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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建構與文獻探討 

    在理論的建構方面，希望以麥可·波特的「國家鑽石理論架構」，

對整體 IC 產業進行宏觀的、比較利益型態的探討。再就論文主題本

身「台灣 IC 設計業」，運用波特早期所提出的五力分析，對台灣 IC

設計業的競爭環境進行分析。其次，從波特的競爭策略角度，觀察個

案威盛的產業策略定位，找出最佳的競爭策略。最後，將嘗試以布蘭

登柏格與奈勒波教授的競合策略，套用在個案歷史與未來分析中，希

望歸納出台灣 IC 設計業在全球化競爭中的可能策略。 

第一節 鑽石理論模型 (Porter’s Diamond Model) 

    麥可·波特在 1990 年於「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專文中提出國家鑽石理論架構，綜合了過往

所提出的五力分析(5 forces analysis,1979)、競爭策略

(competitive strategy, 1980)、價值鏈(value chain,1985)與競爭

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1985)等理論基礎，從國家層次，由其

所擁有的不同要素進行競爭優勢比較分析。 

 

此一鑽石理論架構，可以用來瞭解企業在本國市場中所扮演的角

色與份量，也可以作為國際間競爭優勢比較分析之工具。 

 

鑽石理論模型由四項基本要素組成: 茲概述如下 

 

(1) 生產要素(Factor Conditions) 

 

包含一般性的生產資源優勢，譬如人力、資金、基礎建設、天然

資源等，以及差異性具利基型的資源優勢，如具備特殊技能之人材、

優越的地理位置等。 

以現今經濟強權觀之，美國、俄羅斯等皆各自擁有豐沛的天然資源，

得以藉之提昇本身競爭優勢。反觀日本與亞洲四小龍等國均屬地狹人

稠並嚴重缺乏天然資源，也正因為如此，影響了區域內居民，對子女

教育特別重視，培養出大批的專業人才，造就了亞洲的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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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求條件(Demand Conditions) 

 

為國內市場對商品本身之，生產數量、質量與創新程度等等各個

方面的需求。另外，國內需求與國際需求之異同，也將影響到本身的

競爭力。以服飾流行為例，因為義大利、法國本國人民對服飾流行的

高品味要求，帶動了整體流行產業，並成為全球流行與時尚的當然領

導者。 

 

(3) 相關及支撐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對許多產業來說「群聚效應」，意味著能以較低的價格、快速地、

彈性地取得高質量的相關零組件或服務。在產業互補的雙贏機制下競

爭力自然得以提昇。舉例來說:美國早期的底特律以鋼鐵、汽車工業

聞名於世，近年來印度的班加羅爾(Bangalore)發展電腦軟體不遺餘

力，此外，台商雲集的長江三角洲，特別是在蘇州附近更成為了筆記

本電腦的世界代工廠。都足以為群聚效應的代表，為該項產業創造了

必要的相關產業支撐。 

 

(4) 策略、架構及業內競爭(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 

 

國家在某一產業的競爭力，也在於其本土企業之間的良性競爭，

因為如此，可以激發出產業間研發、創新能力的提昇。 

 

波特認為國家的競爭優勢來自於不斷的創新與產業的自我提昇。 

而企業也因為必須面對強大的壓力與挑戰(受惠於國內市場本身強烈

的競爭環境、對高品質的需求、配套的相關產業支撐、加上具備了特

殊的生產要素)，得以成長並擁有世界一流的競爭力。 

 

(5) 政府政策支持(Government) 

 

在國際化益愈發達、國與國之間的界線更加模糊的今日，政府所

應該扮演的角色不減反增。由於擁有不同的國家價值、經濟體質、典

章制度、文化與歷史，各國得以依其特點發揮出不同的競爭優勢。 

 

總的來說，一國在特定產業的成功，往往必須歸功於在地環境高

度的前瞻性、機動性與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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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為波特所提出的鑽石理論模型架構，其中，在宏觀的市場

機制，與政府政策的拉扯下，與四項基本要素交互影響，因而造就該

國或地區的總體競爭力。 

 

 
圖 2-1 鑽石理論模型  

第二節 波特五力分析 

如前所述，年輕時代的麥可·波特 1979 年在哈佛商業評論 HBR 刊

出了著名的「競爭力如何塑造策略」，文中首次提出策略的形成本質，

在於構思如何面對競爭。無論何種企業，在其經營範疇之內，若能面

對五種來自不同領域的競爭力量，深入分析箇中的主導力量，將有助

於找到本身最佳的定位，方能立於不敗之地。 

 
這五種競爭力道分述如下: 
 
(1)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Threats of New Entrants) 
 

