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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兆領企業的產業分析與個別企業經營策略 

 

第一節 基本情況 

  本研究之個案公司成立於1995年,成立初期是以音響, 通訊器材

為研發對象, 顧客為JBL,PIONEER,MOTOROLA…。 初期資金為四千五

百萬元，十三年來經營規模一直在擴大之中，在八年前開始西進大

陸，目前之生產比重，臺灣佔有三成，大陸佔有七成，其中百分之九

十外銷至美國、日本、歐洲；臺灣業務以業務、品保與設計為重心。

目標產品從音響產品開始，歷經六次之轉型，目前是以SPA組立產品

及醫療產品作為未來的目標產品。 

  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的目標為高品質(Reputation in quality)、

高產能(Productivity)、高效率(Efficiency)、高競爭力

(Competitiveness)、高客戶滿意度(Customer satisfaction)與公司

穩定成長(Steady growth)。  

  本研究之個案公司之經營哲學如下:1.對客戶期待的有效承諾 2.

致力於努力與聰明地工作 3.在生產力構面持續地改善 4.獎勵富有

創意性的理念 5.追求卓越 6.以客為尊 7.尊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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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特色 

  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的經營特色如下: 

一、客製化服務(Customized Services) 

依客戶的需求，協助修改圖面、機構檢討、開模射出半成品、組立等

服務。 

二、全方位服務 

 依客戶的機種需求，其服務除了塑膠本身之外，五金零件的製作、

編網、噴漆、燙金、印刷、電鍍、水轉印、熱轉印等均予以服務。 

三、組立及後加工，貼近客戶的需求 

將組立製造線放於顧客工廠的前端，可以減少運輸搬運費用。採用

JIT 管理及半製品零庫存管理。 

 

第三節 公司的產品 

兆領公司之產品如下: 

 

●  Hi Fi 音響與週邊設備塑膠產品 。 

●  通訊產品塑膠零件。 

● 電腦週邊設備塑膠產品。 

● 電子產品塑膠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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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性電子產品塑膠零件 。                            

●  汽車零件塑膠產品。 

●  醫療設備塑膠相關產品 。 

 

第四節 Strategic Alliances (策略聯盟） 

在這瞬息萬變,激烈競爭的環境,每一項產品都必須從外觀造型到

機構設計,到開模成型,除了考慮使用機能外,同時也要考慮到製作

難易度,成本….因此策略聯盟是必需的,如此對顧客才能提供更好

的服務品質,爭取到顧客。以下是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策略聯盟的夥

伴: 

一、塑膠射出與烤漆協力廠(Plastic Injection & Painting Shop) 

 台灣射出廠: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噴漆廠:育助企業有限公司 

 大陸射出噴漆廠:晟富塑膠電子廠 

二、模具協力廠(Tooling Shop) 

 台灣:宏全鋼模股份有限公司 

 大陸:家宏工藝制品有限公司 

 

三、策略聯盟的夥伴 

●   浩漢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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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點產品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家宏工藝制品有限公司 

 晟富塑膠電子廠 

 廣泰塑膠工業社 

 豐翊塑膠有限公司 

 

第五節 R & D / Engineering (研發與工程) 

 有經驗的工程師與技術人員(Experienced engineers & 

technicians)。. 

 配備 PRO-E, AUTOCAD, Solid Works 系統。 

 與客戶合作研發新專案(Work with customer to develop new 

project)。 

 吻合安全代理需求之設計(Design to meet safety agency 

requirement)。 

 OEM/ODM 專案設計。 

 持續的產學合作(Continuous after school education)。 

 對完美產品的持續追求(Continuous perfection pursuing)。 

 長程性的夥伴關係(Long term partnership) 

 積極進取(Ag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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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Innovation) 

 創造力(Creation)。 

 誠信原則(Honest)。. 

