004 年  領先全球推出可接收付費節目的數位無線電視卡。 

2005 年  計畫在台灣證卷交易所掛牌上市。 

 

T公司目前擁有150名員工，分布於台灣、美國及大陸。其中有 80

名為研發工程師，主要著重於硬體應用、硬體及驅動程式設計的研

發。由於擁有整合資料處理、歡體應用開發的核心技術，T公司不斷

推出創新領先的數位電視接收系列產品。 

在台灣，T公司是第一家成功推出數位電視接收卡的領導廠商，

並以此優勢成功拓展了歐洲以及北美的數位電視市場。T公司領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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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推出完整的衛星/ 有線/無線免費接收（free-to-air）數位電視接

收系列產品，也在 「接收條件」 （Condition Access/ Common 

Interface）的專精領域有深入的研究，T公司數位電視接收系列產

品，符合歐洲、日本、美洲規格並支援 Windows、WinCE及Linux等作

業系統。 此外，2004上半年T公司開發了應用軟體 X-Data，支援衛

星上網 （nternet via Satellite）功能，可以高速瀏覽網頁及下載

檔案，並且領先全球研發出應用於 Windows CE NET 4.2 作業系統之 

DTV Driver。 

 

二. 公司願景與目標市場 

 

有著領先同業的技術能力，T公司以「最佳數位視訊科技解決方

案提供者」為公司願景向前邁進。T公司的營運目標是計畫在2005年

在台灣證劵交易所掛牌上市，成為全球第一大數位電視接收系統研發

製造廠商。 

T公司的目標市場鎖定電腦附加形式之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如表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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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T公司之目標市場 

訊號傳輸方式 

 

播放方式 

地面無線電視廣

播 

衛星電視廣播 有線電視廣播 

電視機 

 

   

電腦 

(桌上型或筆記型) 

● ● ● 

其他移動式裝置；例

如：車用顯示器、手持

式裝置(Handheld 

device)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三. 公司策略與營運模式 

 

1. 業務型態方面，T 公司初期選擇發展自有品牌，以「XXX-Plus」

品牌行銷各國。T 公司尋找各市場可長期穩定配合的零售市場代理

商，建立國內外經銷體制，打開品牌知名度。同時配合公關在行銷上

造勢，並致力取得國內外各類獎項，來提昇公司及產品之知名度。另

外，T公司也打算以快速彈性配合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ed）及

原始設計製造（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專案，提供

專業代工（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設計服務能力。

T 公司以品質為導向，在國際上開發新市場及新客戶，主要以 ODM 客

戶為主，藉由 ODM 客戶對品質的嚴格要求，以達到建立品質與產量之

初期目標，並藉以提高市場佔有率，將競爭對手摒除於門外，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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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T 公司打算自有品牌與 ODM 雙軌並行。T公司策略如圖 5-1 所示。 

 

 

 自有品牌與 ODM 並行   

  

 

  

 以領先的技術 

不斷推出新產品 

 與上游供應商策

略聯盟 

  

 

  

 成為業界最大供應商 

 

  

圖 5-1 T 公司策略與目標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2. 產品規劃部份，T 公司一開始就避開競爭激烈的電視應用端的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 「數位機上盒」（Digital Set Top Box），而選

擇專做技術門檻較高，專供電腦使用的電腦附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設

備產品切入。由於投入研發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的時間較早，T公司目

前領先業界推出齊全的產品線，是唯一可以推出完整的衛星/有線/無

線免費接收（free-to-air）數位電視接收系列產品的台灣廠商。 

 

3. 中期瞄準和系統整合、主機板（Mother Board）和顯示卡（VGA 

card）廠商合作，從事「搭售」（bundle）業務，把電腦附加形式數

位電視接收卡或是模組（module）等的內置式數位電視接收器，放入

電腦主機板一起販售。長期以和國內外各電視台、系統播放商（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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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er）和多系統經營管理廠商（MSO：Multiple-System 

Operator）為目標共同合作開發數位電視市場，提供更多的服務，例

如：互動電影、隨選電影（Vedio On Demond）、電視購物（T-Commerce）。 

4. 歐洲是 T 公司目前主要的市場，目前 T 公司與歐洲當地代理

商合作，一起規劃行銷公關與售後服務的活動。同時 T公司也規劃設

立國外分公司服務的據點，就近貼近市場、服務客戶，以掌握海內外

最新的市場需求。長期業務發展方面，T 公司準備開拓美洲與日本市

場，針對該市場之規格發展相對應之數位電視接收系統產品。 

5. T 公司也進行與上游晶片及 Tuner 供應廠商策略聯盟，除確保

穩定低價之貨源外，並可即時設計新一代規格之產品，並藉由策略聯

盟廠商之引薦，成為一線大廠的供應商。 

 

四. 上下游關係（客戶與供應商關係） 

 

1. T 公司是台灣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的領導廠商，出貨量與技術都

領先同業，所以受到上游供應商的相當大的重視，關係自然也很密

切。同時 T 公司也進行與上游晶片及 Tuner 供應廠商策略聯盟，一方

面確保穩定低價之貨源，並可即時設計新一代規格之產品，並藉由策

略聯盟廠商之引薦，成為一線大廠的供應商。 

2. 數位電視的是近幾年才陸續在世界各國開始廣播，數位電視

接收設備產業是一個新興產業，市場自然也是一個新的市場。T公司

現階段的業務型態以自有品牌行銷為主，與國內外各市場的零售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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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配合，建立經銷體制。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的主要市場歐洲而言，

T 公司是採用複式代理，每個國家的經銷商、代理商數量多，與代理

商的合作時間並不長。而 T公司並沒有歐洲子公司去做當地通路管

理，是由台灣總公司做全球規劃，發號司令，並利用業務行銷人員以

出差拜訪客戶方式來管理通路商。但是 T 公司的業務行銷人員流動

大，如何做好通路管理，維持良好的客戶關係是 T 公司一大課題。 

 

五. 競爭分析 

 

T 公司是自有品牌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專業廠商，在 retail 零售市

場部分，直接競爭者是來自於其他自有品牌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專業廠

商，例如 A 公司或是 V 公司，或是一般性品牌通路商。另外有許多品

牌通路商是跟 ODM 廠商進貨，所以 ODM 廠商也是 T公司的間接競爭者。

T 公司是領導廠商，領先推出新產品，因此在新產品部分有很大優勢，

T 公司的定價或是產品規格，常成為業界仿效的標準，但是產品趨於

成熟之後，則面臨強大的競爭威脅。 

內置式搭售（bundle）市場部分，競爭者除了國內外自有品牌數位

電視接收設備專業廠商之外，也包括台灣數位電視接收產品 ODM 廠

商，像 W公司或 A公司。 

 

六. 資源與能力 

 

科技產業的資源或是資產重點不在於廠房土地，而主要是人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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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開發設計、行銷等能力。T公司投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數年，

