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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我國無

線區域網路設備廠商的國際行銷通路策

略，從產業價值鏈的角度作為分析的出發

點，藉由市場之需求與廠商之供給兩方面

來探討無線區域網路相關產品未來之走

向，進而推論出我國無線區域網路設備廠

商未來之機會與威脅，並提出在國際行銷

通路策略上可能的建議。 
 

關鍵詞：無線區域網路、國際企業、國際進入模式、

國際行銷通路、策略。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explore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hannel strategy of the WLAN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The viewpoints 
of industry value chain are consider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the market needs 
and manufacturer’s supplies, the future 
trends of WLAN products can be determined.  
Furthermore, the future opportunity and 
threat of WLAN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can be derived.  Finally, the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hannel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Keywords: WL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access model,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hannel, strategy. 
 

二、研究背景 

 

近年來，台灣在資訊設備的研發製造

對全世界的資訊產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在無線區域網路(WLAN)設備這產業中，台
灣廠商 2003 年的產量佔全世界 WLAN 之

出貨量高達 80%以上，是全球最具影響力
的國家。雖然我國目前的表現的確亮眼，

但WLAN這領域目前正處於高速成長期，
其相關之技術、應用與產品等方面一直快

速的進步與變化著，這現象對於我國相關

廠商而言，無疑是一個極具機會與挑戰的

時代。 

過去，我國資訊相關業者在資訊大廠

的全球運籌策略之下，一直扮演著 OEM或
者 ODM 的角色；在過去，這樣的角色扮

演的確為我國廠商取得了許多的商機，亦

在此商機的轉動之下打了一個極佳的產業

基礎。但是面對未來，在全球各地所興起

的競爭態勢以及產業環境所帶來的機會兩

股力量的衝擊之下，我國相關業者必須再

次地進行產業提昇，隨著整個趨勢的發展

以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向左的研發設計

及向右的通路行銷都是可以尋覓解答的方

向。 

 

三、研究動機 

 

本研究希望從無線區域網路這領域著

手，就目前產業中的技術、生產等供給層

面，並配合市場的需求以及行銷的通路等

現況加以整合分析，以為我國無線區域網

路相關廠商尋找下一步值得深入的國際行

銷通路策略。 

 
四、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我國WLAN設備製造商之國
際行銷通路策略做為主要的研究主題，從

產業價值鏈的角度做為分析的出發點，藉

由市場之需求與廠商之供給兩方面來探討

WLAN 相關產品未來之走向，進而推論我
國廠商未來之機會與威脅，並提出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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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通路策略上可能之建議。因此，本研

究會產生以下五項具體之成果： 

o 整合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之理論架構。 
o 分析全球WLAN之產業狀況。 
o 分析我國廠商之現行策略。 
o 分析此領域產品未來之方向以及對我
國廠商之影響。 

o 針對我國 WLAN 設備製造商於國際行
銷通路策略議題上提出可行之建議。 

 
五、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將從企業進入國外

市場模式與決策流程、行銷通路為主軸，

輔以國際化、工業性產品之角度出發來進

行。 

從亞當史密斯、紀爾許(H. Giersch)、
Kotler、Porter、Griffin、Aaker以及 Hill對
進入國外市場的相關探討可以得知，企業

全球化是一個不可能抵擋的趨勢；而從瑞

典經濟學家林達(Steffan Linder)的國家需
求相似理論(Country Similarity Theory)和
哈佛商學院教授維文(Raymond Vernon)的
國際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International 
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 IPLC)可以確定
企業全球化的可行性。 

Kotler定義：「全球性產業」是在主要
的地理區域或國家市場具有策略性地位的

競爭者所構成的產業，且會受到其在全球

所佔地位的影響；而「全球性公司」則指

在一個或以上的國家有營運業務的公司，

其在研發、生產、後勤運輸、行銷及財務

等方面掌握成本與商譽的優勢，而這些優

勢不是單純的國內競爭者所能達到者稱

之。Porter從競爭策略的角度解釋全球產業
時，其主要的定義是：競爭者的策略地位，

在主要地理區域或國外市場，都受其整體

全球地位根本影響。其亦認為跨國企業主

要是在兩種型態的產業中競爭：跨國本土

化 產 業 (Multidomestic) 和 全 球 化 產 業
(Global)。Hill 認為國際企業進入國外市場
之後，將必須因應來自當地市場的兩股力

量：降低成本以及回應當地反應。而 Hill
對應此二因子進而將企業之國際策略分成

四種模式：國際化策略 (International 
Strategy)、全球化策略(Global Strategy)、跨

國本土化策略(Multidomestic Strategy)、跨
國策略(Transnational Strategy)，在這些策略
中，都有其適合的產業特質與限制。

