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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研究與分析 

 

第一節 兆領企業公司的成功經驗及管理技術之分析 

將兆領企業公司成功的特色與經驗綜合歸納成下列三點: 

一、 篩選了以高品質為導向，來嚴格執行T Q M 的管理理念 

    以前我國的產品彷彿就是技術層次低、品質低劣的代名詞，因而

在鉅大的商機面前，我國企業卻由於競爭力不足，根本無法有效掌握

商機，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看準了這一點，因此從發展開始之初，就鍥

而不捨地強化產品的品質，將高品質產品作為企業整體長遠發展的關

鍵，引進了當時已風靡全世界的全面品質管制(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的管理理念，全面品質管制理念是由美國著名品

質管制專家費根堡(Feigenbaum)於1960 年代所提出的，發展至今已

成為一種管理哲學，它主張提高生產率的方法，不僅應該持續地降低

成本，更應該持續地改進產品的品質，傳統上的那種單純檢查只能區

分開合格品與不合格品，而不能從根本上保證不生產出不合格品，而

且沒有任何一種核對總和檢驗方法，在查詢產品的缺陷時，是100%

有效的，所以不能依靠檢驗來作出品質保證，要生產出客戶所滿意的

產品，就必須對品質形成製程的各個階段，即市場調查商品、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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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開發、協同製造、銷售服務做預防性的管理。 

    在TQM 後來的實務發展中，美國的另一位品質管制專家戴明

(Edwards Deming) 博士做出了很大的貢獻，他提出了一個反應鏈理

論。 

 

改進品質                 降低成本                   提高品質 

   

 

 

     增加市場佔有率             企業發展             提供更多工作機會 

圖十七反應鏈理論 

戴明認為企業的一切活動都源於改進品質，為什麼改進品質可以帶

來企業的發展呢?因為戴明提出的改進品質是強調對各個製程的改

進，這樣可以減少重複工作和工作差錯，減少資源、人力、和材料的

浪費，從而帶來成本的降低(Cost Down)，這實際上等於增加了生產

系統的生產能力，降低成本和提高品質，使得顧客滿意度提高，提昇

了企業的商譽和競爭能力，有利於增加市場佔有率，帶來更多的利

潤，促進了企業發展，使得在企業工作的員工有成就感，並提供更多

的就業機會，因此如果一開始就能建立一個較好品質的生產系統，那

麼在持之以恆的改進製程中，產品品質會越來越好，顧客也會越來越

多，最後利潤就越來越高，在品質成本生產率與利潤之間會形成一個

良性的連鎖反應鏈(Chain Reaction)。戴明的學說被世界各國廣泛接

64 



 65 

受和應用，PDCA 戴明迴路也成為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

的一種關鍵性指標。 

 

1. 規劃(Plan) 

發現問題找出原因 

為品質改進制定計劃 

4. 校正(Action)                                                     2. 實施(Do) 

採取措施糾正                                                         按預定計劃 

進行改進                                                               組織實施 

 

3. 研究/檢查(Study/Check) 

規劃是否能夠運行 

找出偏差 

 

圖十八 PDCA 戴明迴路 

 

由此可見全面品質管制的關鍵是強調以品質為導向，以全員參與為

基礎，對整個生產製程的監控，達到整體提高企業營運效益的目的，

它涉及到企業系統的各個層面，每一個部門、每項活動乃至於每一個

員工。為了使其真正行之有效，每一個員工都應該有效地溝通協調，

因為每一個人、每項活動都將影響到其他人及其他活動，這是一種全

面提高企業整體有效性之彈性和具有競爭力的管理方法，因此，此種

管理從根本上所要求的是精密細緻而一絲不苟的認真態度，本研究之

個案公司將一系列配套的規章制度付諸於嚴格認真的執行目的，就是

要將此種理念落實於企業的每一個品質管理階段之中，將高品質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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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牢牢樹立在每一個員工的頭腦之中。 

PDCA 戴明迴路的執行流程如下: 

1. 規劃(Plan) 

發現問題及找出原因，為品質的改進來制定計劃。 

2. 執行(Do) 

按預定計劃加以執行。 

3.研究/檢查(Study/Check) 

要確實檢驗規劃是否能夠付諸執行，並找出業務的偏差而即時改正。 

4. 校正(Action) 

採取措施加以糾正，並加以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逐

步求菁。 

在本研究之個案公司之中，從高階主管到最普通的員工，每人都有

一張三E 卡片。 

所謂三E 即Everyday, Everything, Everyone， 卡片上所記載的

是各項指標，對每個人所做的任務，所應達到的要求都有一個指標，

然後將每天所做的事情記錄下來，對照指標做檢查評比與控制，運用

此種方法把品質指標量化分解到每一位員工身上，從而保證產品品質

始終如一地不斷提高。過去在出現品質問題時，企業的第一反應就是

加強品質檢查，然而事實證明這樣做為不但昂貴又不可靠的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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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因為它並未觸及問題的根源，雖然檢查檢驗與測試都是把關的

動作，但不過只是分別優劣而已，而不透過預防來處理品質問題，最

多只是事後加以彌補，並未對製程本身做任何變動，因此本研究之個

案公司化被動控制為主動，保證重新設計，重新安排流程，以生產無

缺點的產品。在每一個生產線上，他們都把所有的製程品質分解為許

多項小標準，並把每一個製程落實到個人崗位來做監督和控制，有了

品質問題隨時都能查出責任人，同時實行與之配套的品質效益工資，

使一次裝配合格率提高到了99%， 同時將嚴格的品質標準延伸到每一

個零組件協作廠商，從根本上提高協作廠商的零組件品質，品管好零

件的品質，才能保證整體的品質，要注意從原材料進廠加工到成品出

廠全部製程的防範措施，找出每一個可能發生錯誤的機會，並運用系

統化的科學方法，將其消除在每一個階段或製程之中，在整個的製程

中本研究之個案公司還注重全部員工品質理念的提高，其中包括員工

的工作態度，尤其是各級主管的想法之轉變，如此品質不再是一種空

洞的口號，也不再僅僅是事後的處理，本研究之個案公司不僅實現了

品質管制，從傳統的事後檢驗到防患於未然的方式轉變，同時轉變的

還有員工陳舊的品質觀念和以往懶散與應付了事的工作作風。品質實

質上是科技水準和優良管理的結晶，因此在加強管理的同時，本研究

之個案公司更是加大了對產品研發的投入，加快了新產品的開發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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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形成了強而有力的技術創新能力，在技術創新工作中，其始終掌

