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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論、研究限制和未來方向 

 
本論文研究以探討兩家代工與品牌並存的網通業者，因為

面對市場削價競爭及毛利低的問題，競爭的加劇使得代工的榮

景不再，且隨著微利的影響，業者無不試圖找尋解決之道，所

以轉型品牌成為現今代工廠商的一個選項，並且把被動的代工

化為主動品牌的經營，廠商究竟要克服哪些困難與組織究竟要

如何轉型，轉型會遇到何種阻力，過去成功的模式為何不再適

用，而那些新能力是必須培養建立的，由其中來發現是否廠商

真的適合轉型品牌，如果廠商的能力與意願還是著重 OEM，可
能轉型成為 OBM 就不是一個適合的方向，這就是本研究欲提

供給所有想要從 OEM 轉型 OBM 廠商的參考。  
 

所以本章節將就本研究做出總結，並提出本研究所發現的

研究限制，以及提供一些實務和建議，給後續研究者參考。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文研究是利用個案中的兩家台灣網通產業業者，探討目

前其同時保有代工與品牌兩種生意模式，但是也都計畫從代工

更深入品牌，且個案中所提及的這兩家網通業者，經營品牌與

轉型的過程，可供發掘與參考。  
 

也就是因為市場價格競爭與毛利低落成為 OEM 無法解脫

的宿命，代工是把產品規格制定與市場行銷的主控權交給客

戶，自然廠商可以獲利的空間也會被擠壓，即使把生產的基地

由台灣外移到低工資的國家，也不見得可以有持久的優勢，更

可能因為低工資國家的種種不確定因素，有時會侵蝕到公司的

獲利基盤，所以轉型 OBM 可以成為廠商的一個選項。  
 

然而轉型並非易事，OEM 廠商面對的競爭環境時，必須思
考 OBM 的模式之差異，無論資源、人力以及組織等等的要求

也大大不相同，尤其是轉型中所會遇到的障礙，對於廠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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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說是非常巨大的挑戰，甚至過去 OEM 模式的成功不一定