對潛在進入者來說，必須思考及面對以下幾種不同的進入障礙。

與此相反，現有競爭者應思考，如何構築障礙，以防堵他人進入。 
 

 經濟規模:對於任何想新加入競爭的企業，首先必需面對或跨

越的籓籬就是經濟規模，此一藩籬普遍存在於企業生存的各

項環節，包括生產、研發、行銷、售後服務甚至資金的籌措

等等。 
 產品區隔:對於品牌的認同，是另一項必需跨越的藩籬。對於

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 

Factor 
conditions 

Demand 
conditions 

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Chance 

Govern-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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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者來說，由於市場已被他人先占，往往需要投入大量心

力、花費不貲，方能說服客戶試用新產品，佔有一息之地。 
 資金需求:對於需要投入大量資金的行業，也造就了另外一層

進入障礙。舉凡開業時所必備的固定資產購置租借、生財機

具的投入、存貨、客戶放款都有資金需求，其他尚有風險性

高、一次性、且無法回收的研發費用等等，都能夠讓新進者

望而生畏。 
 與規模大小無關的成本不利因素:新進者將會發現，面臨對手

若干與經濟規模無關的成本優勢(障礙)無法輕易克服，其中包

括學習或經驗曲線、取得較優質或低合約價原材料管道，甚

或經由法規保障的智慧財產權壁壘。 
 經銷渠道: 新進者為能順利銷售所產品，必須透過既有經銷

渠道，若是此一渠道為少數業者把持，為能爭得一線經銷商

的青睞，新進者勢將與現有廠商作激烈之競爭，甚或有時不

得不另闢渠道以為因應。 
 政府政策與作為:政府為國內長遠利益、環保議題、或為經濟

發展、稅收考量將會採取不同政策，有時會特別限制某些產

業的經營範圍，或是反向給予租稅等優惠補貼，政策亦將對

企業造成深遠影響，形成進入障礙。 
 
經過以上的仔細評估後，處於同一市場的新進入者，將能夠明瞭

潛在的風險何在、現有廠商是否霸佔稀有資源、有無可能削價反擊、

以及市場胃納如何等重大訊息，以便權衡進入與否。 
 
 
 
 
 
 
 
 
 
 
 
 
 
 
 

表 2-1 企業進入與退出障礙  
 

進入障礙 退出障礙

規模經濟(共用成本,聯合成

本促使單位成本下降)
高專業性資產清算價值不高

產品差異 退出成本過高

資本需求 心理障礙,如自尊(忠於員工)

移轉成本 政府政策及社會限制

取得配銷通路

與規模無關之進入障礙   

專門獨家技術,取得原料容

易,地點有利,政府補助,學習

曲線或經驗

政府政策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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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與買家位於供需槓桿的相應兩端。在若干特殊條件下，得以擁

有較優越的議價能力，茲分述於下: 
 
(2) 供應商的議價能力(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供應商家數不多，且相較於買家更為集中。 
 擁有較高的轉換成本，因為特殊規格，買家須要投入引進成

本，而且一經採用難以替換。 
 雖然有不同類型的替代品提供給買家選擇，但供應商之間存

在有明顯的差異性(成本、特性)，並且難以相互取代。 
 當供應商掌握足夠能力，並且作勢將向下整合。 
 當買家屬於次級消費者，而非供應商主要的供應對象。 

 
(3) 消費者的議價能力(Bargaining Power of Customers) 
 

消費者(買家)在以下條件下將擁有較大議價優勢 

 
 買家能夠集中採購，並且維持龐大數量。 
 所需產品已經標準化、差異性極低。 
 原料或產品為關鍵性元件時，通常買家會花費較多精力，預

作市調、研擬採購策略。 
 薄利多銷型的行業，由於對於價格較為敏感，買家通常也會

對採購決策較為注重。 
 商品本身對買家所出產的最終產品，品質影響有限。 
 當商品質量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價格時。 
 買家掌握足夠能力，並且作勢將向上整合。 

 
(4) 替代品的威脅(Threats of Substitute Products)  
 

企業除了需要面對產業內既有品牌的品質、生產成本等競爭，也

要顧及替代品帶來的威脅。若是能提供較佳的性能價格比，或是可以

為廠商賺取更高的毛利，替代品將有機會取代部份市場佔有率。此

外，由於替代品來自不同產業的跨領域創新開發，得以跳脫既有產業

框架，徹底顛覆現有產業生態，例如個人電腦的發明，嚴重侵蝕大型

電腦主機市場。 
 
(5) 現有競爭者的威脅(Competitive Rivalry Within an Industry) 
 

