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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網通產業分析 

 

第一節 網通產業的定義與介紹 

 

一、定義: 

 
廣義的網通產業，顧名思義也就是網路與通訊的領域，網

路方面的產品包含的層面涵蓋了早期企業等級到現今終端用戶

的領域，而應用技術的層面更由有線跨越無限的範疇，耳熟能

詳的交換器、集線器以及路由器等的產品幾乎就是一部網通的

演進史，當前無線區域網路的興起，更影響了近 6 年來使用者

使用的習慣與其他 IT 類產品的發展，更儼然成為一股強大的趨

勢，對於電信業與手機相關行業雖然也都在廣義的網通產業之

內，但本文將不討論這部份而專注於其他的區域網路與廣域網

路方面的介紹，以下為方便說明，仍使用網通產業為簡稱，一

般而言而不管是廣域網路或是區域網路，技術上都是用網際網

路的概念和格式傳送資訊，簡單來說，網通產業的價值就在連

結與傳送資料，而這些資料的型態由早期簡單的數據到整合的

檔案，一直到現在的影音也包括在內，也就是把所有的上述的

資訊傳輸都透過 IP（ internet protocal）來傳送， IP 就是一種傳
輸資料的方法，無論是家庭與個人或企業用戶的使用者都可以

使用此技術去運用於傳送與擷取資料或聲音圖像，如果比喻 IP
像一個水管的規格，而水的傳送就如同傳送資料一樣，廣域網

路就如同家庭要連結自來水廠的大型管線，而區域網路就是家

中的水管管線，這樣的比喻也許對許多對網路陌生的讀者有初

步的概念，時至今日，使用上也漸漸由企業的用途進入個人家

庭端進而到娛樂多媒體的世界，換言之網路對現今人類生活的

介入已無遠弗近。  
 

從資訊產業發展歷程來看，網通產業也是跟隨著電腦產業

成長的一環，回顧歷史往 1980 年代的個人電腦 /工作站時代以
及 1990 年代開放式主從架構 (網路化 )再進化到 1995 年的網際

網路，至今走入的網路服務與消費性電子的時代。所有網通的

技術與產品一直與電腦完好的搭配去滿足客戶的需求，隨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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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產品的演進，個人電腦邁入彼此之間互相連結的網際網

路，所以更多更新的結合一直還在推陳出新，以往網路的應用

才剛起步，當時大部份的網路需求都很單純，只有一條同軸電

纜 (可以想像成剛剛比擬的水管 )連接數部個人電腦再加上檔案

伺服器，彼此便可共享軟體、資料和印表機週邊設備。但隨著

企業及網路規模愈來愈大，網路需求逐漸朝向高頻寬網路、延

長網路通訊距離、加快資料傳遞速度等方向演變。甚至連無線

網路也在 2000 年開始萌芽與隨後的大放異彩，甚至於 2007 年

仍在發燒的 802.11n 的新規格在在牽動市場的供需趨勢。   
 
 

二、網通產品介紹： 

 
說到網通類產品，以往的使用者往往都是資訊工程或技術

背景的人員，所以其產品的規格也非一般大眾可以簡單理解，

更進一步說所有的產品也幾乎只存在於機房或是特別的存放地

點，隨著剛剛提到的技術與市場演進，個人家庭的應用與多媒

體的商機起飛，比較市場性的說法是 ”數位家庭 ”的年代開啟，

甚至連企業也不只是使用於基礎的網路工程，並且行銷上的手

段也開始利用這些工具，約 2000 年時的電子商務的風潮也帶動

了整個網通產品的規格，也同時更新與使用介面的簡易化，簡

而言之，全部的產品開始有屬於非專業的市場區隔，並且開始

有不具技術背景的人操作這些產品。  
 
根據資策會的網路產品分類標準，區域網路的產品有網路

卡 (NIC)、集線器 (hub)、交換器 (switch)、無線區域網路產品

(WLAN)、 soho router 以及其他網路相關的產品例如中繼器

(repeater)、橋接器 (bridge)…等，而對於廣域網路的產品有類比

式數據機 (analog modem)、纜線數據機 (cable modem)、數位用

戶迴路技術的多項產品如 xDSL、ADSL 以及 ISDN(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等的項目。  

 
而由台灣代工的歷史來看，對於網通的早期產品其實以往

都以交換器 (switch) 網路卡 (NIC)為主，接著有路由器 (router)
跟隨著技術演進以及頻寬要求或是便利的應用，產生以下的主

流產品，例如數位用戶迴路  (DSL)、無線基地台（ access point）…
等的產品，台灣的代工廠商幾乎都生產標準介面的產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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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十分激烈，而隨著技術的發展，纜線數據機的衰退與無線

網路的興起已成為趨勢，事實上台灣代工的無線網路產品早已

成為全球市場的主力，並且廠商的消長往往也隨其產品或技術

轉型成功與否為決勝點，我們可以用下面的一些出貨數據同時

瞭解產品出貨成長的規模，以及各類品項的成長與衰退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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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全球網路通訊產業出貨規模 2001-2005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預測) 2005/2004 