能帶來轉型成功的保證，更甚者是習慣的包袱牽絆了轉型的力

道，所以廠商必須先解析轉型中的種種困難的型態，然後才能

針對問題發展出解決的途徑。  
 

根據筆者的研究中，轉型 OBM 的種種困難中，可以分成

三個構面，其一是過去成功模式不適用，其次是轉型的阻力  以
及新能力待養成，非常明顯的是廠商往往沿用 OEM 的設計理

念而且對於設計的先行指標是低成本與經濟規模，設計力根本

就未能植入品牌，又因為 OEM 代工廠對品質根本就有兩套標

準，所以品牌之於客戶的信任感是薄弱的，以成本與紀律為本

的單一價值觀造成文化的差異，要發現解決之道，首先對於品

牌必須有所認識才能再有效的去除品牌發展的障礙，轉型的阻

力是沒有階級與組織的區別，台灣公司基本上對於高階經理人

甚或總經理的要求一般皆是短期的績效成為主要評鑑的標準，

然而品牌的經營卻不是一蹴可及，若是董事會的支持度低或是

組織人才不足，經理人當然也無法佈局，更因為內部競爭壓力

經理人很可能因為一次錯誤而面臨換將，甚至經營任期的長短

可能成為經理人對目前目標與績效和其面對的風險與代價的取

捨，皆可能因規避風險而對轉型會產生停滯期。而對於 ROA 的
迷思，也可能誤導經理人的品牌思維；自然為了轉型而公司延

請外部專業人士加入的同時，內部的排斥與組織的僵化層出不

窮，資源的重分配會使組織產生質變而使高階主管產生不安

感，所以外來的專業人士不見得會得到組織的支持，轉型的同

時，廠商對於原有的強項有時也要有所取捨，資源在某個層次

而言也是一種核心能力，把以往熟悉的能力分配與重新組合不

是一件隨興的事或是高階經理人不重視的瑣事，只要資源無法

落實分配到品牌發展，所有的轉型就會立即停擺。  
 
新能力的養成無論員工或組織都將因最高領導人視野而決

定是否成功，最高領導人自己是否真的理解品牌的價值與承

諾，用人的得當與否和評估是否及時都會影響發展，品牌的轉

型是一種基礎架構的變革，沒有最高領導人的全力推動，非常

容易步入原地打轉的窘境，品牌的發展需要一種承諾，不會因

業績或是董事會反對的聲浪而退縮，對外更要思考對於通路的

概念是經營而不是買賣，生意模式要有結盟的考量，其實通路

不是賣產品而是賣服務，品牌會產生價值在於整體的規劃，轉

型為OBM的廠商其實可以參考國際知名品牌的運作，去了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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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運用結盟的力量去加強品牌整體的價值。接著管理者要思考

如何轉化創新能力為可行方案，基本上不可淪入產品規格致勝

的迷思，反而應該思考轉型的成功因素如何結合創新力，例如

改善製造流程或是重新定位行銷通路亦或是重建組織文化…等
的因素，也就是任何增加品牌附加價值的動作都是創新力的管

理，品牌管理結合創新決定自己的定位，將是品牌長期存活與

否與價值所在。  
 
對於全球佈局中含有多種的組合，可以思考水平整合、多

角化、互補技術、合資或合併的各種可能性，轉型的思維絕對

不能侷限於一時一地，並且授權海外是一種必要之手段，且認

知轉型OBM的國際行銷佈局是一種整體性的考量，且納入在地

優勢的並行策略，其實OEM廠商最大的優勢也包含了上面提及

的「低成本製造、軟硬體應用設計、全球運籌」要素，廠商要

打破成見，積極使用網路工具的功能，使其原本具備的優勢發

揮更強的助力，品牌經營時更多出一個通路與更強大的平台去

提供更多的價值給客戶。  
 
 
 

第二節 研究限制和未來方向 

      
 
一、研究限制 

本論文研究以探討兩家代工與品牌並存的網通業者，因為

面對市場削價競爭及毛利低的問題，競爭的加劇使得代工的榮

景不再，且隨著微利的影響，業者無不試圖找尋解決之道，所

以轉型品牌成為現今代工廠商的重大方向，並且把被動的代工

化為主動品牌的經營，廠商究竟要克服哪些困難，雖然由訪談

的廠商得到許多寶貴的資料，但在做本研究時仍有下列研究的

限制。  
 

1. 目前還在發展中仍未是結論  

本研究所選取的個案是位於網通產業，而網通產業因現今

發展的地位，其產品正是主流的情況下，轉型品牌的成功，尚

不能以偏蓋全的認定個案公司的種種作法一定合適，且個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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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採用的方法對整體 IT 產業不一定有完全相同的效應，並且

