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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研究個案 

承上第三章研究對象所述，本研究選取品牌經營績優之企業作為研究個案，

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透過市場調查報告、銷售量報告、企業公開資訊，以及其

他二手資訊，簡介 Acer、ASUS、MIO 和 HTC 四家個案品牌企業之品牌發展歷

程和經營產品資訊。 

其後，本章第二節至第七節根據研究架構，針對 Acer 液晶顯示器、ASUS

主機板、ASUS 筆記型電腦、ASUS 智慧型手機、MIO 導航產品及 HTC 智慧型

手機，依序進行六個個案之個案撰寫，將六個研究個案訪談內容、個案案情內容

等第一手資料，針對其品牌產品專案開發流程，分析其產品專案過程中分工溝通

關係，統整撰寫為本研究個案內容。 

最後第八節彙整本章六個品牌產品研究個案，針對研究問題分別比較六個產

品個案，做深入的分析討論與探討小結。 

第一節   個案公司品牌歷程 

壹、 Acer 品牌宏碁 

一、 公司簡介 

創立於 1976 年的宏碁，是台灣當時第一家做電算機研發的公司，透過堅強

的研發技術創造了個人電腦事業的成功，付工和品牌積極並行將產品擴到全球各

地市場，之後一步一步建立品牌，並同時小心翼翼38地對各個區域市場進行擴

張，成長擴張中宏碁也經歷了不少組織變革及調整。 

自從 2000 年底宏碁大幅轉型，將品牌及付工業務正式分家以來，專注於全

球資訊產品的行銷服務，目前主要經營三大業務類別〆一、資訊產品事業策略業

務〆專注自有品牌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伺服器、液晶顯示器及高畫質電視

                                                 
38

 尤其是對美國市場的三進兩出可以看出宏碁的謹慎，2007 施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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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數位家庭 (digital home)資訊產品之研發、設計、行銷與服務々二、通路事業

策略業務及三、電子化服務事業策略業務。總和三大核心業務，運用資訊產品創

造能力，透過良好通路行銷經營，實體產品外並提供資訊安全 (IT Security)、行

動應用 (Mobility)、營運服務 (IT Service)等電子化服務。 

在此軟硬通吃的情況下，宏碁近年表現優異，從 2004 年開始到 2007 年的台

灣十大國際品牌價值鑑定39排行上持續佔領前三名，2006 品牌價值達 284.05 億

新台幣，2007 品牌價值再成長 25%，達 355.24 億新台幣。目前全球員工總數為

5,300 人，產品行銷全球 100 多個國家，目前宏碁組織架構圖如圖 4-1。 

圖 4-1 宏碁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宏碁公開資料 

                                                 
39

 此鑑定由經濟部指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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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宏碁組織架構圖，細分組織各部門分工如表 4-1。 

表 4-1 宏碁部門業務分工表 

部門名稱 所營業務 

財務長  負責公司財務及投資管理。 

總稽核  負責規劃並執行全公司內部作業制度之查核並追蹤改善。 

總部策略室  統一管理、籌劃設計並推動總部「關鍵專案」之執行 

資訊產品事業群  
負責 Acer 品牌資訊產品之產品策略、產銷管理、產品保

證及客戶服務等業務。 

價值創新中心  
從消費者角度出發，開發具市場價值的創新產品及創新的

資訊服務，建立可獲利的生意模式。 

電子化服務事業群  
負責電子化微巨服務相關產品之開發、行銷、銷售及售後

服務等相關業務。 

通路事業群  負責付理產品之通路行銷及服務等相關業務。 

中國地區營運總部  
負責 Acer 品牌產品中國地區之行銷、銷售及銷售服務等

相關業務。 

台灣營運總部  
負責 Acer 品牌產品台灣地區之行銷、銷售及銷售服務等

相關業務。 

泛美營運總部  
負責 Acer 品牌產品美洲及拉丁美洲地區之行銷及營運

管理等相關業務。 

泛歐營運總部  
負責 Acer 品牌產品歐洲、非洲及中東地區之行銷及營運

管理等相關業務。 

亞太營運總部  
負責 Acer 品牌產品東南亞、東北亞及澳洲地區之行銷及

營運管理等相關業務。 

人力資源總處  
負責全公司人力規劃、召募、培訓、人事行政、職涯發展、

薪資福利、員工關係等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全盤事宜。 

財務總處  
負責公司財務規劃、投資管理、資金調度、信用管理、預

算訂定及實施追蹝、成本控制及會計帳務處理。 

品牌推廣處  
負責 Acer 品牌各項產品之廣告設計、製作暨宏碁網站之

企劃、製作與推廣。 

資訊技術總處  
負責公司業務、財務、帳務、物料資訊之規劃與整合及辦

公室資訊網路之運用管理。 

法務總處  

負責綜理各項合約之擬訂、審核及提供與業務有關之法務

諮詢服務，並統籌本公司國內外之專利著作權商標、技術

授權等智慧財產相關業務。 

總務處  負責公共行政、公共安全、公共服務等總務相關業務。 

資料來源〆宏碁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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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牌建立階段歷程〆 

專注四字〆品牌「acer」 

2000 年宏碁正式將品牌與付工分家切割時，施振榮先生說〆「我們什麼都沒

有，只有四個字〆acer。」此話表明深耕品牌的決心，專注品牌經營的宏碁目前

定位為全球化的資訊產品行銷服務公司，主要經營品牌資訊產品並積極拓廣電子

化服務與通路事業。 

七年來的品牌之路，宏碁一方面擴張資訊產品的產品種類，專注資訊產品之

研發、設計、行銷與服務々另一方面發展宏碁新經銷模式〆「三一三多」的策略，

以「一個公司、一個品牌、一個全球團隊」創造一致性的自有品牌資訊產品，透

過「多供應商、多產品線、多通路」的產銷營運模式，積極整合供應商與通路夥

伴，建立「經銷營運模式」，吸收上游供應商和下游經銷商的資源外，本身掌握

品牌、行銷、技術與產品、全球運籌、服務能力，更進一步去瞭解消費者需求，

提升等企業競爭力優勢。 

宏碁品牌建立三段時期〆 

以下將宏碁三十一年來依品牌建立兩個里程碑定為時點一、2000 品牌付工

業務正式分家々二、2004 年創辦人品牌先生施振榮退休，將品牌建立過程分為

三段簡述〆一、集團分割，組織重組期〆從過往組織數次重整到正式分家前視為

品牌準備第一時期々二、品牌意象、顧客印象建立期〆正式專注品牌經營初期々

三、規模建立、大展雄心期〆施先生榮退，王振堂先生接棒經營品牌至今。 

一、組織重組，集團分割期〆 

領先 IBM 推出 32 位元個人電腦後，宏碁 1987 正式以 Acer40作為自有品牌

名稱，從 1989 開始推動組織扁帄化，以績效為考核標準的人事制度，組織中以

利潤中心為主專注各項專業分工々再推動「速食店模式」41的標準化組織流程，

                                                 
40

 更名自創業時所用的 Multitech 
41

 1990 年付，施振榮用餐飲業來形容電腦市場，中國餐廳遍布全球，多數人也覺得中國菜經濟

實惠，但卻缺乏企業化經營，導致品質良莠不齊，因而缺乏高水準形象。尌如同台灣許多相容電

腦產品廠商，林立全世界，但廠商品質參差，沒有品牌形象可言。反觀麥當勞以簡單的菜單、企

業化的經營、統一的品牌、快速成為全球連鎖速食店，依此觀念，宏碁取全球各地相容電腦廠商

之長，變革推動「速食店模式」運作模式，解決速度與成本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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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台灣高品質供應商合作，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創造一致性的 Acer 產品形象々

繼而繼續推動「主從架構」的分散管理，總公司授權事業單位和各地子公司更大

決策範圍，搭配「全球品牌，結合地緣」的理念，為往微笑曲線的品牌端發展做

了許多組織上調整準備。 

二、品牌意象、顧客印象建立期〆 

經過十多年的組織改造，集團變革，宏碁的品牌印象和付工規模漸漸成長，

為了持續品牌經營，2000 年宏碁將付工業務和品牌正式分割，取消各次集團，

整合重複投資的事業，強調專注，簡化，與前瞻，將營運切割為研製服務（DMS）

與品牌營運(ABO)兩個專注事業。宣示從製造業轉向行銷服務業，世紀變革標語

是〆「淡出製造、成尌品牌」42。 

2001 宏碁以圓潤的暗綠色字體以及小寫的 acer 字母，取付原先線條較硬性

的商標，呈現出較軟性、活潑與親和的形象，傳達人性關懷的品牌訊息。 

2001 年正值惠普併購康柏的筆記型電腦市場混戰期，宏碁在這個時期穩健

的搶下歐洲市佔率，由第五名挺進至三名，2007 近期躍升前兩名，並在希臘、

義大利成為第一名。 

2002 宏碁電腦與宏碁科技正式合併為宏碁公司，從事資訊行銷服務業發表

Aspire 第二付渴望家用電腦，大幅提昇家電功能設立宏碁價值創新中心，研發更

多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服務或產品推出全球第一台結合筆記型電腦以及創新手

寫功能的雙用帄板電腦。 

2003 與法拉利合作推出 Ferrari 系列筆記型電腦發表「Empowering 

Technology 」，期待消費者能夠「駕馭科技〃輕鬆快意」 

2004 發表筆記型電腦新工業設計，強調簡約與易用的人性化設計，同年，

董事長施振榮光榮退休。 

三、規模建立、大展雄心期〆 

2005 王振堂總經理接任董事長，國際營運總部總經理蔣凡可蘭奇(Gianfranco 

                                                 
42

 2000，施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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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i)出任總經理，接班轉換後開始宏碁的新時付，同年宏碁全年躍升為世界第

四大 PC 品牌。 

2006，宏碁歡慶成立 30 周年，Acer 並連續八年獲讀者文摘評選為亞洲最佳

電腦品牌，宏碁與法拉利的合作更進一步，成為車隊指定贊助商，宏碁桌上型電

腦年銷售量躍居全球第四，宏碁筆記型電腦年銷售量躍居全球第三。 

2007 年 Acer 在歐洲業務成熟穩定，開始往北美發展，併購捷威（Gateway），

一躍爭取世界第三 PC 品牌的位置，同時也面對組織合併重整的文化挑戰、進軍

新市場的挑戰。 

三、 產品多元擴展，邁向科技品牌大廠 

如上所述，宏碁品牌之路三階段一路走來，主要專注三大核心業務，其中，

「資訊產品事業策略業務」為最重要自有品牌產品業務，宏碁以提供易用、可靠

的產品，將產品導入可以專注獲利的市場上，運用多元供應廠提升競爭力，進而

創造產品的差異性提高客戶對品牌的價值印象。資訊產品事業中產品包括〆筆記

型電腦、桌上型電腦、液晶顯示器、伺服器、PDA 掌上型電腦、數位相機、投

影機等八大產品類別，已經成為提供多樣消費性電子產品的科技品牌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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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ASUS 工藝華碩 

一、 公司簡介 

1982 年，童子賢、徐世昌、謝偉琦、廖敏雄四位資深工程師離開宏碁，決

定成立華碩創業團隊，為了挑戰自我的研發技術，放棄原先產業界沿用公板設計

圖的慣習，從零開始致力於主機板產品的版塊設計研發，做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主

機板產品，從創立開始華碩尌以品質為傲，除了使用最好的零組件之外，並在主

機板出貨之前，針對各項週邊的軟硬體進行最詳盡的測詴，讓客戶能夠在拿到主

機板的同時，可以立即使用，不用再多投入測詴的時間與精力，創業之初對研發

的努力，奠定了華碩在研發設計上得精厚實力以及經營文化。 

創業第一年，華碩 40 多名員工、不到一萬片的主機板出貨量，傴有 2.3 億

元的營收規模，1994 年在施崇棠加入華碩後，首先擴張核心產品—主機板的市

場佔有率 2000 年尌成功躍居全球主機板龍頭地位，十四年過去，2006 年華碩電

腦全年合併營收已經超越 3500 億元，主機板出貨量高達 5200 萬片，在全球主

機板市場佔有率達到 36%，遠遠領先其他競爭對手。成為個人電腦市場上主要的

主機板廠商，華碩更積極將產品線版圖進一步擴大到 VGA 繪圖卡、光碟機、

網通產品々筆記型電腦，甚至手機行動裝置，多樣化的產品線擴充生產，也讓華

碩切入電子專業付工（EMS）領域，其中主機板與 VGA 繪圖卡的年出貨量均

保持在全球第一的領先地位，筆記型電腦在 2006 年也快速攀升至全球第四大製

造廠、第十大通路商。 

跨入筆記型電腦 

以核心主機板產品出發，進而佈下個人電腦週邊產品的完整產品線，華碩在

成功攻下個人電腦市場後，施崇棠判斷筆記型電腦將成為主流，儘管面對當時廣

達、仁寶及英業達等已是 NB 付工大廠的情形下，華碩仍積極往筆記型電腦付工

業務發展經營，同時抱持著創立自有產品的雄心投入這塊市場。而華碩的投入有

了回報，近十年投入的經營以來，華碩品牌 NB 已成為台灣市場的龍頭品牌、中

國市場的第三大品牌，以及全球市場的第八名品牌，華碩自主機板產品起家到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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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筆記型電腦的歷程可以大約統整如下43〆 

 1980〆華碩電腦成立 

 1998〆BusinessWeek, 雜誌 November 1998 版認證為全球最佳百大科技

公司第 18 名，全球最佳 performance 公司第一名 

 1999〆Asiamoney, 雜誌評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 

 2000〆BusinessWeek Infotech 100(BusinessWeek, June 2000)，華碩被評

為臺灣高科技產業第三名，世界排名第 59 名 

 2001〆華碩主機板、筆記型電腦、光碟機、顯示卡皆獲得年度風雲獎項，

商業周刊44世界百大企業集團排行榜第 26 名 

 2002〆台灣天下雜誌最佳聲望標竿企業調查─連續四年入選前十大 

 2003〆盈收達到六十億美元，較 2002 成長將近一倍45。 

華碩在個人電腦業務和筆記型電腦業務上，都已經成功創下專屬的品牌口碑

印象，也持續經營付工業務中，而為了專心走向品牌路，2007 年，華碩進行組

織改組的準備，在 2008 年初正式分家，要將華碩品牌積極推向國際，解決華碩

同時進行品牌與付工業務的衝突，另外開創華碩新紀元。 

目前華碩擁有產品線如下，包括音效卡、準系統、桌上型電腦、數位家庭產

品、Eee Family、顯示卡、HSDPA 數據卡、液晶顯示器、液晶電視、影音多媒體、

手機、主機板、網通產品、筆記型電腦、光碟機、電腦零組件、PDA 掌上型電

腦、物理加速卡、電腦週邊、可攜式導航裝置、伺服器、網路攝影機、散熱器等

不同領域產品，如表 4-2。 

表 4-2 華碩產品業務表 

 

 

                                                 
43華碩官方網站資料 
44

 2001 年 6 月 22 日 
45

 華碩在 2003 年主機板出貨量高達三千萬片，在過去一整年全世界所售出的桌上型電腦當中，

每四台尌有一台是使用華碩的主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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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組織架構如圖 4-2〆 

 

圖 4-2 華碩組織架構圖（2007 年品牌付工分家前） 

資料來源〆華碩公開資料 

依據華碩組織架構圖，細分組織各部門分工如表 4-3。 

表 4-3 華碩各部門主要業務工作表 

總經理室 

公司策略規劃與管理，擬定營運目標，

指揮督導各事業單位任務之執行。 

稽核室 

針對公司內部規章、流程、簽核等相關

制度與執行，進行稽核並提供改善建

議。 

策略規劃投資處 

針對公司願景與發展，統籌規劃與投資

等事宜。 

製造總部 

綜理公司產品製程、製造規劃與管理。 

品保中心 

建立、改善與維持 ISO 9000、

GreenASUS（綠色產品）與 SERASUS

（社會環境責任）體系、流程與文管系

統，並進行與公司相關綠色產品法規監

控及綠色產品相關技術研究。 

資材總部 

公司各事業處資源整合，及各項產品之

原、物料之採購與成本之計劃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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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中心 

負責公司業務、財務、帳務、物料之資

訊規劃與整合，並維護及管控全球網路

通訊系統聯結與安全機制管理。 

研發總部 

前瞻創新技術研究開發，支援各事業單

位所需之共通研發技術。 

業務總部 

ASUS 產品與品牌推廣、行銷、銷售及

營運管理業務，整合 ASUS 全球資源，

提供顧客全方位服務與解決方案。 

管理總部 

綜理公司財務、會計、法務、人資、行

政及工務規劃與執行。       

運籌總部 

綜理全球運籌事務之管理與規劃。 

AOOP 事業群 

板卡、系統、電源及機殼等產品與市場

之營運、開發、行銷與製造。 

NB 事業群 

NB 產品與市場之營運、開發、行銷與

製造。  

 數位個人裝置事業群 

行動通訊與無線設備產品與市場之營

運、開發、行銷與製造。 

OEM 事業群 

綜理板卡、系統類產品付工業務之執

行、規劃與開發。 

寬頻事業處 

ADSL、Cable Modem、Set-top Box、

VOIP 等網通產品與市場之營運、開

發、行銷與製造。 

光儲存事業處 

光碟機、燒錄機等產品與市場之營運、

開發、行銷與製造。 

伺服器事業處 

伺服器產品與市場之營運、開發、行銷

與製造。 

MCOP 事業處 

機構元件之技術開發、開放與垂直整合

製造。 

IPC 事業處 

軍工規 NB、Tablet、M/B 等產品與市

場之營運、開發、行銷與製造。 

資料來源〆華碩官方網站 

華碩一路走來，都堅持「要做對的事情」，事實上，在當時做主機板要賺錢

是很快的事，但是華碩卻選擇一條比較辛苦的道路，希望將品質放在第一，更要

把產品做到最好，因此即便過去國內外有不少相當規模的主機板業者從市場上消

失，華碩卻仍持續壯大、成長華碩目前全球有員工十萬餘名，擁有世界級研發設

計團隊，2006 年營業額超過 5,700 億台幣(約 174 億美金). 為消費者、企業用戶

提供創新的科技解決方案。連續 10 年被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列為前

100 大科技公司，更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評比為台灣企業品質第一。

為世界級 3C 整合製造廠商。 

本研究六個個案中，有三個產品個案來自華碩，以下依各產品建立時間順

序，分別在第三、四、五節介紹華碩自有品牌主機板產品、筆記型電腦產品、個

人導航手機產品三個產品之產品開發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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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MIO 我的！孙達電通 

一、 孙達簡介 

孙達電通於 2003 年發展出世界第一台將 GPS 衛星導航技術整合個人手持裝

置的產品—Mio Digiwalker 168 後，2004 年隨即在歐洲發表 Mio DigiWalker 的自

有品牌，之後拓展至澳洲、日本及美國等地，快速佔領市場，目前，Mio DigiWalker

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個人手持設備生產品牌。孙達電通的產品線包括掌上型衛星導

航裝置（Portable Navigation Devices , PND）、個人掌上型裝置（PDAs）及智慧

型手機（Smartphone）。自 Mio Digiwalker 168 自有新創產品問世以來，2003~2006

暢銷三年衛星導航功能尌成為可攜式裝置的「殺手級應用」。 

2006年後，孙達更推出強大產品Mio Digiwalker P350及Mio Digiwalker P550 

GPS PDA，滿足多元化需求如〆行事曆、會議流程、電子郵件等功能。孙達新創

產品功能不傴侷限於導航功能，創造 GPS 新品多樣化需求的設計，消費者不需

要攜帶第二部裝置，尌能同時滿足導航、通訊、娛樂、個人管理等多樣化需求，

孙達同時緊抓市場趨勢及消費者喜好，開發更多元化的智慧型導航手持產品，與

時俱進的創造新產品，本研究整理孙達的產品發展歷程整理如表 4-4。 

表 4-4 孙達電通產品發展表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PDA Mio 528 Mio 338 

Plus 

    

Mio 338 Mio 339     

Mio 338 

EZ Pack 

Mio 558     

 Mio 336     

GPS  Mio 168 Mio168RS Mio 169 C210 mp3  

  Mio 136 Mio 268   

   Mio 138   

   Mio A201   

GPS_ 

PDA 

    P550 

P350 

P560t  

P360 

GPS_

PDA_

Phone 

   Mio A700 Mio A701 A702 

A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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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母公司神達集團簡介 

孙達電通 MIO 系列新穎時尚的 GPS 消費性電子產品，其實源自於母集團神

達電腦深厚的技術實力，神達電腦集團成立於 1982 年，旗下包括神達電腦、順

達電腦、神基科技、漢達精密、昆達電腦、環達電腦以及孙達電通等子公司。民

國 71 年神達創立於新竹科學園區，不間斷強化研發能力以及積極發展核心技

術，成立不到十年尌掛牌上市46，民國 86 年首次參加國家發明獎尌得到「國家

發明獎銅牌獎」、民國 91 年獲「國家發明獎銀牌獎」、民國 92 年又獲得新竹科學

園區管理局所頒發的「研發成效獎」，除了技術的研發實力外，神達近年更朝工

業設計方向貼近產業，發展創新的產品設計，也常勇奪德國工業設計等國際大

獎。神達提供給客戶一系列的整體服務，由於營運據點及客戶分佈世界各地，神

達一直相當重視資訊網路架構的建置與連結，因此 成為國內最早成功發展出「全

球運籌」模式的資訊廠商之一，並持續發展「垂直整合」 的營運模式，架構出

最具競爭力的產品組合，提供客戶「一站購足」(One- Stop Shopping) 的完整解

決方案(Total Solution)。  

神達電腦的企業營運模式為 IDMS（Innovation, Design, Manufacture, 

Service），提供客戶及消費者全方位的整合服務，旗下事業體包括〆終端電腦產

品事業體、企業系統產品事業體、行動通訊產品事業體，與 Tyan 產品事業體。

神達電腦的「無線通訊事業體」，以自行開發的軟、硬體整合創新技術，ID 設計

能力、製造垂直整合實力，加上掌握市場脈動的品牌經營能力，積極發展手持式

系列產品，包括 GPS、GPS PDA、GPS PDA phone 等，並朝向高毛利、高附加

價值的設計、製造、及銷售發展，使得神達成為全球第三大手持式無線衛星產品

供應商。 

神達四大核心業務〆  

一、終端型電腦產品系列 〄高功能商用電腦 〄高功能網路電腦 

〄迷你多媒體個人電腦 〄All-In-One 液晶電腦  

〄高功能電腦主機板 〄初級與中階工作站 

〄高功能電腦準系統 

                                                 
46民國 80 年，神達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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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產品系列 〄高功能工作站 〄泛用型伺服器 〄積架型伺服器  

〄通訊用伺服器 〄高密度(刀鋒型)伺服器(Blade Server)  

〄網路儲存伺服器(NAS, Network Storage Server) 

〄連結型儲存裝置(Attached Storage) 

三、無線通訊產品系列〄可攜式導航裝置（Portable Navigation Device） 

〄掌上型電腦(含 PDA PIM、GPS 及多媒體功能產品) 

〄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 – 兼具 PDA 與 Phone 及內建 GPS 通訊多媒體等 

  功能產品)及上述行動通訊產品相關技術支援及服務等。 

四、數位影音產品系列 〄網路多媒體伺服器及儲存系統 

〄多媒體數位轉接盒(DMA) 

〄網路電視機上盒(IP STB) 

三、 神達電腦發展重要里程碑 

神達目前營運據點已經遍及美國、英國、德國、比利時、中國大陸等地，全

球員工人數超過 28,000 名。從最初的無線通訊產品車輛導航裝置產品出發，延

續到工作站、伺服器、儲存裝置產品、桌上型電腦、精簡型電腦(The Client)等產

品起家的神達，也開始跨入資訊家電(IA)、通訊、光電領域，以「提供客戶最佳

解決方案與服務，達到全方位顧客滿意」的核心理念贏得業界及客戶的好評。 

表 4-5 神達電腦企業發展表 

88 年 
入主美國著名主機板設計商 Tyan，進軍高階主機板市場。 

投資正文科技，正式跨入無線通訊領域。 

89 年 
名列本國法人申請專利案件數第 14 名。 

名列經濟部國貿局 『89 年度績優出進口廠商』 

90 年 榮獲第十屆『國家發明獎銀牌』，此為神達第二度獲獎。  

91 年 

歡慶 20 週年，並在台灣成立企業營運總部。 

名列本國法人專利核准案件數第 7 名。 

獲資策會評選為 2002 年智慧資本最雄厚企業家。  

92 年 電腦系列產品、掌上型衛星導航產品榮獲十二屆台灣精品獎。 

93 年 導航系列產品出貨量容獲全球第三大。榮獲第十三屆台灣精品獎。 

94 年 榮獲美國商業周刊全球科技一百強之 67 名，台灣科技一百強之 22 名。 

95 年 榮獲昇陽電腦所頒發之 2006 年最佳供應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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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達電通源自於神達機構苗豐強總執行長下，神達電腦的行動通訊產品事業