成績斐然，加上創投股東提供的資金、人脈奧援，使得T公司在研發

人才與財務資源都不虞匱乏。 

1. 堅強的研發團隊是 T公司保持設計領先能力的主要依據。T

公司之主要技術優勢，在於其技術自主及整合能力。T公司擁有自己

視訊資料處理、壓縮、加密/解密、硬體設計、RF 及 IC 設計技術，整

合發展出數位視訊接收產品以及各種應用軟體，並領先競爭對手。T

公司目前擁有 150 名員工，其中有 80 名為研發工程師，分布於台灣

及中國大陸，主要著重於硬體應用、硬體及驅動程式設計的研發。由

於擁有整合資料處理、歡體應用開發的核心技術，T公司不斷推出創

新領先的數位電視接收系列產品。而 T 公司主力開發的電腦應用形式

的數位電視接收系統，從硬體設計、軟體、驅動程式（driver）到印

刷電路板（Printed Circuit Board）的佈線（layout），全是 T 公司

獨自研發，並可供個人電腦使用且支援Windows相關作業系統與Linux

環境，顯示 T 公司具備相當之市場競爭力。 

2. 公關行銷能力也是T公司的強項，有著領先的技術與設計能力

作為後盾 ，T公司不斷推出新產品，並取得許多國內外專業雜誌評比

獎項。同時配合公關在行銷上造勢，對於提昇公司及產品之知名度幫

助很大。 

 

七.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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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研發團隊與設計領先能力是 T公司的競爭優勢主要依據。

主要技術優勢，在於技術自主及整合能力，下列就 T公司目前生產之

數位電視接收系統之技術優勢來探討： 

1. 軟體方案：T公司的數位電視接收系統採軟體解決方案，相關功能

如解多工、分流、解壓縮及解碼，均透過軟體完成。 

2. 採 x86 架構：T公司的電腦附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系統採用與電腦

相同之 x86 架構，零件成本較為低廉，且熟習此架構之研發人員眾

多，未來推廣此架構較容易，且在未來容易整合其他增值之附加功

能。 

3. 支援作業系統：T公司自行研發的軟體支援目前市場上大部分的作

業系統，更全球首先獲得微軟的 WHQL（Windows Hardware Quality 

Lab；Windows 硬體品質實驗室）認證，將可完全支援微軟如

Microsoft Windows 98、2000、ME、XP、WinCE 及 Linux。使用者

可方便地經由個人多媒體電腦來觀看數位電視節目，並可輕鬆進行

即時節目錄影、暫停或影像擷取等。 

4. 成本優勢：在製造成本方面，由於 T公司的出貨量較大，享有較低

之材料成本。 

 

八. 結語 

 

T 公司是目前台灣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的領導廠商，投入產品開發比

其他廠商早 1~2 年，其技術自主及整合能力優於同業，同時產品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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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度和廣度也是業界之冠，並且計畫 2005 年在台灣證卷交易所掛牌

上市，一切發展似乎很順利圓滿。不過，隨著愈來愈多的廠商投入數

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與將來產品逐步發展成熟，競爭壓力將與日俱

增，價格與市場的競爭會壓縮 T 公司原本不錯的利潤，這點從 T公司

2004 年上半年毛利較 2003 年同時期下滑就可以看出來。 另外 T公司

打算自有品牌與 ODM 業務，雙軌並行，如何取得平衡點，如何避免衝

突，正是一大考驗。然而 T公司還是站在最有利的位置，迎接數位電

視接收設備產業的成長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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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二：V 公司 

 

一. 公司背景與沿革 

 

V 公司成立於民國 83 年 6 月，初期以行銷國際領導品牌的數位視

訊(Digital Video)產品為主軸，在過程中，除了積極開拓市場資源

及累積通路經驗外，更藉由與通路和終端消費者的長期接觸，從而建

立一個能充分掌握市場動脈及產品需求的團隊，並以自有品牌 V-xxxx

（硬體產品）與 3Dxxxx（軟體產品）行銷國際市場。 

    V 公司的成長，第一階段以專業代理行銷（1994 年）做起，V 公

司代理國際性知名視訊領導品牌 Miro，並創造良好的銷售業績，也由

於這個不錯的開始，V 公司在日後陸續代理多家知名品牌，也同時透

過行銷的力量建立 V 公司的知名度。 

第二階段是系統整合期：1998 年起，在視訊專業技術獲得肯定之

後，V公司將觸角延伸到視訊市場中的大型客戶如電視台、專業後製

中（Post-Production House）等，開闢高階的系統整合業務，提供

大型客戶完整的視訊製作系統，包括專業高畫質剪輯系統、DVD 製作

系統、視訊直播系統等。本階段讓 V公司進入專案市場,藉以創造更

高的營業額。 

第三階段是拓展通路期：2000 年開始，V 公司對數位視訊市場已

掌握充份的資源，在消費性通路及專業市場的滲透上也有了相當的成

效，因此即以市場為導向開發消費性視訊系列產品。V公司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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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範圍以台灣市場為基礎，進而擴展到國際市場，在外銷的策略

上，初期以香港、大陸及新加坡等華人市場作為經營的重點，藉由全

中文化的利基，使產品得以迅速搶進通路並創造銷售佳績；同時將持

續耕耘品牌，針對目標市場建立明確的定位與專業形象。本階段讓 V

公司完整建立通路,並藉由通路創造更高知名度及營業額，也讓 V 公

司的戰線拉長至消費性產品。 

V 公司營業組織部份，國內事業處負責 V 公司所有產品代理及經銷

業務，分為專案業務部及通路業務部。專案業務部主要負責政府機

關、教育機構、公司行號所委託大型專案之整合與規劃，通路業務部

經營國內 300 多家經銷商及包括泰一電器、燦坤 3C、順發電腦、連鎖

大型 3C 賣場業務。海外業務處則負責 V 公司自有產品外銷至國際市

場，目前 V 公司產品已外銷至包括中國大陸、香港、新加坡、美國、

印度、馬來西亞、歐洲等地。數碼影網事業部則成立專業數位影音入

口網站，主要的服務項目與內容，包括：擴大產品線範圍、提供電子

書下載、線上購物（積點紅利）、線上教育訓練、數碼Ｖ學園

（V-Class）、線上知識庫，以及專業視訊多媒體的資訊。 

    V 公司員工數人數 40 左右，以行銷以及產品規劃人員佔公司大多

數，產品經理是公司的靈魂人物，主導產品發產的各項細節。V公司

是一家小而美的公司，V-xxxx 品牌於台灣與東南亞的能見度很高，可

以說是品牌經營績效良好的區域性影像 Video 處理設備廠商。 

 

二. 公司願景與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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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產品的優良品質與卓越創新功能，及長期的市場經營，V公