網通產業之發展還在快速變化中，因此對於這兩家業者的整體

看法，都不能視為其已達長期績效而列入結論。  
 

另一方面，同時存在 OEM 與 OBM 於同一公司的模式，也
就是目前兩家個案公司雖然都朝轉型 OBM 的方向前進，且有

相當的成績，但是目前實際上還是同時存在 OEM 與 OBM 於同
一公司的模式，面對現今的發展，是否每年代工與品牌的轉換

比例都能維持，而未來何時能結束雙軸並存的狀況，仍需持續

觀察，這也是本研究未能將之列入結論探討的。  
 
2. 個案公司占產業的比重不高  

目前網通產業的年產值約為六千億的規模 (工研院 IEK 的

預估），兩家公司每年的營業額加總大約為五十億台幣以下，我

們可以參考兩家公司的作法與發現其獨特的佈局方式，但是對

整體的產業而言，還有許多公司擁有更大的營業額，所以兩家

個案公司所佔比重確實不高，然而對於轉型與品牌經營方面又

不夠具有代表性，反而偏向代工色彩較濃，所以作者才會選取

個案的兩家公司來做研究與比較。  
     
   
二、未來方向 

本文研究是探討個案中的兩家台灣網通產業業者，目前同

時保有代工與品牌兩種生意模式，但是也都欲從代工轉型而深

入品牌，經營品牌與轉型的過程擁有相當的經驗，且兩家個案

公司未來發展的產品皆為新興與具代表性的產品，可為 IT 產業

的其他公司之參考，轉型的過程加上產品開展的組合下，有許

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地方，因此本研究提出下列未來方向： 

 
1. 網通產業是繼 PC 產業後的主流產業，並且產值年年成

長，網路頻寬的求、無線網路興起與應用類產品劇增，

兩家個案公司未來開發的產品具有代表性，尤其是代表

網通產業的新興應用類產品對整體 IT 市場的影響，是值
得後續研究的產業。  

 
2. 此次選取的兩家公司都不是所謂的網通一線代工大廠，

而是 OEM 與 ODM 並存的公司，近五年間都是成長，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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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兩家資本額與營業額相當，但目前轉型過程中，品牌

佔全體營業額的比例不同，期間的變化值得未來可以繼

續同時比較兩家轉型 OBM 的作法與成效。  
 
3. OEM 轉型 OBM 的過程還在蘊釀中，無論就海外的發

展，組織的變化以及各方面的經營績效等都還有許多不

確定的變化發展，並且兩家個案公司都有未來三年或五

年的規模成長計畫，究竟未來品牌的發展與組織成長之

關連性，以及公司規模成長對轉型是助力或是阻力，都

適合研究期間的變化。  
 

本研究僅以兩家網通業者做為個案進行訪談和分析探討，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行更多的國外業者的個案訪談和研究，

以提高研究的代表性。  
 
 

第三節 管理意涵 

     
 

本章節主要是以本研究發現和個案訪談後，對於 IT 業者欲
由 OEM 轉型 OBM 的廠商提出的一些建議，除了網通產業之

外，也適用於各種 IT 的產業，尤其面對困難與挑戰之成因與克
服，以及組織與管理上的作法，有以下三點的建議：  
 
一、改變以 OEM 為主的評核標準與管理模式        

轉型的過程中，必需全體有一致的目標，然而許多公司卻

還沿用同樣的評鑑標準去面對新的型態，簡單的說就是用原有

的架構去管理種種 OBM 的運作，事實上這兩種型態要求的層

面存在許多的差異，如果不做調整很快會產生所謂的工廠思維

來引導品牌發展，尤其以往成功的經驗會引起公司許多改變的

抗力，甚至許多公司對於有形或無形的 KPI(key performance 
index，關鍵考核指標 )也沒有嚴格的區別，只是用一些簡單的
指引去驅動組織的轉型，基本上並沒有真正對轉型品牌有深入

的規劃，將會產生重大的轉型問題 ,當然要 KPI 能夠發生效用，
高階主管甚至總經理的承諾是關鍵，沒有承諾的推行與變革，

不但是無效率的活動，反而會動搖公司原有的基礎與扭曲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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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所以這些都是廠商必須深思且付諸執行的重要關鍵。  
 
 
二、確認與排除轉型的阻力  

轉型產生的問題多發生於抗力的阻擋，而公司遲遲不能前

進的原因也往往在於是來自人員或是制度的抗拒，面對轉型為

OBM 的廠商，必須深入了解目前的資源與衝突所在，往往這是

抗拒的根源，因為轉型帶動的變化會影響既得利益的人員或部

門，以及人員必須適應新制度的震盪，在另一個角度來看新制

度，也是資源重分配的問題，不能把根源加以解析就不能打破

抗拒的藩籬，資源的再分配的得當，會成為對轉型的強大助力，

自然排除阻力成為管理者於此階段最重要的工作，轉型的成敗

與否與阻力的是否移除有絕對的關連性。  
 
 
三、新能力的養成 

轉型究竟需要何種能力，無論對員工或企業本體而言，原

有能力的再檢視與如何培養出轉型品牌的新能力，都是一個重

要課題，首先領導人的視野決定了轉型為長遠的發展還是短期

的應付，而個人或組織有無創新管理的能力去引導轉型之力

道，其中又可否可以建立出價值再造，而組織是否有能力融合

外來的專才形成綜效，而全球化的衝擊下，轉型品牌是否有足

夠的國際化能力，其後的管理或是品牌發展有無充份利用網路

與科技的工具，以上的種種都是轉型成為 OBM 時急需的新能

力，如果沒有落實此能力的養成，轉型品牌的力量將是薄弱且

不持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