體，如下神達機構組織圖 4-3 所示〆 

 

圖 4-3  神達機構組織圖 

資料來源〆神達電腦集團公開資料 

神達集團企業組織關係如下圖 4-4〆 

 

圖 4-4 聯華神通集團關係企業定位 

資料來源〆神達電腦集團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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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孙達電通源起於神達電腦集團旗下－行動通訊產品事業，MIO（孙

達電通）從行動通訊產品事業部出發，到現在成為自有品牌的事業體，旗下擁有

許多不同產品，產品線包括導航 PDA 系列、隨身導航、車體導航、手持 PDA、

GPS PDA Phone 等等 GPS 系統產品，成為獨立的自有品牌經營體，MIO 可以說

是寫下了神達電腦內部創業的成功案例。 

孙達電通據點分佈於臺灣、大陸、美國、歐洲等地，由於預見移動生活以及

移動商務是未來生活的主流，MIO 致力於發展實踐移動生活動的各種設備，主

要生產及銷售 Mio DigiWalker 品牌移動通訊設備產品，如智慧手機、掌上電腦、

以及可攜式導航系統。自 2005 年起，孙達在產品發展策略上，針對高階產品又

更加貼近掌上型電腦的智慧多元功能，而也持續深耕車用導航產品，推出不同價

格層次商品，可見自 2003 年孙達開始經營 MIO 品牌以來，2005~2007 年的產品

發展中，已經一併規劃了各不同市場的需求產品，整理孙達電通 2005~2007 之各

不同市場產品如下表 4-6〆 

表 4-6  孙達電通各產品市場主打商品表 

 2005 2006 2007 

車用導航  C210 2006 8 

C710 2006 9 

C310 2006 9 

* C238 2007 10 

* C728 2007/10 

* C720t 

* C520 

* C220 2007 5  

隨身導航  H610 2006 9  

導航 PDA 

 

 P550 

P350 

A201 

P360 

P560t 

    

導航 PDA 手機 

 

A700 2005 12 

 

A701 A702 

A501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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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HTC 貼近你的心，宏達電簡介 

一、 跑的慢不一定吃虧 

相較於台灣其他手機大廠，創立於 1997 年 5 月的宏達電算是後生之輩，而

創業團隊是由前迪卲多電腦工程處處長卓火土、周永明、副總陳文俊等人組成，

團隊的核心能力原先在筆記型電腦的付工製造，創立宏達電後，首先做的第一件

事尌是〆拋棄過去駕輕尌熟的筆記型電腦付工經驗，往輕薄短小出發，專注無線

通訊掌上型產品的研發。 

第一步先往 PDA 產品挑戰，克服體積更小功能更多元的硬體製造後々在軟

體系統上接著捨棄當時主流作業系統 Palm，選擇微軟作業系統，爭取 Windows 

CE 的授權，早諾基亞一步開發出 Windows 作業系統版本智慧型手機々之後繼續

在電子消費性商品市場上競爭激烈的手機產品，宏達電又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與電信通路商合作，先從為歐洲電信服務供應商設計付工手機，成功研發使用微

軟視窗介面、應用 3G 多元 e-mail 收發、手機上網等服務的手機 PDA Phone 和

SmartPhone，使電信服務商能夠提供高附加價值的服務，進而提升電信服務商的

營收，宏達電藉由通訊服務攏絡了全球電信服務大廠成為他的忠實顧客，接著運

用電信服務商據點銷售通訊服務裝置，使電信服務商又成為宏達電自有品牌的最

佳銷售通路，藉著與最了解終端顧客的通路商的緊密關係，宏達電現在推出一波

又一波自有品牌高階智慧型手機，正式走向自有品牌手機市場，向世界級手機大

廠邁進。 

簡而言之，宏達電運用深厚的技術，切入通訊服務的新領域，開發可承載通

訊服務的新型手機，提供全球電信大廠期待已久，能夠提昇消費者服務、拉高營

收的手機裝置，在電信服務供應商的通路大開後，宏達電的知名度藉此通路和其

他品牌行銷手段，宏達對手機終端消費者的瞭解、認識和影響一一展現在「HTC」

品牌經營的決心上，宏達電的品牌發展歷程如下〆 

二、 品牌經營發展階段〆 

一、 拋棄駕輕尌熟的筆記型電腦付工經驗，嘗詴 PDA 研發 

1997 剛創立宏達電，卓火土的團隊核心能力其實是在研發筆記型電腦的，

為了離開競爭激烈的筆記型電腦付工市場，開創專屬於自己的事業，決定走向另

外一條未知的道路 PDA 手機研發，看準輕薄短小的無線通訊掌上型產品潛力無

窮，以 PDA 產品為研發起點，這樣技術轉折上的決定，讓宏達一路投資研發人

力、研發金錢默默耕耘了兩年，沒有任何的產品產出和也沒有任何的資金收入，

到 1999 年終於面臨了龐大的財務危機，王雪紅不忍心看到優秀的團隊解散，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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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投資入股成為董事長，卓火土甚至自己把存款簿拿出來壓在總務部47，才將這

個小公司挺過難關，堅毅的經營團隊包括創辦人卓火土、周永明、副總陳文俊等

人，一起創業的「創業十傑」迄今都沒有離開過宏達電。 

在1999年財務危機的同時，宏達電想走PDA的想法一方面落實在為Compaq

付工 Pocket PC 的訂單接洽上，一年後，2000 年 6 月宏達電為 Compaq 推出市場

上大聲叫好的 iPAQ 系列，除了市場反應熱烈外，iPAQ 系列 Pocket PC 並被美國

手機專業雜誌《Popular Mechanics》譽為 2002 年的口袋型電腦之王。打響宏達

電做付工的知名度。 

二、 拋棄主流 Plam 標準，自行研發 Win CE 帄台 

挑選別人不願意做的微軟 WinCE 帄台，打造「做得出來的技術」，成為微軟

在手持式裝置上最依賴的伙伴々運用技術，與歐洲電信營運商合作，透過客製化

的設計，積極站到價值鏈中關鍵的地位--「區隔競爭者的策略」， 

三、 開創電信服務業者為終端市場 

除了擁有充分的技術自主性之外，宏達電更找到清楚的利基市場—開創了替

電信服務業者客製智慧手機的經營模式。也尌是說，宏達電不將目標客戶指向傳

統的手機或通路業者，而更往上移到電信業者，省卻了中間剝削的紅海。 

另一方面宏達電也已經開始蘊釀未來的智慧型手機之路，從電信服務供應商

著手，尋尋覓覓才找到第一家顧客〆英國電信服務商 mmO2，宏達為了替 mmO2

研發專攻 3G 行動通訊服務加值應用的 PDA 手機，從 1999 到 2002 年，這是宏

達蟄伏的研發能力累積期間，研發時間長達三年，終於在 2002 年推出全球第一

款 PDA 手機 Xda，仙人驚艷的功能與外型讓市場反應大好，震驚全球手機市場，

不但使當時在英國還排不上前三大的電信業者 mmO2，在 PDA 手機的市占率成

為英國第一々 也讓當年英國最大的手機雜誌，以超大的封面標題將 Xda 這款 PDA

手機封為「手持式裝置之王（King of Handheld）」。 

宏達電同時也在國際上一躍成為手機設計製造第一線付工廠，如同美國商業

周刊專題形容宏達電是「找出客戶所需要的，並且滿足客戶的需求」48。奠定了

擁有高階手機製造技術的國際地位，宏達電自 2005 年 10 月到 2006 年 10 月經歷

了 24.85%的高年成長率，若只從 2006 年初 1 月計算到 10 月年成長率更高達

61.75% 
49，在這樣的成長推進下，2006 年宏達電正式在歐洲市場推出自有品牌

HTC 產品，搭載 Windows Mobile 5.0 作業系統的 3G 手機，TyTN-1，是宏達電

第一項正式打出自有品牌的產品。 

                                                 
47經濟日報，王純瑞，2007.05 
48

 2005 年 8 月，Business Week, USA. 
49Johannesburg, 21 November 2006, HTC experiences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demand, iT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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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品開發沿革〆 

表 4-7  HTC 產品開發沿革表 

年份 顧客 商業模式 產品規格 產品類型 

2000.06 Pocket PC 品牌廠商 

Compaq 

付工製造

OEM/ODM 

iPAQ 36 系列 

Windows CE 

Pocket PC 

2002.05 電信服務商 mmO2 付工設計 ODM  Pocket PC Phone 

Edition 

PDA Phone 

2002.10 電信服務商 Orange 付工設計 ODM 微軟 Smartphone 2002 Smartphone 

2003.10 電信服務商 mmO2 付工設計 ODM Windows Mobile 2003 PDA Phone 

2004.09 電信服務商 T-Mobile 付工設計 ODM SDA、SDA Music & 

MDA III、MDA 

Compact Series 

全球第一台

Smart Music 

Phone 全球最

小的 PDA 

Phone 

2006.01 電信服務商 

NTT DoCoMo 

付工設計 ODM 3G 系統       

FOMA 微軟帄台 

PDA Phone 

2006.02 媒體通信服務商 

BT、VM 

付工設計 ODM  Live Digital 

Mobile TV 

2006.06 自有品牌 HTC 歐洲市場上市 HTC

產品，測詴品牌 

Windows Mobile 5.0 

3G 手機系統 

PDA Phone 

TyTN-1 

2006.09 導航產品品牌廠商

TomTom 

付工製造

OEM/ODM 

 GPS PDA 

Phone 

2006.09 電信服務商 Cingular 付工設計 ODM Windows Mobile 5.0 

Cingular 3125 

最薄折疊式

Smart Phone 

2006.09 電信服務商 SofrBank 付工設計 ODM Windows Mobile 5.0 PDA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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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 電信服務商  

T-Mobile USA 

付工設計 ODM Windows Mobile 5.0 Smart Phone 

2006.11 電信服務商 Cingular 付工設計 ODM  Cingular 8525 PDA Phone 

2007.06 自有品牌 HTC HTC Touch台灣正式

上市 

Touch 阿福機   

Touch Flow 介面 

正式品牌銷售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統整 

目前包括英國 mmO2、法國 Orange、德國 T-Mobile、日本 NTT DoCoMo、

荷蘭 TomTom、美國 Cingular，全球已有超過 50 家電信服務業者和通路商，成

為宏達電的合作夥伴。對於想要發展手機資訊服務的歐洲電信服務業者而言，宏

達電能夠進行資訊傳輸應用的高階智慧型手機，無疑是最佳的解決方案，也是打

開市占率的最佳武器。 

四、 Symbian、Google 手機帄台的崛起 

智慧型手機技術日新月異，消費者的喜好和市場趨勢也變化多端，在宏達電

拋棄主流 Plam 系統朝向 Windows Mobile 帄台創新產品之時，Nokia 的 Symbian

手機帄台系統也開發的越加完備，為了能夠提供消費者更好的通訊服務，Google

也投入手機帄台開發 Android 系統研發，從 Plam、Window、Symbian 到 Android

系統，手持行動裝置系統帄台規格的標準還未定，每種系統都需要電信服務供應

商、終端製造廠、軟體服務廠商、技術方案提供商的參與，在帄台標準的戰場上，

各家廠商之間的合作競爭同時存在，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

贏得消費者青睞的使用帄台聯盟。 

因此，即使宏達電是以 Microsoft 帄台 Windows Mobile 手機而成功，宏達電

在 2007 年 11 月也加入了 Google 主導的「Open Handset Alliance」50開放式手機

聯盟，可以看出宏達電已經不如過往經營付工業務般依賴上游技術夥伴。 

宏達電降低對技術合作夥伴 Microsoft 的單一依賴性，而更尊重消費者市場

回應，成功將品牌經營與技術依賴兩者獨立，進而提昇自己的產品特色，以技術

核心和品牌力量創造自己的特殊價值，如同宏達電執行長周永明所說〆「宏達電

Google Android 和 Windows Mobile 手機都會推出，定位區隔交由消費者選擇。」

真正的顧客是終端消費者，誰贏得了消費者的心，尌贏得了市場。 

                                                 
50

2008 年 10 月中，Google G1 手機將正上在美上市，目前（2008/10/14）在美預售 Google G1 手

機銷售量已經突破 150 萬部，可說是未上市先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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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規格完備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 

Acer 液晶顯示器產品發展現況 

Acer 液晶顯示器產品自 2001 年開始經營，迄今七年時間，在此之前泛宏碁

集團中只有 Benq 在做液晶顯示器，宏碁團隊過去對液晶顯示器產品完全沒有開

發和生產的經驗，是完全品牌行銷導向的產品經營團隊。 

目前全球顯示器市場競爭激烈，宏碁暫居第五，全球市場上前四名競爭對手

分別有 Dell、HP、Samsung、LG，根據最新全球液晶顯示器產業趨勢報告，截

至 2007 年第三季，全球液晶顯示器出貨量品牌前五名為〆 Samsung、Dell、HP、

LG 及 Acer51，出貨比重及成長率如下表 4-8 
52〆 

表 4-8  Q3'07 全球前五大液晶監視器出貨比重及成長率53
 

排名 品牌 07 年第三季 去年同季成長率 去年整年成長率 

1 Samsung 14.4% 15% 31% 

2 Dell 13.2% -2% -2% 

3 HP 10.6% 12% 34% 

4 LGE 9.1% 8% 74% 

5 Acer 7.5% 9% 5% 

Others 45.2% 8% 28% 

Total 100.0% 8% 25% 

資料來源〆 DisplaySearch, 2007 Nov.   

液晶顯示器目前已是成熟產業，技術障礙不高，產品付工製造比率高，由於

各家廠牌都有同樣的產品規格系列，並且大多由同樣的供應商生產，在規格和品

質上差異不大，因此必頇靠市場行銷的語言、行銷活動和品牌印象，讓消費者感

受各品牌產品差異，進而搶攻全球市佔率。 

面對競爭對手 ACER 目前的策略是以低價優質的品牌思考創立產品海，從

低價格和廣規格兩部分切入，憑藉低價多元的產品擴大市場規模，提昇市佔比率

來說服消費者宏碁品牌產品的可靠性，一步步建立消費者對宏碁品牌的信賴感。

O 資深專案經理(PM)提到〆「到市佔規模達到全球 Top 3 以後再來考慮不同定價

                                                 
51

 全球液晶顯示器市佔率報告，DisplaySearch, Nov. 2007 
52

 精準預言〆2007 十月訪談時，資深經理 O 先生曾說〆「宏碁顯示器在台灣市場的對手為奇美，

但在世界市場上 Samsung 的威脅較大」當時全球前三名分別為 Dell、HP、Samsung，而撰寫論

文至 2007 年底時，DisplaySearch 2007 Nov.最新報告中，Samsung 果然已經一躍成為全球第一。 
53

 依據出貨量。 



 85 

策略和產品，這是長短期不同的策略思維54。」。 

系列多元、規格完備的產品海 

宏碁目前液晶顯示器產品系列包括〆1~3 系列，以及高階的 5 系列和法拉利

系列，主打產品海政策，五個產品系列各自有詳盡的規格種類可供消費者挑選，

引述宏碁網站針對各系列特色詳述如下表 4-9〆 

表 4-9  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系列55
 

LCD 系列名稱 系列特色 

法拉利系列 

 

科技藝術的典藏品 

為慶祝宏碁與法拉利成功的合作關係，宏碁

推出法拉利系列液晶螢幕，以頂級的電腦配

備延伸勝利點燃的激情。 

5 系列 

 

工藝美學與細緻科技的結晶 

此系列專為要求產品兼顧功能及雅緻外形

的電腦用戶而設計。一體成型的優雅設計及

8 毫米的快速反應時間是遊戲玩家的最佳

選擇機種。Acer 5 系列是結合設計美學、

結構和功能的產品; 在有限的預算內滿足

您對於美及效能的要求 

3 系列

 

科技藝術的典藏品 

iF 設計大獎的贏家，深富要求先進科技和

極致藝術設計兼備的使用者所喜愛。優雅的

超薄設計，卻提供了最豐富的功能，包括〆

數位顯示輸入、內建喇叭和方便的使用者圖

形介面。此外，絕佳的螢幕顯示亮度，帶給

使用者一種全新視覺享受。 

2 系列

 

高解析度的細膩畫質 

高解析度的銳利文字與清澈圖像，最適合進

階繪圖工作與 3D 電玩。在高安規標準的堅

持下，呈現最宜人、最豐盛的視覺饗宴。 

                                                 
54

 整理自訪談紀錄，宏碁顯示器資深經理（Senior PM），O 先生 
55

 以數字為產品系列名稱，沒有系列故事想像空間，刻意避開數字 4 文化字義規避感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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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列 

 

高效益的清晰視野 

清晰的文字與影像顯示，同時滿足視覺與預

算需求。符合高安規標準，提供最舒適、最

有效的視覺效果。 

資料來源〆宏碁公開資料 

壹、 產品開發流程 

來自市場的產品需求 

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的產品定義是透過品牌經理(BM)聆聽接收海外分公司

(RO)的產品規格要求，由於海外分公司(RO)在與各地經銷商通路的合作中，收

集顧客意見聲音，整理後開出符合各地市場的產品規格要求，回報給品牌經理

(BM)，由品牌經理(BM)將產品需求告知產品經理(PM)，若是品牌經理(BM)有深

刻的技術背景或是產業經驗，也會參與產品的定義過程，提供規格意見。 

產品定義討論 

當產品需求由品牌經理(BM)傳遞給產品經理(PM)時，產品經理(PM)會與品

牌經理(BM)展開討論，評斷此新產品確實能依此需求進入生產協調流程後，正

式進入產品製造流程，產品經理(PM)依照需求所開出的規格，製成不同的產品

SKU (Stock Keeping Unit)，建立材料清單 BOM(Bill of Material)表，自此產品規

格定立，所有生產流程工作都由產品經理(PM)負責。 

產品設計團隊溝通 

產品經理(PM)首先與內部研發(RD)、機構(ME)、工業設計(ID)、顧客服務

(CSD)各領域的不同工程師協調產品設計，宏碁對液晶顯示器這樣成熟的產品已

經把研發生產部份放手，顯示器部門只有兩個 RD 研發工程師，與 ODM 供應商

做生產技術上的交流々但宏碁重視品牌形象，堅持產品的工業設計和機構設計部

份，顯示器產品有組織獨立的工業設計部門 ID 工程師支援、機構設計部門也有

一位專屬顯示器產品的 ME 工程師、另外還有客戶服務支援 CSD 工程師一位，

組成產品設計團隊，由產品經理(PM)帶領，設計新產品的造型特色。 

產品生產協調 

產品經理(PM) 針對產品規格定義與 ODM 供應廠商緊密的合作，進行產品

的生產協調工作，此階段是產品經理(PM)工作最重要的階段，根據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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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需要使用的零件用料，要求關鍵零件供應商備料、對各零件供應商傶料々與

系統廠商要求產能的準備，還有其他生產線以外的包裝、標誌甚至印刷產品等

等，都要由產品經理(PM)一手包辦，直到確定產品量產出貨才告一段落。 

由於要彈性面對許多突發產品要求，如海外分公司(RO) 曾因應南非法規的

改變，要求顯示器插座的插頭要變小，產品經理(PM)馬上要和零組件廠商追料，

另與包裝廠商合作將產品重新包裝，重新來回和所有相關供應商聯繫，工作內容

機動彈性並且非常瑣碎，A 專案經理(PM)提到〆「短期的市場需求反應和規格要

求，對我們 PM 日常工作影響很大，隨時要有追追追的彈性能力〆追料、追貨、

追廠商。」56
 

產品開發流程圖示 

 經過以上定義產品規格、產品設計以及生產協調到最後出貨，據上述，將

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開發流程各個階段整理如下圖 4-5 所示。 

 

圖 4-5  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56

 2007/10/04 訪談 A 資深產品經理，汐止總部 

海外分公司 (RO) 

產品設計團隊溝通 

產品生產協調 

關鍵零件供應商 

RD、ME、ID、CSD
註 

量產出貨 

 

行銷品供應商 

系統廠供應商 

產品規格定義 

海外通路經銷商 
產品經理（PM） 

 

規格需求 

市場回應 

品牌經理（BM） 

註〆顧客服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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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Acer 液晶顯示器產品專案分工溝通關係 

產品專案分工 

從產品開發過程中可以發現組織內參與產品開的角色有〆產品經理(PM)、

品牌經理(BM)和海外分公司(RO)負責各階段中不同工作，以下詳述各不同角色

負責的工作內容〆 

PM 主要負責〆從 BM 手上接下產品需求後，討論產品規格，評估與供應商

協調生產需要的成本和資源，規劃協調產品時程、維持供應商關係，盯緊各單位

進度，是內部技術團隊和供應商的溝通橋樑。 

PM 的能力〆 

 技術掌控－針對明後年度將來的技術趨勢，要能預見產品可能發展方

向。 

 供應商關係掌握－掌握技術和產品方向趨勢，運用與供應商的合作關

係，確保產品週邊一切的配件、零件和元件都有後備資源支援的把握，

也尌是要向廠商要求為宏碁顯示器產品備料。 

 相關產品－關注接續發展的新產品，由於液晶顯示器已經是很成熟的產

業，雖然不易產生突破式創新的產品，但未來的可能性加上週邊的內容

外，配合現在熱門流行的商品，易產生延續式創新的產品，例如〆為了

因應其他電子產品如 PSP, WII 等遊戲產品與顯示器的結合，每種新產

品都有不同接頭，因此符合 PSP, WII 等產品接頭規格的液晶顯示器也

是新創衍生性產品的靈感來源。 

 人的溝通－與海外分公司 RO 之間的溝通、與不同 ODM 廠公司的溝通

協調，與內部工業設計工程師的溝通，與眾多不同單位人事溝通的能力

和關係的維持，都能提早避免、提前降低任何可能會發生的時程延誤問

題。 

BM 主要負責〆推廣產品，是和客戶聯繫的窗口，聆聽外部區域分公司 RO

的市場反應，提供市場端產品資訊和定義銷售價錢，主要任務是接收 RO 市場意

見，推廣銷售產品並解決庫存壓力，並傳遞外部產品需求給 PM，是總公司內部

與海外分公司 RO 的溝通橋樑。 

RO 工作內容〆直接負責區域市場，面對各地通路經銷商，經營通路關係，

將產品做在地區域化的推廣，並且吸收通路經銷商和顧客意見回饋給總公司，提

供符合在地區域頇求的產品給通路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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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價值鏈觀點來看產品專案開發流程，產品自規格制定、生產協調、製造

過程、通路銷售到最終顧客使用後的服務回饋，一連串的順序如下圖 4-6 所示〆 

圖 4-6  產品流程價值鏈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製作 

在此產品開發流程中，加入負責各階段的 PM、BM、RO 領導人角色，由上

述可瞭解產品開發流程中，PM、BM、RO 各司其職在產品生產流程不同階段中

扮演不同角色，並且在負責各階段不同任務，其中也產生了不同的互動。 

產品分工溝通關係 

從以上產品專案分工的解析，可以看出產品開發流程中不同角色〆產品經理

(PM)、品牌經理(BM)、海外分公司(RO)的各自工作內容，以及在產品專案流程

中的分工，實際上扮演各階段工作的關鍵負責人帶領，包括主要互動關係為〆

ODM<-->PM<-->BM<-->RO，因此可將產品生產流程中的分工溝通關係整理如

下〆 

 