握三個原則:即技術創新課題、市場化原則、技術創新目標國際化原

則，及技術創新成果商品化原則，堅持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標，與國

際先進技術同步，並加以商品化從而提高客戶滿意度。 

經過艱苦的努力工作，全面品質管制的理念深深地緊密地與本研究

之個案公司融合在一起，其不僅達到了國際品質標準，通過了一系列

國際上的品質認證、產品安全認證、檢測認證，拿到了通往國際市場

的通行證，而且更是以其高品質，在國內市場上贏得了極高的聲譽。 

  二、 建立了優質高效率的服務系統 

在發展的初期及中期階段，本研究之個案公司就開始注重其服務系

統，隨著產品品質的不斷提高，它的服務品質也在不斷地提高。 

目前本研究之個案公司的服務已經形成了一個國際級一條龍的服務

系統，涵蓋於整個系統，本研究之個案公司始終堅持一個宗旨，即客

戶永遠是對的，以及兩個理念帶走客戶的煩惱，留下兆領公司的真誠

服務，同時為客戶提供下列全方位服務: 

 

售 前  →         售 中   →         售 後 

 

方 案  ←         培 訓   ←        回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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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全方位服務 

(一) 全天候服務，兆領之客戶都能享受到熱情快捷服務。 

(二) 全方位服務，為客戶提供不同層級的服務，將服務涵蓋於客戶

需求的整個流程及客戶的需求，從產品的設計開發，一直到售後及延

伸性服務，兆領都以客為尊，為客戶設想周全。 

(三) 全方位服務客戶無論出現什麼問題，兆領都會為客戶解決，即

使客戶沒有想到兆領也會詳加考量，確實做到將服務提高到消費者滿

意無可挑剔的程度。 

從1999 年初開始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兆領又推出了為客戶設立

電子信箱，透過網際網路接受全世界各地客戶服務需求的電子郵件，

從而實現世界性服務的整體化，將服務又提高到了新的水準，在國際

上對服務品質的研究是1980 年代才開始的，北歐學者在1980 年代初

對服務品質的內涵和性質等做了開拓性的研究，美國行銷科學研究院

從1980年代初期，開始資助一項為期十多年的服務品質專案研究，從

此這項研究引起了越來越多人的高度關注，其原因主要為: 

1. 服務品質已成為企業競爭的重要關鍵，芬蘭學者格朗魯斯

(Christian  Cronroos) 在1990 年出版的服務管理與行銷一書中，

將企業的競爭策略劃分為以成本、價格、技術和服務為主的四種形

態，並指出目前的市場處於服務競爭階段，促使企業逐漸轉向採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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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導向策略，以美國為例在1987 年設立了全國性的馬爾卡姆巴德里

(Malcolm Baldrige)品質獎之後，不少企業將之作為改善服務品質的

契機，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成為最初的獲獎者，1992 年國際標

準化組織推出了服務業導向的ISO9004-2 系列標準服務品質系統的

國際認證，將之納入正軌，不僅如此服務品質對生產企業也十分重

要，例如IBM 公司提出了“IBM 即服務＂的口號，對服務品質可謂精

益求精，特別是近年來越來越多的企業認識到在市場低速成長，甚至

萎縮的情況下，提高服務品質對於改善顧客關係，維持市場佔有率相

當重要。 

2. 提高服務品質可以改善企業的經營績效，在以製造業為重點的全

面品質管制運動的推動，和市場競爭不斷加劇的情況下，很多企業都

認識到改善服務品質的重要，在1980 年代由美國策略規劃研究院所

推動的著名的PIMS( Profit Impact of Market Strategy) 研究中發

現，品質與投資報酬率(ROI)和市場佔有率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係，

美國哈佛商學院的專家在有關服務利潤鏈(Service profit chain) 

的研究中，探討了影響利潤的變數及其相互關係，他們發現較高的服

務品質會導致較高的顧客滿意度，進而產生高度的顧客忠誠度，最終

帶來較高的收益成長和利潤率，美國凡德比爾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 服務研究中心主任拉斯特(Roland Rust)教授，在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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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服務品質報酬的研究中，闡述了提高服務品質給企業帶來的好處

和產生這些好處的有效途徑和機制，他認為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對服

務的評價和顧客滿意度，進而決定著顧客未來的購買行為，因此可見

持續的服務品質改進，並不是成本的支出而是對顧客的投資，可以帶

來未來更大的收益和利潤，改善服務品質是企業獲得差異化競爭優勢

的重要方法，在產品品質功能和價格等逐漸趨向一致的情況下，服務

已成為製造業競爭的焦點，高品質的服務所給企業帶來的效益和報酬

在兆領企業身上得到了最好的回答，憑著對市場發展趨勢的敏銳掌

握，兆領很早就認識到了服務在產品內涵中的重要性，並以嚴格的制

度作為執行的保障，使領先一步又出色的客戶服務系統，成為兆領企

業獨樹一幟的競爭優勢。服務的延伸變成了市場對兆領的讚譽與信

任，反過來又使兆領始終同社會各界建立和保持了良好的關係，它使

兆領企業並不需要做更多的商業廣告，就拉近了和客戶的距離，在目

前激烈的市場競爭中，下面對眾多的技術品質相當的產品時，許多消

費者就是衝著兆領讓人放心的服務口碑，使得兆領贏得了顧客的信

賴。 

 三、 巧妙地將斜坡球體論運用於企業的運作管理及人力資源管理

中，並形成了一套具有兆領特色的管理模式 

在成長發展的流程中透過不斷的摸索，本研究之個案公司形成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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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獨特的管理模式，兆領巧妙地把物理現象中的斜坡球體理論運用於

企業運作管理當中，如下圖之圖二十所示: 

 

                    A                          

                                         企業規 

                            T1            模 M 

            F1                   T   

                                   T2 

                                 

 

F 

                         F2                      

                      

A： 企業發展加速度        ，M ：企業規模 

合力T： 企業發展動力， T1： 技術創新能力，, T2 ：內部管理能

力 

合力F ：企業發展阻力， F1 ：競爭壓力， F2 ：企業員工惰性 

 

T=T1+T2+T3+...     ,A=(T-F)/M              , F=F1+F2+F3+... 