司已被視為台灣的多媒體視訊產品領導廠商，同時繼續向數位電視接

收設備邁進。而V公司對產品品質、效能的要求，也讓V公司的產品成

為競爭市場中值得被客戶信賴的產品。V公司將以相同的信念持續努

力，期能成為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中的品牌領導者，創造與發揮品

牌最佳優勢與價值。 

    V公司的目標市場鎖定電腦附加形式之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如表

5-2所示。 

 

表 5-2 V 公司之目標市場 

訊號傳輸方式 

 

播放方式 

地面無線電視廣

播 

衛星電視廣播 有線電視廣播 

電視機 

 

   

電腦 

(桌上型或筆記型) 

●   

其他移動式裝置；例

如：車用顯示器、手持

式裝置(Handheld 

device)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三. 公司策略與營運模式 

 



 13

1. V 公司對數位視訊在消費性通路及專業市場的上有了相當的成

效，建立了品牌 V-xxxx 的知名度。因此 V 公司以自有品牌路線，延

續品牌效應，持續以市場為導向，開發消費性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

品，行銷國內外。考量公司有限的研發資源以及縮短研發時間，V 公

司初期不自己開發產品軟、硬體，而是跟同業合作（例如 W 公司），

進貨的方式，快速推出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投入自己佈建好的通

路，去搶佔市場。V 公司的研發團隊，則是專注於開發如何讓產品使

用上更快速，更人性化的應用面技術，而不是產品本身的核心技術。

由於硬體不是自己開發設計，所以 V公司並不做 ODM 業務，也不做

bundle 內置式產品，而專注於消費性零售市場的產品。公司策略如圖 

5-2 所示。 

2. 產品規劃部份，V 公司選擇以成長性最高，專供電腦使用的無

線地面廣播（Terrestrial），電腦附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

切入。產品線以消費性零售市場為主，包括 USB、PCI、 PCMCIA 等不

同的介面的產品。 

3. V 公司的目標市場是台灣，日本與東南亞通路，產品遍及經

銷商零售商與 3C 賣場。主要目標客戶群是電腦影像玩家。目前 V 公

司與東南亞代理商合作，一起規劃行銷公關與售後服務的活動。並

沒有自己設立海外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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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自有品牌行銷   

  

 

  

 推出品質佳、設計精良的 

高親和力超值產品 

 注重產品細節 

  

 

  

 創造與發揮品牌 

最佳價值 

  

圖 5-2 V 公司策略與目標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四. 上下游關係（客戶與供應商關係） 

 

1. V 公司在零售市場上有相當的的品牌知名度，不過 V公司有相

當比例的產品是同業 ODM 代工的，因此 V 公司與重要零組件供應商的

關係，不如 V 公司與 ODM 代工廠商關係來的密切。由於 V 公司通路能

力強，ODM 廠商本著大家一起把餅做大、一起合作攻佔市場，所以會

給 V 公司很好的支持。  

2.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可以很容易搭配既有的類比或是數位

影像產品通路銷售，而 V公司通路佈建已經有 5 年的時間，跟通路商

關係已經建立深入的合作關係，再者，V 公司的產品品質穩定、說明

清楚、品牌有知名度，賣 V公司的產品比其他公司的產品容易而且省

事，所以通路商都樂於販賣，自然行成為良性循環，加深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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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競爭分析 

 

V 公司是以自有品牌影像處理與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專業廠商為定

位，專注 

於在 retail 零售市場，經營品牌。競爭者是來自於其他自有品牌數

位電視接收設備專業廠商，例如 A公司或 T公司，或是一般性品牌通

路商。V公司不是市場的開拓者，但是對於市場與產品反應靈敏，一

旦新產品或是新市場形成氣候，V公司會迅速切入，而且常常可以在

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另外，V 公司與 W 公司進行同業合作，V公司

拿 W 公司的產品加上其他的配件，包裝成為 V公司的自有品牌產品，

在市場上與 A 公司或 T 公司競爭，因此 W 公司事實上也是競爭者之一 

扮演幕後產品供應的角色。 

 

六. 資源與能力 

 

V公司的組織、人員與資本額都是各案分析四家公司當中最小

的，但是在產業中仍展有一席之地，顯示V公司有其特殊的能力。 

1. 堅強的產品規劃與商品化能力：V 公司將其有限的人力資源集

中於發展品規劃與商品化能力。V公司的研發團隊，專注於開發如何

讓產品使用上更快速，更人性化的應用技術。產品規劃很重視產品細

節: 產品的外觀設計、產品的包裝、使用說明、軟體作業系統相容性、

軟體使用方便性，都要求做到最好。為了彰顯產品的附加價值，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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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贈多樣性的軟體，連同產品出貨。雖然硬體和基礎軟體許多都是

ODM 來的，不是自己做的，但是 V公司很懂產品，在品質掌控、相容

性、可靠度都要求嚴格，使 V 公司的產品具備超直覺及高親和力的特

點以及專業性。 

2. 行銷與通路管理能力也是V公司的強項，雖然不是核心技術領

先廠商， 但是V公司產品包裝精良，使用手冊詳細，型錄說明也清楚，

對通路商以及消費者提供充分的產品資訊，對於產品銷售很有幫助，

也建立品牌的口碑。另外V公司重視市場調查，對於競爭對手的產品

規格、價格等等的市場資訊都很仔細研究，以推出有別於競爭者、屬

於自己風格的產品。  

 

七. 競爭優勢 

 

優異產品包裝設計、敏銳的市場反應度、以及區域性品牌知名度

是 W 公司的競爭優勢。專注於通路與品牌經營的 V 公司，有著新進廠

商或是領導廠商所沒有的優異產品包裝設計能力和品牌知名度。V 公

司的產品具備高親和力，也就是說 V公司知道要如何將產品本身以及

其應用軟體、配件、使用說明等等，做最完善的配置，使消費者最容

易、方便使用。這點看似簡單卻需要時間的累積才能做的到，一般 ODM

廠商常常缺乏並且不重視這項能力，而這項能力是經營零售市場的品

牌廠商，所必須擁有的重要能力跟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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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語 

 

V公司的組織、人員與資本額都是四家公司當中最小的，但是在

產業中存在有10年時間，還建立區域性品牌知名度，顯示V公司有適

合自己的事業模式與生存之道。隨著數位電視產業的興起，V公司在

其影像設備與類比電視接收設備基礎下，積極轉向數位電視接收設備

產業，期望延續品牌效應，分享數位電視產業未來高成長的果實。產

品包裝設計能力、組織彈性高、市場靈敏度高與品牌知名度是其優

勢，缺乏核心技術則是其隱憂。亞洲市場目前數位電視應用仍不普

及、規模仍不夠大，所以V公司還要努力開拓數位電視最大的市場-歐

洲，才有機會加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的領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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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三：W 公司 

 

一. 公司背景與沿革 

 