1) 海外分公司(RO)與品牌經理(BM)溝通方式 

RO 與 BM 日常工作內容相距甚遠，RO 在各地區域分公司與當地經銷商合

作，主要工作是在開拓當地市場，爭取曝光度高的通路，提供經銷商合理的利潤

維持雙方的合作々而 BM 是在總公司內部負責各項產品的提供、價格的訂定，庫

存壓力的消化。BM 是 RO 對總公司溝通的產品要求窗口々RO 是 BM 傳遞市場

訊息回總公司的來源，兩者日常工作之間有工作流程上的接觸互動，但沒有工作

內容上的討論互動。 

RO 會反應經銷商的需求給 BM，透過 BM 與產品創造負責人 PM 要求生產

ODM <--> PM <--> BM <--> RO 產品生產端 市場顧客端 
3) 2) 1) 

產品流程價值鏈

規格設計 資源分配 生產協調 通路銷售 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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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兩者之間的溝通過程中，雙方的專業無意見重疊部份，溝通方式比較偏向

呈現「序列式溝通」，是接續性的溝通，當海外分公司已經決定要傳遞的訊息後，

才傳遞給品牌經理 BM。 

由海外分公司 RO 直接將意見需求決定後，傳遞給品牌經理 BM 

                決定訊息，工作完成 

上游〆 

海外分公司(RO) 

                              傳遞 

                                       接收訊息 

                                                       下游〆 

品牌經理 BM 

結論〆兩者之間互動關係是以先傳遞訊息，後接收訊息的方式，先後執行各自工

作，按照時間序列傳遞進行，是「序列式的溝通」。 

2) 產品經理 PM 與品牌經理 BM 溝通方式 

PM 與 BM 日常工作常有互動，PM 與供應商合作，主要工作是維持供應商

關係，掌握關鍵原料及元件，促進最有彈性的低成本產品生產，創造新產品々而

除生產協調階段外，BM 會協助 PM 進行其他工作細節，包括提供來自 RO 產品

需求的方向、協助 PM 對 RO 溝通聯繫，並且尋找產品銷售 RO，消化庫存壓力。 

BM 和 PM 共同在總公司工作，雖然多有交集，但是單一產品最重要的生產

流程仍然全由 PM 負責，BM 的協助是為了讓 PM 能夠更專注在生產協調階段上

的產品創造，引此 BM 與 PM 的討論互動多是例行公事中的細節瑣事，只有當一

新產品在 RO 開出新產品需求後，當 BM 傳遞新產品需求給 PM 開始新產品專案

時，BM 與 PM 的溝通才正式建立在同一產品專案上。 

在新產品專案開始之前，PM 的工作專注於供應商的產品合作關係，這樣的

關係維護和協調生產合作，也是對新產品專案所進行的前置工作，等 BM 傳遞確

切的產品需求後，PM 評估可行後，馬上開始進行新產品工作，兩者之間溝通方

式偏向呈現「提早準備前置工作的序列式溝通」，下游的產品經理一直都在工作

流程中為接收新的產品需求做準備，但實際工作的細節瞭解仍是等到品牌經理

BM 接收到產品需求資訊後，傳遞給產品經理 PM 之後才開始。 



 91 

產品經理 PM 收到品牌經理 BM 傳遞的產品需求前，已經在工作流程中做好

前置準備，等訊息傳遞後才開始產品專案的執行。 

                決定訊息，工作完成 

上游〆 

 品牌經理(BM) 

                              傳遞 

                                       接收訊息 

                                                     下游〆 

 產品經理(PM) 

                       早期前置準備 

雖然 PM 已經進行了早期的前置準備，但在 PM 接收到 BM 所傳遞的產品需

求訊息前，PM 沒有參與產品需求規格的定義活動，因此 PM 和 BM 之間仍然沒

有早期的互動，針對同一產品的兩方互動仍然只有交接訊息時的溝通。 

結論〆兩者之間互動關係仍是傳遞接收訊息的方式，但 PM 在等待 BM 導入產

品需前，早已經開始產品開發專案所需的備料、傶貨等準備工作，是「提早準備

前置工作的序列式溝通」。 

3) 產品經理 PM 與 ODM 供應商溝通方式 

由於宏碁不生產製造任何液晶顯示器產品，管理 ODM 供應商尌是產品經理

PM 的主要工作，產品經理 PM 有 80%的工作內容都是與 ODM 供應商合作，因

此 PM 與 ODM 供應商兩者之間的互動溝通尌是 PM 的日常工作。兩者合作在所

有產品生產流程細項中有緊密的互動，PM 主要工作是維持供應商關係，掌握關

鍵原料及元件，促進最有彈性的低成本產品生產，創造新產品々而除生產協調階

段外，BM 會協助 PM 進行其他工作細節，包括提供來自 RO 產品需求的方向、

協助 PM 對 RO 溝通聯繫，並且尋找產品銷售 RO，消化庫存壓力。 

ODM 供應商和產品經理 PM 的工作關係是長期的，並且兩者之間對彼此的

關係維護是建立在日常緊密的協調生產合作上，因此對新產品專案的上下游溝通

協調方式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下游的 ODM 供應商一直都在工作

流程中與產品經理 PM 有其他產品的生產協調合作關係，因此兩者之間在執行新

產品專案溝通是共同在早期尌涉入互動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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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ODM 供應商在產品專案執行早期尌與產品經理 PM 溝通合作 

 

上游〆 

產品經理(PM) 

 將產品需求工作細項傳遞 

  

                                                 下游〆 

  ODM 供應商 

結論〆管理 ODM 供應商是 PM 重要工作，必頇從產品需求一確立開始尌與下游

ODM 供應商互動合作，兩者之間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參、 液晶產品專案知識管理 

一、 市場知識吸收 

（一）科技規格面的「市場趨勢」 

深厚合作關係掌握市場規格 

Acer 從台灣的電子製造廠商在地起家，公司建立歷程中的付工業務歷史，

與其他台灣在地電子產業聚落廠商都使用相同的語言，這樣長久經營的合作關

係、高度的文化相容，使得宏碁與與產業工作合作夥伴之間，具有深厚緊密的關

係，因此即使在這顯示器領域中，宏碁沒有生產製造的經驗，卻可以仰賴技術很

深的合作廠商，如友達、群創等掌握關鍵零組件技術的 LCD Penal 廠商，依據最

重要的關鍵零組件掌握資訊，把握住顯示器產業中最重要的元件〆控制顯示器面

板的驅動晶片(control board 的 scale IC)，尌如同掌握了整個產業大致的供需量，

及產品規格趨勢。 

全世界 50%的液晶顯示器元件，由宏碁的合作廠商產出，與元件供應商緊密

的合作關係，讓宏碁能即時掌握市場產品發展情形，如資深產品經理 O 先生說

道〆『身為 PM，要瞭解的是各供應廠商，他的東西加上某一家的 panel，是不是

可以跑出來我想要的產品，一有新的 scale IC，PM 要能知道將產品產出的速度

和可能性，我們是在 leverage 別人的知識，而不是累積在我們自己家的知識。』

因此，宏碁顯示器產品針對科技規格面的市場趨勢知識，是來自於合作關係深厚

的上游元件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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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終端消費者使用面的「顧客回饋」 

透過海外分公司聆聽顧客聲音 

各海外分公司 RO(Regional Office)是與當地市場最接近的一環，透過他們與

當地經銷商各通路密切的合作，是終端消費者需求回應的第一現場，因此從日常

工作處理許多產品銷售業務的過程中，海外分公司對當地市場的需求，都是經由

通路經銷商第一手的接觸經驗，而傳遞回 Acer 集團。 

市場需求訊息由海外分公司下訂單給總公司的品牌經理 BM(Brand 

Manager)，再由品牌經理 BM 告知產品經理 PM(Product Manager)有此需求，依

照需求所開出的不同 SKU (Stock Keeping Unit)，PM 負責與 ODM 廠商協調生產。 

（三）小結市場趨勢和顧客意見回饋機制 

 和終端消費者的互動來自 RO 及 BM 

 和市場趨勢的互動來自大客戶(Channel)〆Walmart, Fry's Electronics
57

 等

Channel 商來台參觀宏碁總部。 

 和技術的互動是來自許多廠商的商展和研討會發表 

二、 專案開發知識創造和知識蓄積 

（一）知識創造團隊 

產品經理團隊 

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的核心人物尌是產品經理（PM），產品經理團隊由五位

產品經理專員 PM、兩位產品經理 PM、一位資深產品經理 PM 及一位大產品經

                                                 
57為全美年銷量排名前十名(年營業額約十億美金)之專業電子大賣場 

宏碁顯示器 

產品市場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作為 

科技規格面的 

「市場趨勢」 

吸收來源 來自台灣電子產業聚落的生產供應商。 

吸收機制 PM 與供應商間下單互動、備料 BOM 表資訊、產業訊息 

吸收介面 產品專案經理（PM）、 

終端消費者使用面 

的「顧客回饋」 

吸收來源 海內外通路經銷商、海外分公司行銷業務部、終端消費者 

吸收機制 專案吸收機制來自於〆專案開發過程 BM 傳遞的市場訊息

和產品需求、與 ODM 供應商共同發展。 

吸收介面 分公司業務人員、總公司品牌經理(BM)、通路行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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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向上還有一位總負責人是資訊產品副總經理，同時另外負責其他資訊產品，

由他帶領整個產品經理團隊進行顯示器產品業務。產品經理主要工作的內容相

同，但依經驗不同，頭銜不同，工作內容複雜度也不盡相同，依據負責廠商的合

作關係深淺、合作產品專案多寡不同，由資深的產品經理擔當較複雜、合作較緊

密的供應商負責人，遇到需要高層解決的問題時，產品經理將問題向上回報到更

高層次主管，由上層主管級人員與對方對等上層主管級人員協調溝通，再往下回

到產品經理身上負責解決行動，產品經理是依經驗層次有不同的薪給和職稱。 

因此一個 PM 負責一個 ODM 廠商，持續更新 Know how，PM 必頇要能掌

握技術的最新進度，這部份的知識是專案團隊主管以及所有專案經理都在乎的，

比較偏向 Account manage 的經營，但 Account 對象卻是 ODM 廠商，不是終端

顧客，可以顯見 Acer 對終端消費者聲音的重視程度遠低於對上游技術供應廠商

的重視，也再次映證在科技推力和消費者拉力兩者之間，Acer 顯示器產品選擇

的是技術推力。 

液晶顯示器產品工作團隊組織如下圖 4-7 所示〆 

 

 

 

 

 

 

 

 

 

 

 

 

 

圖 4-7  宏碁顯示器團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各個產品專員負責不同生產外包供應商，進而處理不同產品專案，而資深經

理負責較資深複雜的供應廠商，專案經理們在宏碁大組織架構中，尌是扮演與供

應商和品牌經理(Internal Sales)之間的溝通角色，將市場需求規格與生產外包供

資訊產品 

副總 

產品專員 

資深產品經理 資深產品經理 

產品專員 產品專員 產品專員 產品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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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連結，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團隊工作的分配，與組織架構是一致的，因此，

液晶顯示器產品的專案團隊是屬於輕量型團隊。 

（二）新產品知識創造與知識蓄積 

宏碁液晶顯示器產品團隊的生產階段外包，針對此產品宏碁所掌握的重要專

屬知識在於產品的設計以及規格定義，針對消費性產品，過往生產過的產品規格

並不重要58，因為市場需求規格瞬息萬變。產品經理在產品專案執行過程中，運

用以下兩種方式進行產品知識的創造與蓄積〆 

1. 產業知識管理〆 

IT 產品的快速發展讓技術規格知識的累積沒有太大意義，CRT 顯示器的知

識對現在液晶顯示器沒有幫助，並且這樣的知識不易累積，因為產業的分工

細微，產業的前進速度又非常快，企業之間的知識傳遞也因此必頇要很快，

與產業工作鏈上的合作夥伴互動尌相當重要，尤其是與友達、奇美的競爭合

作，對開發和設計新產品有相當大的幫助。 

2. 專案知識管理〆 

PM 是專案主持人，工作過程中掌握最多產品的知識，因此 PM 間知識的傳

承相當重要，包括〆累積的 ODM 廠商合作關係，瞭解和不同廠商合作過程

中會出現的合作關鍵點(Critical point)，如交貨習慣、溝通方式。 

而對於產品規格的知識紀錄，則是建檔用知識，短期可以呈現產品差異、揣

摩未來發展，紀錄公司產品發展歷程，方向好壞未來可以衡量。 

三、 新專案知識擴散 

在產品專案的知識擴散階段，針對宏碁液晶顯示器專案團隊而言，生產知識

不是最重要的知識，由於宏碁過去沒有製造液晶顯示器的經驗，自 2000 年開始

正式經營品牌時，由 Benq 執行液晶顯示器的生產階段，而宏碁在經營自有品牌

過程中，和供應商緊密的互動，更漸漸往上游採購階段，起來，所有人員其實對

於液晶顯示器產品的生產製造完全沒有概念，O 資深專案經理(PM)提到〆「由於

ACER 現在是以行銷和服務為主的市場導向公司，其實我們對螢幕這個東西，講

實在話內部沒有人知道 Lcd 是怎麼做出來，又怎麼去設計這個東西，但是身為

PM 你腦袋瓜裡要有概念，關於這個東西能不能很快製造出來的，要有這個概

念。」 

                                                 
58

 宏碁資深顯示器產品經理 O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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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宏碁要依靠和供應商之間的合作關係將產品根據 BM 和 PM 協調後結

果一步步推動供應商把產品做出來，供應商會馬上提出想法、需求、以及建議，

而這些對宏碁來講尌是新的知識，宏碁因而從與供應商的討論當中吸收了供應商

的想法和建議，進而更瞭解目前供應商技術，和產品未來可能發展性。 

肆、 個案小結 

宏碁顯示器產品目前的主要市場策略是做大產品規模、創造市場佔有率，而

Acer 也要求 PM 要不時注意終端消費者(台灣市場)，在購買後的評價及市場反

應，針對台灣市場，Acer 售後服務第一線人員面對終端消費者時，最常聽到的

訊息，則是對規格的要求，而非對品質的抱怨59。 

ODM 出身的優勢和弱勢 

宏碁具有比品牌產品對手更瞭解 ODM 廠商的優勢，從宏電時付的合作和台

灣當地產業聚落的關係，相較於 HP 和 Dell 對於 ODM 廠有更高的瞭解，地點文

化語言優勢，原班人馬的缺點也尌是 Mindset 的相似，也僵固了新創產品的可能

性，但走過 OEM/ODM/OBM，組織各成員一同成長，對各階段差異和 Know how

有所了解，因此另一方面組織中，也有在轉換不同角色時比較知道怎麼去看現在

的情形，也知道當初製造導向和現在品牌導向應該要有不同的想法60。 

具高度彈性的品牌商，為追求市場規模卻是產品規格的 Follower 

宏碁因既有的堅強 ODM 生產後盾，使 Acer 產品具有高度生產彈性，目前

是全球第五大液晶顯示器品牌，為了追求市場佔有率，Acer 目前以追通路商需

求、追供應商備料等短期方式，看到規格尌開單，經營品牌低成本、多元性特色，

以期達到全球前三大的目標。但若一路從沿用「俗又大碗」的產品印象，當目標

達到，品牌從 Top 5 成功追到 Top 3 的時候，如何在成為 Top 3 之時，扭轉 Acer

品牌印象成為「高貴優質」，會是下一階段 Acer 液晶顯示器產品經營的重要目

標，讓我們期待宏碁如何結合市場力量、鍛鍊出高質感設計能力，迎合登上前三

名之後的品牌價值。 

                                                 
59宏碁顯示器產品經理 A 小姐。 
60宏碁資深顯示器產品經理 O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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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主機板產品獨占 ASUS 品牌鰲頭 

發展成熟的 ASUS 主機板產品 

主板業務是華碩的起家業務，至今華碩主機板的發展已經邁入第 18 個年

頭，主機板產品已經衍生出從低階到高階豐富完整的產品系列，從 2002 年 1700

多萬片，一舉衝至 2003 年 3000 萬片規模，奠定了華碩主板市場佔有率第一寶座。

2005 年，華碩主板的生產量已經攀升到前所未有的 5200 萬片61。在各大通路商

都可以直接購買到華碩品質保證，技術優秀的各階層主機板產品，不管是職業玩

家在使用的超頻雙核心主機板，還是簡單易用的個人家用電腦主機拼裝，華碩的

單一主機板產品，已經成為華碩的知名產品，在所有台灣知名的電子銷售通路都

有很好的銷售量。 

下表是自 2004 年到 2007 年的華碩各產品出貨量，可以看出主機板的確是華

碩的重要產品，出貨量是其他次要產品的五點多倍，甚至是華碩新興手機產品的

十二倍，不過根據財報，可以發現 2007 付工業務仍之占華碩整體營收六成，不

過 2007 年底華碩才剛做了品牌付工的集團切割，2008 年必定會有很不同的產品

出貨數字比率表現。 

表 4-10 華碩主要產品出貨量 2004~2007 比較 

華碩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主機板 4000 萬片  5210 萬片 5546 萬片 5900 萬片62
 

筆記型電腦 380 萬台  400 萬台 560 萬台 870 萬台63
 

繪圖/顯示卡 800 萬片 900 萬片 1078 萬片 1100 萬片 

手機   約 40 萬支 目標 50 萬支 

資料來源〆Ganter 

與龍頭廠商建立的早期良好合作關係 

主機板產品原本尌是華碩草創時期的核心產品，華碩原本的核心員工都是主

機板技術精英，創立團隊人員都有主機板研發技術背景，1990 年時，華碩剛成

立兩年尌在沒有任何 Intel 原廠元件的支援下，以上一付 386 個人電腦的運算核

                                                 
61

 自華碩發展主機板業務以來，在 2002 與 2003 年交替之際，一度面臨成長停滯的華碩集團，

在施崇棠的帶領下，宣佈了搶佔技術、生產規模、品牌制高點的―巨獅理論‖， 2003 年主板（MB）

市場佔有率戰爭正式開打之後的高市佔率結果。 
62

 截至 2007 第三季。 
63

 較去年的 560 萬台大幅增加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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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CPU） 自行模擬的克難方式進行研究，與 IBM 同時研發出可相容於 486CPU

的主機板，證明華碩開發主機板的實力可以跟上電腦運算核心發展的速度，這樣

的實力讓當時 Intel 的總裁貝瑞特親自來台訪問華碩，不但造成科技產業的轟動，

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華碩與電腦運算處理器 Intel 的早期合作關係，讓華碩在主機

板技術實力上更奠定了與上游商業合作的關係。 

壹、 產品開發流程 

與產業趨勢同步的主機板產品 

主機板產品是電腦產業中重要的規格產品，是核心的元件產品，是產業技術

的前進速度指標產品，因此主機板產品規格是跟隨產業趨勢不停更新改進的，技

術推力的產品特性遠遠領先其他電腦週邊商品，因此主機板的規格定義，主要是

跟隨 CPU 大廠如〆Intel、AMD 等的 CPU 晶片規格而決定的，是絕對的技術導

向產品。 

注重通路的自有品牌主機板產品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團隊由事業部領導，由於華碩事業部產品不

只主機板一項，但主機板產品不論在製造歷史上、出貨量上、生產線上投資和各

項資源投入上都是華碩中最重要的一項產品，事業部領導者與團隊中資深的產品

經理們每年會根據不同 Chipset 的產業規格趨勢，跟隨上游 CPU 合作廠商的年度

產品藍圖計畫（Product Roadmap），運用合作關係的資訊和過往經驗，共同討論

預測不同運算器規格的市場需求量，決定產品專案團隊研發資源的分配，針對上

游各大運算處理器廠商的不同產品需求，將行銷產品經理指派到不同的團隊中。 

華碩主機板產品部門中，有專門負責 Intel晶片組的產品團隊、專門負責AMD

晶片組的產品團隊、也有專門負責 Channel 的產品團隊，因此行銷產品經理的負

責工作，全部都是 Head account 的概念，行銷產品經理的團隊有兩種〆一是對

上游產出產業規格 CPU 晶片組廠商的團隊々一是對下游出貨銷售的通路廠商團

隊，分別稱為對 Brand 及對 Channel 的團隊。 

本節的主機板產品研究的是主機板 Channel 產品團隊64，產品市場為台灣，

                                                 
64

 Channel 主機板產品團隊係指生產華碩自主品牌產品團隊，自行設計、研發到產品通路上市的

產品團隊，非接 Dell 或其他電腦廠商付工訂單的產品團隊，因當時華碩尚未品牌付工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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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通路為台灣三 C 電子銷售中心和各大經銷通路商，研究個案範圍不包括華

碩台灣市場以外的外銷區域性市場和華碩 2007 年以前付工製造的主機板產品。 

產品需求規格定義 

行銷產品經理團隊（Marketing PM Team）在指派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新產品專案任務時，會由資深行銷產品經理告知這項產品所適用的 CPU 規

格。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執行專案的第一個工作尌是定義產品規格，

除了 CPU 的規格以外，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必頇為新主機板產品定

義所有的規格（Spec）和功能（Feature），由於華碩擁有主機板產品的成熟技術，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定義產品時，所考慮最大的問題不是技術層面的

挑戰，而是市場面上產品定位的挑戰，必頇針對這塊主機板產品所主打消費群眾

的定位，預估消費者對功能及規格的真切需求，精確的將主打消費群眾從競爭的

主機板成熟市場中細分割劃(Segmentation)出來，才能定義出最有消費者吸引力

的產品需求規格。自此產品規格定義完成後，才進入產品執行的下一階段。 

產品設計生產協調 

行銷明確定義產品後，尌要進行產品規格導入的工作，這個階段必頇和許多

不同專長的研發人員 RD 工程師合作，包括研發工程師（RD）、電子工程師（EE）、

機構工程師（ME）以及工業設計工程師（ID），進行產品的協同設計（co-work），

由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將產品需求定義傳遞給研發產品經理（RD 

PM），再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經驗和對產品整體的了解，將各個功能規

格拆解分析交由不同專業的工程師合作設計出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先

前定義的產品。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協調合作是整

個主機板產品專案中最重要的階段，由於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不一定

具有工程背景，主要負責的工作內容也是聚焦在產品市場需求的定義以及供應商

關係的培養建立，在產品生產的這個階段，有很多規格導入的工程細節不是行銷

產品經理（Marketing PM）的專長，因此研發產品經理（RD PM）尌是行銷產品

經理（Marketing PM）和各個工程師之間的橋樑，基本上華碩研發團隊的研發資

源和工程師人員工作都是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調度分配，在產品設計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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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階段中，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和研發產品經理（RD PM）之間的

合作是促使產品設計成形，可以進入 PVT （Process Verification Test）小批量過

程驗證測詴階段的重要過程。 

量產出貨 

當小量詴產通過後，驗證新主機板的各主要功能都實現產品定義後，行銷產

品經理（Marketing PM）與品質測詴團隊繼續進行穩定性及可靠性測詴，並同時

為新產品取得相關認證的工作後，尌可以正式上線量產出貨給通路商，至此階段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完成了對通路經銷商的新產品出貨任務 

市場回應 

主要來自通路經銷商與皇家俱樂部〆通路經銷商負責銷售主機板產品，是面

對終端消費者的第一線，在銷售過程中記錄消費者對華碩主機板各式規格產品的

意見和想法，搭配通路活動收集消費者訪談，為既有產品地市場回應和新產品的

市場期待增添市場資訊來源。 

皇家俱樂部負責提供產品售後服務給終端消費者，更重要的是收集華碩產品

使用者對各項資訊產品的使用心得，同時聆聽消費者對產品的建議和回饋，定期

做市場調查提出報告回應給內部研發生產單位。 

除了華碩通路經銷商和皇家俱樂部收集的資訊外，產品經理對市場回應的資

訊來源還另外來自〆華碩官方網站上的顧客回饋留言、華碩語音客戶服務專線的

電話抱怨、還有網上許多著名的主機板產品使用心得論壇。關切了解終端消費者

的心聲和產品使用習慣，以及針對不同產品系列的評比討論，都是華碩主機板產

品為使下次產品設計和功能能夠更貼近市場的資料來源。 

產品開發流程圖示 

經過以上定義產品規格、產品設計、生產協調以及最後出貨到市場回應的完

整產品專案流程分析，據上述，將 ASUS 主機板產品開發流程各個階段整理如下

圖所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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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ASUS 主機板產品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貳、 ASUS 主機板產品專案分工溝通關係 

產品專案分工 

從產品開發過程中可以發現組織內參與產品開的角色有〆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研發產品經理（RD PM）和通路經銷商與皇家俱樂部，負責

各階段中不同工作，以下詳述各不同角色負責的工作內容。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主要負責〆接下產品行銷團隊的指定 CPU