圖二十斜坡球體理論 

在兆領看來，企業如同一隻球在往坡上爬，企業發展動力T是各種

推動力的合力，其中包括企業技術創新能力T1、 內部管理能力T2， 此

外還有市場需求的拉力，國家的扶持等多項因素作為推動力。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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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力F 是各種阻礙企業發展的阻力的合力主要包括市場競爭壓力F1 

和企業員工惰性F2 的雙重壓力，它又使得企業有隨時下滑的危險，

隨著企業發展規模的加大，企業發展的加速度會越來越小，因此必須

不斷加大企業的前進動力來克服阻礙力，才能保持企業向前發展，不

斷上升到新的高度，而不會在市場中下滑，而這其中尤其要加強內部

管理，因為管理是穩住企業位置的支點，為此之故，兆領成功地建構

了一套獨特的管理系統:即OEC 管理模式，OEC 也就是Over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 的縮寫，其具體的說法，就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必

須做完，而且今天做的事情應該比昨天有所進步，明天的目標應該比

今天的結果更好，運用此模式整體性地對每一個人、每一天、每件事

做有效的控制和管理，稱之為1%工程，例如將1元錢存入銀行採用複

利計算70 天之後，便會變成兩倍，將此用於工作，如果每天工作都

能提高1%的話，則70 天以後工作就可以提高一倍，這看似簡單，但

在實際上相當困難，難就難在天天要有所進步，哪怕是只進步一點

點，其中最重要的是對自己的標準和要求，以及執行的毅力和韌性。

所以每天都要對工作加以精密分析，要對所管的幹部及工作評出A B 

C ，一天可以做到，一月也可以堅持下去，但要堅持多少年就很難了，

但是如果能夠堅持下去，就一定會收到效果，現在本研究之個案公司

已經嘗到了堅持管理的甜頭，每項工作每天都有嶄新的持續改善與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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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求菁績效，整個企業在有條不紊地向上爬坡，表面上看來企業每天

都沒有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但實際上企業在穩健地進步，此種進步

才是正常的成功，本研究之個案公司達到了國外企業管理專家所要求

的水準。此外本研究之個案公司還將斜坡球體論用於企業的用人機制

和激勵機制的改善上，斜坡上球體好比一個員工個體球周圍代表員工

發展的舞台，斜坡代表著企業發展規模和市場競爭的程度，促使一個

員工實現自己的目標及前景有兩個基本動力，內在動力是個人素質的

提高，這是根本。球體的外在動力為企業的激勵機制，它是外部的推

動力，同時也存在兩種阻力，內在阻力是員工的惰性，外在阻力是發

展中的困難之處，員工施展才華的舞臺取決於兩個構面:球體半徑、

員工的能力球體的彈性，員工活力的發揮程度，企業發展的規模越大

則市場競爭就越激烈，斜坡的角度越大，則人才的競爭就越激烈，人

才的素質要求就越高，企業根據員工不同層級的需求，例如適應服

從，充分參與自我實現等分別給予不同的動力激勵機制，例如員工的

升遷就有管理職務、專業職務、技術職務、技能職務等，此種理念已

成為企業發展的動力，不進則退，企業或員工只有不斷向上提昇自己

的能力，克服阻力和惰性才能發展出自我實現的境界，否則只能向下

沉淪和慘遭淘汰。根據斜坡球體發展的理念，本研究之個案公司在用

人構面的做法，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實際狀況而言，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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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理論具有下列幾個特色: 

(一) 依考績將員工做動態性的職務升降轉換，即考績甲等員工、考

績乙等員工與考績丙等員工做動態性的轉換，兆領所聘用的員工，做

得好可以成為考績甲等員工，做得不好可隨時轉為考績乙等員工或者

考績丙等員工，此種依據績效評估(Performance Appraisal)的做法

有效地解決了鐵飯碗的問題，使企業不斷激發出新的活力，同時兆領

對主管做嚴格的控制，每月定時進行考評在職員工。還制定了主管的

輪換制度，以全面強化其才能，並根據輪職表現來決定升遷，對事故

和工作失誤採取80與20的原則:即主管承擔80%的責任，員工承擔20%

的責任。 

(二) 執行定額淘汰機制，即每年必須有一定數量的人員被淘汰，以

保持企業的活力，兆領的原則為是充分發揮每個人的潛力，讓每個人

每天都能感到來自企業內部和市場的競爭壓力，又能夠將壓力轉換成

競爭的動力，這是企業持續發展的秘訣。 

(三) 富有特色的獎酬制度，薪資是重要的調節槓桿，發揮了相當重

要的功能，兆領的薪酬原則是對內具公平性，對外競爭性較高，素質

較高與技能較高的員工獲得高報酬，人才的價值，需要與員工的薪資

結構(Salary Structure)相互一致，其中不僅是單純的現金工資，還

包括業績獎金等其他隱性收入(如附件一利潤中心之獎勵辦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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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兆領十分重視精神激勵機制，物質激勵絕非惟一的方法，而如

何不陷入這個陷阱，不斷開發員工的潛能為企業高速發展的關鍵，兆

領不斷研究各種精神激勵措施，例如定期公佈優良員工名字，並開展

全部員工合理化的建議活動，專門設立了合理化建議獎等等，以此來

激發員工的工作責任感和創造力。 

(五) 強化培訓創造機會，兆領為各類人員設計了不同的升遷管道，

使員工一進入企業就知道該往哪一個方向發展，怎樣才能獲得成功，

為此兆領為員工創造了各種職訓訓練班學習的機會，進行了以市場為

導向的各種在職訓練，以提升員工的專業能力和素質。 

激勵是管理者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最具有挑戰性的技能，實際上

就是滿足員工的需求，而使其努力工作來實現組織目標，在組織中人

的努力水準取決於目標對他的吸引力，取決於目標能夠在多大程度上

滿足員工的需求，激勵員工就是要設法使他們看到滿足自己的需求與

實現組織目標的關係，從而產生努力工作的內在壓力，從而勤奮工作 

，有關激勵組織行為學家提出了各式各樣的理論，這些理論又可以分

為兩種類型:一是需求激勵，一是流程激勵，前者是從員工所需求的

內容來尋找激勵途徑的理論，例如需求階層理論(Demand 

Hierarchical Theory)強調瞭解員工現有的需求層級，根據不同層級

的需求給以不同的激勵方法，流程激勵理論主要是從激勵的流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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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如何激勵員工的問題，例如目標設定理論認為要給員工設定明確