Sumantra Ghoshal和 Nitin Nohria則以全球
整合壓力、本地回應和彈性壓力兩個因子

作為探討的重點，將國際企業型態分成：

母國複製策略、全球策略、複國內市場策

略、跨國策略。此型態之分類模式與 Hill
的分類結果相當接近。而 Porter 認為，無
論國際化模式如何歸類，全球化企業的目

標在透過跨國生產、達到經濟規模、爭取

與競爭對手同樣的現金融資、作為控制調

節工具。 

Kotler 針對國際行銷的決策流程提出
了五大步驟：1.決定是否進入國外市場；2.
決定進入那些市場；3.決定如何進入市場；
4.決定行銷方案；5.決定行銷組織。而其對
進入市場的模式，依企業之涉入程度、風

險、控制與利潤潛力由低至高分別提出五

種方式：間接出口（Indirect Exporting）、
直接出口（ Direct Exporting）、授權
（Licensing）、合資（Join Ventures）、直
接投資（Direct Investment）等。Hill認為
企業在進入國外市場之前，首先需要確認

應該進入那個國外市場，其次是決定進入

的時機點，考量進入的規模與策略。同時

亦提出了六種進入國外市場模式：出口、

整廠輸出（Turnkey Projects）、授權、加
盟（Franchising）、合資、完全自有之分公
司（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此六種
進入模式各有其適用性。Griffin 認為在制
定國際策略時，首先應注意到四個重要的

要素：獨特專長（Distinctive Competence）、
營運範圍（Scope of Operation）、資源配置
（Resource Deployment）、綜效（Synergy）。
之後，從發展企業使命聲明、執行環境偵

測和進行 SWOT分析、設定策略目標、發
展戰術目標和計劃、發展控制系統等五個

一連串企業策略發展流程來進行細部計劃

之擬定。而在發展相關的執行計劃時，尚

須藉由評估國外市場，估計每個市場之成

本、效益及風險，以及選擇最具潛力的市

場進入或擴張。而其也針對進入模式的決

策流程提出了相關看法，他認為在考慮諸

項決策要素之後，可以在出口、國際授權、

國際連鎖加盟、特殊模式以及國外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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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等五類模式上加以選擇，以尋求一個最

適當的進入模式。Jeannet 等學者在分析企
業進入國外市場時，從外在之環境分析、

內在之能力分析、市場之預估潛力等三個

構面，配合不同之進入模式所可能帶來的

變動進行分析，希望藉由此模式來找出最

適合之進入國際市場策略與模式。

Anderson 和 Gatignon 依據控制程度的深
淺，將進入模式區分成三類：1.高度控制模
式，主要重於股權利益的掌握；2.中度控制
模式，主要重於平衡股權利益；3.低度控制
模式，主要重於擴散股權利益。 

企業進入國外市場模式的演變有「漸

進式國際化過程」及「跳耀式國際化過程」

兩種。對漸進式國際化過程的分析可以發

現，學者們在分類與分析的過程中多著重

於進入之模式、涉入程度與風險等三類因

素的控制。就進入模式而言，在關於模式

型態的探討中已全然包括；而涉入程度與

風險則是相互影響的兩個因子。在漸進式

國 際 化 過 程 的 研 究 中 ， Buckley 、
Newbould、Thurwell 等學者的研究清楚地
表達出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其所著重

的因子與進入模式間的相互關係。Buckley
等在以英國之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其