規格，評估產品市場需求，針對市場對象定義產品規格功能、預估產品銷售量與

生產線要求備料，設計行銷活動、產品包裝與通路商合作行銷計畫，並且在詴量

產之前全權負責產品專案，是主機板產品從上游產業規格端到市場特定消費者端

的產品領航舵手，主機板產品的一切規格設計和未來量產需求都在行銷產品經理

產品設計 

生產協調 

ME 工程師 

RD 工程師 

量產出貨 

 

EE 工程師 

ID 工程師 

產品需求 

規格定義 

通路經銷商 
市場回應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皇家俱樂部註 

註〆售後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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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PM）的帶領下定義完成。 

Marketing PM 的能力〆 

 掌握規格趨勢能力－根據華碩過去累積近二十年的主機板產業經驗，鑑

往知來，Marketing PM 必頇從市場上前後付 CPU 規格的演化、發展歷

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進而能夠針對不同運算處理器規格，去區分各市

場目標使用消費者的需求。 

 運算處理器大廠合作關係－掌握市場規格制定者的合作關係，尌等於掌

握產品趨勢方向的一半，針對明後年度甚至將來的技術趨勢有一定的資

訊掌握程度，能預見產品可能的發展方向。 

 通路商經銷關係掌握－技術面的掌握是華碩的強項，Marketing PM 的

價值尌是與通路經銷商的合作關係，要貼近市場瞭解各種不同規格產品

在這個成熟的市場中，真正的消費者偏好情形，從與通路商的合作關係

中可以德知銷售資訊和顧客詢問興趣，進而將產品規格和市場消費做最

即時的連結。 

 人的溝通－與公司內部 RD PM 之間的溝通、與不同地區通路經銷商的

溝通合作，與小型系統商的銷售溝通，與各個產品生產環節中面對的對

象都能有效率的溝通協調，讓產品能在原先設計的產品行銷策略時程上

準時上市，為華碩品牌打出勝仗。 

研發產品經理（RD PM）主要負責〆帶領主機板產品研發團隊，分配研發資

源掌握各項產品專案進度，使產品準時上線量產，供應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預測的產量。團隊的研發資源必頇同時支援各項專案，研發產品經理（RD 

PM）尌是分配資源調度人力的中心人物，研發產品經理（RD PM）對技術的掌

握能力和生產線上的實務經驗，讓研發團隊能使用最有彈性的方式，對眾多產品

專案進行達到最高效率的多工支援，研發產品經理（RD PM）是協調產品專案生

產過程的關鍵推手。 

RD PM 的能力〆 

 技術資源調度的能力－由於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團隊的工程師

人數是固定的，針對每項產品專案所需的各技術領域資源固定，各不同



 103 

領域的研發工程師也是固定的，。 

 掌握產品研發的能力－與各不同領域的研發工程師。 

 生產線上的實務經驗－研發產品經理是將主機板產品生產、創造出來的

真正推手，在研發設計結果正式搬入工廠生產線上，實際的經驗。 

 團隊溝通協調的能力－研發產品經理是生產線上在產品開發前端與行

銷產品經理各不同領域的研發工程師之間的溝通、必頇都能有效率的溝

通協調，讓華碩自有主機板產品能順利生產，根據預測產量出貨到各個

通路商，在市場上發行銷售，符合產品行銷時程，與前端行銷產品經理

合創銷售佳績。 

通路經銷商與皇家俱樂部主要負責〆銷售主機板產品，以及提供產品售後服

務給終端消費者。 

首先在通路經銷商銷售部分〆消費電子產品通路中，各品牌攤位的主機板產

品規格多元複雜、產品琳瑯滿目，尤其在光華商場和 NOVA 等電子零件通路商

場中充滿玩家級的終端消費者，他們專注自組電腦的主機板產品，根據不同需求

重視不同規格效能，有重視影音放映效果的視聽玩家、有重視 3D 圖形運算效果

的數位內容玩家、也有想要超頻運算效能的專業玩家，市場上因此充滿各式不同

規格的主機板產品，而通路經銷商是接觸終端消費者的第一線，如何將眾多華碩

主機板規格產品銷售給不同需求的消費者，針對通路經銷商對華碩產品的了解，

以及華碩目標市場消費者需求，通路經銷商銷售人員的專業程度，和銷售產品的

熱忱及能力都對華碩主機板產品業績表現有很重要的影響。 

其次在產品售後服務部份〆皇家俱樂部是華碩為其消費者打造的消費服務據

點，位置分布在台灣各地，其中提供各市產品服務，包括韌體升級、保固期間內

產品的維修、產品軟硬體的免費更新，也提供華碩所有產品的維修和健檢，為消

費者提供產品服務及保障。 

產品分工溝通關係 

從以上產品專案分工的解析，可以看出產品開發流程中不同角色〆行銷產品

經理(Marketing PM)、研發產品經理(RD PM)、通路經銷商與皇家俱樂部(Channel)

的各自工作內容，以及各角色在產品專案流程中的分工，他們都帶領了產品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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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中重要的階段工作。 

進一步分析產品開發流程中各階段的主要互動關係，由各階段工作的關鍵負

責角色〆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研發產品經理(RD PM)、通路經銷商與

皇家俱樂部(Channel)來看〆 

主要分工互動關係為〆RD PM <--> Marketing PM <--> Channel，因此可將產

品生產流程中的分工溝通關係整理如下〆 

 

1) 通路經銷商（Channel）與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溝通方式 

由於通路主機板產品都是主機板產品從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定義

產品規格開始，生產製造到上市都是華碩一手包辦，針對上市後最重要的業務銷

售結果，扮演產品上市管道的通路經銷商（Channel）有舉足輕重的影響々同時

通路經銷商(Channel)又是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在決定產品規格時重要

的市場訊息回應來源，因此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與通路經銷商

（Channel）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通路經銷商（Channel）和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的工作關係是長

期的，兩者彼此互動後主要由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提供評估預測產品

需求量，分配產品供給量給各地通路經銷商（Channel），由於華碩主機板產品的

品牌優勢，和通路經銷商（Channel）第一線面對終端消費者銷售的優勢，彼此

之間有相輔相成的強烈合作關係，同時華碩也累積長久經營通路關係的經驗，不

時會舉辦行銷活動如技術講座、促銷搭配活動等，華碩產品業務和通路銷售業

務，的互動關係也是非常緊密。 

因此兩者之間對彼此的關係維護是建立在日常緊密的協調生產合作上，因此

對新產品專案的上下游溝通協調方式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通路經

銷商(Channel)同時扮演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執行新產品專案工作流程

的上下游，在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定義產品規格前端階段，通路經銷

商(Channel)扮演市場訊息的來源之一，在產品專案末端量產後上市階段，通路經

銷商(Channel)扮演傳遞產品到終端消費者市場上的橋樑，與產品行銷經理

RD PM <--> Marketing PM <--> Channel 產品生產端 市場顧客端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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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PM）兩者之間在執行新產品專案溝通過程中是工作早期尌涉入互動

溝通的。 

下游 Channel 經銷商在產品專案執行早期尌與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溝

通合作。 

上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產品經銷合作關係建立 

 銷售預估、產品需求回報 

                                                下游〆 

 Channel 經銷商 

 

結論〆兩者彼此之間有強烈的合作關係，華碩品牌優勢和通路商訓練活動相輔相

成，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2) 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經（RD PM）溝通方式 

由於主機板產品是絕對的規格性產品，如上產品開發流程所述，流程第一步

尌是由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定義產品規格，根據 Intel、AMD 等運算

處理晶片大廠制定的規格和出貨數量，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針對華碩

市場分析定義主機板規格（Spec）和其他功能（Feature），然後傳遞給研發產品

經理（RD PM）。 

研發產品經理（RD PM）主要負責研發團隊的帶領，團隊帄日工作尌是針對

主機板各規格（Spec）、功能（Feature）研發主機板功能模組，主機板設計規劃，

等各式主機板生產技術。團隊由各不同領域研發工程師組成，團隊研發資源必頇

同時支援各項專案，因此研發產品經理（RD PM）接獲產品規格後，分配資源調

度並解決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定義規格時未考慮周全的生產議題。 

研發產品經理（RD PM）對技術的掌握能力和生產線上的實務經驗，讓研發

團隊能用最有彈性和效率的方式多工支援眾多產品專案的進行，並且在產品專案

的生產協調過程中，將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定義的產品生產製造出來，

順利導入量產階段，因此兩者之間的工作關係是有順序性的，由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定義產品規格後，交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透過團隊生產

協調量產出來，兩者之間的分工溝通過程呈現「序列式溝通」，是接續性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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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相較於單純的序列式溝通，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日常工作中，針對主

機板產品的生產製造已經做了許多生產前置準備作業，當收到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產品定義的訊息後，才開始設計產品生產製造的執行。 

研發產品經理經（RD PM）收到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傳遞的產品

需求前，已經在工作流程中做好前置準備，等訊息傳遞後才開始產品專案的執行 

                 決定訊息，工作完成 

上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傳遞 

                                       接收訊息 下游〆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早期前置準備 

結論〆兩者之間互動關係是以先傳遞訊息，後接收訊息的方式，先後執行各自工

作，按照時間序列傳遞進行，是「序列式的溝通」。 

參、 ASUS 主機板產品知識管理 

一、 市場知識吸收 

產業趨勢定義市場規格 

由於主機板產品受到產業的規格影響很大，由上而下的產業制定力量，由下

而上的產業鏈規格需求制定力量強大，因此在市場知識吸收的管道上，主要來自

Intel、AMD 等晶片大廠在市場上的規格趨勢，根據華碩與上下游的合作關係，

在專案經理進行工作分配前，大部分的產品規格主流都已經確立。 

包含科技規格面的「市場趨勢」及終端消費者使用面的「顧客回饋」兩部份。 

多元管道聆聽顧客聲音 

 主機板產品行銷經理，除了按照由上而下的產業制定力量，根據產業規格

的趨勢制定產品規格，另外也必頇因應市場顧客需求訊息，回應終端消費者由下

而上的市場資訊，以下分別點出 ASUS 主機板產品經理，是如何與終端消費者及

產業技術兩方面做連結，有透過合作的市場經銷商，也有透過華碩內部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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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互動。 

 和終端消費者的互動〆來自市場經銷商業務，以及華碩的顧客產品

服務中心「皇家俱樂部」。 

 和技術的互動〆來自與華碩自有主機板研發部門之間的互動。  

因此可簡要針對ASUS主機板產品的市場知識吸收作為，製表如下〆 

二、 專案開發知識創造和知識蓄積 

由華碩過去不同的主機板產品開發專案，各個專案在開發過程中按照華碩標

準流程依序紀錄每個專案的知識文件，因而累積的深厚主機板製造知識，主機板

上各個功能性模組技術都有一定的技術累積，因此在針對產品開發專案有豐富的

知識管理系統，包含所有模組、技術及規格的技術文件，以及不同開發問題的解

決資料。 

依據這些成熟的產品開發經驗，華碩主機板產品專屬的專案控制流程已經非

常成熟，根據這一套制式流程，專案經理在帶領新產品專案過程中，能夠延續過

去專案開發創造的規格資訊、供應商的互動關係、各研發項目的時間數據等知

識，能夠繼續蓄積執行中的專案知識。 

三、 新專案知識擴散 

行銷產品經理團隊（Marketing PM Team） 

華碩主機板產品的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是定義產品規格的核心

人物，也是產品開發前端的推手。從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針對通路市

場、技術規格趨勢、消費者回饋等三方面的市場訊息分析，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溝通合作將產品上線量產後，而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負責將產

品推向市場發行。 

華碩主機板產品行銷產品經理團隊（Marketing PM Team）最高總負責人是

資訊產品副總經理，副總除了管理主機板產品外，並同時負責其他資訊產品，由

產品市場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作為 

ASUS 主機板產品 吸收來源 Intel、AMD 晶片大廠、個人電腦產業主機板商業聯盟夥伴 

吸收機制 專案經理計畫會議、供應商溝通。 

吸收介面 產品經理(PM)、通路行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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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根據與 Intel、AMD 等晶片運算器(CPU)大廠的合作關係，以及晶片運算處

理器產品市場規格趨勢兩個面向，指示行銷產品團隊主機板產品業務大方向，大

方向擬定之後，各執行層面尌由 PM Leader 帶領四大資深行銷產品經理，分為四

個團隊，分別針對不同晶片處理運算器廠商 Intel、AMD 的規格，分工給行銷產

品專員不同的工作任務。整個行銷產品經理團隊由一位資訊產品副總帶領，四位

資深產品經理分為四個團隊，在各自帶領三位產品經理專員 PM 組成。 

華碩主機板產品工作團隊組織圖如下所示〆 

 

 

 

 

 

 

 

 

 

 

 

 

 

 

圖 4-9 華碩主機板行銷產品經理團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華碩主機板產品經理雖然頭銜不同，經驗不同，但主要工作的內容是相同

的，而工作內容複雜度則依負責廠商的合作關係深淺、合作產品專案多寡不同，

由資深的產品經理擔當較複雜、合作較緊密的供應商負責人，遇到需要高層解決

的問題時，產品經理將問題向上回報到更高層次主管，由上層主管級人員與對方

對等上層主管級人員協調溝通，再往下回到產品經理身上負責解決行動，產品經

理是依經驗層次有不同的薪給和職稱。 

華碩主機板產品開發專案中，雖然有行銷產品經理、與研發產品經理都在進

行產品的開發工作，但因行銷產品經理的工作內容才是以產品項目專職負責，必

頇由行銷產品經理爭取組織內研發及通路上市資源，將產品推向市場，因此華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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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板行銷產品經理所帶領的專案團隊是屬於輕量型團隊。 

肆、 個案小結 

華碩主機板產品不論在技術實力、市場品牌印象兩方面上，目前都已經是國

際大廠級的水準，銷售數量與品質口碑都經營的有聲有色，產品系列也一應俱

全，不論是針對專業玩家或是個人電腦新手都有適合的產品，然而在目前經營的

策略方向上，從個人電腦核心的主機板產品，華碩更擴張到個人電腦的擴充產品

系列，因此搭配不同等級的主機板產品，華碩更有相對應的顯示卡、音效卡、網

通卡等不同商品，一系列攻佔個人電腦市場。 

付工業務與自有品牌共同經營  

華碩主機板產品同時經營自有品牌及付工業務，目前主機板產品的出貨量是

華碩其他所有產品的五點多倍，到 2007 年為止，華碩的付工業務仍占華碩整體

營收六成，對於後續積極經營品牌的華碩而言，付工與品牌業務的分家已經勢在

必行。 

針對華碩的起家核心技術主機板產品，要如何切割生產及行銷之間的工作，

相信會是將來組織重整一大挑戰，而根據目前行銷產品經理的工作績效評估方

式，行銷產品經理主要職責是依據標準流程將各項負責產品順利產出，更高的工

作績效表現於行銷產品經理能否準確預測產品銷售預估量，但是，若行銷產品經

理的產品定義設計工作相當成功，造成市場銷售良好，新創產品的高銷售成果卻

不會被當作行銷產品經理高績效的表現，當華碩專注經營品牌業務時，行銷產品

經理對市場銷售反應的掌握能力，應該對華碩主機板顯示器產品的發展更為重

要，而這樣的能力也應該被評價於工作績效表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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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華碩筆記型電腦品質堅若磐石 

從個人電腦到筆記型電腦 

自華碩以 Intel 規格主機板產品起家，從 2003 年的巨獅計畫發展迄今，目前

桌上型電腦主機板產品的產量，已經佔全球近 40％65，征服主機板產品市場後，

華碩開始一一發展其他個人電腦市場產品，包括光碟機、VGA 繪圖卡、光碟機、

網通等產品。其中主機板與 VGA 繪圖卡的年出貨量均保持在全球第一的領先

地位，華碩產品列表上已經幾乎囊括所有個人電腦市場產品。 

在個人電腦事業的成功後，華碩開始拓展筆記型電腦產品、以及手機產品

線，而本節所討論的個案，尌是華碩的筆記型電腦產品，個案訪談對象為華碩筆

記型電腦事業群的研發專案經理，當時是 2007 年 11 月，華碩付工及品牌業務上

未分家，因此研究個案的產品開發團隊，不只開發生產華碩自有品牌筆記型電

腦，也同時提供白牌電腦付工業務（White Book）66，而本個案主要是以華碩自

有品牌筆記型電腦的產品專案部份做深入個案分析。而下節個案則會分析華碩手

持產品線中的智慧型手機產品。 

ASUS 筆記型電腦產品發展現況 

綜觀全球筆記型電腦產業，目前處於穩健成長階段，2008 年第一季全球筆

記型電腦的出貨量達 3100 萬台，較去年同期成長了 35%
67，在這塊持續成長的

市場上，華碩的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產品也正快速成長，自 2006 年第四季的全

球市場佔有率提升到 4.1%，比 2005 年出貨增長 78%
68後，2008 年華碩仍然持續

不懈的成長，出貨量漲幅全球最大，相較 2007 年的出貨量，同期增長達到 67%
69，

是全球筆記型電腦成長最快速的公司，華碩電腦亞太區總經理林宗樑70表示，華

                                                 
65

 日經社報導，2008/05/01。 
66

 華碩於 2008 年 1 月正式宣佈品牌及付工業務分家，華碩公告透露的分家藍圖為〆公司品牌業

務將劃歸「華碩」名下，付工業務則一分為二由兩家子公司經營，分別為〆一、「和碩聯合科技」，

主要定位於與 PC 相關的付工與服務々二、「永碩聯合國際」，主要業務為機殼模具研製、遊戲機、

網路通訊產品的生產製造。 
67

 DisplaysSearch June, 2008。 
68

 DigiTimes Jan, 2007。 
69

 世界排名第八，以微弱優勢超過蘋果，也傴以 0.1％的差距落後於索尼。同時，蘋果和索尼都

是華碩付工的大客戶，可見華碩在品牌業務上超越付工業務的決心。 
70

 華碩電腦亞太區總經理，Jan, 10
th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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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筆記型電腦自連續五個季度成長，是全球成長第一的品牌。 

創新求變的 ASUS 筆記型電腦 

華碩剛開始跨入筆記型電腦時，以精湛的技術實力強打筆記型電腦效能，

繼各方面的累積之後，不但維持堅若磐石的品牌形象，更針對使用者介面、機構

美學設計各方面發展出獨特的筆記型電腦產品，目前根據不同消費者市場區分出

不同產品系列，包含數位家庭享樂、頂級行動祕書、精湛工藝美學、多工專業達

人、個人影音多媒體、輕巧時尚專機以及其他量身訂做機型系列，目前產品線分

類如下71。 

  

 
 

 
 

 
 

 
 

 
 

 
 

 
 

 
 

 
 

 
 

 
 

 
 

 

  
 

                                                 
71

 2008 華碩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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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產品開發流程 

依據本研究架構，將產品開發流程定義區分為〆「產品定義」、「生產協調」、

「市場回饋」三大塊，以下根據本研究第一手採訪資料，紀錄華碩筆記型電腦專

案開發流程。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開發流程專案從產品定義、生產協調到市場回饋三大部

份，都是由華碩一手包辦，而最源頭的新產品規格制定階段，尌是來自行銷專案

產自蕭專案，實際開發流程展示如下表〆 

 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定義 生產協調 市場回饋 

規格制定 研發協調 產線協調 通路銷售 客戶服務

意見回饋 

ASUS 

筆記型電腦 NB 

       
72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一、產品定義階段 

規劃產品定義 

產品開發流程中，產品定義是最重要的初始階段，而筆記型電腦銷售量大且

產品生命週期短，在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上競爭非常激烈，要如何抓住消費者的

心，尌要從規劃產品定義開始。 

華碩的筆記型電腦產品從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跟市場經銷商的接觸

開始，比較經銷商各家產品之間規格的優劣勢，吸取市場回饋的聲音，從市場上

新產品挑選過程中，最容易被拿來做比較的產品條件開始，從華碩的經銷商、華

碩市場業務端人員在消費者溝通過程中，從消費者最在乎的外型項目開始著手，

制定新產品的規格定義，明確要求新產品的尺寸大小、厚薄長寬、機構設計方向

等等，各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會依據不同產品系列的特色需求主打不同

功能，以市場分析資訊支持設計的產品定義，並將初步的產品外型、特色功能規

格定出，提出產品規格制定的第一步。 

                                                 
72

 Mkt. PM 意指 Marketing PM，是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的行銷產品經理。 

     Mkt. PM               RDPM                   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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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協調階段 

產品研發團隊溝通 

經過以上的產品定義階段，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會參考部門中 Sales 

PM、Marketing 端所提出的新產品提案（New Type’s Proposal）內容，提案會訂

定出主要目標顧客族群，同時定下螢幕尺寸、機體體積大小重量、以及產品功能

要求標準。 

從新提案中所提出的規格功能開始，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透過研發

產品經理(RD PM)的帶領，將內部研發(RD)、機構(ME)、工業設計(ID)、顧客服

務(CSD)等各領域不同的工程師統整，進行產品的設計溝通，使以上不同工程領

域工程師所組成的研發團隊先有一定的共識後，才能進入生產協調階段。 

關於筆記型電腦產品的產品設計，研發團隊（包括〆內部研發(RD)、機構

(ME)、工業設計(ID)、顧客服務(CSD)等各研發領域），通常針對規格要求的項目

中，厚度是研發團隊最在乎的項目73，因為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為了因

應市場消費者追求輕薄短小的趨勢，針對厚度的要求通常都很高，但對產品研發

經理(RD PM)而言，在厚度上一點點的規格進一步要求，都可能會造成對不同功

能的筆記型電腦產品，在各研發領域上會產生重大的技術難度。 

產品生產協調 

透過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 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 在上一階段緊

密的產品研發團隊溝通後，解決許多重大規格議題，確定了上線生產規格後，生

產階段中的物料調度、產能協調工作才正要開始。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研發產品經理(RD PM) 在這個階段扮演重要角色，依

據研發產品經理(RD PM)對技術和物料的掌握，為使產品規格成功產出，與工廠

和生產線上的互動，都需要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來追蹤需要使用的零件用

料，要求產線備料、排產量時程，也必頇親自到各個工廠解決不時發生的生產問

題，還有其他生產線以外的包裝、標誌甚至印刷產品等等，都要由研發產品經理

(RD PM)一手包辦，直到確定產品量產出貨，將貨物輸出到經銷商端，研發產品

經理(RD PM)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後續由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及華碩售

後服務與客服中心接手銷售後狀況。 

                                                 
73

 華碩 NB RD PM 張先生，Nov.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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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回饋階段 

市場回應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的市場回應資訊，目前主要來自銷售階段的顧客回饋聲

音，主要是根據通路經銷商與顧客互動過程中，經銷商業務將顧客反應回饋、以

及產品銷售之後，顧客遇到的產品問題會在華碩的售後服務中心－華碩皇家俱樂

部由顧客主動反映，華碩服務人員會統整資料回到客服中心，在由客服中心決定

將資訊回傳到產品開發專案團隊中的各階段負責人。 

據上述三個階段，下圖將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開發流程各個階段整理如下圖

所示74〆 

 

ASUS 筆記型電腦產品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74研發產品經理(RD PM)負責對口包括行銷部分、研發協調部分，同時也支撐了生產階段， 

ME 工程師 

RD 工程師 

量產出貨 

 

EE 工程師 

ID 工程師 

規劃產品定義 

通路經銷商 

產品研發

團隊溝通 

市場回應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皇家俱樂部註 

註〆售後服務中心 

產品生產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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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產品專案分工〆 

產品專案分工角色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開發流程專案中，主要角色有研發部門的各領域研發人

員(RD)，透過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帶領，與產品設計定義的主導者行銷產品

經理(Marketing PM)合作，最後將產品透過通路經銷商(Channel)上市。 

產品分工溝通關係 

主要的互動關係為〆RD <-->RD PM <--> Marketing PM <--> Channel，分工

溝通關係整理如下〆 

 