和有相當難度的目標，強化理論認為員工的積極性應該得到及時的獎

勵，以強化這種行為的積極性，在國外企業常常運用目標管理員工參

與、方案靈活的浮動工資和靈活的福利，來激勵員工，在我國最近幾

年企業對激勵問題也越來越重視，各大企業都開始把激發員工的積極

性和創造性做為重要的管理工作，從而引導員工向更高層級的需求發

展，重視精神獎勵的功能，兆領企業的經驗值得借鏡。在自由競爭的

市場中，企業的商譽其實就是靠口耳相傳的口碑效應，此種效應從哪

裏來，一靠品質，二靠服務，換言之一要東西品質好，二要服務態度

好。 

因此將兆領企業的成功加以歸納，還是由於管理的成功，尤其是內

部管理的成功，為兆領最獨特的魅力所在，雖然它的管理模式非常枯

燥又非常艱苦，但正是由於此種模式是兆領根植於本企業的實際情況

所形成，並在長期的實務中不斷向上提昇，伴之以良好的用人機制，

從而推動兆領及其全體員工能在壓力和動力下不斷地向前進步，此種

模式也成為一種有效的管理模式，管理大師杜拉克對管理的本質有一

句名言，即管理的精髓與本質不在於知而在於行，強調的就是管理的

務實性與艱苦性，在經過艱苦的工作之後，管理所帶來的成效才會顯

示出其獨特的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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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事業理論，對兆領集團成功經驗加以深入分析 

以事業理論來看，兆領的管理和成功其實就是無論做什麼，還是怎 

麼做，兆領都能以企業的實際狀況來採取不同的發展對策和管理方

式，從而在特殊的環境中成長壯大。 

(一) 兆領能夠深入瞭解和分析市場在不同發展階段的不同特色，以

自己成長的不同階段來制定相應的發展策略，確實掌握商機。 

兆領的發展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以下按時間順序來分別分析兆領所

採用的策略。 

1. 在兆領1995年建廠的時候，正逢臺灣中小企業在南進與西進中，

但兆領卻獨排眾議，在臺灣建廠，1995 年至2000 年初即兆領發展的

初期階段，隨著生活水準與消費觀念的迅速改變和提昇，對高品質生

活的渴望使市場上對兆領相關產品的需求猛增，企業無論是在生產數

量還是在產品的品質上都根本不可能滿足此種需求，於是國外進口產

品乘虛而入，這些產品由於技術先進，品質優秀，成了市場的焦點，

雖然它們的價格很高而且因為地域的限制，各種應有的服務也跟不

上，但仍然供不應求，因此可以說當時的市場上蘊含著巨大的商機。 

當時的兆領處於初創階段，企業組織尚未制度化，於是兆領採取了 

雙管齊下的發展策略，以高品質產品的高規格來有效掌握商機，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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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做好基礎管理的基本訓練，使企業從渾沌中的無序階段走向動態

彈性的有序組織，首先就是從技術和品質著手，兆領引進了當時世界

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在技術上先保證與世界同步，同時開始嚴格做

好產品的品質管制。 

此時員工頭腦中的品質觀念，仍然相當差，即將產品依據缺陷的多

少，依次分為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等，只要能用就可以，品質觀

念薄弱，當時的廠長從一封客戶來信中得知其所生產的產品存在品質

的問題，經過檢查發現倉庫之中還有同樣的產品，於是當著全廠員工

的面前，逐步分析每一個缺點，讓每一位員工都瞭解到，這些產品都

是他們所製造出來的，並在眾目睽睽之下當場銷毀，不但要賠償顧客

的損失，還要重新製造，並用空運送到客戶手中，運用此種非常有震

撼力的場面，改變了員工對品質的模糊概念，從那時起兆領的品質觀

念發展起來了 

為了從根本上保證兆領的品質，以全面品質管制(TQM )的管理技術

作為主軸，貫徹於企業的管理中，制定了最基本的管理條例，嚴格而

有效地加以執行，不僅使品質的管理制度化和系統化，更使企業發展 

也走上了正途。同時兆領採用價值定價來做產品的市場定位，即根據

顧客在消費產品製程中所獲得的附加價值，來制定價格，這是一種顧

客導向的定價方式，兆領在付諸實施時，做了下列幾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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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市場的區隔方式與選擇 

  針對逐漸演變的市場，兆領隨著市場變化，在不同的環境時空下，

發展出不同的產品，由於企業的資源有限，在於不同產品的開發階

段，均有不同的要求，而兆領均將人力、技術、管理聚焦於不同時段

該項開發產品的各項要求。 

 (2) 洞察目標顧客的價值取向，有效參照價值工程理論，即顧客的

價值導向不外乎兩個構面，一是增加效用，二是降低消費成本，低收

入者在購買產品時的效用取向，可能僅僅為了儲存食品，其所考量 

的消費成本，可能僅侷限於金錢構面，例如購買價格、維修費用、耗

電量等，而兆領的目標顧客，除了關注基本效用之外，還特別關注能

否突顯出自身的身份地位，在消費成本構面，他們對時間成本的重視

超過了對金錢的重視。 

(3) 衡量目標顧客所獲得的附加價值，兆領集團經過綜合分析認為上

乘的產品品質與性能，能更好地滿足顧客需求，而消費者心目中最佳

產品的顯赫地位，又滿足了顧客追求產品的需求，同時嚴格的產品品

質控制與客製化的親切服務，又將顧客消費的時間成本降到最低。 

(4) 制定產品價格，以目標顧客所獲得的附加價值為基礎，參考目標

顧客的價格接受能力，就能確定兆領產品與其他產品的差異性，然後

運用市場上同類產品的平均價格加上差價即可得出兆領產品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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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高品質的產品加之以精準而獨特的市場定位，使兆領創立了明顯

的產品特色，在眾多的產品中脫穎而出，中高價位的產品定位，既使

兆領避免了低價位產品經常爆發的價格戰，又使兆領贏得了一個穩定

的顧客群，也為企業長遠的發展確定了努力目標。 

雖然許多國內企業都引進了專案，但顧左右而言它的不在少數，兆

領始終專心一致地聚焦資源來做產品，以建立產品品質，更以服務維

護產品來執行自己的產品策略。 

在2000 年初，兆領也發展至其中期階段，由於經濟的自由化與國

際化，面對愈加激烈的市場競爭，企業開始尋求更大的生存和發展空

間，從各級政府而言，他們也不再固守陳規而是從整體考量，以各種

政策來協助企業經營，鼓勵企業發展，同時也有了策略性聯盟，經過

了5 年發展的兆領集團，這時已經累積了相當的資本、技術、人才、

產品和管理的經驗，在進一步的發展方向上，本研究之個案公司選擇

了多角化的發展策略，開始尋求外向型成長。此後在擴張發展的流程

中，兆領根據企業的不同特色，採用了不同方式的策略性聯盟。 

 在西元2000年，隨著網路通訊與資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急遽發展，世界經濟全球化進一