產業內既有競爭者的威脅在某些條件下將特別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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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競爭者為數眾多，而且規模不分軒輊、旗鼓相當。 
 整體產業成長遲緩。 
 商品同質性高，得以輕易交互替代。 
 固定成本投入高、保固期短且易於腐敗類別的商品，在需求

突然下降時，將會面臨強大降價競爭壓力。 
 需求與產能之間存在著巨幅波動的產業(如 DRAM)，極易引

發週期性的供需異常。 
 產業退場機制欠缺，由於成本太高無法退出，往往造成生產

過盛。 
 競爭者過於分散、各自獨立、佔地為王。 

 
經由五力，分析其對產業競爭力的影響，以及其間更深層的相關

緣由，企業當能更加瞭解本身優缺點之所在。若從策略角度觀察，與

企業攸關的競爭力強弱與否，大部份取決於企業如何面對與因應五力

間交互的挑戰。按此要領，企業得以研擬出策略 (1)找出目前最佳的

市場定位，(2)藉由策略的變化運用，影響五力間的平衡關係，為己

所用。(3)預測產業將來可能發展的方向，預作準備、降低對自己的

影響，同時設法提高潛在對手的進入門檻。 
 

最後，企業發展策略時，不應過於短視，只顧眼前產品市佔率，

必須加強縱深，跨越產品本身到所能提供的功能提昇，跨越國界到國

際競爭力的加強，跨越時間限制，與未來替代者的爭競。為成長(或
生存)，調整競爭策略，迴避與業內強敵對峙，不斷的尋求並鞏固策

略地位，方能降低來自供應商、消費者與替代品的壓力與風險。  
                                                  

 
 

圖 2-2 波特五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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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為波特所提出的五力架構，產業必須構思、面對來自不同

方位的挑戰與競爭，再提出相應策略。 
 
    在波特的五力分析，贏得企業廣泛的認同與運用後，英特爾前總

裁安迪‧葛洛夫(Andrew S. Grove)，加以衍申，於 1996 年，在原本

的五力架構上提出第六力「協力業者的力量」。協力業者，汎指與本

身企業能形成互補，與相互支持的廠商。另外，在布蘭登柏格(Adam 

M.Brandenburger)與奈勒波(Barry J.Nalebuff)所著的「競合策略，

Co-opetition」，更進一步，提出多重角色的可能性，希能藉由賽局

理論，找尋最佳化策略。 

第三節 競爭策略  

    在 1980 年同樣是由麥可·波特所提出的「競爭策略」

(Competitive Strategy)，在五力分析並瞭解產業與競爭者之外，再

進一步闡述企業應如何運用不同策略尋求最佳的市場定位，運用策略

的變化，影響五力間的平衡關係，為己所用，並預測產業將來可能發

展的方向，預作準備、降低對自己的影響，同時設法提高潛在對手的

進入門檻。 
 

由於企業所能運用的資源有限，若要勝出，可以採行的基本策略

有: 取得整體成本的領先優勢、差異化與專注。然而各項策略有其可

能衍生出的風險存在，企業需要清楚了解，本身在產業中所處的地

位、與競爭者間可能的互動、產業未來可能演變的趨勢、以及對客戶

與供應商間的關係，用以決定最佳採行策略。 

 

茲就其中一般性策略分析整理如下: 

(1) 低成本策略 
希望透過較佳的管理手段(譬如 TQC 全面品管)，取得整體成本

領先的優勢，藉此站穩市場並且防範對手的削價競爭。而其實施範圍

可以涵蓋研發、設計、製造、銷售、服務等產業活動。然由於資訊日

益開放透明、競爭對手可以彼此學習、外包第三方生產等因素影響，

假以時日競爭對手彼此間差距將日漸縮小。屆時市佔率將主導規模經

濟，而成為成本領先的主要因素，先進入市場者，將能夠利用經驗曲

線優勢擴大市佔、降低成本，進而取得優勢(市場先佔策略)。其他能

夠獲得低成本的方法包括，(a)將便於生產成本列入產品設計考量

(Total Cost Reduction)(b)發展系列相關產品，分攤成本(c)擴大服務

對象，鞏固產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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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風險: 

 必需不斷投入資金，定期更新機具以維持競爭力 

 因科技不斷創新，規模經濟與經驗曲線，將隨時間流逝失效

化為烏有 

 競爭對手透過模仿，將擁有相似低成本結構 

 因過度重視成本，而輕忽研發或行銷  
 

(2) 差異化策略 
藉由提供獨一無二的產品或服務形成差異，區隔市場抵擋對手競

爭。其可能方法包括，(a)特殊設計或品牌形象(b)運用科技(c)靠特色

(d)靠客戶服務(e)靠經銷網路 
 

可能風險: 