 

第六節 產品線廣度與特色 

●   本公司成立初期是以音響,通訊器材為研發對象,顧客是 JBL、

PIONEER、MOTOROLA………等。 

 再來的產品是,投影機、LCD monitor、遙控器、刷卡機、MP3、              

電池盒、LCD TV、SPA 組立產品、醫療產品………等等。 

 除了一般的射出模具開發和射出成型之外,還有編網、噴 漆、   

印刷、燙金、電鍍、水轉印、 熱轉印及特殊外觀處理，貼皮、

木紋外觀處理……等。 

 本公司所提供服務有協助顧客做開模之前的機構檢討， 開模之 

後的機構組檢討，生產流程安排， 新機種的機構設計，五金

零件使用的檢討。 

 音響產品所使用的塑膠材料，不是 ABS 就是 HIPS，1994 年開始 

好多音響廠商均在推動戶外用喇叭，該喇叭是用於公園、遊樂

區、演唱會場、別墅、遊艇………等，由於 ABS & HIPS 抗 UV

及耐環境都不是很好，用了兩年之後很容易碎裂或變色，在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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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用喇叭遇到了瓶頸。 

 1993 年在本公司成立之前，從 JBL、Sourence、RCA、Pioneer…     

等顧客 的資訊，瞭解到戶外用喇叭材料的重要性，及以後的使

用，便和聖聚公司、工研院、塑膠中心… 等聯手開發出戶外用

材料，使用 PP 為基材，加上 TALC、MICA… 等又加上內部 發泡，

這個材料不但有好的抗候性、抗 UV、抗氧化等，且 可以藉由填

充物的變化，產生不同的音響效果，又因為有 發泡的關係，塑

膠內層有小的空氣室，隔音效果非常好， 測試出來，和木頭製

產品效果相當，顧客都很快承認，我們就稱它為 Plastic Wood。 

●   因為使用量非常大，且是特殊的配方技術，為了不使技術外流，

所以就自己成立了射出成型工廠，由本公司 將塑膠原件製成，

交由母廠裝成喇叭，ODM 或 OEM 都有，提供給世界各大廠使用。 

第七節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 

1.針對逐漸演變的市場，在這13年左右，本公司隨著市場變化而發展

許多產品，其發展的順序如下，即在不同的環境時空下，發展出不同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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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響相關市場產品:喇叭、天花板喇叭、牆壁喇叭、戶外用喇叭。 

 

圖一 音響相關市場產品 

(2) 影音市場產品:LCD monitor，投影機……等市場 。 

 

圖二 影音市場產品 

(3) 電池市場產品:筆記型電腦之各種鋰電池外盒之生產。 

 

圖三 電池市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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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C 產品市場。 

 

 

圖四 3C 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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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CD TV 外殼設計、開模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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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LCD TV 外殼設計、開模生產 

(6) SPA 用音響產品設計、開模、製造、組立，並申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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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SPA 用音響產品設計、開模、製造、組立 

(7) 醫療相關器材的開發。 

圖七 醫療相關器材的開發 

(8) 其他產品市場:工具用充電器等。 

 

圖八 工具用充電器 

 由於企業的資源有限，在於不同產品的開發階段，有不同的要求，

本公司均將人力、技術、管理，均聚焦於不同時段該項開發產品的

各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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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關係企業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產品為射出成型品，設立日期為民國 84

年；音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產品為分音器、變壓器、喇叭，設立

日期為民國 53 年；宏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產品為 模具製造，設

立日期為民國 65 年；光順電子廠之主要產品為分音器、變壓器喇叭，

設立日期為民國 81 年；晟富塑膠廠之主要產品為 射出成型品，設立

日期為民國 87 年；家宏工藝制品有限公司之主要產品為模具製造，設

立日期為民國 87 年。 

 

表二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 

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 設立日期 備註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音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宏全鋼模股份有限公司 

光順電子廠  

晟富塑膠電子廠  

家宏工藝制品有限公司

射出成型廠 

分音器、變壓器、喇叭 

模具製造 

分音器、變壓器喇叭 

射出成型廠 

模具製造 

民國 84 年 

民國 53 年 

民國 65 年 

民國 81 年 

民國 87 年 

民國 87 年 

 

 

第九節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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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策略目標為保留產品技術而設廠，由音律

電子所投資，其目標為進入 LCD Monitor 之市場；其所面臨的外界

環境為音響業皆在大量使用中，而世界各大廠和音律公司皆已有其

他產品交易中，而 LCD 產品已有二十幾家正在開發中；其本身條件

為擁有材料混合技術，可以利用原音律公司原四十幾位業務之原來

人脈，並具有開模、組立 和後表面加工能力；其策略效果為在世界

大廠取得訂單，並創立了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多元化產品

與提昇製造的能力。 

表三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一) 

 

策略目標 外界環境 本身條件 策略效果 

為保留產品技術 

設廠 

音響業大量使用

中 

擁有材料混合技

術 

在世界大廠取得

訂單 

 