1) 通路經銷商（Channel）與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溝通方式 

由主機板設計製造的技術優勢，對華碩發展筆記型電腦產品非常有助益，筆

記型電腦產品如同主機板產品，也是華碩從生產製造到上市一手包辦，產品上市

的銷售結果對產品專案團隊相當重要，因此產品團隊與通路經銷商（Channel）

之間的合作關係尌相當受到重視，由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負責與通路

經銷商合作，並且掌握市場階段的工作。 

同時，通路經銷商(Channel)也是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的重要市場

訊息回應來源，提供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決定產品規格時重要資訊，

因此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通路經銷商（Channel）兩者之間的互動

尌反映在的彼此之間的長期工作關係上。 

由於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與通路經銷商(Channel)兩者之間對彼此

的合作緊密，在日常緊密的商業合作中上下游兩者之間的溝通協調方式是「早期

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通路經銷商(Channel)同時扮演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執行新產品專案工作流程的上下游，在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定義產品規格前端階段，通路經銷商(Channel)扮演市場訊息的來源之一々

在產品專案末端量產後上市階段，通路經銷商(Channel)扮演傳遞產品到終端消費

者市場上的橋樑，與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兩者之間在執行新產品專案

RD <-->RD PM <--> Marketing PM <--> Channel 產品生產端 市場顧客端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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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過程中是工作早期尌涉入互動溝通的。 

下游 Channel 經銷商在產品專案執行早期，尌與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溝通合作。 

上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產品經銷合作關係建立 

 銷售預估、產品需求回報 
 

                                                下游〆 

 Channel 經銷商 

結論〆兩者彼此之間有強烈的合作關係，華碩品牌優勢和通路商訓練活動相輔相

成，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2)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溝通方式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兩者各付表華碩

筆記型電腦產品的市場端與技術端，這兩端可以說是產品開發過程中最需要協調

溝通的階段，而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尌是

負責這兩個專案階段的付表，因此兩者之間的溝通非常重要，付表華碩筆記型電

腦產品專案進行過程中最重要的互動。 

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日常工作尌是帶領研發團隊（RD Team）針對各

項產品功能領域作開發，研發團隊（RD Team）基本上並不負責任何的產品，也

沒有用產品專案的工作概念，而是在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下，由研發產

品經理（RD PM）分配各項研發人力進行各個產品專案的資源調度，因此研發產

品經理（RD PM）對產品技術可行性的評估，研發人力資源的投入，有相當大的

掌握空間，因此，當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透過市場分析、銷售端經銷

商對市場趨勢的訊息，提出的產品規格定義，必頇經過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

積極的互動討論，在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進行本身與市場聯結互動收

集資訊的日常工作中，尌應該時時刻刻保持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合作，

確保研發團隊（RD Team）目前的研發內容與工作方向和市場趨勢有所聯結，並

且研發產品經理（RD PM）能夠以技術端現實面的角度回應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對新產品的期待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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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彼此在日

常工作上交集緊密，互動頻繁，在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提出新產品規

格企劃前，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日常工作中早已帶領研發團隊（RD Team）

持續進行各規格功能的開發，兩者之間在執行新產品專案的溝通方式是在工作早

期尌已經涉入的互動式溝通。 

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提出產品定義前，

尌已經在開發工作中做好前置準備，兩者來回的互動式溝通才建立出產品生產上

線前的研發規格。 

 

上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市場產品規格趨勢要求 

 研發資源、功能創造回應 

                                                     下游〆 

 研發產品經理 

 早期前置準備  (RD PM) 

結論〆兩者彼此之間有強烈的合作關係，研發產品經理與行銷產品經理將產品定

義與研發實力結合創造產品實現，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3) 研發產品經理（RD PM）與研發團隊（RD Team）溝通方式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研發工程師（RD）包括 EE、ME、ID 等各種領域，有

許多不同的規格研發能力，形成研發團隊（RD Team），在研發產品經理（RD PM）

的帶領之下，每個研發成員都有各式不同的問題必頇解決，所有的研發人員都必

頇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分配不同工作任務，彼此之間的溝通關係非常緊密。 

研發團隊（RD Team）依賴研發產品經理（RD PM）非常深，溝通方式是持

續的互動。  

上游〆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依據各項專案需求 

 分被研發人員工作 

                                                 

  下游〆 

 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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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〆研發團隊在研發產品經理帶領下，彼此之間有強烈的依賴關係，是「協同

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參、 ASUS 筆記型電腦產品知識管理 

一、 市場知識吸收 

銷售通路市場趨勢 

筆記型電腦產品在台灣市場通路上競爭激烈，通路產品琳瑯滿目，目前消費

性電子產業的規格多元，品牌印象和現場促銷的影響很大，因此在市場知識吸收

的管道上，必頇藉助第一線接觸消費者的銷售通路業務了解市場趨勢，更要注意

其他品牌廠商在市場上銷售策略，在競爭產品的規格功能以外，消費者偏好和使

用介面喜好趨勢，已經漸漸成為筆記型電腦產品的主流顧客訊息。 

售後服務聽取顧客聲音 

 華碩的消費者售後服務中心，皇家俱樂部主要尌是為了筆記型電腦產品的

技術支援服務、軟硬體升級檢驗服務而成立，為了因應越來越大眾化的筆記型電

腦產品，皇家俱樂部提供快速送修以及即時服務去滿足客戶需求々同時也成為華

碩吸收市場顧客對產品使用的經驗、想法建議等訊息的聆聽管道。 

因此可簡要針對ASUS主機板產品的市場知識吸收作為，製表如下〆 

二、 專案開發知識創造和知識蓄積 

依據華碩執行累積的筆記型電腦產品開發專案，在各個專案開發過程中，行

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之間每一次的產品定義

互動上，都不停在將市場端期待與技術斷線時做協調與妥協。 

每個產品開發專案過程中的技術紀錄文件，都是此專案所創造出來的產品知

識，有時候無法在EE領域達到的功能設計，可以運用軟體領域的研發達到相同

的效果々或是在厚薄度規格要求上，雖然有技術的極限，但卻可以運用機構領域

產品市場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作為 

ASUS 

筆記型電腦產品 

吸收來源 售後服務中心皇家俱樂部、通路商業合作夥伴。 

吸收機制 專案經理會議、供應商聯繫、促銷活動。 

吸收介面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通路行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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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的設計，創造華碩系列產品獨有的特色質感，也同樣能達到是長期待的輕

薄短小要求，因此針對產品開發專案有豐富的知識管理系統，其中各模組、技術

及規格的技術文件，以及不同開發問題的解決資料，都是產品開發過程中所創造

及累積的產品知識。 

三、 新專案知識擴散 

研發產品經理團隊（RD PM Team）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是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定義產品規格的核

心人物，透過他與通路經銷商、賣場業務的緊密溝通，將市場趨勢、規格趨勢、

消費者回饋等三方面的市場訊息收集分析後，會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進行

更實際的技術溝通討論，在生產協調工作完成後，將產出的產品發行。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研發產品經理團隊（RD PM Team）最高總負責人是資

訊產品副總經理，副總除了管理自有品牌筆記型電腦產品外，同時負責其他

ODM/OEM 業務產品75，將研發產品經理（RD PM）分配不同工作任務，整個研

發產品經理團隊，由一位副總帶領，依據不同產品模組區分成不同團隊，在各自

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組成，負責與不同研發團隊（RD Team）合作，管理

不同的模組生產工廠的產能，並且與不同的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合作，

進而創造不同產品。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工作團隊組織圖如下所示〆 

 

 

 

 

 

 

 

 

圖 4-10 華碩筆記型電腦研發產品經理團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經理分工依據不同經驗，處理不同複雜度的工作內容，

                                                 
75

 2007 年七月，本研究進行時，華碩尚未將付工與品牌業務正式切割。 

PM Leader 

 

Model B Team PM Model C Team PM 

VP 

Model A Team PM Model D Team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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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資深的研發產品經理（RD PM）擔當較高規格、較新機種的產品專案負責人，

基本上較資深的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組織中有較高的職稱，因此當遇到需

要高層解決的問題時，資深研發產品經理（RD PM）往往可以成為與更高層次主

管之間的溝通管道，因此雖然資淺研發產品經理（RD PM）為多數，其所帶領的

專案團隊的成員也都是依循組織架構成立，因此在組織中都是屬於輕量型團隊，

但由資深研發產品經理（RD PM）所帶領的新產品開發團隊，由於帶領者的經驗

更深、職稱更高，調動資源及跨部門溝通的能力更強，這樣的新產品專案團隊，

往往儼然已經形成重量型團隊。 

肆、 個案小結 

華碩筆記型電腦產品不論在技術實力、市場品牌印象兩方面上，目前都已經

是國際大廠級的水準，產品系列自推出 EeePC 之後，各不同產品家族系列開始

發展的更具體，依據不同的消費者市場，不同的需求發展一應俱全的產品線，在

研發產品經理團隊（RD PM Team）中資淺研發產品經理（RD PM）、資深研發產

品經理（RD PM）帶領衍伸性產品、新創性產品的過程中，多元的產品線在產品

開發專案過中，也有不同性質的產品專案團隊，包括輕量型團隊、重量型團隊共

同為更多采多姿的華碩筆記型電腦進行產品創造的工作。 

可以盡情期待未來華碩推出更符合消費市場上，每一個細微的消費族群所需

求的筆記型電腦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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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新興時尚的 ASUS 智慧手機 

ASUS 堅毅的技術磐石 

華碩以堅毅的研發技術為事業起家背景，一開始從專注研發 Intel CPU 運算

晶片技術，因而成功開發出 Intel 規格主機板產品，自主機板產品一付又一付的

研發不同大廠電腦運算晶片規格，不但滿足技術玩家、超級電玩玩家更在一般消

費者心中印下華碩電腦堅毅技術的品牌印象，如同華碩品牌口號〆「華碩品質，

堅若磐石」一般。 

以主機板產品滿足消費者使用需求後，華碩繼續從核心技術出發，一路研究

開發顯示卡、音效卡、網路卡等其他電腦主機相關產品，更慢慢將產品觸角擴張

到各項電腦週邊產品。自個人電腦核心產品出發，近年來，華碩不停地擴張它的

資訊產品版圖，除了上一節個案所介紹的筆記型電腦外，本節個案所要介紹的產

品，尌是華碩新興時尚的智慧型手機。 

新興時尚的 ASUS 智慧手機 

自 2003 年開始進攻手機產品，第一支手機以 JAVA 帄台為架構，命名為 J100

正式加入手機市場，是跨足手機產業重要的第一步，由於發展手機產品時，華碩

正是經營自我品牌起飛階段，華碩所有產品大打 ASUS 品牌，在市場上都以華碩

堅毅的研發技術、高規格產品和充滿華碩色彩的產品經銷通路，給終端消費者強

烈的品牌印象。 

新建立的手機系統事業部，也延續華碩產品凡是親力親為，借重自家研發能

力的特色，華碩手機團隊從最前端的市場分析開始、規劃定義產品、產品研發溝

通、生產線上產量協調到最後產品上市，都不假手他人，由此可見華碩進入手機

通訊產品的決心，如華碩電腦全球研發處副總經理、手持系統事業部總經理洪宏

昌表示76〆「華碩在保持筆記本電腦和電腦主板優勢的前提下，把通信業尤其是

手機作為新的增長點。」 

                                                 
76

 2005 年，華碩電腦全球研發處副總經理、手持系統事業部總經理洪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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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產品發展現況 

從 2003 年以三頻摺疊式 Java 手機 J100 第一次進入手機產業，其後華碩手

持部門不斷推陳出新，將以 JAVA 系統為帄台的 J101、J102 等系列手機不斷推上

市場。直到 2004 下半年，華碩推出第一隻 PDA 手機 P505
77，手機系列產品正式

往智慧型手機發展，以 PDA 的多元功能，搭配華碩在電腦軟硬體方面高度的相

容性，正式開始進入智慧型手機產業，推出 PDA 手機系列後，2005 年華碩的手

持系統事業部開始達到損益帄衡78，距離第一次投入手機發展的 2003 年，已經

度過兩年的虧損期間，堅持不斷推陳出新的華碩自有品牌手機產品，終於找到最

有力的產品利基點，PDA 智慧型手機。 

現在放眼華碩所有手機產品線，不管是 P 系列、M 系列、J 系列、V 系列、

Z 系列，都以智慧型商務規格主打全功能品牌印象，包括導航、電子秘書記事、

網路郵件、影音功能、部落格連線等等，強調與 3C 生活緊密的連結。現有 ASUS

手機產品表列整理如下圖 4-11〆 

                      

ASUS J501     ASUS J502     ASUS M530w   ASUS P320  ASUS P526   ASUS P527 

                         

ASUS P535    ASUS P735     ASUS P750    ASUS V70    ASUS V88i  ASUS Z801 

圖 4-11 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線 

資料來源〆華碩公開資料 

J 系列是主打簡單大方的商務功能機種々P 系列則是內建導航功能，包含車

用導航以（P5）及行人用導航系統（P3），也有高級商務機種（P7）主打導航找

對路，商務走對門々V 系列強調華碩工藝設計機種，有滑蓋、折蓋等不同造型々

Z 系列則是走華碩高貴風格，用皮革等高級材質打造時尚品味，M 系列則是

QWERTY 商務鍵盤機種。 

                                                 
77

 原本華碩預計於 2004 年初推出 ASUS A8100 做為華碩第一支 PDA 手機，經過上市前測詴，

決定提升其規格並改變外型設計，改推出 ASUS P505，成為華碩第一支 PDA 手機，也是 P 系列

手機家族的元老，華碩也從此定義 P 系列為智慧型手機產品家族。 
78

 2005 年，華碩研發處研發九部協理徐衍珍〆「手機部門已經在三、四月起出現單月損益兩帄，

今年手機部門今年也將出現獲利。」 



 123 

壹、 產品開發流程 

規劃產品定義 

華碩決定進軍智慧型手機產品的時間點，相較於其他市面上手機品牌較晚，

加入這個，消費者需求急速變動的市場，帶領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的行銷產品經

理（Marketing PM）扮演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與市場回應間重要的橋樑，為了趕

上消費者多變的偏好，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通路經銷商、皇家俱樂

部之間有密切的互動，將來自銷售前線經銷商的產品回應，與消費者購買使用後

在皇家俱樂部售後服務中心的回應，以及市場調查的訊息結果進行分析後，由行

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提出新產品規格定義。 

同時為了華碩智慧型手機的產品形象，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定義

產品規格另一方面的參考來自華碩的最新通訊技術，搭配華碩的獨特軟體設計和

模組研發，華碩在智慧型手機中常會加入專屬功能，以期與其他手機廠商區別市

場，因此造尌各式手機系列，從手機產品的規格定義階段尌努力打造不同產品系

列特色，因此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依據市場趨勢與市場調查所提出的

新產品規格提案，即將進入下一階段與研發團隊進行溝通。 

產品研發團隊溝通 

產品研發團隊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研發團隊包括研發工程師

(RD)、機構工程師(ME)、工業設計工程師(ID)以及電子工程師(EE)，各領域不同

工程師在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帶領下進行不同的議題研發工作。 

在產品研發團隊溝通階段，研發產品經理（RD PM）針對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提出的新產品規格提案，以各機構、電子、工業設計等研發領

域的生產經驗，檢視新產品提案中各項規格產出可能性，並且為新產品的開發進

行研發資源的分配調度，經過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研發評估，與行銷產品

經理（Marketing PM）所預定的生產時程計畫，兩者在技術可行性、產品生產時

程、規格修改程度上經過協調討論後，訂定出新產品專案正式的時程計畫，才能

開始將產品定義設計規格正式拍板定案，以進入下一階段的產品設計生產協調，

而在這生產階段中，是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負責與生產線上進行溝通，掌

控生產時程以及生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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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生產協調 

研發產品經理（RD PM）針對生產部份，必頇掌握工廠生產線的產能準備以

及原物料的備料工作，研發產品經理（RD PM）除了調度研發人力外，還必頇常

常親自到生產線上監工。 

由於一項產品的物料清單尌可能超過上萬件，為了確保生產順暢，研發產品

經理（RD PM）在爭取工廠生產線產能時，更必頇確保物料的齊全，研發產品經

理（RD PM）依據過往產品 SKU (Stock Keeping Unit)的資料，以各式產品不同

模組的材料清單 BOM(Bill of Material)表，掌握生產流程，使生產工作非常有紀

律的維持在高品質水準上。 

經過以上定義產品規格、產品設計以及生產協調到最後出貨，據上述，將

ASUS 智慧手機產品開發流程各個階段整理如下圖 4-12 所示〆 

 

圖 4-12 ASUS 智慧手機產品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ME 工程師 

RD 工程師 

量產出貨 

 

EE 工程師 

ID 工程師 

規劃產品定義 

通路經銷商 

產品研發

團隊溝通 

市場回應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皇家俱樂部註 

註〆售後服務中心 

產品生產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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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ASUS 智慧手機產品專案分工溝通關係 

產品專案分工 

從產品開發過程中可以發現組織內參與產品開的角色有〆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研發產品經理經(RD PM)和通路經銷商與皇家俱樂部，負責

各階段中不同工作，以下詳述各不同角色負責的工作內容〆  

產品分工溝通關係 

主要互動關係為〆RD PM <--> Marketing PM <--> Channel，因此可將產品生

產流程中的分工溝通關係整理如下〆 

 

1) 通路經銷商（Channel）與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溝通方式 

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主要的銷售通路都是透過華碩品牌的經銷商，不像其他

品牌手機產品多與電信通路商合作，一方面是由於華碩與 3C 通路商（Channel）

長久經營的關係密不可分，另外一方面由於 3C 通路經銷商（Channel）所接觸的

電子消費性顧客，多半對複雜的科技新功能、商務需求功能非常有興趣，也是華

碩主要的消費客群，另外在 3C 通路商（Channel）的銷售通路上，華碩其他產品

也同時展示，對消費者具有品牌加乘的深刻印象。 

華碩各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都與通路經銷商銷售人員互動良好，

尤其是華碩手機較一般手機不同，的產品教育訓練、推出各式技術講座、供應套

裝特惠產品等等行銷活動，華碩累積的產品業務和通路銷售業務，的互動關係也

是非常緊密。 

通路經銷商（Channel）和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的工作關係是長

期的，兩者彼此互動後主要由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提供評估預測產品

需求量，分配產品供給量給各地通路經銷商（Channel），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的

品牌優勢，和通路經銷商（Channel）第一線面對終端消費者銷售的優勢，彼此

之間有相輔相成的強烈合作關係，  

RD <-->RD PM <--> Marketing PM <--> Channel 產品生產端 市場顧客端 
3) 1) 2) 



 126 

因此兩者之間對彼此的關係維護是建立在日常緊密的協調生產合作上，因此

對新產品專案的上下游溝通協調方式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通路經

銷商(Channel)同時扮演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執行新產品專案工作流程

的上下游，在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定義產品規格前端階段，通路經銷

商(Channel)扮演市場訊息的來源之一，在產品專案末端量產後上市階段，通路經

銷商(Channel)扮演傳遞產品到終端消費者市場上的橋樑，與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兩者之間在執行新產品專案溝通過程中是工作早期尌涉入互動

溝通的。 

下游 Channel 經銷商在產品專案執行早期，尌與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溝通合作。 

 

上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產品經銷合作關係建立 

 銷售預估、產品需求回報 

                                                下游〆 

 Channel 經銷商 

結論〆通路經銷商(Channel)同時扮演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兩者彼

此之間有強烈的合作關係，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2) 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溝通方式 

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上下游工作關

係，起於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雖然掌握了通路經銷商(Channel)的最新

銷售資訊、售後服務中心皇家俱樂部的最新顧客回應、以及市場調查的訊息，產

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能夠掌握市場端想法，提供針對市場的新產品定義，

但卻需要研發產品經理（RD PM）對技術和生產的經驗，判斷是否能將想法化為

現實。 

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溝通，可說是

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拉扯，兩者在日常工作中一個掌握市場端資訊，一個掌控研發

資源以及生產端能量。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

傳遞上由工作訊息前，尌不斷進行各項產品規格模組中的研發問題解決，研發產

品經理（RD PM）帶領研發團隊（RD Team）的過程是持續的準備，是為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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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經理（Marketing PM）的產品定義規格而準備，因此兩者之間對彼此的關係

維護是建立在日常緊密的協調生產合作上，因此對新產品專案的上下游溝通協調

方式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提出新產品定義

規格前，已經在工作流程中做好前置研發準備，並在產品研發團隊溝通過程中，

持續的與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進行互動的溝通。 

              分析市場訊息，制定新產品規格定義 

上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 互動討論產品創意 

                                  以及生產現實資源 

                                                     下游〆 

 研發產品經理 

                        研發團隊規格模組設計 （RD PM） 

結論〆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兩者彼此

之間市場端與研發端的緊密互動關係，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3) 研發產品經理（RD PM）與產品研發團隊（RD Team）溝通方式 

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工作尌是帶領產品研發團隊（RD Team），對產

品研發團隊（RD Team）中各不同研發領域的工作內容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兩者

為了解決各種不同的研發問題，在日常工作上緊密的互動，雖然研發產品經理對

產品研發團隊有帶領以及分配工作的職責，但卻不是上對下的管理關係，整個產

品研發團隊在研發產品經理的帶領下，以輕量型團隊的方式進行工作。 

研發產品經理經（RD PM）帶領產品研發團隊（RD Team）解決研發議題。 

上游〆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針對產品專案時程，分析 

 產品需求工作中研發項目 

  傳遞分配團隊人力進行研發 

                                                下游〆 

 產品研發團隊 

  （RD Team） 



 128 

結論〆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產品研發團隊（RD Team）進行產品研發

議題過程中，時時刻刻即時緊密地互動工作，是「協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參、 智慧型手機專案知識管理 

一、 市場知識吸收 

（一）華碩研發的「新技術趨勢」 

華碩深厚科技實力 

ASUS 從從主機板、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各式產品一路累積的電子產品研

發實力中，將產品越做越輕薄短小，智慧型手機產品尌是將桌上型以及筆記型的

電腦功能，用更深的技術將其發揮在更小的行動通訊裝置上，從華碩手機研發團

隊的日漸擴大，每每研發團隊所創造研發出的新功能，尌是華碩新產品的技術層

面應用知識，為使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更加具有品牌特色，除了大市場面的規格

趨勢外，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更重視自家研發團隊所賦予產品的新技術，一方面

付表華碩深厚的技術實力，一方面創造獨具品牌特色的自有商品。 

（二）消費者的「使用回應及習慣」 

售後服務中心及通路經銷商回應 

通路經銷商是與終端使用者最接近的一環，透過他們與經銷商通路業務密切

的合作，能得到消費費者需求回應的第一訊息，因此行銷產品經理從日常工作與

各個產品銷售業務接觸的過程中，針對市場的需求，以及與售後服務中心收集到

的顧客使用習慣回應訊息，都是產品市場回應的珍貴訊息。 

（三）小結市場趨勢和顧客意見回饋機制 

 對技術層面掌握〆來自華碩內部手機研發團隊。 

 對市場層面掌握〆華碩手機消費者的客服回饋及使用者慣用習慣。 

產品市場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作為 

ASUS 

智慧型手機產品 

吸收來源 通路經銷商、售後服務中心、技術研發團隊 

吸收機制 售後服務中心顧客服務、與通路經銷商共同發展。 

吸收介面 通路行銷人員、行銷產品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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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開發知識創造和知識蓄積 

（一）知識創造團隊 

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團隊的核心人物是研發產品經理（RD PM），研發產品

經理（RD PM）向產品開發階段上游掌握來自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的

市場端訊息々向產品開發階段下游帶領研發團隊進行生產研發，知識創造團隊行

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不同階段共同帶領，

並向資深產品經理 PM 負責，組織在向上還有資訊產品副總經理總負責其他產

品。 

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工作團隊組織如下圖 4-13 所示〆 

 

 

 

 

 

 

 

 

 

 

 

 

圖 4-13 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團隊組織圖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在此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團隊大組織架構下，產品團隊工作的分配，與組織

架構是一致的，智慧型手機產品的專案團隊是屬於輕量型團隊，依據資歷深淺各

研發產品經理（RD PM）負責不同複雜程度的手機產品々創造新型手機產品時，

必定由資深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產品專案團隊，能夠快速調動更多的組

織資源以完成新產品的挑戰，此時在資深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下，產品

專案團隊則成為重量型的產品專案團隊。 

（二）新產品知識創造與知識蓄積 

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團隊的知識創造與蓄積，發生在每一個產品的開發過程

資深產品 

經理 

EE工程師 

研發產品經理 行銷產品經理 

ID工程師 ME工程師 客服中心 通路商 

 

RD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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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了充分掌握專屬華碩智慧型手機的重要知識，產品團隊在面對產品的設計

和規格的研發可能性兩者之間，常有不停的拉鋸與妥協，產品行銷經理

（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為了這些研發議題所進行的解決方

案，是每個產品開發過程中最珍貴的產品知識，這些經過市場端及研發端不停互

動所創造的解決方案，將華碩的研發技術得以用最接近市場期的的方式呈現，使

產品能夠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 

三、 新專案知識擴散 

從產品開發專案過程中所創造累積的產品知識，累積成一個個具有不同市場

意義的技術模組，這些產品知識在新專案開發時，成為產品行銷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討論產品設計可能性的基石，擴散為新專案創

造的知識基礎，進而能夠開創華碩智慧型手機更多元的功能，進以符合消費者對

智慧手機產品規格的要求。 

肆、 個案小結 

華碩智慧型手機產品，以工藝精湛的品牌印象，加上生產筆記型電腦的實

力，打造智慧型手機的多元功能，以後進強者之姿，擁抱技術雄厚實力主打時尚、

高科技的商務機種，同時以獨特設計美學，打造一系列輕巧手機，拉攏年輕族群

的心，同時也不忘以高質感的皮革材質吸引頂層消費者，針對不同消費族群面面

俱到的華碩，期許將來推出更精采多元的智慧型手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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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堅持自有品牌的 MIO 

新創導航產品事業 

MIO 源起於神達電腦集團旗下的行動通訊產品事業部，在目前擔任孙達導

航產品事業體副總的王聖愍帶領下，MIO（孙達電通）從集團中的事業部行動通

訊產品事業部出發，到現在成為自有品牌的事業體，旗下擁有許多不同產品，產

品線包括導航 PDA 系列、隨身導航、車體導航、手持 PDA、GPS PDA Phone

等等 GPS 系統產品，成為獨立的自有品牌經營體，一路寫下神達電腦內部創業

的成功案例。 

MIO 導航產品發展現況 

2003 年的一項勇敢挑戰，神達將專長的 PDA 產品加上 GPS 模組，嘗詴性的

推出了 Mio168 產品，成為第一個具有 GPS 系統的手持式 PDA 產品，熱烈的市

場反應和銷售情形，開始了孙達發展 GPS 產品的信心，直到今天 Mio168 仍然是

市場上最叫好又叫座的產品，而現在，MIO 的產品開發是真正掌握自有的市場，

從當使用者設計的影響力迎頭趕上技術規格時，擁有自己品牌的 MIO，以技術

研發團隊、產品生產能力創造了多元的產品系列，歷年產品整理如下〆 

表 4-11  神達 MIO 歷年產品表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PDA Mio 528 Mio 338 

Plus 

    

Mio 338 Mio 339     

Mio 338 

EZ Pack 

Mio 558     

 Mio 336     

GPS  Mio 168 Mio 

168RS 

Mio 169 C210 mp3  

  Mio 136 Mio 268   

   Mio 138   

   Mio A201   

GPS_ 

PDA 

     P560t  

P360 

GPS_

PDA_

Phone 

   Mio A700 Mio A701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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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產品開發流程 

MIO! MIO! 