W 公司成立於民國 89 年，初期以記憶體（Memory Module）產品銷

售為主要業務。2003 年 W 公司引進在通訊業界有 10 年研發與銷售經

驗的經營團隊加入公司，從此 W 公司從買賣貿易業務（Trading 

business），轉型為開發產品導向的公司，致力於數位電視接收產品

之研發與銷售。 

經營團隊早期從事數據機產業有數年時間，一度是全球最大的數

據機「原始設計製造商」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之後效力另一家公司，從事纜線數據機（Cable Modem）開發，做到

了三年直接上市成功，出貨量達台灣第一名的成績，團隊過去整體的

績效與成績卓著，團隊默契佳，技術好，特別是把技術產品化的能力

很強。 

W 公司的產品線有兩大主軸：第一類是寬頻數據機（Cable Modem）

和路由器（Router），第二類是數位電視接收產品。其中寬頻數據機

和路由器是屬於穩定成長的產品， 公司有既有固定的客戶，出貨數

量穩定微幅成長，是公司轉型初期的金牛（Cash Cow）產品。數位電

視接收產品則是明日之星（Star）產品，是 W公司全力發產的產品線。 

W 公司有三個產品研發部門，其中有兩個部門從事數位電視接收產

品之研發，一個做 PC 應用端的電腦附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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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做電視應用端的數位電視接收設備：數位機上盒（Digital Set 

Top Box），第三個產品研發部門是寬頻路由器部門。特別一提的是，

W 公司有一個設計能力很強的機構設計（Mechanical Design）部門，

專門進行產品外觀、機構外殼的設計開發。藉由多樣式的產品外觀設

計, 滿足了不同客戶不同的喜好和需求。 經營團隊過去與美國以及

日本知名 PC、家電大廠，以及歐洲通路有長久的合作關係，累積了深

厚的客戶關係與豐富的 ODM 業務經驗，對於客戶特殊產品規格需求、

包裝、工業設計開發都有很精確的了解。  

經營團隊過去從事 ODM 業務的時期，與國內外零件供應商建立了長

久的良好關係。這層關係在 W 公司發產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的時候, 也

很有幫助。同時由於其快速的開發能力，使主要的晶片供應商樂於與

其合作，選擇 W公司作為重點配合客戶。 

W 公司有兩個業務部門，一個掌管亞太地區，一個掌管歐美地區，

其中亞太地區業務處包含大陸子公司業務。  

看好數位電視產業即將起飛的商機，W 公司致力於數位電視接收設

備開發，雖然投入產品開發的時間比起其他同業還短，但是卻領先在 

2004 年 6 月推出全球第一款 USB 2.0 介面的 DVBT 數位電視接收器，

同時也陸續推出一系列的相關產品，足見其技術獨到之處，具有數位

電視接收設備明日之星的架式。 

 

二. 公司願景與目標市場 

 

有別於其他競爭公司強調自有品牌行銷，W 公司選擇走「原始設計

製造商」（ODM）的路線，提供給客戶完整的產品線（Tota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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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製化服務。 並且要做到 「功能/價格」比（Performance / Price 

Ratio）最高的供應商。W公司期許自己成為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

之軍火庫，想到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就想到 W公司，成為數位電視接

收設備產業的 ODM 龍頭。W公司營運目標是在 3 年內做到，台灣最大

的電腦使用之數位電視接收設備供應商，各類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出貨

量達每月 5 萬台。 

W公司的目標市場，如表5-3所示。 

表 5-3 W 公司之目標市場 

訊號傳輸方式 

 

播放方式 

地面無線電視廣

播 

衛星電視廣播 有線電視廣播 

電視機 

 

●   

電腦 

(桌上型或筆記型) 

●   

其他移動式裝置；例

如：車用顯示器、手持

式裝置(Handheld 

device)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三. 公司策略與營運模式 

 

1. 品牌經營需要大量的人力、物力、金錢投入以及長期時間的累

積，才能產生效應。而且經營團隊過去的經驗與專長是 ODM，累積的

客戶、供應商關係也是 OEM 導向。再加上考量公司的財力資源不是很

大，若是投入品牌銷售，行銷廣告費用將會一筆很大的負擔。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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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知名度與銷售成績也不是短期間可以建立的，於是 W 公司決定走

ODM 路線，不做自有品牌，不與客戶競爭，以便抓住數位電視產業興

起的潮流，快速掌握商機，搶佔市場佔有率。W 公司策略如圖 5-3 所

示。 

2. 產品規劃部份，W公司初期避開較為成熟、競爭激烈的電視應

用端的數位電視接收設備 「數位機上盒」（Digital Set Top Box），

而從技術門檻較高、成長性最高，專供電腦使用的電腦附加形式，無

線地面廣播（Terrestial）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切入。產品線包括 

USB、PCI、 PCMCIA、模組 Module 等等不同的介面。電腦附加形式數

位電視接收設備，數量雖然沒有數位機上盒（Digital Set Top Box）

來得大，但是成長性與利潤卻是比較好。第二階段 W公司等到電腦附

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產品線齊全，基礎穩固，出貨量增加之後，回過

來做「數位機上盒」。 

3. W 公司的目標客戶群主要以歐洲自有品牌通路廠商為主，本著

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之軍火庫的自我定位，W 公司也與國內同業合

作，供貨給國內自有品牌廠商，或者是國外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專業廠

商。同時也積極與 PC 或是筆記型電腦製造商，洽談內置式 bundle(搭

售)產品的共同合作，將數位電視接收模組置入 PC 或是筆記型電腦，

使 PC 或是筆記型電腦具有數位電視接收功能。 

4. 歐洲是 W 公司目前主要的市場, 考量業務性質是 ODM 而不是自

有品牌，不需要對零售市場做行銷活動，也比較沒有及時售後服務與

維修問題，因此 W公司利用德國當地業務代表，而不是自己設立子公

司，來處理客戶服務的工作, 以達到最佳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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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 ODM 事業   

  

 

  

 快速的組織運作能力    

滿足客製化需求 

 同業合作 

  

 

  

 成為最大供應商 

產業之軍火庫 

  

圖 5-3 W 公司策略與目標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四. 上下游關係 (客戶與供應商關係) 

 

1. 經營團隊過去長達 10 年時間的 ODM 業務過程中，與國際大廠零

件供應商建立了良好關係。許多主要零件供應商在付款條件、 價格

方面給 W公司相當大的優惠條件。再加上 W公司快速的產品開發能

力，能夠提供產品開發所發生的問題反應給零件供應商，所以主要的

晶片供應商樂於與其合作，把 W 公司當作為重點客戶。 

2. 經營團隊過去與歐洲自有品牌通路商，美國、日本知名 PC、家

電大廠有長久的合作關係，累積了深厚的客戶關係與豐富的 ODM 業務

經驗，跟這些公司的採購、產品經理、甚至是高階主管都很熟，彼此

有工作默契和互信基礎。 這些人脈的延續對於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

品的推展很有幫助，因此 W公司的業務推展進行的速度比預期還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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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競爭分析 

 