進入國外市場的方式時，發現多是以漸進

式的方式進行著，繼而在能掌握風險的情

況之下逐步增加涉入的程度。 

Kotler 認為在生產者與最終使用者之
間存在著一群行銷中間機構，其各擔負不

同的行銷功能，而這些行銷機構便構成所

謂的行銷通路，因此其對行銷通路定義為

「可視為由一群相互依賴的組織所組成，

這些組織將使產品或服務能順利地被使用

或消費」；而使用中間商的理由，主要是

因為這些中間商可使產品觸及更大範圍的

市場，且在接近目標市場上獲得較高的效

率。Bowersox和 Cooper將行銷通路定義為
參與買賣產品與服務過程的企業間的關係

體系。Stern、El–Ansary 和 Coughlan 認為
行銷通路是一群相互關聯的組織所組成的

集合，而這些組織將促使產品或服務能順

利地被使用或消費。其目的在調節生產者

供應的產品與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之間的差

距。Berman則定義為代理商與機構的組織
性網路，此網路提供連結製造商與使用者

完成行銷目標所需要的所有活動。 

唯工業性產品與消費性產品所面對的

消費者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在不同的產業

特性下對於行銷通路的使用必須要加以釐

清。Hutt和 Speh認為此二者最大的差異來
源在於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所產生的不同，

工業品的購買者通常較消費品之購買者來

得理性、具專業性，因此需要更多溝通協

調的涉入。也因此一緣故，依據 Petty 和
Cacioppo 於 1980 年所創之說服推敲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ELM)，在制定工業品之行銷計劃中，其亦
主張採用中央路徑法，與對消費品時之周

邊路徑法有所不同。而除此之外，其他的

差異來源包含有顧客數目、顧客型態、購

買規模、供需之間的關係、需求本質、地

理分布、經濟景氣之影響、專業化購買以

及需求型態等因子。 

Rosenbloom 等認為全球行銷通路決策
之制定過程應是個系統化的過程，從企業

之整體目標與策略出發、決定行銷組合、

設計行銷通路、選擇通路成員、管理通路

以及評估通路成員績效。Stern則提出從區
隔、定位、目標、建立新通路、修正通路

以致通路執行等五大階段來進行。而其亦

從顧客導向的觀點設計了一套配銷系統設

計流程，其中包含了十四項細部動作。Hutt
等針對工業市場通路之建立流程亦提出看

法，其建議從分析通路目標開始、訂定可

行之通路替代方案、評估替代方案、以致

進行最後的選擇。Kotler 認為在設計行銷
通路時，行銷人員必須了解目標顧客所需

要的服務產出水準，其中包含：批量大小、

等候時間、空間便利性、產品多樣性以及

後援服務。Stern亦有類似的見解。 
Stern等將行銷通路組織依自製或購買

(Make or Buy)的模式不同分為「硬式」垂
直整合和「軟式」垂直整合。所謂的「硬

式」垂直整合是指經由內部成長或收購而

形成的自建通路稱之；而「軟式」垂直整

合是指依賴獨立中間商、第三者建立的通

路，並無所有權稱之。在實務中，企業通

常會依照實際的狀況，同時運用兩者垂直

整合的優點來強化行銷通路的功能，此時

則稱之為「混合通路」(Hybrid Channels)。
而由自製或購買的程度不同，Stern也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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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程度之角度將系統分成三個層級：典型

的市場契約模式、半垂直整合、垂直整合。 

 
六、產業分析 

 