 需要犧牲高市佔率 

 與低成本廠商成本差距過大 

 差異化不再吸引顧客 

 模仿盛行，差異化有限 
 

(3) 專精策略 
 

在成本或差異化等策略無法實施之際(或許公司規模太小、或切

入市場太晚)，專精策略，不失為另一項可行的策略。可能的方法包

括，專注於特定客戶群、產品線、或特定地域市場。由於專精於某一

領域，可以抵減本身在成本、產量、或服務等方面的不足，進而形成

局部優勢。缺點是，盈利與銷售量無法兩者兼顧。 
 

可能風險: 

 與整體產業之間成本將有擴大趨勢 

 策略上專注之目標與整體產業的需要雷同 

 對手發現更小目標市場，更能集中焦點 

 

 

 

 

 

 

 

表 2-2 一般性策略 

 

全

產

業 

特

定

目

標 

焦點集中 

差異化 取得整體成

本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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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瞭解了一般性的競爭策略後，為能更精準的加以應用，企業可

以在次利用五力的分類 
 
(1) 分析產業結構，與自己在產業生態中所分屬的策略群地位 
可以由下列因子將不同企業以策略群歸類 

 移動障礙 

 對客戶與供應商的議價力量 

 對替代品脆弱的程度 

 易受其他群體攻擊的程度 

 

在找出自我類別後，可以再用下列因素，分析公司在該類別的所屬位

置: 

 競爭程度 

 與其他公司相比的規模大小 

 進入此策略群的成本 

 公司的執行力 

 

(2) 以時間軸架構分析競爭者的能力與將來可能方向、面對市場變化

的反應，以及可能採取的行動 
尋找出可能的競爭對手，藉由分析以下因素，瞭解可能的攻擊與防禦

能力，分析市場信號，再決定適切的互動方式 
 未來目標 
 假設推論 
 現行策略 
 能力 

 
(3) 分析產業的演變 

以產品的生命周期來推估產業將來的變化，其中包括導入期、成

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由於各時期的市場特點不同，當用不同策

略以為應對。若是產品的生命周期並不明顯，可以檢視「變化的原動

力」，即演化的過程，來預測將來的變化 
 成長率的變化 
 客戶區段的改變 
 經驗的積累 
 規模的擴大或縮小 
 產品創新 
 行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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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客戶及供應商 
最後客戶及供應商的選擇策略也攸關企業的競爭能力，可以下列

條件進行篩選重要客戶 
 客戶的購買需求與該公司的相關能力 
 客戶的成長力 
 客戶的地位 
 與客戶的交易成本 

 
可以下列條件進行供應商篩選 

 供應商的穩定度與競爭力 
 垂直整合的最適程度 
 分配採購額度給幾家合格的供應商 
 在選定的供應商範圍內，行使強大的議價力量 

第四節 競合策略  

 
    競合(Co-opetition)一詞首先是由網威(Novell)公司創辦人諾達先

生(Ray Noorda)所提出，此一概念將「合作」(Cooperation) 與 「競爭」

(Competition)相互聯結。不同於過去商場中的零合策略(Zero-sum 
game)，而希望擴大視野、站在更高角度發展成正合策略

(Positive-sum game) - 在做餅的時候需要合作；在分餅的時候相互

競爭。 由你死我活，過渡到雙贏局面 

 

1996 年哈佛大學教授布蘭登柏格(Adam M.Brandenburger)與耶

魯大學教授奈勒波(Barry J.Nalebuff)在合著「競合策略」一書中以

「賽局理論」為基礎，有系統的分析引導我們瞭解賽局的本質，進一

步界定賽局的五個基本要素:參賽者(Players)、附加價值(Added 

values)、規則(Rules)、戰術(Tactics)與範圍(Scope)，簡稱 PARTS。 

最終期能達到至高境界改變賽局。 

 

策略規劃 

 

    期望能在商場中，藉著認清彼此角色的扮演，調整策略佈局，最

後終能扭轉形勢，反敗為勝。 

 

(1) 思考互補: 設法將餅做大一點，而不是和競爭者爭奪固定大小的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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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價值網: 認清參賽者的角色，顧客、供應商、競爭者與互補者。 

 

 
圖 2-3 價值網  

 

 

(3) 多重角色: 價值網在商場賽局中的兩個基本對稱性。 

 

 顧客 – 供應商  
 互補者 – 競爭者 

    
(4) 思考: 朋友或敵人，雙贏或雙輸？ 
 

顧客

供應商 

競爭者 互補者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