W 公司走「原始設計製造商」ODM 的事業路線，在 retail 零售市

場部分，並不與其他自有品牌廠商直接競爭，競爭者是來自於，供貨

給自有品牌通路商的台灣其他數位電視接收產品 ODM 廠商，在這塊市

場 W 公司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但是 W公司與同業合作，供貨給有銷售

通路的自有品牌，專業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廠商(例如 V公司)，所以對

其他公司（例如 A公司或是 T 公司）而言，W公司事實上也是 retail

零售市場的競爭者之一，像是隱性競爭者，扮演幕後產品供應的角色。 

內置式 bundle（搭售）市場部分，競爭者除了台灣數位電視接收

產品 ODM 廠商之外，也包括國內外自有品牌專業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專

業廠商，例如 A公司或 T公司。 

 

六. 資源與能力 

 

1. W 公司國內外有 75 名員工，其中 RD 人數佔全公司 60%，研發部

門是全公司人數最多的部門。W 公司的三個研發部門，其中有兩個部

門從事數位電視接收產品之研發，另外有一個能力很強的機構設計

（Mechanical Design）部門，專門進行產品外觀、機構外格的設計

開發。 同時上海的中國子公司也有一個軟體研發團隊，與台北的研

發部門分工開發軟體，不過核心技術仍在台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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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事通訊產品開發長達 10 年之久，W 公司在介面韌體

（firmware）以及驅動程式（driver）開發有獨到的功力，技術領先

同業有半年左右。 

3. 模具開發能力是 W 公司引以為傲的項目，模具開發速度快，數

量也多，造型設計兼具時尚與實用，頗受客戶好評。 這一點對 ODM

業務非常重要。 

4. 客製化能力也是 W 公司的強項，能夠配合客戶因為地區不同而

做不同的軟體、硬體修改，以做出市場最需要的產品。  

5. 擁有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力，以因應技術進步、消費者偏好多

元化的產業環境趨勢。W公司一方面有技術的創新能力，另一方面則

有商品化的能力，W 公司持續推出各式各樣的新產品，以維持良好的

競爭地位。 

 

七. 競爭優勢 

 

良好的團隊合作默契、強而有力的組織能力是 W 公司的競爭優

勢，特別是從事 ODM 性質的業務，如何滿足客戶需求、如何提高客戶

滿意度是非常的重要。這當中包括上下游關係：客戶關係、供應商關

係維護、 降低成本（cost down）能力、商品化、客製化能力，對於

客戶要求的快速反應等等，都是 W公司的競爭優勢。 

此外，技術領先加上公司很清楚的 ODM 定位，也是 W公司競爭優

勢。自有品牌客戶不必擔心，供應商是不是會加入市場的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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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語 

 

W 公司規模不大，加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的時間也不長，但是

在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已經闖出一番名號，以短時間達到的成績算

是可圈可點，讓同業刮目相看，不敢輕忽。W公司已經具備，數位電

視接收設備產業明日之星的架式，甚至已經有業界其他公司向 W公司

探問併購的可能性。 

但是 W公司也有它的盲點：專攻 ODM 市場，放棄建立自有品牌的高

利潤、高附加價值業務模式，是否是最佳的選擇恐怕是個問號，只有

讓時間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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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四：A 公司 

 

一. 公司背景與沿革 

 

A 公司成立於 1990 年，1997 年正式上櫃，並於 2000 年轉股票上

巿，是國內少數的數位電視概念的上市電子公司。A公司早期以電腦

至電視視訊轉換產品起家，由於屬於利基型產品，競爭者不多，利潤

豐厚。經過多年深耕於電腦視訊轉換產品領域，擁有業界最多的人

才、優異的技術與先進的製造設備，使 A 公司在電腦至電視視訊轉換

的巿場居全球的領導地位。而在電視卡-電視接收設備系列，也是台

灣首屈一指的製造廠商。為提供使用者完整的多媒體設備及服務，

1994 年底，A 公司另外成立專責的團隊，負責影像監控系統、影像編

輯等整套系統的研發、製造與銷售。 

A 公司是 ISO9001，9002 品管認證的廠商，目前擁有數條 DIP、

SMT 自動化生產線及各式的品質控制儀器，以滿足各產品線的訂單需

求及 OEM 的品質要求。 專注於多媒體電腦技術的研發設計，A 公司獲

得國際知名專業媒體及產、學、官各界許多的獎項，包括 PC 

Magazine、PC Computing、Consumer Electronic Show、Computex 及

國家產品形象銀質獎等。 

A 公司總部設於台北縣中和市，目前全球員工約有 600 位，約半數

為研發相關人員，分布於台灣與中國大陸。 A 公司以 XMedia 自有品

牌行銷全世界各國，是台灣少數以自創品牌為主的電腦科技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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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並陸續在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大陸及台灣成立子公司，

積極擴展海外業務國際化，致力於提昇客戶滿意度。 A 公司行銷通路

遍佈各國的經銷商、加值型客戶、 全國性零售商、 郵購公司及 ODM 客

戶，並與世界各大經銷商建立長期良好的合作關係，如美國的 

CompUSA、Fry's Electronic、台灣的燦坤、順發等。 

隨著數位電視科技發展與應用的演進，A 公司在類比數位電視接收

設備的強大實力與基礎下，順理成章的將產品線延伸，納入數位電視

接收設備產品，成為此產業的重量級公司。 

     

二. 公司願景與目標市場 

A 公司的願景是朝向全球前三大專業多媒體視訊公司的目標邁

進，並使 XMedia 成為家曉戶喻的國際品牌。身為上市公司，擁有為

數眾多的股東，背負社會與股東責任，A 公司企業宗旨是增進人類的

溝通性與娛樂性，並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企業。追求股東最大權益

與員工福祉，A公司營運目標是維持每年營收與盈餘成長 15%。 

A司的目標市場鎖定電腦附加形式之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如表 

5-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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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A 公司之目標市場 

訊號傳輸方式 

 

播放方式 

地面無線電視廣

播 

衛星電視廣播 有線電視廣播 

電視機 

 

   

電腦 

(桌上型或筆記型) 

● ○ (規劃中) ○ (規劃中) 

其他移動式裝置；例

如：車用顯示器、手持

式裝置(Handheld 

device)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三. 公司策略與營運模式 

 

1. A 公司是國內歷史悠久的視訊影像與類比電視接收器的領導廠

商，並且是很少數專注自有品牌行銷的廠商之一。自有品牌 XMedia

在多年的耕耘後，在許多國家的電腦視訊影像與類比電視接收器市場

之中，已經建立了一定的地位，在數位電視接收產品方面，A公司延

續一貫的自有品牌行銷，在消費性零售市場推出 XMedia 的數位電視

接收產品。A 公司原本就有類比電視接收器的 Bundle（搭配販售）業

務，主要產品是內置式的類比電視接收卡，提供給電腦製造商置入其

電腦，一起 Bundle（搭配販售），所以 A 公司也研發內置式的數位電

視接收產品，搶攻電腦或是筆記型電腦廠系統廠商的 Bundle（搭配販

售）業務。A 公司策略如圖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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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規劃部份，A 公司過去在類比的時代，都是做電腦使用的