步加劇，任何一個企業要想做大，僅僅侷限於本國在地市場之一隅，

已不足以成就其雄心了，必須放眼世界，尋找發展商機。而且一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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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濟的繁榮，一家企業的興旺已經與如何提昇國際競爭力密切相

關，這是大勢所趨，因此各國都在積極制定和實行永續發展策略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企業紛紛走向國際化經營的

道路。面對產品各異，需求多樣化的國際市場，兆領堅持先難後易的

策略先出口先進國家和地區，以優質的產品打開市場，取得商譽之

後，再進入發展中國家。 

兆領集團的市場目標為國內銷售佔30%，國外銷售佔70%，同時產品

出口到相當水準，就向技術輸出與資本輸出發展，其最終目標是使兆

領產品具有國際知名度與國際信譽度，具有較高的市場佔有率和市場

全球化程度，從而形成產品文化高度的國際融合性，而由在地性的產

品轉型變為行銷至全世界的產品。 

運用對兆領發展歷程的回顧和分析，可以看出實際上兆領的發展與

我國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並且同步進行，隨著我國經濟的啟動和成

長，兆領也充分利用了這一特定時期的經濟資源與人文資源，並將其

發展融入於此，從而使每一個階段的策略都與時俱進，成為最符合企

業需求發展模式。 

(二) 以自身的實際能力為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採用適當的管理技

術和方法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在國際管理的潮流中，越來越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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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導向的管理思想，其中尤以企業巨人美國惠普電腦公司(HP)為代

表，而為世人所津津樂道，惠普管理之道，就是從此種信念中衍生出

來的一系列政策和行動，任何人都追求工作中的完美和創造性，只要

給予他們適當的環境或條件，他們就相當能夠獲至成功，因此惠普公

司的價值觀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信任和尊重個人，給予員工提供寬

鬆的環境與靈活的機制，例如惠普公司制定了彈性工作制，有人8 點

上班，有人9 點上班，員工上下班的時間可以不一致，甚至對於員工

出差的費用，公司也將決定權交由員工自己自由掌握，以此來創造一

種氛圍，讓員工擁有最大的自由發揮和創造力的空間。 

惠普的此種價值觀和信念是惠普成功的重要關鍵性因素之一，所以

最近世界各大企業紛紛加以模仿和推廣，管理學界對傳統的層級制度

化管理，也提出了一番質疑甚至批評。反觀兆領賴以成功的管理方

式，藉助於強大的外力，兆領因此發展得相當順利，OEC 模式卻是屬

於典型的制度化的管理模式，兆領的組織架構也是典型的層級式架

構，這些傳統模式都與國際潮流格格不入，兆領似乎應該追上先進潮

流，以更為現代化、更為國際化的面目出現，但是兆領並沒有這麼做，

仍是依如既往地實行著適合自己實際情況的管理方式，不僅自己成功

了而且還帶動了更多策略聯盟的相關企業走出了困境，看似傳統而死

板的OEC 模式是兆領在長期的摸索中所形成的，它源由於目標管理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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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Management By Objective, MBO) 但又不是生硬地胡亂照抄MBO 

理論，而是以企業的自身能力為基礎，目標管理的基本理論和方法是

由著名管理大師彼德杜拉克(Peter. F. Drucker) 所創立的，他認為

企業的目的和任務必須轉化為具體的目標，如果一個領域並沒有制定

目標，則此領域必然會被忽視，各級主管應該運用目標，對下級發號

司令，以保證企業整體目標的徹底實現，每一位主管和員工分別目標

的總和就是企業總目標，對他們的要求來完成這些子目標就是他們對

企業總目標的責任和貢獻，因此他提出了讓每個員工根據總目標，確

實要求自己制定個人目標，並努力達到個人目標，就能使整體目標的

實現更有把握，為了達到此目的，他還主張在目標管理的執行階段和

成果評估階段中，應該充分信任員工，實行有效授權和溝通協調機

制，使員工能夠實現自我控制，獨立自主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各級主

管要根據子目標對下級詳加考核，最後必須嚴格按照每個員工目標任

務的完成情況和取得成果的大小詳加評量和獎勵，以進一步激勵每個

員工的工作熱情，發揮每個員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由此可看出目標管理是一種根據工作目標來控制每一位員工的行

動的管理方法，其中又非常強調依靠和激發員工的主動性，充分地下

放權力，相信員工會在目標的動力下，自覺地完成目標。而兆領的管

理方式更加注重於對流程的監控，並沒有太多地授權，這是因為兆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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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能力所決定的，在成立之初的兆領是一家基礎相當差的小廠，

人員少，員工能力很低，在此種情形下，提出很高的目標是根本不實

際的，因此成立之初的兆領，制定的是不准遲到早退等這樣的最基本

要求，這些制度規定現在來看的確很好笑，甚至不可思議，但在當時

卻必須從這類細微著手，運用基礎管理的提昇和保障，使企業從渾沌

中的無序走向組織性的有序。 

雖然經過不斷的成長與發展，兆領已經成為較為成熟的現代企業， 

但是員工的觀念和整體能力卻不是那麼容易轉變，長期以來，鐵飯碗

的公務員心態，使員工習慣於聽從命令聽從上級的指揮，很少具有創

新精神和自律精神，所以一旦失去監督或指令，就容易在工作上放鬆

懈怠，態度消極、精神不振、應付了事，加上所受教育水準較低，員

工根本沒有危機感和使命感，更談不上自我管理、自我成就等現代化

觀念，而此種觀念的培養更不是一朝一夕，一蹴可幾的事。所以在此

種條件下，兆領是不可能下放權力，不可能僅靠員工的自覺性與主動

性去達成目標，也就是說不可能完全以人為本，兆領所能做的只能是

運用精密細緻的各種制度管理，來加以溝通和協調每一個環節，將任

務落實到每個人身上，加以嚴格管理並加強對程序的監控，以達到目

標。兆領管理的嚴格在企業界是出名的，以至於個別員工因為無法適

應而離職，但也正是這種嚴格的要求，使得兆領人的能力和管理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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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番歷練，同時也正因為有嚴格的管理，才使企業文化絕佳地成