我國目前投入WLAN設備製造的廠商
約莫十數家，營業額較大型的廠商包含建

漢、正文、陽慶、環電、智捷、國碁、亞

旭以及友訊等。而就目前各廠商之經營策

略來看，絕大部分屬於 OEM或 ODM的模
式，使用自有品牌進軍消費市場的廠商有

友訊(D-Link)、智邦、神腦、華碩、合勤等，
其中以友訊的出貨量最大，其他的廠商出

貨量目前並不高，而神腦的主要產品又是

以戶外(outdoor)的類別為主，因此友訊科技
可以說是我國WLAN設備廠商中，以自有
品牌經營的代表廠商。就總出貨量而言，

至2003年第三季自有品牌模式之產量僅佔
總產值之 3%。因此，目前代工訂單仍是我
國諸設備製造商的主要營收來源。 

WLAN 產品集中於無線網路卡、無線
路由器、無線閘道器、Mini-PCI 模組等四
類產品，其他應用型的產品佔整體數量仍

較少。因此，相對於其他資訊產品而言，

其產品線的寬度是屬於狹窄的。而在規格

主流已經確定、產品線寬度狹窄、其他應

用產品尚未成熟的情況之下，各產品間的

差異性相當的低。為了爭取下游品牌廠商

的訂單，WLAN 設備製造商多採取成本領
導(Cost Leadership)的模式作為企業之基本
策略，低成本策略以及殺價競爭是廠商們

最常用來提昇自己競爭力的方式。 

然而在低價爭取訂單又要保有利潤的

同時，相關廠商便必須在製程良率、產品

涵蓋率、耗電率等方面加以提昇。然在良

率提昇與耗電率降低的效果上有其限度，

並且產品涵蓋率受上游晶片業者所限制的

情況下，預期相關產品的差異性仍然沒有

太大的空間。因此，採 OEM和 ODM經營
模式的WLAN設備製造商，未來將會出現
利潤被壓縮的趨勢。 

目前，我國相關廠商在自有品牌的經

營上也有不錯的表現。以友訊為例，2003
年之營業額近 260 億台幣，其中七成營收
來自自有品牌，在歐洲的WLAN產品市場
中，D-Link在 SOHO/家戶領域的市場佔有

率高居第一，在全球僅次於 Linksys；而
WLAN AP之全球市場佔有率位居第三；而
在 2003 年友訊更將品牌與代工的經營分
開，未來友訊科技將專精於品牌的經營，

而代工的部分則交由明泰科技執行。合勤

科技是另一個進入自有品牌的企業，合勤

科技過去一直在經營於企業市場，然自

2003 年底起，合勤科技亦開始以自有品牌
進入消費品市場，希望從過去被肯定的專

業出發，能快速地打入歐洲消費品市場以

取得更大的成長機會。友訊與合勤這些在

國際上突出的表現，都證明了我國 WLAN
之設備製造商從 OEM/ODM進入自有品牌
的可行性與發展趨勢。 

從產業價值鏈的分析可以得知，

WLAN 設備製造商之上游供應商主要是晶
片設計業者。而就設備之功能而言，晶片

具有決定性的關鍵；而在技術門檻的限制

下，提供晶片的服務仍掌握在少數晶片廠

商手中，前六大之晶片製造商便已佔全球

98.3%之供應量；尤其在高階產品上更是受
到國外大廠的控制，包括 Broadcom、德州
儀器 (TI)、 GlobespanVirata（原 Intersil 
WLAN 事業部）、Atheros、Agere，國內
廠商瑞昱雖然以擠進前六大晶片製造商之

行列，但其 802.11g之產品才剛研發出來，
2003 年之出貨量為 350 萬套，市佔率為
6.3%。因此，從關鍵技術之掌握、產品功
能以及晶片廠商寡占之影響，國內 WLAN
之設備製造商對上游之晶片供應商並沒有

議價的優勢可言。 

從價值鏈的分析可以得知，目前我國

WLAN 之設備製造商因經營策略走向不
同，其角色大致可以分成 OEM/ODM以及
自有品牌兩類。OEM/ODM 模式佔我國相

關廠商的絕大比例，其主要的購買者即為

品牌業者，而就目前而言，此類業主多屬

國外之重量級大廠。如同前面對於業內競

爭者所作之分析，在標準確定、產品標準

化程度高、差異化無法提昇、業務來源過

度集中的情況之下，國內廠商為了生存仍

須採取低價競爭的模式來取得訂單。在此

條件之下，採 OEM/ODM模式的廠商其對
於購買者的議價能力並不高。另一方面，

仍有廠商採取自有品牌的模式經營，例如

友訊，此類業者的主要購買者是一般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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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有品牌業者為了能與國外大型之品

牌廠商相互競爭，其在訂價策略上採取高

品質配合低價的模式進行，就產品的訂價

上約莫為國外廠商之 50%，如此的做法將
使得企業的利潤較 OEM/ODM的經營模式
提高許多。 

而就國內的廠商而言，雖然相關業者

多仍在從製造商的角色轉型為品牌廠商的

過程，然亦有將產品製造與品牌行銷區隔

成兩個策略事業單位 (Strategic Business 
Unit, SBU)的趨勢，以各自發揮其所擅長之
處。以友訊為例，2002 年友訊便將專業代
工部門獨立出去，即為明泰科技；而母公