電視接收設備，而不做電視應用端的數位電視接收設備「數位機上盒」

（Digital Set Top Box）。現在數位電視接收設備也維持一貫的專

注，只做電腦使用的電腦附加形式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線部份，

A 公司選擇從成長性最高的無線地面廣播（Terrestial）數位電視接

收設備產品開始，產品線包括 USB、PCI、 PCMCIA、模組 Module 等

等不同的介面，第二階段則發展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之數位電視接收

設備產品。 

3. A 公司以 XMedia 自有品牌行銷全世界 70 餘國，並且在美國、

英國、德國、西班牙、大陸成立子公司，來擴展海外業務，因此 A 公

司在主要市場歐洲和美國，是由自己的子公司來負責通路管理，規劃

行銷活動、處理經銷體系的一切活動。藉由自行設立分公司來擴展海

外業務，長時間一點一低的累積與耕耘，造就了 A 公司今日品牌經營

的成績。A 公司的國際化程度與能力可以說是業界的佼佼者。 

 

 零售市場 - 自有品牌   

    

 延續通路與品牌優勢 

推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

 Bundle (搭售) 業

務 

    

 成為產業的領導廠商 

追求股東與員工最大利益

  

圖 5-4 A 公司策略與目標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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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下游關係（客戶與供應商關係） 

 

1. A 公司是台灣視訊影像與類比電視接收設備的領導廠商，出貨

量大，與上游重要零件供應商的關係良好而密切。而數位電視接收設

備的重要零件供應商 與類比電視接收設備重要零件供應商重複的很

多，有著過去的績效與關係，A 公司獲得現有供應商很多的支援與價

格優惠，即使是新的零件供應商，也因為 A公司的名號而給予優惠。 

2. A 公司是台灣視訊影像與類比電視接收設備的領導廠商，數位

電視接收設備產品可以很容易搭配既有的類比或是視訊影像通路銷

售，而 A公司在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大陸有子公司，經營品

牌行銷時間很久，對通路掌握度高，與經銷商、零售商關係久遠良好，

所以很直接就導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至於搭售（bundle）市場

部分，A公司也利用原本熟悉的類比電視接收設備專案管道，積極與

電腦系統廠商爭取合作機會。 

 

五. 競爭分析 

 

A 公司是自有品牌視訊影像與電視接收設備專業績優廠商，在

retail 零售市場與 bundle（搭配販售）市場，居於領先地位。在 retail

零售市場部分，競爭者是來自於其他自有品牌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專業

廠商，例如 T 公司或 V 公司，或是一般性品牌通路商。內置式搭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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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部分，競爭者除了國內外自有品牌數位電視接收設備專業廠商之

外，也包括台灣數位電視接收產品 ODM 廠商，例如 W 公司或 T 公司。 

 

六. 資源與能力 

 

A公司是一家中型上市公司，擁有最佳的財務資源與人力資源與

行銷資源，同時也A公司也有以下的特點: 

1. A 公司在美國、英國、德國、西班牙、大陸成立子公司，能夠第一

時間掌握世界各地的市場情報與資訊，提供國內總部產品發展的依

據。同時，也能夠真正了解當地市場的特性與需求，做好通路管理以

及在地的行銷活動，對於品牌經營、產品銷售幫助很大。 

2. A 公司擁有世界性的品牌知名度，對其新產品銷售有很大的助益。 

3. A 公司擁有自己的生產設備，能夠更精確掌握品質與交期。  

4. A 公司擁有陣容堅強的研發團隊。A公司於台灣與中國大陸約有 300

位研發相關人員。主要技術在於軟體以及整合能力。A公司擁有自己

視訊資料處理、壓縮、加密/解密、硬體設計、RF 設計技術，以及各

種應用軟體設計能力。而 A公司開發的產品，從硬體設計、軟體、驅

動程式到印刷電路板的佈線（layout）、試產、生產、出貨，都是 A

公司自己處理。 

5. 產品規劃與設計能力：A 公司從事視訊影像與電視接收設備已經有

多年歷史，熟知消費者使用習慣與產品特性，所以產品規劃與設計能

力很強。A 公司推出的產品成熟度高、品質穩定、相容性好、使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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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廣為市場接受。 

 

七. 競爭優勢 

 

完整的通路、優良的產品包裝設計、軟硬體設計能力以及世界性

的品牌知名度是 A公司的競爭優勢。A 公司在台灣視訊影像與類比電

視接收設備的領導廠商優勢下，利用完整通路與品牌知名度優勢，很

有機會利用數位電視產業的興起，為公司在創造另一波成長。  

 

八. 結語 

 

A公司的組織、人員與資本額都是四家公司當中最大的，擁有完

整的通路與世界性的品牌知名度，並且居視訊影像與類比電視接收設

備的領導廠商地位。以這些優勢，A公司延續產品的發展趨勢，自然

而然地跨足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而且以大哥的姿態出現在市場

上。然而，A公司組織較大反而不靈活，反應與決策過程沒有其他小

型公司快，產品開發時間也比較長，這點是A公司的弱點。 將來能否

在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當中，保持它在視訊影像與類比電視接收設

備產業的領導地位，就看A公司是否可以加快組織運作，對抗靈活度

高的小型公司的挑戰。所幸整個產業處於成長初期，還有很大的空間

讓各家廠商發揮。 

 

 



 33

第五節 個案彙總 

 

本節分為兩大主題：競爭策略分析與競爭優勢分析彙總。其中競

爭優勢分析分別以：資源與能力、Hill & Jones(1998)的四項能力以

及修正後五力（六力）分析為基礎，分別描述如下: 

 

一. 競爭策略分析彙總 

 

1. T 公司、W 公司、V 公司、A 公司的競爭策略分析彙總如表 5-5 所

示。四家公司當中以 A 公司的規模最大，是唯一一家上市公司，有著

較豐富的資源，在企業策略（Corporate Strategy）層級部份，A 公

司是唯一採取從事多角化策略的公司，另外成立專責的團隊，負責影

像監控系統、影像編輯等整套系統的研發、製造與銷售。其餘三家公

司在垂直整合、多角化、水平購併策略並未著墨。T公司與上游晶片

及 Tuner 供應廠商策略聯盟；V 公司與 W 公司採取同業合作策略，V

公司藉由 W 公司快速開發的產品，迅速切入市場，W公司則可以藉由

V 公司的銷售管道增加銷售總量，提高市場佔有率與零件採購議價能

力。另外，A 公司與 T 公司採用全球策於零售市場略經營自有品牌行

銷。 

 

2. 事業策略（Business Strategy）層級 : 一般性策略部份，沒有

一家公司是採用全面成本領導策略。數位電視接受設備產業處於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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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因此廠商在這個階段還不至於以追求低成本低價格為唯一的目