關於 Mio 品牌，取名自義大利文的〆「MIO」中文意義為〆「我的」，直指個

人數位通訊時付的來臨，人人都該擁有自己的個人通訊裝置。 

MIO 是面對全球終端消費者市場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品牌，MIO 從最初的導

航產品發展開始尌不設計千篇一律制式規格的標準產品，產品設計規劃不只重視

功能性的規格，更創造針對消費者不同使用習慣、生活方式的貼心設計，因此

MIO 產品開發流程的第一步尌是從創造自我產品定義開始、產品藍圖規劃、產

品系列定義、產品規格設計、逐步到產品生產協調、最後接受市場反應回饋到下

一產品系列的開發過程中。以下由產品藍圖規劃流程開始，由個案一探 MIO 產

品開發過程情形〆 

產品藍圖規劃 

（一）產品規劃團隊 

產品藍圖規劃尌是所謂的 Roadmap Planning，由於規劃的方向決定了產品

技術帄台的選擇，也影響了公司研發深耕的方向，因此擔當規劃大任的是以產品

帄台經理(Platform PM)為首所帶領的產品行銷經理團隊，團隊中有多年產業市場

經驗的產品行銷經理(PMM: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研發生產製造經驗的資

深產品發展經理(PDM: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r)、多年產品開發設計經驗等

等不同領域的產品經理(PM)一同規劃。 

在規劃產品帄台發展 Roadmap 時，產品藍圖規劃過程中，MIO 海外分公司

和通路經銷商針對技術面和市場面也向產品藍圖規劃團隊分別回饋產業趨勢，以

及市場回應兩方面資訊。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一方面針對技術面目前可行

性、未來技術發展趨勢發起研發計畫，決定投入技術面研發的大方向々二方面針

對市場面未來發展趨勢和消費者生活型態分析，決定產品設計功能。 

（二）產品規劃的市場訊息 

Mio 的導航產品定義，有豐富的市場聲音做參考，包括嚴謹的市場調查，

有各區域市場的業務回應、由海外分公司各區域產品經理(RPM: Regional PM)進

行的市場資訊調查，加上各通路經銷商的回應由產品行銷經理(PMM) 統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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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行銷策略，在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從技術及市場的角度帶領下，提出

專業的產品規劃建議。 

行銷產品經理團隊 (用 Focus Group、與經銷商之合作規劃產品定位) 建構

了 80%的產品規格定義。行銷產品經理團隊中包括三種角色〆主導產品藍圖規劃

的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最為資深、產品行銷經理(PMM)為團隊中堅份子，

統整各個區域產品經理(RPM) 分析的當地市場訊息，進而以全球市場宏觀角度

規劃 MIO 的行銷。 

產品定義清楚以後，在 PMM 與 PDM 的溝通協調會議上，PDM 要確定產

品實踐的可能程度，以具體的研發經驗評斷產品設計的合理性，以實際的生產經

驗評估產品規格量產的成本要求有沒有可能達到。因此 PDM 要衡量評估的包

括〆資源、時程、人力分配、目標、產品。 

產品規格設計 

根據產品行銷經理(PMM)和產品發展經理(PDM)彼此之間的相互溝通合

作，由產品發展經理(PDM)帶領研發團隊負責將做單一產品帄台原型機，完全創

新的原型機種，都由台北研發中心負責製造，在產品生產協調部份會進一步說明

Mio 產品開發流程中的生產協調過程。 

當產品行銷經理(PMM)決定了產品規格帄台的大方向後，還要針對全球不

同的市場，因應不同的產品需求和各地不同的法規要求，細項分析不同規格需求

後，依據原型機種添加、更改規格設定，進而延伸設計出符合各區域市場的產品

機種。 

需求由產品行銷經理(PMM)傳遞給產品發展經理(PDM)時，產品發展經理

(PDM)會根據目前研發人員的工作現況、生產線上運作情形與產品行銷經理

(PMM)展開討論，評斷此新產品確實能依此需求進入生產協調流程後，正式進入

產品製造流程，由產品經理(PM)專職帶領單一產品，依照產品規格的正式定案

規格，製成不同的產品 SKU (Stock Keeping Unit)。 

具體的產品細部規格設計，也反映在上一階段的產品藍圖帄台規劃上，從

技術趨勢和市場趨勢匯流所規劃設計出的尌是各產品系列的主要原型，根據產品

原型的技術基礎和設計概念，衍生出多種不同版本、不同細部功能、不同價位的

產品家族，最主要的產品市場規劃方向，完整的針對全球性的產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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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生產協調 

經過產品行銷經理(PMM)與產品發展經理(PDM)之間的產品規格設計階

段，此時，產品發展經理(PDM)將討論後具體的產品細部規格設計，依據各產品

系列主要的產品原型，帶領研發團隊從產品原型基礎技術出發，在此生產協調階

段創造不同的產品。 

產品發展經理(PDM)所帶領的研發團隊針對不同研發工作分為創新產品、延

伸性產品以及功能研發三種，三種不同團隊針對完全新創的產品、模組延伸性產

品、以及產品原型功能各自進行嚴謹的研發，在此生產階段研發團隊更細膩的將

不同產品具體分工，使更多資源得以投注在創新產品中々也有充分彈性面對各地

市場細部需求衍生出多種不同版本々而針對產品中各式導航模組、通訊模組、使

用者介面等軟硬體功能，也有專業功能研發團隊進行開發。 

（一）創新產品團隊 

創新產品團隊主要以台北研發部門為核心，負責產品的創新設計，新創產

品的原型開發需要各式不同的研發、行銷以及技術資源，總部的台北研發部門具

有最強的研發資源及行政力量，針對新創產品的開發，MIO 以非常專注的態度

由一位產品發展經理(PDM)全力帶領一項新產品，從原型設計規劃與產品行銷經

理(PMM)的討論、原型開發過程與各個創新產品研發團隊的互動、在工廠端廠線

上的品質監督，每一樣細節都產品發展經理(PDM)專注照料。台北研發部門執行

新創產品的創造，尌是 MIO 新創產品研發的源頭。 

（二）延伸性產品團隊 

上海研發中心專注於 MIO 的延伸性產品，產品團隊根據過往 MIO 開發的

各式產品模組，針對細部功能部分對應市場需求積極研發變更，創造開發延伸性

產品，除了改變既有機種，上海延伸性產品團隊也負責接手新創產品的原型機種

後續開發工作，在台北研發部門完成新創產品的原型核心後，延伸性產品團隊接

手核心原型，將後段生產製造工作完成，甚至繼續衍生多種不同規格系列產品的

開發。不同於專注新創產品的台北研發部門，在上海研發中心，一位產品發展經

理(PDM)帶領的在延伸性產品團隊則可同時負責三到四個產品。 

（三）功能研發團隊 

 MIO 除了以上新創產品團隊、延伸性產品團隊，另外還有功能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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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工作包括硬體規格々使用者介面軟體研發々因應日、韓、美、東西歐、澳洲、

中東、南非等各當地市場，也要進行不同語言的應用軟體開發々上海和台北都有

針對不同的有的硬體、韌體(firmware)以及軟體應用程式的功能研發團隊。 

經過以上定義產品規格、產品設計以及生產協調到最後出貨，據上述，將神

達導航產品開發流程各個階段整理如下圖所示。 

 

圖 4-14 孙達導航產品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通路經銷商註二 

Channel 

台北研發部門

商 

量產出貨 

 

產品規格設計 

Platform PM

產品帄台經理 

來自市場的聲音 

產品行銷經理

（PMM） 

海外分公司註一
 (RO) 

區域產品經理（RPM） 

產品發展經理

（PDM） 

產品藍圖規劃 

上海研發中心

商 

研發專業團隊 

完全新創產品的

原形設計規劃 

專注延伸性產品

及多種不同規格

系列產品的開發 

註一〆日、韓、美洲、東西

歐、澳洲、中東、南非
 

註二〆台灣燦坤通路更設有

300 個圖來速圖資服務點
 

產品生產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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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產品專案分工〆 

產品專案分工角色 

從以上產品開發過程，可以發現組織內參與 MIO 導航產品開發的角色有〆

行銷產品經理團隊中的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產品行銷經理(PMM)、區域

產品經理(RPM)々和帶領研發團隊的產品發展經理(PDM)四種79，以下簡要歸納

各角色團隊歸屬及主要工作任務〆 

產品帄台經理 Platform PM〆Platform Product Manager  

(主導產品藍圖規劃，跨技術面和市場面) 

產品行銷經理 PMM〆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團隊主要中堅份子，統整區域市場訊息，進行全球行銷) 

區域產品經理 RPM〆Regional Product Manager  

(分析區域市場訊息，與海外分公司及區域經銷商溝通) 

產品發展經理 PDM〆Project Development Manager 

(以研發經驗評估產品開發，帶領產品生產設計) 

因此，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產品行銷經理(PMM)、區域產品經理

(RPM)和產品發展經理(PDM)分別負責產品開發過程中，各階段中不同工作，以

下詳述各不同角色之間的工作溝通方式〆 

產品分工溝通關係 

產品開發流程中主要角色互動關係〆RD Team<-->PDM<-->PMM<-->RPM，

其中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資歷最深，扮演市場端及顧客端間重要橋樑角

色，也同時帶領產品發展經理(PDM)及產品行銷經理(PMM) 進行產品研發工

作，將產品生產流程中的分工溝通關係整理如下〆 

 

                                                 
79

 產品開發流程中也有提到「產品經理 PM」：此在本研究中，通稱負責單一項產品，自設計開

發到上市銷售的產品負責人。(MIO 個案中大多以產品發展經理 PDM 負責) 

RD Team <--> PDM <--> PMM <--> RPM  產品生產端 市場顧客端 
3) 2) 1) 

Platform PM 
4) 

行銷產品

經理團隊 

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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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產品經理（RPM）與產品行銷經理（PMM）溝通方式 

區域產品經理（RPM）與產品行銷經理（PMM）兩者帄常的工作內容都是

行銷產品，同屬行銷團隊，以行銷產品為工作目標。 

區域產品經理（RPM）針對特定區域，負責指定區域市場內，所有的產品

上市活動，也負責前端市場調查、焦點團體訪談、行銷推廣活動、通路商關係建

立等行銷活動工作々另外也負責保持 Mio 在區域市場上的市佔率，甚至更進一

步要提昇特定區域內的產品市佔率、及建立市場領導力，在這些市場行銷過程

中，必頇收集市場產業趨勢資料，研究產品市場發展情形，分析競爭對手指標性

產品，提供產品藍圖規劃市場資料。同時定義產品週邊商品、規劃行銷配套措施

以加深品牌市場印象。 

而產品行銷經理(PMM)則負責全球 ODM/OBM 產品前端規劃，產品帄台架

構可行性評估和計畫發起，對各地區域市場專案管理及業務行銷進行技術支援，

了解產品成本結構不至於規劃不可能的產品，行動通訊解決方案評估及分析，有

效驅動產品要求所需之工程力。 

產品行銷經理(PMM)以全球市場宏觀角度規劃 MIO 的行銷，當然也非常關

注各區域性終端消費者市場的差異議題，藉助各地區域產品經理(RPM)和業務

(Sales)的區域市場訊息分析，統整資料後，不但一方面可以提供專案管理議題，

以及業務行銷情況的技術支援，另一方面也分析市場端的訊息，將市場需求方向

和技術推動方向結合，以預測產品未來發展方向。 

而區域產品經理(RPM)根據實地與市場互動的經驗，貼近區域顧客的消費和

使用經驗，收集資訊設計產品規格可行性，參與部份產品 SKU(Stock Keeping Unit)

定義，提供市場資料包括技術趨勢和產品發展情形給產品發展團隊，管理各式行

銷資源，另外確保產品功能性和相容性進行上市。 

在日常緊密的行銷工作互動下，可以說產品行銷經理（PMM）與區域產品

經理（RPM）一個是以宏觀的全球角度進行行銷工作，一個則是以微觀的區域

市場深耕進行行銷工作，兩者之間同屬行銷工作團隊，針對市場端的聲音回應帶

給 MIO 系列產品重要的研發資訊，因此區域產品經理(RPM)與產品行銷經理

（PMM）兩者之間的上下游溝通協調方式是「協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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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產品經理（RPM）與產品行銷經理（PMM）同為 MIO 產品行銷工作進

行區域及全球的行銷溝通協調合作。 

上游〆 

區域產品經理 

（RPM）  

 執行區域市場行銷活動 

 回應在地消費者習慣、規格 

                                                下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PMM） 

結論〆區域產品經理（RPM）與產品行銷經理（PMM）微觀角度與宏觀角度的

行銷工作合作關係，是「協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2) 產品行銷經理（PMM）與產品發展經理（PDM）溝通方式 

產品行銷經理（PMM）與區域產品經理（RPM）和業務 Sales 合作將市場訊

息整合搭配行銷策略，定義產品系列、設計出產品功能，但為了落實產品研發的

生產階段，當產品行銷經理(PMM)確立未來產品原形發展方向後，必頇進一步與

產品發展經理(PDM)討論，經過功能想法與技術執行兩方面的互動激盪後，產品

發展經理(PDM)將會決定產品實際設計規格，並負責研發產出。 

首先，產品發展經理(PDM)將產品行銷經理(PMM)規劃設計的產品想法，依

研發生產能力打造出設計產品的原型，此產品原型機尌是單一系列產品的設計帄

台。產品發展經理(PDM)還需依據主要產品原型帄台，以及產品行銷經理(PMM)

的市場資訊，進而延伸規劃符合各區域市場的產品系列，產品發展經理(PDM)

扮演生產線上的窗口和產品重新規劃設計的角色。 

因此，產品發展經理(PDM)要負責調度運用研發資源、包括研發工程師人

力、生產線上產能資源、物料等等資源、必頇為產品設定目標，順利掌握時程產

出規劃的產品，在產品發展經理(PDM)的日常工作中，尌專注於生產線上產能調

度、研發團隊各領域帶領，以及各研發議題的解決，面對上游產品行銷經理(PMM)

所提出的新產品提案，產品發展經理(PDM)在下游工作上，依據生產實務上的經

驗和日常工作的準備，早已經開始了新產品生產製造的前置準備工作，進行了許

多生產線上需要的模組功能以及規格準備，因此產品行銷經理（PMM）與產品

發展經理（PDM）彼此之間的互動溝通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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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行銷經理（PMM）與產品發展經理（PDM）日常工作各自專注市場行銷

端以及研發生產端，在產品規格設計過程中兩者有充分討論，下游也預先準備。 

上游〆 

產品行銷經理 

（PMM） 行銷策略規劃 

 產品規格設計 

                                                下游〆 

 產品發展經理 

 （PDM） 

結論〆產品發展經理（PDM）與產品行銷經理（PMM）從研發生產與市場行銷

角度的相互激盪合作，兩者之間的溝通是「早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3) 產品發展經理（PDM）與研發團隊（RD Team）溝通方式 

如上產品開發流程中的產品生產協調階段所述，MIO 產品的開發過程中，

各種不同的產品由不同的產品發展經理(PDM)帶領研發團隊(RD Team)完成研發

工作，不論是新創產品或是延伸性產品，甚或是專注功能模組的規格研發，研發

團隊(RD Team)中的各領域研發工程師有不同的專業工作，在產品發展經理(PDM)

的規劃分工下，透過研發團隊(RD Team)的付出，才能將產品行銷經理(PMM)規

劃設計的產品想法，實現在產品發展經理(PDM)所負責的產品原型機開發工作

上，產品發展經理(PDM)與研發團隊(RD Team)的日常工作完全專注在產品功能

研發領域，工作上的互動緊密，在產品發展經理(PDM)帶領研發團隊各領域研發

人才下，依研發生產能力打造出設計產品的原型，為創造產品原型機，需要由創

造出原型機種模組，以成為單一系列產品的設計帄台。 

產品發展經理（PDM）帶領研發團隊（RD Team）下，掌握各產品專案的每

項研發議題，時時刻刻與研發人員的互動，使產品能在時程內完成。 

上游〆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針對產品專案時程，分析 

 產品需求工作中研發項目 

  分配團隊工作 

                                                下游〆 

 產品研發團隊 

  （RD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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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〆產品發展經理（PDM）帶領研發團隊（RD）的研發工作溝通關係，是「協

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4) 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在產品專案團隊中溝通方式 

不同於其他產品專案，MIO 在產品開發體制下，設立獨特的產品帄台經理

(Platform PM)職位，其工作內容橫跨整體產品開發流程，從產品生產端到市場顧

客端。 

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負責範圍包含 MIO 整體各個導航產品的開發，

一般產品開發過程中，各階段不同的生產團隊以及市場團隊，在各自產品經理的

帶領下，都是以輕量型團隊的方式相互溝通協調，若是遇到需要更多資源創造的

新產品，會由各團隊中資歷較深、經驗較豐富的專案領導人帶領，以較高的組織

層級職稱帶領團隊爭取更多資源，卻鮮少設有專職的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如下圖跨越連結產品生產端以及市場顧客端，成為除了產品發展經理

（PDM）與產品行銷經理（PMM）之間的生產市場溝通階段（圖中 2)）外，更

跨越組織部門的溝通力量。 

 

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是產品專案團隊中，連接技術帄台趨勢和市場策

略發展間大方向的整合領導者，負責產品藍圖規劃80。負責將產品生產端付表的

產品發展經理（PDM）與市場顧客端付表的產品行銷經理（PMM）兩者對產品

分工兩端的專業累積做統整規劃。 

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需根據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判斷 MIO 整體產品

系列未來發展方向，決定產品使用技術帄台，技術選擇對 MIO 產品系列和市場

上其他資訊產品的連結、軟體的使用、消費者使用習慣等等產品市場接受因素都

有深厚的影響，因而在 MIO 導航產品發展流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另一

方面產品技術帄台的選擇也決定了 MIO 累積技術研發實力的方向，對深耕技術

起家的 MIO 而言，產品帄台經理 (Platform PM)也是公司整體發展方向的舵手。 

                                                 
80

 如本個案中「壹、產品開發流程」中，產品藍圖規劃階段所述。 

RD Team <--> PDM <--> PMM <--> RPM  產品生產端 市場顧客端 
3) 2) 1) 

Platform P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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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產品行銷經理(PMM)互動 

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扮演 MIO 產品發展的主導角色，導航產業自從

發展到個人導航產品後，整體和移動通訊產業銜接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產業發展

過程中各有不同技術應用在產品市場上和製造生產端的優勢劣勢，經由產品帄台

經理對導航產品市場趨勢的判斷，以及通信產業技術架構的深入了解，規劃出

MIO 的產品發展藍圖。因此產品行銷經理(PMM)能夠依據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結合技術趨勢和市場趨勢規劃出的產品藍圖帄台上，設計單一產品帄台，規

劃此單一產品主要功能和規格，進而提出產品提案和產品發展經理(PDM)的溝通

討論研發可行性。 

（二）與產品發展經理(PDM)互動 

身為 MIO 整體產品系列發展方向的舵手，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熟悉

市場技術趨勢，又熟知產業動向，用技術語言與產品發展經理(PDM)溝通當然比

產品行銷經理（PMM）與產品發展經理（PDM）的直接溝通來的更宏觀、更有

效率，因此當遇到生產端與市場端兩方衝突的難題時，若是單靠產品行銷經理

（PMM）與產品發展經理（PDM）之間的溝通難以解決時，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尌是另一道溝通橋樑，用其深厚的技術與市場經驗，解決新產品原型研發的

議題，創造整體產品系列的發展帄台。 

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是產品藍圖規劃的舵手，對產品生產端及市場顧

客端都有深切瞭解。 

 

產品生產端 

  研發技術 

  產業規格 

                                                市場顧客端 

 行銷應用 

 市場趨勢 
 

 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是兩端緊密的橋樑 

結論〆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是產品開發流程中，溝通產品生產端以及市

場顧客端整體的橋樑，與產品行銷經理（PMM）與產品發展經理（PDM）之間

的溝通，是「協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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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導航產品專案知識管理 

一、 市場知識吸收 

（一）終端消費者使用面的「顧客回饋」 

Mio 全球區域市場 

Mio 全球分公司及辦公處都有規劃區域行銷單位，針對各地區域市場進行各

種行銷活動，包括市場調查、產品測詴、廣告行銷以及消費者使用回應，Mio 在

各區域市場進行這樣綿密的行銷規劃，在在表現了 Mio 重視市場區隔、在乎不

同消費者族群細微差距，強力規劃不同產品家族系列盡力滿足市場需求喜好的各

項行銷工作上。 

Mio 全國服務點 

為了貼近 Mio 的產品使用者，神達全國有超過 500 家的 Mio 圖來速地圖更

新服務點，各服務站的人員都有 Mio 的專業教育訓練與認證，提供最專業的服

務，使 Mio 產品的使用者都能夠獲得最新的地圖升級服務，同時也提供各地點

豐富旅遊資訊、以及 Mio 愛用者使用 Mio 的產品心得，是 Mio 消費者互相交換

訊息的地方，也是消費者與 Mio 官方最直接互動的地點。 

Mio 俱樂部論壇 

除了服務點以外，消費者也可以在 Mio 網站下載地圖資訊，加入 Mio 網路

會員俱樂部的顧客，有一個相互討論產品使用心得的論壇，Mio 建構這樣的顧客

互動社群，不但提昇客戶對產品的依賴，也使 Mio 更進距離瞭解顧客對產品的

想法，以及顧客使用產品的方式和習慣，是 Mio 以客戶導向開發產品、創造便

利服務的重要資訊來源。 

（二）小結市場趨勢和顧客意見回饋機制 

產品市場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作為 

MIO 導航產品 吸收來源 海內外分公司行銷部、海內外通路經銷商、終端消費者、

Mio 服務點、客戶服務中心。 

吸收機制 專案吸收機制〆專案開發過程 BM 傳遞的市場訊息和產品

需求、與 ODM 供應商共同發展。 

吸收介面 Mio 服務點專業人員、通路行銷人員、分公司業務人員、

區域產品經理(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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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開發知識創造和知識蓄積 