司友訊只留下行銷業務、研發人員與品牌

等無形資產。如此的運作，將更能使友訊

擅用國內成熟的代工體系，並能解決品牌

與代工客戶競爭衝突、內部資源分配等問

題。因此，就目前的趨勢而言，下游之購

買者並沒有向後整合的必要性，故其進入

的威脅亦不大。 

最後探討業外之進入威脅。在 WLAN
設備製造的產業中，由於產品標準化程度

高、差異性低，致使成本控制成為主要的

關鍵成功因素；從技術的角度而言，此類

產品對大陸或東南亞的廠商而言具有相當

程度的技術門檻。因此，規模經濟、學習

曲線與技術變成最重要的進入門檻。這點

對於業外想要進入的廠商而言，存在有相

當大的壓力。而在未來，WLAN 與其他電
器產品相結合以產生新型態的應用型產品

已成為最明確的趨勢，為了因應此趨勢的

變化，WLAN 模組快速且穩定的研發以成
為下一場競爭中最重要的優勢之一，而這

能力必須藉由長時間的投入方能養成。如

今先進入者已經取得相關的經營優勢與成

長機會，這點對於新進入者而言是非常不

利的條件。 

目前，亦有大型電子廠商希望於未來

在此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而在面對市場

快速成長的情況下，快速追上與面對產業

競爭已然是進入者必須面對的第一個考

驗；有鑑於此，購併成為企業進入與成長

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國大廠鴻海購併國碁

便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這些廠商具有相

當優秀的製造與代工等經驗，在製程經驗

的累積上具有極大的優勢，再加上其規模

遠較一般的代工廠商來得大，因此在購併

之後所能產生的綜效是相當可觀的。有鑒

於此一趨勢的發展，雖然目前專業的網通

廠雖仍佔有領先的地位，然就長期而言卻

不可能避免地受到這些大廠的威脅，這些

將是影響WLAN設備製造產業未來變化最
主要的因子之一。 

然就整個市場而言，範疇經濟

(economic scope)的擴大效應遠高於替代效
應，並且在英特爾無線晶片模組 Centrino
的推出之下，無線已成為必然的需求，而

有線的相關產品亦在無線設備之使用者大

幅增加的情況下，反而有被替代的趨勢。 

 
七、研究結論 

 

本研究從WLAN產業全球化的可能性
出發，繼而探討企業之國際策略、進入模

式以及行銷通路結構規劃模式等，結合目

前產業與我國相關廠商的發展現況與趨

勢，除了說明WLAN是一項全球性的產業
之外，亦可歸納出以下七點結論。 

 產業分工是必然的趨勢。 
 國際產品生命週期可加以調整。 
 產品策略採全球化策略，而通路結構
設計與管理則採跨國本土化策略。 

 有關進入國際模式，自有品牌廠商採
漸進式進入模式，而 OEM/ODM廠商
則依目的而定。 

 有關行銷通路規劃理論多偏向消費性
產品企業或是資源較多的大型企業，

而工業性產品在執行上比較偏向業務

導向之運作模式。 

 自有品牌廠商中以 SOHO或個人為目
標市場的廠商，其通路結構以資訊產

品通路為主；而以企業用戶為目標市

場的廠商，其通路結構以 VARs、SI
為主，行銷模式則以直接銷售為最常

見。 

 OEM/ODM 之行銷模式以直接銷售、

關係行銷為最常見。 

 
八、研究建議 

 

我國WLAN設備廠商目前正站在一個
產業變化的關鍵點上，相關的廠商無不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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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站在此波大浪的前端努力爭取機會。

在這趨勢之下，國際行銷通路將會如何變

化便成為在策略執行上的重點。在此將延

續產業以及國際行銷通路的發展趨勢分

析，進一步從企業策略以至行銷的功能策

略進行探討，以期尋求出相關廠商於未來

競爭的可能著力點。 
一、自有品牌廠商： 

 零售市場仍需以各地主國現有之資訊
產品零售通路為主；企業市場仍以直接

銷售、VARs、SI為主要行銷通路結構。 
 策略聯盟的方式將會更加蓬勃發展。 
 合作模式將從企業擴展至政府單位。 
 為顧客設計新的服務或管理模式將會
出現。 

 與 Hand Devices廠商商談合作或以購
併的方式取得相關技術與產品，藉以

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結合二線之消費性電子產品廠商、媒
體設備廠商，並以副品牌的方式行銷

此類產品。 

二、OEM/ODM廠商 
 直接銷售與關係行銷仍為此類廠商最
重要的行銷方法。 

 在傳輸技術趨於穩定的情況之下，大
者恆大與委外代工等現象將會是重要

的趨勢之一。 
 OEM/ODM 廠商在面對數位家庭的來

臨時，其與自有品牌廠商的策略將有

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