標。四家公司當中，V 公司與 W 公司採用同業合作策略，擴大市場佔

有率。銷售市場之選擇方面，V 公司規模較小，資源有限，只專做零

售市場，其餘公司則是零售市場與搭售市場並行。 

 

表 5-5 個案廠商之競爭策略分析彙總 

策略層級 策略型態 T 公司 V 公司 W 公司 A 公司 

多角化策略    ● 

事業組合 

(Business Portfolio ) 

數位電視接

收產品 100% 

數位電視接

收產品 20%，

視訊+類比電

視接收產品 

80% 

數位電視接

收產品 60%，

網路通訊產

品 40% 

 

數位電視接

收產品 30%，

視訊+類比電

視接收產品

70% 

垂直策略聯盟 ●    

企業策略 

(Corporate 

Strategy) 

全球策略 

․台灣市場 

․亞太市場 

․美洲市場 

․歐洲市場 

 

● 

 

● 

● 

 

● 

● 

 

● 

 

 

● 

 

● 

● 

● 

● 

一般性策略 廣泛差異化 集中低成本 最佳價值提供者 廣泛差異化 

同業合作策略  ● ●  

事業策略

( Business 

Strategy) 銷售市場之選擇 

․Retail 零售市場 

․Bundle 搭售市場 

․全部 

 

 

 

 

● 

 

● 

 

 

 

● 

 

 

 

● 

功能策略

(Functional 

Strategy) 

技術研發策略 

․硬體 

․驅動程式 

․應用撥放軟體 

․機殼模具 

技術領先 

● 

● 

● 

技術跟隨 

● 

局部技術領先 

● 

● 

 

● 

局部技術領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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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範疇 

公司產品發展策略 

 

 

數位電視接收產品發展

策略 

․發展電腦應用類產品 

․發展電視應用類產品 

․發展無線廣播產品 

․發展衛星電視產品 

․發展有線電視產品 

 

專注發展數

位電視接收

產品 

 

 

● 

 

● 

● 

● 

 

視訊+數位/

類比電視接

收產品 

 

 

● 

 

● 

 

數位電視接

收產品+網路

通訊產品 

 

 

● 

● 

● 

 

視訊+數位/

類比電視接

收產品 

 

 

● 

 

● 

○(規劃中) 

○(規劃中) 

品牌策略 

․自有品牌 

․ODM 

․自有品牌+ ODM 

 

 

 

● 

 

● 

 

 

● 

 

 

 

● 

價格策略 中高價位 中低價位 中間價位 中高價位 

 

生產政策 委外生產 委外生產 委外生產 自己生產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表 5-6 個案廠商之目標市場分析彙總 

訊號傳輸方式 

 

播放方式 

地面無線電視廣

播 

衛星電視廣播 有線電視廣播 

電視機 

 

W 公司   

電腦 

(桌上型或筆記型) 

T 公司、V公司、 

W 公司、A公司 

T 公司、 

A 公司(規劃中) 

T 公司、 

A 公司(規劃中) 

其他移動式裝置；例如：

車用顯示器、手持式裝置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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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策略（Functional Strategy）層級： 

(1). 技術研發策略方面，T 公司是技術領導廠商，採取「技術領

先」策略，領先開發能夠提昇客戶價值的獨特產品。W公司與 A 公

司擁有局部的技術優勢，所以採取「局部技術領先」策略。V 公司

的專長不在技術，所以採取「技術跟隨」策略，以領先廠商的經驗

為借鏡，使產品或交貨系統更合乎客戶的需求。 

(2). 公司產品發展策略方面，T公司完全專注於數位電視接收產

品發展；W 公司以網路通訊產品當作公司維生的基礎，再全力開發

數位電視接收產品；A 公司與 V 公司則在視訊與類比電視接收產品

的基礎下，發展數位電視接收產品。 

(3). 數位電視接收產品發展策略: W 公司初期先發展電腦應用類

產品，然後再發展電視應用類產品，而其他三家公司則只專注於發

展電腦應用類產品。再細分的話，T公司由於投入數位電視接收產

品的開發時間較早、技術領先，除了有無線廣播衛星的數位接收產

品之外，也率先推出利基型的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的數位接收產

品。其他三家公司則是做主流型的無線廣播衛星的數位接收產品。 

(4). 品牌策略：A 公司只從事自有品牌業務，W公司只從事 ODM 業

務，而 T公司、A公司則是自有品牌與 ODM 並行。 

(5). 價格策略：T 公司是技術領導廠商，領先開發獨特產品，所

以 T 公司是以中高價位出現於市場，賺取超額利潤；A公司品牌知

名度高，也是採取中高價位策略；W公司則是居中，採取中等價位，

最佳服務策略；V公司是技術跟隨者，採用中低價位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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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產策略：A 公司是上市公司，擁有齊全的生產設備，自己

生產產品，以掌握品質與交貨期；其他公司則是採用委外生產以節

省公司資源，將力量集中於產品設計與開發。此外，生產能力並不

是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業廠商的主要競爭優勢，委外生產並不會比

自行生產費用更高，有時候還更節省費用，不過在品質上需要多花

精神控管。 

 

二. 競爭優勢分析彙總 

 

企業依其自身資源與能力的培養，形成競爭優勢。綜合各學者理

論，本研究以「資源基礎理論」、Hill & Jones(1998)的「四項能力」

以及「修正後五力（六力）分析」為基礎，將個案公司的競爭優勢分

析彙總如下: 

 

1. 以資源基礎理論來看個案公司的競爭優勢，如表 5-7 所示： 

 

(1). 財務資源方面，A公司是上市公司，享有豐沛的財務資源，T

公司與 W公司其次，V 公司的資本額最小，排在最後。 

(2). 人力資源方面，A公司由於擁有自己的生產線，必須有大量

生產作業人員，因此公司的員工人數最多。但是員工總人數並不是

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研發人員數量才是重點，其次是業務行銷人

員。T公司的研發人員有 80 人，V公司有 10 人，W公司有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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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司有 300 人。其中 T公司全力專注於發展數位電視接收設備，

而且投入的早，研發人員素質與經驗都好，所以研發人力資源最

多。而 A公司雖然研發人員有廣義的 300 人，但是其中有些是製程

工程師，而且 A公司產品組合複雜、產品線多，所以實際投入數位

電視接收設備開發之工程師估計只有 25 人左右。W 公司雖然只有

45 名研發人員，但是投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開發的佔多數，約有

35 人。業務行銷人員方面，投入數位電視接收設備之人力依序為 A

公司、T公司、W公司、與 V 公司，因此人力資源部分，以 T公司

最佳，其次是 A公司、W公司、與 V公司。 

(3). 資產方面，有形資產以 A 公司最多，擁有土地廠房與機器設

備，其餘三家公司都沒有生產用機器設備。無形資產部分，四個個

案公司都沒有專利，至於品牌，則以 A 公司的品牌最有價值，其次

是 V 公司，再來是 T 公司，W 公司沒有自有品牌，在無形資產方面

排名第四。另外，T 公司有特殊的產品認證（例如 Microsoft WHQL

相容性認證），為其無形資產加分。 

(4). 能力方面分為個人能力與組織能力。個人能力包含專業技術

能力、管理能力與人際網路等，在這方面 T公司的專業技術能力最

佳，表現最好；A公司與 W公司平分秋色，V公司的專業技術能力

較弱，所以居於末位。組織能力包含組織決策速度、組織學習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通路管理能力、技術創新能力、商品化能力、產品