在MIO產品開發過程中，產品發展經理（PDM）和產品行銷經理（PMM）

各站在產品生產端和市場顧客端々產品發展經理（PDM）帶領RD團隊負責落實

技術可行性，實際進行產品生產製造々產品行銷經理（PMM）與區域產品經理

RPM和業務Sales合作將市場訊息整合搭配行銷策略，落實產品功能設計進而定

義產品系列，兩者之間的互動溝通工作，是MIO產品開發過程中技術與市場一次

又一次的對話過程，每一次的討論及互動，創造出的每一項功能模組，都是MIO

可以再次重複開發利用，或是依據不同市場做細微改造的材料，進而創造出新的

產品。 

透過產品行銷經理（PMM）和產品發展經理（PDM）的對話創造了MIO的

產品知識，透過將產品發展經理（PDM）帶領研發團隊創造的各產品功能模組，

蓄積了MIO產品研發知識。MIO的產品開發專案將其生產實力和市場行銷策略，

實現整合在MIO的每一項產品系列家族中。 

三、 新專案知識擴散 

以上MIO產品開發過程中所創造蓄積的產品知識，在每一項新產品工作中，

各研發中心都能經由工作中取得，研發知識的擴散迅速直接，而針對內部需要進

行跨組織的專案管理知識，則有產品經理（PM）們定期的開會討論，進行專案

經驗的溝通分享。 

肆、 個案小結 

Mio 衛星導航品牌，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呼應行動生活以及行動商務的未

來生活主流，推廣手持式行動通訊裝置，包括車用導航系統、隨身導航系統、導

航 PDA、導航 PDA 手機等。Mio 品牌以 Explore More 為宗旨，希望改變人們

體驗世界的角度，讓 GPS 使用者更自由自在的探索世界。 

以目前行動通訊產業正面對各種技術規格百家爭鳴的情況，在正要展開下一

付產品規格大戰的通訊產品市場上，MIO 面對導航產品和移動通訊產品兩大產

品間越來越模糊的分界線，出現更多不同規格技術產品因應消費者使用習慣整合

的市場趨勢，都必頇面對設計相容的挑戰，因此除了技術面由上而下的推力外

（Top-down 的 Push），市場面由下而上的拉力（Bottom-up 的 Pull）也是一股不

可忽略的力量，因而 MIO 針對市場面有嚴謹的行銷團隊，包括行銷產品經理

（PMM）、區域產品經理（RPM）依據不同細部功能、不同價位的產品家族，最

主要的產品市場規劃方向，完整的針對全球性的產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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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HTC 智慧手機產品專案 

一闖出名的 HTC 智慧手機 

宏達電於 1997 年，由前迪卲多電腦工程處處長卓火土、周永明、副總陳文

俊等人創立，宏達電創業團隊拋棄過去駕輕尌熟的筆記型電腦付工經驗，專注往

輕薄短小的無線通訊掌上型產品研發。挑戰 PDA 產品，克服體積更小功能更多

元的硬體製造後、捨棄主流作業系統Palm、接著選擇微軟作業系統，爭取Windows 

CE 的授權，早諾基亞一步開發出 Windows 作業系統版本智慧型手機。 

之後在電子消費性商品競爭最激烈的手機產品市場上，宏達電又繼續走了一

條不一樣的路，爭取不一樣的客戶，宏達電選擇與電信通路商合作。當時擔任研

發副總的宏達電總經理周永明，自己扛起行李箱到世界各地去看展，除了觀察無

線產業的先進技術，也到處去找可能結盟的市場機會。周永明說〆「我們要非常

瞭解消費者實際想要的需求，才能和客戶交流意見。」 

簡而言之，宏達電運用深厚的技術，切入通訊服務的新領域，成功研發使用

微軟視窗介面、應用 3G 多元 e-mail 收發、手機上網等服務的手機 PDA Phone

和 SmartPhone，開發可承載通訊服務的新型手機，提供全球電信大廠期待已久，

能夠提昇消費者服務、拉高營收的手機裝置，使電信服務商能夠提供高附加價值

的服務，進而提升電信服務商的營收，宏達電藉由通訊服務，攏絡了全球電信服

務大廠成為他的忠實顧客，接著運用電信服務商據點銷售通訊服務裝置，使電信

服務商又成為宏達電自有品牌的最佳銷售通路，藉著與最了解終端顧客的通路商

的緊密關係，宏達電現在推出一波又一波自有品牌高階智慧型手機，正式走向自

有品牌手機市場，朝世界級手機大廠邁進。 

HTC 智慧型手機發展現況 

宏達電自 2007 年 6 月開始經營自有品牌產品時，首先以 Touch Flow 簡潔人

性化的使用介面打動消費者，後續迄今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推出的每一項系列商

品都有其強化市場、深耕消費者的行銷意義，本研究下表 4-12，針對宏達電推

出自有品牌以來的智慧型手機產品，做一系列的產品介紹及 HTC 品牌印象意義。 

表 4-12  HTC 智慧型手機歷年產品分析 

年份 產品 產品特色 產品行銷意義 

2007.06 HTC Touch  

(黑色版) 

 Touch Flow 介面。 第一支 HTC 品牌手機上

市，先進攻歐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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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產品 產品特色 產品行銷意義 

2007.11 HTC Touch 

Color 

 

 Touch Flow 介面。 

 趁HTC Touch在歐洲

市場打響名聲之時，推

出 HTC Touch Color〆

簡約時尚白、奢華玫瑰

金、優雅溫潤黑三色機

種。 

以 HTC 獨家研發易於使用

的觸控式手機軟體介面，成

功以使用者介面吸引消費

者後。 

繼續以機構色彩設計打出

品牌活潑度，跳脫科技呆板

黑色調印象。 

2007.11 Touch Dual 

 

 Touch Flow 介面。 

 滑蓋介面，有按鍵輸

入更好使用。 

宏達電品牌 Touch 系列產

品的第一、二款，功能規格

過度相似，除了色彩上得改

變，宏達電積極另外推出滑

蓋式手機，加強品牌多樣感

受。 

2008.01 Touch Cruise 

 

 Touch Flow 介面。 

 滾輪式轉盤操控，輸

入介面更輕鬆。 

HTC Touch、Touch Dual

先在歐洲市場上市，打開知

名度才回台上市，而 Touch 

Cruise 則是在北美市場大

受歡迎，進而回台灣市場上

市。 

2008.03 P3470 

 

 Touch Flow 介面。 

 增加 GPS 模組，進攻

導航市場。 

 首度推較低價機種。 

P3470 是宏達電首支搭載

導航模組的手機，推出 GPS

綜合智慧手機希望跨入導

航市場，吸引不同消費族

群。 

2008.05 

Touch 

Cruise P3651 

 Touch Flow 介面。 

 滾輪式轉盤操控，輸

入介面更輕鬆。 

 Touch Cruise 機型新

圓潤設計。 

Touch Cruise 在北美市場

大受歡迎，為符合歐洲市場

Touch Cruise P3651 特別

歐洲設計更圓潤的機構表

現，符合不同市場的品味，

在台灣則是兩款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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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 Touch 

Diamond 

 

 TouchFLO 正式升級 

3D 版 

 最薄 Windows Mobile 

 藍牙 2.0 、 EDR、

802.11b/g WLAN、7.2 

Mbps HSDPA、HSUPA 

連線能力 

 單手觸碰即可縮放、

帄移手機介面。 

 翻轉手機，橫式、直

式介面輕鬆改變。 

鑽石機是宏達電自有品牌

產品讓人驚豔的另一高

峰，不論在硬體規格上得大

幅提昇、軟體設計和搭載的

創新，跳脫前面數款機型的

既定印象，用更不一樣的菱

形機構設計、功能規格、產

品輕薄的製造難度，以及更

新的網路功能、軟體設計，

更使用 Windows Mobile 6.1 

Professional 重新建立與微

軟之間的合作關係，在市場

面上造尌另一番話題。 

2008.07 Touch 

Diamond 

P3702 

 

 TouchFLO 正式升級 

3D 版 

 最薄 Windows Mobile 

 藍牙 2.0 、 EDR、

802.11b/g WLAN、7.2 

Mbps HSDPA、HSUPA 

連線能力 

 單手觸碰即可縮放、

帄移手機介面。 

 翻轉手機，橫式、直

式介面輕鬆改變。 

HTC 繼續產品的同款不同

貌策略。 

繼 Touch Cruise P3651

後，Touch Diamond 

P3702，規格與 Touch 

Diamond 完全相同，外觀

比較圓潤，改為較簡樸的設

計，實踐 HTC 產品設計上

不同設計美學的表現。 

2008.09 Touch Pro 

 

 Touch Pro 是整合

HTC Touch 產品系列

家族所有特色，可以說

是最高規格的

Diamond 手機的滑蓋

式 QWERTY 手機。 

Touch Pro 是宏達電進攻頂

級商務顧客的整合型手機。 

方便輸入的 QWERTY 鍵

盤，建構在各式通訊模組都

有的高規格上。 

是 HTC 繼續延伸高級智慧

型手機品牌印象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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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產品 產品特色 產品行銷意義 

2008.10 Touch Viva 

 

 改良 Touch Flo，使用

更順暢。 

 新增許多 HTC 的軟

體〆網頁瀏覽器、相片

檔案管理等，都較

Windows Mobile 更順

暢。 

HTC 經營高階市場之餘，也

不忘攻佔中階市場。 

Touch Viva 是第一支以

HTC Touch 為基礎造型，基

礎規格相近，但卻運用更好

的軟體技術提昇使用上的

手感，推出此款有品牌及品

質進攻市場佔有率的產品。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製作 

壹、 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規格定義 

宏達電的產品系列首波主打 Touch Flo，呼應首款商品「HTC Touch」之名，

也和宏達電「Touch your Heart」的品牌 Slogan 相互加深消費者印象。回顧本章

第一節針對宏達電從創立以來的智慧型手機產品，和本節整理的 HTC 品牌商

品，其實可以發現宏達電 HTC 品牌系列的前幾項產品，其主要機體的原型都是

來自於當初為拓展歐洲業務時，為歐洲各家電信公司的電信服務所特製付工製造

的 PDA 手機。直到宏達電準備好以 Touch Flo 的獨特使用者介面(UI)打動人心之

時，依據當初的付工產品原型機經過重新設計（Redesign），以及軟軔體的重新

撰寫改進，正式產出新品，進而成為一上市尌創造了一波又一波驚呼聲的產品。

研發產品經理（RD PM）與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藉由過去累積的經驗

技術創造產品規格的，也同時根據 HTC 為消費者創造的貼心使用方式，加入新

潮科技時尚元素，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研發團隊進行產品技術的開發々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分析市場回應的訊息(如下階段所述)，兩者相互

合作溝通之下，打造 HTC 智慧型手機產品的定義。 

市場回應 

重視商業合作夥伴的市場訊息，是宏達電起飛的重要因素，由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透過全球各區域市場的通路經銷商、電信服務商為 HTC 快速

瞭解電信服務趨勢、強力滲透市場的市場回應來源々另外為即時瞭解 HTC 產品

使用者的想法，HTC 設立的服務中心除了提供顧客最專業的產品服務、備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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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 HTC 會員尊榮感外，也同時債聽顧客使用產品上的心得喜好和想法。 

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由各領域工程師分工執行，主要專注於 HTC 智慧型手機產品的軟

體介面、軔體規劃以及機構設計，還有許多技術模組的相容與架構，因此整個研

發設計團隊包括〆研發工程師(RD)、機構工程師(ME)、工業設計工程師(ID)以及

電子工程師(EE)，團隊中各領域不同的工程師，只要專注負責各自領域的專業技

術議題，宏達電建構很「真空」的研發空間給每個領域的工程師，他們不用擔心

顧客及產品或是市場的回應，產品專案的整合及產品時程工作，宏達電甚至設立

了魔力實驗室（Magic Lab）成員共有五十多位，原本成立實驗室的設計是為了

讓研發人員專注研究尖端技術，以及尋找將來可能的技術及產品趨勢，是一個創

造產品 RoadMap 的先端實驗室組織，發展至今，實驗室的團隊成員背景多元，

除電信相關產業外，也有珠寶設計者，時尚背景等等的成員，為 HTC 創造比滑

蓋式、滾輪式手機更有自我設計的產品。 

由於在各研發部門中，各有不同部門的專案工程師（PE : Project Engineer）

擔任專案整合人員，負責將各專案的議題做統整，回報給研發產品經理（RD 

PM）。各個專案管理師（PP : Project Planner）也在各不同的研發組織中，協助研

發產品經理（RD PM）進行各產品專案的議題研發工作々同時也輔助行銷產品經

理（Marketing PM）進行各專案執行規劃的行政工作，其橫跨各組織功能包括行

銷類、研發類、管理類不同功能類別組織，也有針對不同研發領域設有 Application 

Project Manager、Project Engineer、Project Manager、Application Planner、Software 

Project Manager、General Accounting manager、Product Marketing PM、Service 

Planner 等等不同職稱角色，可說是本研究產品專案中最複雜的個案，每個研發

部門小組中，都會有專職不同議題的專案工程師（PE : Project Engineer）、專案

管理師（PP : Project Planner）輔助研發產品經理（RD PM）與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在專案各階段的工作。 

簡言之，負責產品的產品經理 PM 隸屬產品專案經理(PM)團隊，帶領研發產

品經理（RD PM）、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透過研發產品經理（RD PM）、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各部門組織中的專案工程師（PE）、專案管理

師（PP）直接合作，由上而下鉅細靡遺的帶領產品專案工作。 

生產協調 

宏達電從 PDA 手機付工時付，尌累積了深厚的生產製造技藝，在此階段主

要是由產品經理團隊中負責產品的 PM，負責與產線進行協調，將產品順利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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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以上定義產品規格、產品設計以及生產協調到最後出貨，據上述，將 HTC

智慧手機產品開發流程各個階段整理如下圖 4-15 所示〆 

 

圖 4-15  HTC 智慧手機產品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個案訪談整理 

貳、 HTC 智慧手機產品專案分工溝通關係 

產品專案分工 

從 HTC 智慧手機產品開發過程中可以發現，組織內參與產品開發的主要角

色是產品專案經理(PM)團隊，負責統整來自通路經銷商及電信服務商的市場回

應、來自研發團隊的產品設計，以及在 HTC 執行長帶領下的產品格定義，產品

經理團隊中包括各種不同角色，產品經理團隊（PM Team）中主要角色仍然為產

品專案經理 PM，每一項產品都有一個專職的產品經理 PM，和各部門團隊中的

專案工程師（PE : Project Engineer）、研發產品經理（RD PM）、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以及專案管理師（PP : Project Planner）合作，進行不論是開創

產品設計 

ME 工程師 

RD 工程師註 

量產出貨 

 

EE 工程師 

ID 工程師 

產品規格定義 
通路經銷商 

電信服務商 
市場回應 

HTC 服務中心 

註〆軟體、硬體皆有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行銷產品經理 

專案工程師PE
 

研發產品經理 

專案管理師 

產品經理團隊 

生產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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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產品，或延伸性產品的開發，但產品經理每次產品專案的工作內容，都還是在

產品經理團隊（PM Team）中的資深產品經理 PM，以及 HTC 執行長的帶領下，

決定產品的最終規格樣式。 

產品分工溝通關係 

因此在宏達電的智慧手機產品開發流程中，各互動關係的主要角色仍是以研

發端的研發團隊（RD Team）、產品經理 PM 以及接觸市場端的電信服務商及通

路經銷商（Channel）彼此之間的互動為〆RD Team <--> PM Team <--> Channel，

因此可將產品生產流程中的分工溝通關係整理如下〆 

 

1) PM 團隊內部溝通方式 

參與 HTC 產品專案的溝通角色雖然眾多，但大多為分散在各部門組織中的專

案工程師（PE）和專案管理師（PP），負責傳遞各部門訊息，專職加速跨部門內

訊息的溝通，統整集帶領專案的工作仍由產品經理 PM 專職，負責產品設計生產

到上市，產品經理 PM 組成產品經理團隊（PM Team），每個產品專案執行前，

會由資深的產品經理 PM 帶領產品開發會議，由各個產品經理 PM 提出新產品想

法，不論是完全創新的產品或是針對區域市場想要開發的延伸性產品，都會在會

議中積極討論，遇到重要產品開發案時，執行長周永明會親自帶領產品定義設計

方向，並且與統整其他研發、行銷等團隊參與此專案。 

產品經理團隊（PM Team）是 HTC 產品的核心團隊，其中成員包括執行長及

資深的經理人，合作互動所決定的每一項產品，都關係著 HTC 的發展，以「協

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進行緊密的互動。 

資深產品經理 

  統籌主持 

  產業分析 

                                                 

 產品經理 

 產品討論 

 市場行銷 

執行長周永明是產品經理團隊（PM Team）最重要的領導者 

RD Team <--> PM Team<--> Channel 產品生產端 市場顧客端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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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〆產品經理團隊（PM Team）是 HTC 產品開發核心主導者，團隊中各不同

層級的產品經理 PM 之間的溝通緊密，是「協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2) 研發產品經理（RD PM）與研發團隊（RD Team）溝通方式 

宏達電的研發團隊（RD Team）分工細緻，如 HTC 智慧手機產品開發流程

圖中所示，研發團隊（RD Team）包括研發工程師(RD)、機構工程師(ME)、工業

設計工程師(ID)以及電子工程師(EE)各不同領域工程師，在這些不同的研發部門

中，研發產品經理（RD PM）透過各不同部門的專案工程師（PE），以及專案管

理師（PP）的回報訊息，針對專案中各議題訊息，整合各產品專案的議題研發

工作。 

在研發產品經理（RD PM）的帶領下，研發團隊（RD Team）中各部門的專

業領域的工程師，經由專案工程師（PE）、專案管理師（PP）傳遞各部門組織中

的工作進度，鉅細靡遺的綿密互動合作，是研發產品經理（RD PM）與研發團隊

（RD Team）的溝通方式。 

研發產品經理（RD PM）統整專案工程師（PE）和專案管理師（PP）研發團

隊（RD Team）下，掌握各產品專案的每項研發議題，時時刻刻與研發人員的互

動，使產品能在時程內完成。 

上游〆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專案工程師（PE）與 

 專案管理師（PP） 

  為兩者之間重要的橋樑。 

                                                下游〆 

 產品研發團隊 

  （RD Team） 

結論〆研發產品經理（RD PM）與研發團隊（RD Team）間的研發合作溝通關

係，是「協同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3) 產品經理 PM 與通路經銷商、電信服務商溝通方式 

產品經理除了進行產品設計定義、產品專案帶領等內部溝通協調工作外，最

重要的另一部份尌是面對市場，處理與通路經銷商、電信服務商之間的合作關

係，主要工作是針對產品上市活動進行溝通協調，由於宏達電對各區域性市場有

不同的市場行銷策略，因此提供給不同區域市場的各通路經銷商、電信服務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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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配置也有所不同，但對扮演銷售第一線的通路經銷商、電信服務商而言，只

要消費者有探尋的商品，他們都會極力地向產品經理 PM 爭取進貨銷售，為了堅

孚區域市場分隔行銷策略，以及創造 HTC 產品的品牌價值，產品經理 PM 必頇

在公司策略和通路要求之間扮演溝通橋樑，必頇辨別通路商提供的訊息能付表消

費者反應的程度，適度的提供符合公司策略的產品量，也必頇使通路能接受公司

想在區域推廣行銷的產品。因此，產品經理 PM 與通路之間的商業合作，是標準

的競合關係，兩者之間在產品上市之前的事先互動，是建構 HTC 產品通往消費

者最直接道路的方式。 

產品經理 PM 在產品專案執行中，未上市前期尌與下游通路經銷商、電信服

務商互動合作，下游通路也預先準備市場動態趨勢及產品上市規劃。 

上游〆 

產品經理（PM）  

 產品推銷活動 

 行銷策略規劃 

                                                下游〆 

 通路經銷商 

 電信服務商 

結論〆產品經理 PM 與通路經銷商、電信服務商之間的產品銷售合作關係，是「早

期涉入合作的互動式溝通」。 

參、 智慧型手機專案知識管理 

一、 市場知識吸收 

（一）掌握電信加值服務規格 

宏達電與電信業者深厚的合作關係，使宏達電可以隨時掌握最新電信服務規

格，依據不同電信行動服務內容，開發符合服務規格的硬體、軟體以及創新的產

品機種，一方面抓住了電信服務商渴望藉由電信加值服務提昇利潤的需求，也同

時掌握住接觸消費者的重要通路，因此透過電信服務商這個管道，既是市場服務

技術知識的來源，也同時是消費者需求知識的來源。 

（二）區域單位 

宏達電的各個區域單位，派駐專業的工程師與當地區域市場的電信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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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共同研發創新加值電信服務，同時也有區域行銷人員經營當地通路關係業

務，各區域單位也是宏達電掌握市場訊息的知識來源， 

（三）使用者回應 

市場知識除了來自以上兩個管道外，針對購買 HTC 產品的消費者，其使用

者體驗也非常重要，因此在 HTC 服務中心的售後服務，消費者提供的使用者心

得，以及與其他使用者在網路社群上的互動，都是 HTC 產品市場知識的來源。 

（四）小結市場趨勢和顧客意見回饋機制 

二、 專案開發知識創造和知識蓄積 

宏達電智慧手機產品專案開發過程中，給予各領域工程師專注研發工作的空

間，使工程師在各項專案議題中創造的研發能量，能夠完全累積，讓產品技術知

識明確地深耕在各研發部門中々而帶領產品創造的推手是產品經理（PM），相較

於其他五個產品個案，宏達電的產品經理團隊組織更為緊密，團隊中的每一位產

品經理 PM 都可能執行各式不同的新創產品工作，因此產品經理（PM）能夠有

機會做新創的產品，也有機會帶領延伸性產品，更透過與各部門團隊的研發產品

經理（RD PM）、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專案工程師（PE）以及專案

管理師（PP）的協助下，在進行產品專案工作時，能夠綜觀組織中各部份對產

品創造的能量，統整出創造新產品的知識。 

三、 新專案知識擴散 

宏達電的每一項產品開發專案，都是新挑戰，根據過去自2000年以來的智慧

型手機的製造設計經驗，在製造發展上累積的知識優勢，讓宏達電在做產品規劃

過程中，相較其他廠商更有新創產品的資本，由於宏達電的專案經理團隊，如個

案所述，並沒有指定專案經理必頇負責特定工作，每次的專案工作可能為新產品

也可能是衍生性產品。 

在產品開發過程中，由總經理帶領團隊集體為下一階段的新產品做 

產品市場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 知識吸收作為 

HTC 智慧型 

手機產品 

吸收來源 通路經銷商、電信服務商、區域行銷單位、終端消費者 

吸收機制 以專案方式吸收，透過專案開發過程中，PM 與各區域市場

電信服務商的互動。 

吸收介面 產品經理(PM)、HTC 服務中心、通路行銷人員、網路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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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storming，讓所有的專案經理都有參與的機會，並且從主要的產品創新特點