由音律電子投資 世界各大廠和音

律公司已有其他

產品交易中 

利用原音律公司

原四十幾位業務

之原來人脈 

創立兆領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進入 LCD 

Monitor 市場 

LCD 產品有二十

幾家在開發中 

具有開模、組立

和後表面加工能

多元化產品、提

昇製造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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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第十節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二)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策略目標為策略聯盟上下游廠商，進入投影

機及電池盒成型市場，並擴大國內市場；其外界環境為開模、射出

與組立等均為獨立工廠，塑膠製品均為日本進口或日本在台設廠製

造，其市場持續成長，而國外廠商已肯定台灣的製造能力；其本身

條件為要具有製程管制的能力及組立線管理的能力，要具有 CPK 管

理能力及經驗，要具有充分財力及人力資源，要具有產品分析及語

言能力；其策略效果為掌握上下游顧客的動向及訂單多元化，產品

少量多樣及具有大量生產能力及經驗，具有 3C 新產品的設計方向，

及增加國外行銷經驗及訂單多元化的能力。 

 

表四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二) 

 

策略目標 外界環境 本身條件 策略效果 

策略聯盟上下游

廠商 

開模、射出、組

立為獨立工廠 

要有製程管制及

組立線管理能力

上下游顧客互動

及訂單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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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投影機及電

池盒成型市場 

塑膠製品為日本

進口或在台製造

要有 CPK 管理能

力及經驗 

少量多樣及大量

生產能力及經驗

擴大國內市場 市場持續成長 要有充分財力及

人力資源 

3C 新產品的設計

方向 

擴展國外市場 國外廠商已肯定

台灣製造能力 

要有產品分析及

語言能力 

增加國外行銷經

驗及訂單多元化

 

第十一節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三)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策略目標為醫療器材業務擴展、增強機構設

計 技術能力、進入 LCD TV 市場與具備垂直整合後之加工技術；其

外界環境為世界各大廠皆已將產品生產轉向亞洲，ID 公司及顧客均

需機構人員協助設計，而國內已有三十幾家廠商在開發中，而在市

場中有外觀多樣化的要求；其本身條件要具有美國食品管理認證，

能夠增加工程人材，要具有極多種的後加工能力，要有標準作業流

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與標準檢查流程

(Standard Inspection Procedure, SIP)的能力；其策略效果為訂

單更為多元化與附加價值更高，有效提升了核心競爭能力，增加製

造能力與提升管理人員製程管制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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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三) 

 

策略目標 外界環境 本身條件 策略效果 

醫療器材業務 

擴展 

世界各大廠已將產

品生產轉向亞洲 

要有美國食品

管理認證 

訂單更為多元化 

附加價值更高 

增強機構設計 

技術 

ID 公司及顧客需

機構人員協助設計

增加工程人材 提升核心競爭能力

進入 LCD TV 

市場 

國內有三十幾家廠

商在開發中 

要有極多種的

後加工能力 

增加製造能力 

垂直整合後加 

工技術 

在市場中，有外觀

多樣化的要求 

要有 SOP、SIP

的能力 

提升管理人員製程

管制能力 

 

第十二節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四)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策略目標為提升成品組立代工，增加終端產品

管控技術的能力，並在大陸設廠加工生產，增加了終端產品的業務；其外

界環境為有部份顧客希望能夠協助其完成終端產品的外銷，國內勞力不

足，經營環境惡化，政府開放大陸投資，而顧客持續要求要具有較高的附

加價值；其本身條件為要投入音響工程師、電氣工程師，要瞭解大陸各種

法規及經營環境，而目前已累積足夠的能力；其策略效果為具有品管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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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產品製造的能力，並成立晟富公司來消化訂單及降低成本，從而擴大了

業績並增加了利潤。 

 

表六 兆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策略發展與策略構想(四) 

 

策略目標 外界環境 本身條件 策略效果 

提升成品組立代工 

增加終端產品管控 

技術能力 

有部份顧客希望能

協助完成終端產品

外銷 

要投入音響工程 

師、電氣工程師 

具有品管及終端產

品製造能力 

大陸設廠加工生產 國內勞力不足，經

營環境惡化，政府

開放大陸投資 

要瞭解大陸各種法

規及經營環境 

成立晟富來消化訂

單 及降低成本 

增加終端產品業務 顧客持續要求有較

高的附加價值 

已累積足夠能力 擴大業績增加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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