親和力（User Friendliness）、客戶委託設計能力與組織文化等。

V 公司與 W 公司組織決策速度快；W公司的業務運作能力突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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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通路管理能力最佳，其次是 V公司；T公司的技術創新能力

最佳；V公司的產品親和力最好；商品化能力客戶委託設計能力則

是 W 公司最好。綜合各個項目，組織能力四個個案公司，都有水準

以上的實力，而 W公司比其他公司表現更好。 

 

表 5-7 競爭優勢分析- 資源與能力 

公司 

資源 

T 公司 V 公司 W 公司 A 公司 

財務資源 ●●● ● ●● ●●●● 

人力資源 ●●●● ● ●● ●●● 

有形資產 ●●● ●● ●●● ●●●● 資 

產 
無形資產 ●●● ●●● ● ●●●● 

個人能力 

․專業技術能力 

․管理能力 

․管理者對外之人際網路 

 

●●●●

●●● 

●●● 

 

● 

●●● 

●● 

 

●●● 

●●● 

●●● 

 

●●● 

●●● 

●●● 

能 

力 

組織能力 

․組織決策速度 

․組織學習能力 

․業務運作能力 

․通路管理能力 

․技術創新能力 

․商品化能力 

․產品親和力 

․客戶委託設計能力 

․組織文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 ●●●●:優異，●●●:良好，●●:平平，●:弱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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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Hill & Jones（1998）的四項能力為基礎衡量個案公司的競爭

優勢，如表 5-8 所示： 

 

(1). 較佳的效率：T 公司與 W 公司規模不大，而且是比較年輕的

公司，效率較佳、決策速度快、縮短新產品開發時程、快速商品化

能力、縮短產品交貨時間等等表現較佳，而 V公司與 A公司決策謹

慎，反而速度慢了一些。 

(2). 較佳的創新：T公司投入研發的資源最多，使用方式的創新、

產品功能的創新，都有較好的表現；其次是 W公司、A公司，然後

是與 V公司。 

(3). 較佳的品質：V公司與 A 公司經營品牌歷史較久，決策謹慎，

經驗豐富，推出產品都經過反覆的測試，因此產品品質很好；W 公

司雖然專攻 ODM 業務，但是產品設計穩定，品質也很好；T 公司勇

於嚐試、勇於創新，領先市場推出不同產品，雖然偶而軟體會有些

小瑕疵，但是客戶還是欣賞其較高規格的產品，所以品質部份四個

公司平分秋色。 

(4). 較佳的客戶回應能力：快速的回應客戶、高客戶滿意度都是

企業生存的不二法門，四個公司在業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在客

戶回應下很多功夫，表現也都有一定的水準；其中 W公司的組織決

策速度最快，所以回應能力最佳，其次是 T公司與 A公司，然後是

V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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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競爭優勢來源-以 Hill & Jones(1998)的四項能力為基礎 

優勢來源 T公司 V 公司 W 公司 A 公司 

較佳的效率 ●●●● ●● ●●●● ●● 

較佳的創新 ●●●● ● ●●● ●●● 

較佳的品質 ●●● ●●● ●●● ●●● 

較佳的客戶回應能力 ●●● ●● ●●●● ●●● 

備註: ●●●●:優異，●●●:良好，●●:平平，●:弱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3. 以六力分析為基礎，探討影響競爭優勢之外部因素，如表 5-9 所

示： 

 

(1). 對抗新進入者威脅：T 公司的產品差異化最大，所以對抗進

入威脅的能力最強，A公司有最強的品牌與通路優勢位於第二，其

次是 W公司與 V公司。 

 

(2). 對抗既有廠商的競爭程度：T公司的技術領先，產品有所區

隔，跨入利基市場，因此對抗既有廠商競爭的能力最強；W 公司與

A 公司技術局部領先，所以也有對抗既有廠商競爭的能力；V公司

技術能力較差，所以對抗既有廠商競爭的能力較差，必須靠通路與

品牌來彌補，還好 V 公司與同業合作，藉以縮短技術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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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抗替代品的壓力：T 公司專注於數位電視接收設備，產品

線最廣，具有提供替代品的能力，因此對抗替代品的壓力的能力最

強，其次是 A 公司，其餘公司則仍須努力。 

 

(4). 對購買者的議價能力：A 公司與 V 公司經營品牌與通路歷史

較久，在品牌知名度與通路掌握較佳，因此對抗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較佳；T公司的產品差異化大，也比較能對抗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相較之下，W公司只從事 ODM 業務，一旦產品的領先技術被競爭對

手追趕上來，W公司對抗購買者的議價能力就會較弱。 

 

(5). 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T公司以領導廠商的身分，出貨量大，

對抗供應商的議價能力最強，其次是以專門從事 ODM 的 W 公司，然

後是 A公司與 V公司。 

 

(6). 互補品的價值創造：不同於以上五種競爭力，互補品對產業

有價值創造的幫助，四個個案公司目前都積極尋求與互補品供應商

（例如系統播放商或是個人電腦製造商等）策略聯盟的機會，其中

T 公司、W 公司與 A 公司的機會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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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影響競爭優勢之外部因素-以六力分析為基礎 

競爭力 T公司 V 公司 W 公司 A 公司 

●●●● ●● ●● ●●●● 對抗新進入者威脅 

◎◎ ◎◎ ◎◎ ◎◎ 

●●●● ●● ●●● ●●● 對抗既有廠商的競爭

程度 
◎◎ ◎◎ ◎◎ ◎◎ 

●●●● ●● ●● ●●● 對抗替代品的壓力 

◎◎◎ ◎◎◎ ◎◎◎ ◎◎◎ 

●●● ●●● ●● ●●● 對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 ◎◎ ◎◎◎ ◎◎ 

●●●● ● ●●● ●●● 對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 ◎◎◎◎ ◎◎◎◎ ◎◎◎◎ 

●●● ● ●●● ●●● 互補品的價值創造 

◎◎◎ ◎ ◎◎◎ ◎◎◎ 

備註:  

1.“●＂代表廠商對抗各項競爭力的強度或是互補品價值創造的能力強度 

1. ●●●●:優異，●●●:良好，●●:平平，●:弱 

2. “◎＂代表廠商認為各項競爭力的重要性 

4. ◎◎◎◎:很重要，◎◎◎:重要，◎◎:普通，◎:不重要 

資料來源: 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