呈現出來。因此兆領的管理方式，儘管以現代角度而言是相當陳舊與 

落後的，但是以兆領的歷史而言，以兆領企業情況來看，卻是最為有

效的。 

 

(三)兆領的成功因素還得益於特定時期的企業聯盟，以及其主管卓越

的領導才能和個人魅力 

1. 來自各級政府的鼎力支持 

政府為企業的後勤支援力量，政府若是對企業橫加阻礙，則對企業

的影響很大，其對企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兆領而言，無

論是在在地地區的成長，還是在其他地區的擴張，政府的干預功能都

非常明顯，很慶幸的是，以兆領的角度來看，這些良性干預基本上都

是政府予以優惠措施，使兆領在創業發展產品的流程中，發展順利，

而且在它的多角化與國際化的發展階段，得到政府的關注和支援，這

使得兆領相對於別的一般企業，能將更多的精力和財力投入企業的營

運發展中。 

2. 策略聯盟 

由於市場激烈競爭的衝擊，很多企業因經營不善而紛紛倒閉，或者

只能勉強度日，因此迫切需要走出困境來尋求生存之路，而使這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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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走出困境的一個捷徑，就是直接與優秀的企業策略聯盟，注入互補

性的技術、管理和文化，從而在最短時間之內，擺脫困境，這已經成

為一種共識。在此種形勢下，很多企業都紛紛主動上門，以優厚的條

件請求與兆領結合成策略聯盟，範圍涉及各相關行業，這就使得兆領

有了充分的篩選空間，每次在全方位地多方比較之後，基本上都能將

那些硬體設備較好的企業作策略聯盟，而且成本都很低廉，因而能夠

在最短時間達到最大的收益，兆領只需要投入技術和管理就可投入實

際生產，在此種條件下，兆領就本著最大限度地改善資源配置，挖掘

企業互補性的潛能，多方比較篩選了硬體較好的工廠投入生產，兆領

以低成本甚至零成本與其他企業作策略聯盟的例子，使兆領大受其

益。 

而在這瞬息萬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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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管階層卓越的領導才能和較強的個人魅力 

現代的市場競爭，在本質上是一種競爭性的經濟，而競爭實質上是高

階管理人才的競爭，因此現代的市場競爭也是企業家的競爭，企業家

及高階主管對企業的發展相當重要，有一個好的經理是一個企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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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為我國大多數企業在制度安排構面存在著相當

的限制，例如產權關係不清，內部與外部關係不順暢，經營機制落後，

公司治理架構不完備，激勵機制與創新機制設計不健全等，使其缺乏

靈活的制度保障，在此種情況下，企業經理的個人能力就決定一切，

如果有一個能力高強，懂市場想做事的好經理，就有可能妥善處理各

個關係，彌補制度構面的缺陷，在現行的情況下，尋找生存與發展空

間，並開創新局，從而使企業大步發展，實證證實，凡是經營狀況好

的企業都有一位好的經理，並有一支能力高超的管理團隊，這在兆領

的發展中得到了充分的證實。 

兆領以知識和管理創新，使兆領獲得了成功和非凡的發展，管理團

隊喜好讀書與學習，對現代化知識的渴求與不斷的學習，使其善於將

國外先進的理念，融會到公司的經營管理當中，因此在兆領的管理文

化中，既有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即強調循序漸進與溫和保守的發

展，也有以創新與創意作為企業文化和企業發展的焦點，同時以其獨

特的市場洞察力，敏銳的市場敏感度和極強而有力的管理控制能力，

將兆領引領至較為輝煌燦爛的年代。 

兆領具有堅定而獨特的經營策略，使消費者滿意度和忠誠度達到最

大化，奉行以人才為導向的加值管理方式，具備持續而穩定的獲利能

力，以及成功的應變管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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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隨著規模的不斷擴大，兆領的內部管理也需走向制度化和專業化 

根據世界權威的統計顯示，大約有80%的企業壽命只有不到3年，

10%的企業壽命只有8 年，只有2%的企業壽命能達到40年以上，能否

成為那個倖存的2% 就要看企業的功力，其中包括管理營運機制是否

能順應時代的發展潮流，尤其在企業逐步達到頂峰時更是如此，對兆

領來說以前的規模很小，所面對的競爭對手和承受的壓力也不大，因

此它的整個營運機制偏重於我國的傳統方式，但是隨著規模的日益擴

大，競爭的日益激烈，要想在市場中保住尖端的位置，持久地保持競

爭優勢，就需求實行內部管理的徹底轉型，首先要從一種家族式的管

理模式，轉變成一種專業化的管理方式，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市場

的風險變化莫測，競爭的日益加劇，企業的發展決策就不是以前那 

麼簡單了，如果走錯一步所帶來的損失將相當鉅大，因此兆領應從整

個領導層面來執行高階領導管理風格的轉變，從以家族式的個人魅力

轉移到以團隊合作的智慧為重點，在做決策時，從以個人的主觀經驗

導向，轉移到以系統化的分析歸納為基礎而不是用從前的方法來領導

企業，那樣就像小孩玩大車一樣，不僅力不從心而且很容易翻覆，其

次未雨綢繆地切實規劃與協調，當企業的發展面臨瓶頸時，可能出現

的資金、新產品、人才與資源的短缺問題，每家企業在做大之後，都

不可避免地皆會遇到此種問題，資金不足以支撐新產品的研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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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不夠，產品更新的速度下降，企業經營的規模雖然變大，但相關的

人才供應卻跟不上，企業經營的地區雖然遍佈世界各地，但對各種資

源的有效調配卻跟不上等等，因此兆領現在就應著手從企業的營運機

制改革，順應發展，全盤考量，進行長遠的規劃，以免到時措手不及

而成為企業發展的嚴重障礙。 

兆領企業組織架構圖 

圖二十一兆領企業組織架構圖 

(五)兆領在今後的多元化的發展流程中，應注意產品的策略篩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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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隨著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兆領將會進入更多的業務或產品領