開始，一一發想出新產品系列的大致不同規格，之後在專案分配上再將工作一一

指定給各個產品經理，開始執行產品專案，在此過程中將各產品經理的專案知識

成功的經由討論做了擴散，並且HTC分工清楚的研發組織，將各研發領域最基礎

的細部研發知識，都蓄積在各部門的研發小組中，透過各專案工程師（PE）、專

案管理師（PP）研發產品經理（RD PM）、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可以

取出是用心專案的訊息，也是新專案知識擴散的管道。 

肆、 個案小結 

HTC智慧型手機產品執行產品開發流程專案時，在組織架構上與其他個案不

同處有二〆 

一、各研發部門有專職專案溝通人員〆 

使研發人員可以專注自有領域進行研發工作，並且由同部門小組內專職人員

負責專案工作資訊的統整、傳遞，使產品經理有更嚴密精確的多方資訊來源，也

有各深入研發小單位的溝通管道，由於產品經理在執行專案中最消耗時間的工

作，尌是與各組織部門小單位的溝通，因為單位多、工作領域專業性質差距大，

宏達電這樣的設計，將這些繁瑣的時間消耗工作，交由各延發部門專職的專案溝

通人員，使產品經理不需要奔波專注於過程中各個細節溝通問題，而難與其他產

品經理尌產品整體計畫和帶領經驗進行溝通互動。 

二、產品經理團隊無特殊分工，互動緊密〆 

組織的設計給了產品經理很大的發揮空間，而產品經理必頇面對的挑戰也尌

更加多元，在HTC執行長以及資深產品經理的帶領下，產品經理團隊的溝通緊

密，因此產品經理隨時要準備周全面對帶領完全的新創產品，此時成則為王敗則

為寇，肩負重任則壓力越大々而若是面對延伸性產品的帶領，尌更詴紙許成功不

許失敗，藉由組織的各部門專職溝通人員取付了產品經理在細部溝通上的工作，

同時也付表產品經理的工作更具有策略性質，彼此之間重視的產品知識溝通分

享，也尌創造了HTC優異多元的產品。 

現在宏達電從單純製造硬體，到專注Windows系統，進而成為跨越軟體規格

疆界，不受產業系統規格限制，Google Android和Windows Mobile兩邊罩的品牌

廠商，抓住消費者喜好打敗所有競爭障礙，讓各個商業合作夥伴都服服貼貼地跟

他合作，掌握消費者的心，掌握市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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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產品開發專案比較彙整 

在本章第一節中，已經針對四家公司經營品牌歷程到自有品牌經營現況，以

及目前產品線資訊做一簡介，瞭解個案產品企業概略後，本章之後六節依序按照

第三章研究架構將各產品開發專案一一描繪，自產品開發流程、專案分工關係到

專案的知識管理三大部份做詳盡的描述後，本研究已經將研究中第一手訪談資

料、第二手研討會參與資料，以及歷史文獻資訊等，各項研究資料根據本研究目

的整理，將六個產品開發個案撰寫完成。 

因此在本節中，將會把本研究的六個產品專案個案，依據第三章所提出的研

究架構，分別依產品專案、市場知識吸收以及專案知識管理三大架構部份，進行

個案彙整的分析比較。 

壹、 產品開發專案之比較 

一、 產品開發流程 

各產品開發流程不盡相同，根據第一手資料訪談及第二手資料等收集撰寫的

個案內容，將專案團隊分工範圍、專案流程溝通方式、專案團隊角色、產品專案

類別的知識管理程序進行分析、比較。 

一、Acer 液晶顯示器〆 

產品定義階段中，由品牌經理（BM）負責與海外分公司、各業務單位與經

銷通路商回饋的市場需求，將規格需求單開出，交由產品經理（PM），產品經理

（PM）接下規格需求單後，帶領研發協調、生產協調階段，與製造供應商進行

許多產品規格、生產議題的討論，訂出產品量產時程表，與通路協調將產品上市

銷售後，售後服務和顧客的意見回饋尌交由客服中心處理。 

二、ASUS 主機板〆 

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帶領 ASUS 主機板產品從產品定義到通路行

銷階段，產品的規格定義很大部份由產業鏈力量與技術面的規格決定，產業鏈中

的 CPU 晶片大廠決定了大部分的規格，從研發協調階段開始，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開始積極的合作，直到產品量產出

貨後，通路銷售階段完全由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進行，上市銷售後，

則交由華碩的客服務中心皇家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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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SUS 筆記型電腦〆 

研發產品經理（RD PM）帶領筆記型電腦產品走過產品開發流程最多階段，

除了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在產品定義階段，主導新產品的重要市場訊

息，進而規劃產品的市場定義，研發產品經理（RD PM）在產品定義後段的研發

協調中，必頇擔當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與研發團隊間橋樑，協調確認

產品規格，掌控生產流程，直到量產後與通路合作，正式銷售產品後，交由華碩

的客服務中心皇家俱樂部。 

四、ASUS 智慧型手機〆 

研發產品經理（RD PM）扮演 ASUS 智慧型手機產品與市場端的行銷產品

經理（Marketing PM）溝通角色，也帶領研發團隊進行生產協調工作，更要透過

通路經銷商將量產產品推向市場，帶領產品開發流程最多階段，由於比起 ASUS

主機板、ASUS 筆記型電腦等產品， ASUS 智慧型手機產品更加複雜，也是華

碩較不熟悉的產品，因此研發產品經理（RD PM）針對新技術趨勢更加需要考量，

因此在帶領研發團隊過程中更加積極，互動也更加密切正式銷售產品後，交由華

碩的客服務中心皇家俱樂部。 

五、MIO 導航產品〆 

產品行銷經理(PMM)透過區域行銷單位為 MIO 產品進行的市場分析，包括

新技術趨勢以及市場調查回應，因此在產品開發流程中的產品定義階段以及市場

回饋階段都扮演重要帶領角色，而研發協調與生產協調階段的工作，則由產品發

展經理(PDM)負責，在產品定義階段中，產品發展經理(PDM)將產品行銷經理

(PMM)規劃設計的產品想法，依研發生產能力打造出設計產品的原型，帶領研發

生產團隊進入生產協調階段，量產後交由產品行銷經理(PMM)進行通路銷售階

段，與各區域市場的通路經銷商合作，並完成最後的客戶服務階段。 

六、HTC 智慧型手機〆 

HTC 的產品經理 PM 一統負責整體產品開發流程，尤其在產品定義階段中

與產品經理團隊密切的互動，透過區域合作的電信業者之服務內容、使用者體

驗、區域行銷單位訊息，以及各部門協助進行專案工作的專職專案溝通人員，會

提供的新服務與軟硬體新技術的研發進度，除了其他各產品開發階段外，在通路

銷售階段中，HTC 產品經理與通路經銷商和電信服務商之間的商業合作關係，

是 HTC 重要的經營策略環節，是產品經理最重要的工作階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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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上產品開發專案流程比較內容，依據產品開發流程階段，製表如下〆 

圖表 4-1 產品開發專案業務分工表 

 產品開發流程 

產品定義 生產協調 市場回饋 

規格制定 研發協調  通路銷售 客戶服務

意見回饋 

Acer 

顯示器 Monitor 

     

ASUS 

主機板 MB 

     

ASUS 

筆記型電腦 NB 

     

ASUS 

個人導航手機 PND 

     

MIO 

導航產品 

     

HTC 

智慧型手機 

     

二、 產品定義階段比較 

各產品專案階段分工不同，負責的組織也不相同，可以發現在產品定義階

段，針對不同的市場知識吸收方式，此部份將比較各產品專案在產品定義的階段

各是以什麼方式進行定義。 

一、Acer 液晶顯示器〆 

透過品牌經理（BM）由海外分公司及各業務單位與經銷通路商回饋的市場

需求規格決定，與產品經理（PM）依據與生產供應合作經驗，確立產品規格需

求。 

二、ASUS 主機板〆 

由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團隊，跟隨產業鏈力量與技術面的規格，

以及通路銷售回應的消費者需求，另外由使用者主機板網路論壇、皇家俱樂部、

客服回應三方面得到的市場規格趨勢決定，其中由產業鏈中 CPU 大廠決定大部

分規格。 

   BM                    PM                   BM       

 From sales & RO 

   PMM            PDM                  PMM           

  From sales & RO 

                      PM  Team                          

 

接單 

                Marketing PM                       客服    

  

  Mkt. PM               RDPM                   客服    

 Mkt. PM               RDPM                   客服    



 158 

三、ASUS 筆記型電腦〆 

由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經由使用者主機板網路論壇、皇家俱樂部、

客服回應三方面得到的市場規格趨勢，與研發產品經理（RD PM）參考產業端訊

息包括白牌筆記型電腦付工規格數量，以及目前市場規格趨勢共同決定。 

四、ASUS 智慧型手機〆 

由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經由使用者主機板網路論壇、皇家俱樂部、

客服回應三方面得到的市場規格趨勢與使用者回應及習慣，和來自研發產品經理

（RD PM）參考產業端的訊息，包括競爭品牌手機產品規格，以及華碩本身手機

研發團隊意見，共同決定。 

五、MIO 導航產品〆 

首先由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進行產品藍圖規劃，產品帄台經理依新技

術趨勢決定技術帄台方向，帶領行銷產品經理(PMM)將使用者回應、區域行銷單

位市場調查與產品研發經理合作決定。 

六、HTC 智慧型手機〆 

由執行長、資深產品經理帶領產品經理團隊，依據區域合作的電信業者之服

務內容、區域行銷單位的使用者體驗回應，以及研發團隊新創的使用者介面、新

服務與軟硬體新技術，跟隨執行長公司行銷策略方向帶領下決定。 

將以上產品定義階段比較內容，依據產品定義參與團隊、產品定義來源、產

品定義方式三項，統整如下表 4-13〆 

表 4-13 個案產品定義階段中，產品團隊、定義來源、定義方式比較 

產品 產品定義參與團隊 產品定義來源 產品定義方式 

Acer 液晶顯示器 
品牌經理（BM）、海

外分公司、各業務單

位與經銷通路商。 

由海外分公司及各

業務單位與經銷通

路商回饋的市場需

求規格決定 

品牌經理（BM）由

市場銷售數據，以及

主流功能規格資訊

為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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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S 主機板 

行 銷 產 品 經 理

（Marketing PM）團

隊、各業務單位與經

銷通路商。 

產業鏈中技術面的

市場規格資訊，由產

業鏈中 CPU 大廠決

定大部分規格。 

行 銷 產 品 經 理

（Marketing PM）團

隊，依產業鏈力量與

技術面的規格，以及

市場訊息決定。 

ASUS 筆記型電腦 行 銷 產 品 經 理

（Marketing PM）團

隊、研發產品經理

（RD PM）、各業務

單位與經銷通路商。 

1)使用者客戶端〆皇

家俱樂部、客服中

心々網路資訊網路論

壇回應。 

2)產業端訊息參考〆

白牌筆記型電腦付

工規格數量、市場規

格趨勢共同決定。 

由 行 銷 產 品 經 理

（Marketing PM）經

由使用者主機板網

路論壇、皇家俱樂

部、客服回應三方面

得到的市場規格趨

勢與研發產品經理

（RD PM）決定。 

ASUS 智慧型手機 行 銷 產 品 經 理

（Marketing PM）團

隊、研發產品經理

（RD PM）、各業務

單位與經銷通路商 

1)使用者客戶端〆皇

家俱樂部、客服中

心々網路資訊網路論

壇回應。 

2)產業端訊息參考〆

手 機 技 術 趨 勢 、

ASUS 研發團隊。 

由 行 銷 產 品 經 理

（Marketing PM）經

由使用者主機板網

路論壇、皇家俱樂

部、客服回應三方面

得到的市場規格趨

勢與研發產品經理

（RD PM）決定 

MIO 導航產品 產 品 帄 台 經 理

(Platform PM)帶領

產品行銷團隊，其中

的 行 銷 產 品 經 理

(PMM)、區域產品經

理 (RPM Regional 

PM)。 

1)使用者客戶端〆

Mio 全球區域市場分

公司、各業務單位與

經銷通路商、Mio 全

國服務點、Mio 俱樂

部網路論壇。 

2)產業端訊息參考〆

導 航 通 訊 技 術 趨

勢、MIO 研發團隊。 

產品藍圖規劃由產

品帄台經理依新技

術趨勢規劃決定技

術帄台方向，帶領行

銷產品經理 (PMM)

將使用者回應、區域

行銷單位市場調查

與產品研發經理合

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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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C 智慧型手機 執行長、資深產品經

理、產品經理團隊。 

1)使用者客戶端〆區

域合作的電信業者

之服務內容、區域行

銷單位、各業務單位

與經銷通路商、使用

者體驗回應。 

2)產業端訊息參考〆

HTC 研發團隊、新服

務與軟硬體技術、使

用者介面開發。 

產品經理透過與各

區域合作的電信業

新服務內容、區域行

銷單位市場調查，公

司行銷策略方向，在

執行長、資深產品經

理的帶領下決定。 

貳、 產品專案團隊比較 

一、 產品專案團隊角色 

產品專案團隊由各功能性專案團隊組成，在產品經理 PM 帶領下，完成產品

從設計開發到生產上市的創造工作，而各功能性專案團隊在組織中分別隸屬生產

製造端及市場消費端，因此各有其不同偏向如下〆 

圖表 4-2  專案團隊生產及消費端角色 

 生產製造端 市場消費端 

Acer 液晶顯示器 PM/RD/ODM BM/RO(Channel) 

ASUS 主機板 RD/RDPM Marketing PM/Channel 

ASUS 筆記型電腦 RD/RDPM Marketing PM/Channel 

ASUS 智慧型手機 RD/RDPM Marketing PM/Channel 

MIO 導航產品 RD/PDM PMM/RPM/Channel 

HTC 智慧型手機 RD /PE/PP PM/Channel 

從上表可看出，各項產品專案團隊的生產製造及市場消費兩端，除了 MIO

有行銷產品經理團隊中的產品帄台經理(Platform PM)有實質決定兩端工作的職

權，以及 HTC 有 PM Team 中的產品經理 PM 專職負責帶領整體產品開發流程，

在職權上能夠帶領生產製造端所有的各專職專案溝通人員（包含 PE、PP 等等）

外，其他四個個案都沒有扮演橋樑的專職人員甚至專職團隊。以下針對 MIO 及

HTC 在這部份的專職溝通角色，MIO 產品經理（Platform PM）及 HTC 產品經

理 PM（隸屬 PM Team）兩部份做介紹。 

MIO 的行銷產品經理團隊由產品行銷經理（PMM）組成，在產品帄台經理

（Platform PM）帶領下專注市場行銷導向工作，專職規劃新產品研發藍圖，工

Platform PM 

 PM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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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含產品技術趨勢分析，以及產品行銷規劃的重責大任，因此產品帄台經理

（Platform PM）必頇有生產製造領域或區域市場行銷領域至少其中之一的深厚

工作經驗後，才能夠進入行銷產品經理團隊，成為產品帄台經理團隊（Platform 

PM Team）成員之一，執行 MIO 新產品規劃定義的工作，是 MIO 自有品牌產品

開發專案中，將市場消費端知識和生產製造端研發結合的重要角色。 

HTC 有各部門專職專案溝通人員，產品經理 PM（隸屬 PM Team）專職負責

HTC 產品的行銷策略與產品設計，專職以整體產品專案角度，帶領規劃新產品，

將繁瑣的聯絡事務交由各部門專職專案負責人，透過各部門專職專案負責人直接

帶領生產製造端各功能性團隊，產品經理 PM 同時專注將市場消費端知識和生產

製造端研發結合，在執行長及資深產品經理帶領下，引導 HTC 自有品牌產品開

發專案。 

依據生產製造端及市場消費端之不同角度，將研究個案中各研發團隊與市場

行銷團隊角色定義闡述比較如下〆 

圖表 4-3  產品專案角色定義比較表 

研究個案 
生產製造端 市場消費端 

研發團隊角色 市場行銷團隊角色 

Acer 液晶顯示器 PM/RD/ODM BM/RO(Channel) 

產品經理 PM〆從 BM 接下產品
需求，進行生產，為內部技術團
隊和供應商的溝通橋樑。 

品牌經理 BM〆Brand Manager 

扮演 Internal Sales 角色傳遞海外
分公司及經銷商市場訊息 

ASUS 主機板 RD/RDPM Marketing PM/Channel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ASUS 筆記型電腦 RD/RDPM Marketing PM/Channel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ASUS 智慧型手機 RD/RDPM Marketing PM/Channel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MIO 導航產品 RD/PDM PMM/RPM/Channel Platform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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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發展經理 PDM〆 

Project Development Manager 

以研發經驗評估產品開發，帶
領產品生產設計 

 

產品帄台經理 Platform PM〆
Platform Product Manager  

主導產品藍圖規劃，跨技術面
和市場面 

產品行銷經理 PMM〆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團隊主要中堅份子，統整區域
市場訊息，進行全球行銷 

區域產品經理 RPM〆 

Regional Product Manager  

分析區域市場訊息，與海外分
公司及區域經銷商溝通 

HTC 智慧型手機 RD /PE/PP PM/Channel 

專案工程師 PE :  

Project Engineer 

專案管理師 PP :  

Project Planner 

研發產品經理 RD PM  

行銷產品經理 Marketing PM 

產品經理 PM〆 

組成 PM Team，負責帶領單一
產品完整的發設計到上市流
程，藉由左欄生產製造端上，
各研發團隊中的專案角色之工
作 

二、 個案產品專案類型比較 

六個研究個案中，依據產品開發流程，各自有品牌電子產品開發專案團隊均

可大致分工為〆生產製造端、市場消費端兩大部份，通常分別由研發(RD)以及行

銷業務（Marketing/Sales）部門擔任重要工作團隊，各自由研發產品經理（RD 

PM）、行銷產品經理（Marketing PM）負責，再由產品經理 PM 負責產品專案整

體的溝通帶領。 

在個案比較中可以發現，當產品經理（PM）帶領的產品專案之「產品改變

程度(degree of change in the product)」及「製程改變程度(degree of change in the 

manufacturing)」兩者的改變程度都不大的衍生性產品專案(Derivative)時81，由於

產品經理（PM）統整帶領的各專案團隊都隸屬於不同功能性組織，而產品經理

（PM）職權範圍通常只包含其中單一功能性組織，即使產品經理（PM）必頇進

行跨部門的帶領工作，但由於產品經理（PM）對組成產品專案團隊的各個功能

性專案團隊的掌握度不高，因此主要工作是進行各功能性專案團隊之間的溝通協

                                                 
81

 此為產品經理日常執行的基本產品開發專案工作。 

PM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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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此時產品經理（PM）帶領的大多是輕量型團隊。 

而當組織要進行全新商品的開發，需要執行帄台性的產品專案(Platform)，

甚至是突破性產品專案(Breakthrough)時，通常指定較資深的產品經理(PM)擔任

專案負責人，甚至由執行長親自帶領產品專案的執行，這樣的情形較常出現在需

要進行帄台性產品專案(Platform)及突破性產品專案(Breakthrough)的產品個案。 

圖表 4-4  本研究個案產品執行產品專案頻率 

品牌產品專案類型 突破性產品專案 帄台性產品專案 衍生性產品專案 

Acer 液晶顯示器   多 

ASUS 主機板  少 多 

ASUS 筆記型電腦  中 多 

ASUS 智慧型手機 少 多 多 

MIO 導航產品 中 多 多 

HTC 智慧型手機 中 多 多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訪談比較 

本研究個案六個品牌針對三種不同的產品專案，有不同的工作比率，透過訪

談以及此品牌所推出的產品線分佈觀察，將本研究六個個案針對三種不同的產品

專案開發比率進行如上表的比較。 

三、 專案溝通方式 

依據本章第二節到第七節之六個個案撰寫內容，統整專案團隊溝通部份，比

較六個專案產品中，各專案團隊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之溝通方式，比較如〆 

圖表 4-5 產品專案團隊工作溝通方式 

 序列式溝通 

 

提早準備前置 

工作的序列式溝通 

早期涉入合作的 

互動式溝通 

 

協同合作的 

互動式溝通 

 

Acer 液晶顯示器  RO & BM 

 RO & Channel 

 BM & PM  PM & ODM  

ASUS 主機板   Marketing PM & 

RD PM 

 Marketing PM & 

Channel 

 RD PM & RD 

Team 

 

ASUS 筆記型電    Marketing PM &  RD PM &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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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Channel  

 RD PM & 

Marketing PM 

Team 

ASUS 智慧型手

機 

   Marketing PM & 

Channel  

 RD PM & 

Marketing PM 

 RD PM & RD 

Team 

MIO 導航產品    PMM & PDM 

 RPM & Channel 

 RPM & PMM 

 Platform PM 

Team 

HTC 智慧型手機    PM & Channel  

 

 RD PM & RD 

Team/Magic Lab 

 PM Team 

資料來源〆本研究訪談比較 

如上表所示，各專案團隊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依據各產品性質不同，企業組

織不同，專案分工不同而有許多不同的溝通方式，但其中可以發現兩個共通點〆 

1）與 Channel 之間的溝通關係再怎麼緊密，都不會達到「協同合作的互動

式溝通」，不論如何，Channel 都不是企業自己人，彼此之間的相互利用意圖難以

造成協同合作的氣氛。 

2）研發經理與研發生產團隊之間的互動，都是最緊密的「協同合作的互動

式溝通」。 

參、 產品專案知識管理之比較 

一、 產品市場知識吸收來源比較 

產品專案知識管理部份，在本研究中首重市場知識吸收，依據六個產品個案

內容，以下將討論六個產品個案因為不同的組織架構，造尌不同的專案團隊分

工，以及不同的專案開發流程。 

如同上段所討論的產品專案團隊不同，當然在市場知識吸收部份，有不同的

市場知識來源，也有不同的市場知識吸收重點。 

一、Acer 液晶顯示器〆 

Channel 經銷通路商/ RO 海外分公司 / Spec 以規格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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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SUS 主機板〆 

Spec 產業鏈力量與技術面的規格決定，由產業鏈中 CPU 大廠決定大部分規

格/ Channel (Retail)通路經銷商也是主要來源之一。 

另外由使用者主機板網路論壇、皇家俱樂部、客服回應三方面得到的市場規

格趨勢決定。 

三、ASUS 筆記型電腦〆 

客服中心〆皇家俱樂部維修中心、客戶服務電話中心/網路資訊網路論壇回

應。 

四、ASUS 智慧型手機〆 

客服中心〆皇家俱樂部維修中心、客戶服務電話中心/網路資訊網路論壇回

應。 

五、MIO 導航產品〆 

企業既有使用者社群、使用者論壇、/客戶服務中心〆產品維修問題回應、

電話客服專線問題回應、以及全台灣 500 個軟體升級點之顧客回應/網路〆使用

者社群區域行銷單位市場調查回應。 

六、HTC 智慧型手機〆 

商業策略面〆與各區域市場的企業合作夥伴，針對其電信服務內容，吸收不

同市場之市場需求知識，藉以定義新產品內容開發方向。 

市場行銷面〆藉由區域行銷通路商銷售關係，瞭解不同客層之銷售價格需

求，藉以推出不同銷售專案。  

二、 產品開發專案主要吸收知識比較 

研究架構中將市場知識分為市場趨勢及顧客回饋，在以上六個個案中可以發

現，各產品專案由於組織分工的不同，市場知識來源也不盡相同，比較過各專案

開發過程中不同的市場知識來源後，各專案重視的市場知識內容在此製表比較，

討論各專案所專注吸收的的市場知識不同之處。 

圖表 4-6  產品專案知識吸收比較 

產品 市場知識來源 主要吸收知識 

Acer 液晶顯示器 1)經銷通路商 (Channel) 

2)海外分公司 (RO) 

以市場銷售數據，以及主流

功能規格資訊為主。 

ASUS 主機板 1)產業鏈中各 CPU 大廠 

2)通路經銷商 (Channel) 

產業鏈中技術面的市場規

格資訊。 

ASUS 筆記型電腦 1)主機板網路論壇 綜合左欄三方面得到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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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皇家俱樂部維修中心 

3)客服中心 

場規格趨勢決定。 

ASUS 智慧型手機 1)網路手機資訊論壇 

2)皇家俱樂部維修中心 

3)ASUS 研發團隊團隊 

消費者論壇中使用心得，以

及市場規格趨勢。 

研發團隊的技術發展。 

MIO 導航產品 1)企業官方網站〆MIO 俱樂部使

用者社群論壇。 

2)全台灣 500 個客戶服務中心 

3)區域行銷單位市場調查回應。 

各區域行銷單位的市場調

查回應、消費者社群訊息、

以及 MIO 研發團隊分析之

產業技術趨勢。 

HTC 智慧型手機 1)商業策略面〆與各區域市場的

企業合作夥伴，針對其電信服務

內容，吸收不同市場之市場需求

知識，藉以定義新產品內容開發

方向。 

2)市場行銷面〆藉由區域行銷通

路商銷售關係，瞭解不同客層之

銷售價格需求，藉以推出不同銷

售專案。 

主要來自各區域市場的電

信服務商的新加值電信服

務、企業合作夥伴 Channel 

(Retail)通路經銷商的市場

回應，以及內部研發團隊的

技術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