域，因此在眾多的領域中，兆領就面臨了篩選的問題，篩選正確會使

得兆領能充分利用現有的資源，對今後的發展大有益處，而篩選的不

恰當甚至錯誤的話，就不僅會浪費資源更會成為前進的障礙，所以成

長策略的制定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它關係到今後企業的生存和發

展，在制定此種策略時，首先應該對業務或產品詳加分析，即確定哪

些業務或產品，最能使企業揚長避短，發揮競爭優勢，從而能最有效

地掌握商機和佔領市場，達到改善業務或產品組合的目的，而擴張中

的產品策略篩選又分為兩類:一類是新產品的開發及新行業的進入，

另一類是對現有產品或行業做分類篩選。 

1. 新產品的開發及新行業進入 

這裏所謂的新產品業務，是從企業經營的全方位角度，來識別它是

超出企業目前經營範圍，與現有產品業務有相當的關聯，或者毫無關

聯的產品業務。企業要想發展壯大就必須不斷推出嶄新的產品，進入

新領域，擴大自己的市場佔有率，在此，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即是要篩

選合宜的成長機會和產品類別，亦即篩選利於企業成長和發展的商

機，以便與所確定的企業目標相配合，這是企業策略中的一個關鍵，

因為如果沒有足以實現企業目標的商機，企業就不可能有所發展，而

最初的錯誤選擇則常常會導致近乎災難的後果，因此如何正確地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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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與業務就顯地非常重要。 

在這個篩選程序中應遵循下列標準: 

(1)市場成功的條件:包括產品的潛在市場如何，產品的競爭程度及前

景估計，企業能否獲得較高的利潤。 

(2)企業內部條件:企業的人才與財物資源，企業的技術條件及管理水

準是否適合生產此種產品。 

(3)銷售條件:企業現有的銷售架構是否適合銷售此種產品。 

(4)利潤收益:條件產品是否符合企業的行銷目標，其獲利水準如何，

新產品對企業原有產品銷售的影響，在此階段主要是剔除那些明顯不

適當的產品企劃。 

在根據這些原則篩選確定之後，再做進一步的研發和市場開發工

作，由此可見其中關鍵的因素是要篩選那些符合企業發展目標和長遠

利益，並與企業資源相協調的產品。 

我們以此種篩選原則來分析兆領的發展， 2000 年兆領取得了較好

的市場業績，這與兆領強大的產品優勢息息相關，此外應用數位化的

資訊技術，在當時還是相當先進，因此儘管兆領的價格要高於同期市

場上的許多產品，但藉助於兆領的產品效應仍然贏得了一部分消費者

的青睞。但是如果我們以上述的新產品擴張篩選標準，來分析這次產

品領域的擴張，卻有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地方，此行業在經過幾十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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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發展之後，無論是產品還是市場都早已進入成熟期，到了2000 年

國際市場已趨於飽和，市場需求不旺而市場競爭又相當激烈，使產品

的利潤很低，因此世界許多生產企業紛紛削減產能，在美國由於市場

需求呈現負成長，而且價格急劇下滑。而價格降價大戰一波高過一

波，企業的利潤也越來越少，那些競爭力較弱的企業招架不住，只有

放棄市場佔有率，甚至倒閉，即使是實力雄厚的大企業所能佔據的市

場佔有率也是極為有限。在短時期內，兆領會因為出色的產品效應贏

得市場，但是客觀上在此領域，兆領無論是在生產的規模構面，還是

在技術研發能力構面，都不如那些專業大廠，所以以上述新產品的篩

選標準來分析潛在的市場，由於市場競爭相當激烈，企業需要投入大

量的資金去加以支援，但其市場前景又很不樂觀，能給企業帶來的效

益也很低，而兆領本身的資源仍然有限，而發展的任務又很繁重，有

限的資源必須分散到數個領域中，本研究預計今後的兆領能夠制定系

統化的正確產品發展策略，使此種產品發展策略能夠給兆領帶來盡可

能大的利潤報酬率。 

2. 企業E化 

兆領要想做大，也應充分利用自身的資源優勢發展，利用資訊網路的

優勢，支援傳統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與許多企業相比，兆領的最大優

勢就是強大而完備的行銷系統，因此兆領充分利用和整合了它在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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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業中積累的強大的市場資源，將原來已建立起來的銷售通路，經過

改造，聚焦性地建立了新的銷售網路。 

(六)對現有產品業務加以詳細分析，從而制定出產品投資組合 

任何一個經營多項產品業務的企業，不論採用何種成長策略，其資

金總是有限的，多項產品業務的成長機會，也會各不相同，有鑒於此，

為了實現企業的目標，在制定企業策略時，就必須對各項產品業務詳

加分析與評估，確認哪些應當發展，哪些應當維持，哪些應當縮減，

哪些應當淘汰，並相應地做出投資，統一安排這一程序，就是有效地

制定出產品的投資組合(Portfolio)，其目的是合理使用資金，確保

投資效益。如何對業務或產品詳加分析和評估，目前現行的通用方法

之一，為波士頓顧問公司法，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是美國一家著名的管理顧問公司，該公司建議企業運用

市場成長率與市場佔有率矩陣，對各業務單位加以評估，簡稱為BCG 

法，此方法利用兩階矩陣，共分4 個策略決策區，參見圖二十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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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明星類         問題類 

高 

10%   現金牛類       瘦狗類 

低 

0% 

10x 高     1.0x   低     0.1x 

相對市場佔有率 

圖二十二 BCG 法 

 

圖二十二之中的縱坐標表示市場成長率，即產品銷售的年成長速度

以10%為分界線，分為高低兩個部分，圖中的橫坐標表示業務單位的

市場佔有率，與最大競爭對手市場佔有率之比稱為相對市場佔有率，

以1.0 為分界線，分為高低兩個部分，如果相對市場佔有率為0.1 則

表示自己的市場佔有率為最大競爭對手市場佔有率的10% ，相對市場

佔有率為10 ，則表示自己的市場佔有率為最大競爭對手市場佔有率

的10倍。矩陣圖中每一個圓圈都代表一個業務單位，圓圈的大小表示

該業務單位的銷售額佔企業總銷售額的比重，圓圈的位置表示該業務

單位市場成長率和相對市場佔有率的情況，運用對上述矩陣圖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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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將所有業務單位分為下列4 類: 

(1)明星產品(Star)類: 

產品所居地位已相當優越，而且產品仍在成長階段，為市場成長率和

相對市場佔有率都高的產品。此類業務單位，由於市場成長迅速，企

業必須投入钜資，以支援其發展，當其市場成長率降低時，這類業務

單位，就由現金使用者變為現金提供者，即現金牛類。 

(2)現金牛產品(Cash Cow)類: 

成熟產業中具有良好競爭優勢的產品，繼續投資的報酬率已經不高，

因此它在整體中的角色是為其他更有潛力的兄弟產品提供資金，即市

場成長率較低，相對市場佔有率較高的業務單位。這類單位能為此種

產品提供較多的現金，可用來支援其他單位的生存與發展，所謂現金

牛(cash cow )類似於我國俗稱的搖錢樹，這類單位的多少，是企業

實力強弱的指標。 

(3)問題產品(Problem Child)類: 

係指位於新興產業中的產品，雖然潛力很大，但尚無把握，即市場成

長率較高，但相對市場佔有率較低的業務單位。這類單位屬於前途命

運未卜，對這類單位大量投入，使之轉變為明星類，還是精簡合併，

以至於斷然淘汰，管理者應慎重考量，並及時做出決策。 

(4) 瘦狗產品(Dog)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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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吸引力低而本產品在產業中地位也差，這種事業單位應考慮優

先淘汰，或不再投入資源而進行收割即可，即市場成長率和相對市場

佔有率都低的業務單位。這類單位有可能自給自足，也有可能虧損，

但不可能成為大量現金的泉源，不應追加投入。由於絕大多數產品皆

存在著市場生命週期，也由於企業行銷管理方式的不同，上述四類業

務單位的位置，並非固定不變，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多

數業務單位，在初期都屬於問題類，如果經營成功，就會進入明星類，

以後會逐漸進入現金牛類，最後進入瘦狗類。正因為如此，企業在制

定策略時，就必須有效預測未來的市場變化，正確地規劃未來的矩

陣，製定好產品投資組合的詳細規劃，可供篩選的企業投資策略有下

列四種: 

(a) 發展策略:此種策略是要設法提昇市場佔有率，在必要時可放棄

短期利潤，適用於明星類和問題類中，有希望轉為明星類的單位，對

這類單位，應大量投入促進其成長。 

(b) 維持策略:此種策略在於保持現有的市場佔有率，適用於現金牛

類的單位，其目的是使其繼續為企業提供大量的現金，可維持現狀。 

(c) 收縮策略:此種策略目的在於增加短期現金收入，而不理會其長

期效果，它是一種短期行為，主要適用於現金牛類之中前景較為黯淡

的單位，對瘦狗類和問題類單位也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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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放棄策略:此種策略就是變賣和處理某些業務單位，以便使企業

資源轉移到那些營利的業務單位上，適用於給企業造成很大負擔，而

又沒有發展前途的瘦狗類和問題類的業務單位。 

兆領目前多元化發展地很快，所經營的產品也相當多，因此對現有

產品的分類和投資重點的篩選，就極為重要。本研究以兆領的產品來

加以分析。 

兆領在其舊有產品領域取得了很好的成績，無論在技術構面、市場

銷售構面都累積了相當多的經驗，此種舊有產品領域無疑屬於風險最

小的，兆領採取同心圓之多元化經營，這樣有利於發揮兆領原有的設

備技術優勢，易於成功，其實當時對兆領而言，這更是一個極好的商

機，隨著整體經濟環境的漸趨好轉和人均收入水準的穩定提昇，市場

前景非常看好，因此，此種產品屬於典型的問題類產品，即市場佔有

率較低、銷售成長率較高的產品，如果發展策略篩選得當，會很快轉

為明星類產品，為企業提供大量的利潤。 

兆領在2000 年因為策略聯盟而擁有了現成的硬體設施，因此有足

夠的時間和技術優勢，來發展支援此種潛力巨大的產品，然而直至

2005年兆領產品才開始在市場上突顯出來，開始打開市場，當時已有

眾多的產品一起搶市場，其中不乏出色的對手，競爭開始變得激烈起

來，這時兆領之所以能夠在市場上站穩腳步，並打響產品，相當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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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不是它在技術與品質構面上有多大的優勢，而主要是因為它所

提供的獨特差異化特色所致。 

由於目前嬰兒潮之老齡化社會與貧富懸殊兩極分化之M型社會的形

成，目前醫療器材相關新產品的開發與SPA用音響客戶的新產品開

發，在我國乃至全世界，都仍然處於成長期，其屬於市場成長率與市

場佔有率皆高的明星類產品，兆領就應該全力支援執行上述產品之發

展策略，充分利用它良好的市場形象，大力開拓新興市場，有效提昇

市場佔有率，促其成長，為企業利基的發展再創利多消息。 

如前所述兆領隨著市場的變化，在不同的環境時空下，進入醫療相

關器材的開發與SPA用音響產品之類高附加價值新明星產品市場，有

多方面的原因，由於老舊的音響與通訊器材等產品在我國及國際市場

上，均已進入成熟期市場，需求不旺，幾近飽和，因此以BCG 法來分

析此種低附加價值的陳舊產品是屬於典型的瘦狗類產品，即市場成長

率和市場佔有率都較低的產品，所以即使是以此種陳舊產品起家的傳

統產業，也應該適應市場變化，逐漸轉移經營重點與利基，不能冒然

追加投入，現在不僅是國際大型的跨國公司，已逐漸減少產量或放棄

此種老舊的低附加價值產品，就是我國的製造商也開始轉向其他新興

產品領域的發展。 

兆領的舊產品儘管最初是以原有的兆領產品優勢，在市場上迅速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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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了一席之地，但是市場需求的大趨勢不能逆擋，兆領為後進者，要

想保住相當的市場佔有率，只有付出更大的代價，投入更多的資金，

而收效卻仍是未知數，因此對此種舊產品兆領應採取收縮策略，趁著

目前在市場上仍有相當地位時，盡可能獲取利潤，但同時要逐漸減少

投資，減少促銷費用等，將資金更多地用於在不同的環境時空下，隨

著市場變化而發展的新產品和有發展前途的朝陽產業新產品之中。 

今後隨著規模化和多元化發展的加快和擴大，兆領需要將有限的收

入，投入到越來越多的業務領域中，而必須面臨越來越多的篩選工

作。由於兆領一貫是以高品質、高價位的形象出現，因此它穩固地佔

據了中高層消費的部分市場，這是兆領的光榮與驕傲。 

所以兆領集團應根據市場的變化來篩選合宜的成長機會，適時調整

產品線的發展策略，制定出產品最佳的投資組合(Portfolio)，對不

同的產品業務執行或發展或維持或收縮或放棄的策略，系統化地分析

評估各個產品業務的經營效益和成長機會，改善產品的投資組合，合

理調配資源，以實現企業永續發展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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