成長率 

交換器 143,171 151,458 162,899 183,600 198,288 8% 

中小企業 
路由器 

4,641 10,015 13,580 18,464 19,949 8% 

無線區域 
網路產品 

4,569 11,470 33,149 64,854 105,868 63% 

無線區域 
網路接取器 

1,871 4,019 6,495 10,298 15,246 48% 

數位用戶迴

路設備 
1,366 19,497 26,952 46,211 44,690 -3% 

纜線數據機 10,161 10,372 12,550 18,040 20,025 11%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2005       

單位：仟個/百分比 
 
 
圖  3-1 全球網路通訊產業出貨規模 2001-2005 

 
資料來源:資策會 MI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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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台灣網路通訊產業出貨規模與佔有率 2003-2004 

 
2003 2004 

2003 
出貨佔有率 

2004 
出貨佔有率 

交換器 92,893 129,568 57% 71% 

中小企業路由器 13,580 16,552 90% 89% 

無線區域網路產品 33,149 53,619 88% 83% 

無線區域網路接取器 6,495 7,580 62% 74% 

數位用戶迴路設備 19,678 34,096 73% 74% 

纜線數據機 7,530 11,968 60% 66%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 2005 
單位:仟個/百分比 
 
圖 3-2 台灣網路通訊產業出貨規模與佔有率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 2005 
單位:仟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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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通產業的契機與展望 

 
 
一、台灣網通產業的發展: 

 
回看台灣網通產業的契機應該由 1990 年代開始，歐美日大

廠全面給予代工的機會，也就是十年前網通市場的主流是國際

大廠的時代，而當時台灣 IT 產業幾乎也都集中於 PC 以及周邊

的產品，所以當時創造出 PC 代工的頂峰，直到近年因為競爭加

劇且毛利下滑的因素，外加上大陸廠商的急起直追，引使代工

條件更加惡劣，另一方面網通產業也隨著對頻寬的要求加大與

網路基礎建設的佈建中，在短短的時間中成為代工的主力產業

之一，並且全球市場以往只信任少數的獨佔通訊產品之情勢大

變，使得代工的機會大幅倍增，另一方面加上新技術的無線網

路興起，其中包含了區域網路的各種規格如 802.11b、11g、

11a、11n 與藍芽⋯等其他技術的快速成長與競爭，促使市場的

成熟速度是當年 PC 代工的數倍。 

 

回到產品的本身來回顧這個機會的形成，我們可以了解一

下產品的領域，首先對網通的部份分成有線與無線的分野，有

線部分主要是已經行於十多年的交換器、集線器、有線路由器⋯

等的產品組合，在多年前市場的初期，幾乎都是思科(cisco)

的天下，基本上當時的廠商也幾乎沒有真正的國際大廠的代工

經驗，甚至與 PC 代工市場相異的是許多小廠反而使用自己的品

牌行銷至今，所以當時也是一塊未被 OEM 代工大軍攻入的區

塊，真正有制度的第一代代工的龍頭應該要算是友訊科技與智

邦科技，友訊科技幾乎就是以自有品牌成立，雖然也於其中同

時轉型接下大廠代工，但是於一年前(2006)把品牌與代工分

家，另成立明泰科技專事代工，事實上友訊科技也不斷用併購

或是合資的方式去取得各類網通產品的開發及建立友訊家族的

系列，而凸顯出友訊科技專注品牌一貫的形象。智邦科技一直

是以 OEM 代工見，曾於多年前欲跨品牌之路而併購 SMC 品牌與

通路，不過接手 SMC 時就已虧損連年，所以直至 2006 年的智邦

還是艱苦的運作，我們特別舉出兩家代表公司來說明一段過去

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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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無線網路的興起，不過是近五年的發展，所帶來的不

只是新規格的世代交替，更重要的是廠商重新洗牌，所有沒有

轉型生產無線產品的製造商是第一波被淘汰的對象，不但是網

路產品的市場使用無線的的技術，同時 PC 的市場也漸漸開始採

用無線替代有線網路的介面，而當時英代爾也推出 802.11b 的
無線晶片，由其推動之助力下而增加了無線網路的市場熱度，

其實也意味著 PC 跨入網路的開端，事實上所謂決戰＂數位家

庭＂(digital home)的口號在 IT 業界一直沒有真正實現過，也
就是各種 IT 產品在家庭中以多媒體整合的訴求，關鍵是網路連

結媒體的重要介面，甚至 MOD(media on demand)或是網路電

視也都因為無線的分享而更增加了附加價值，PC 產業開始使用
無線技術，也隱含了其他各類產品也希望借助無線晶片去開發

出新的需求而刺激新的一波消費。 

雖然直到目前為止不是百分之百的產品都植入無線晶片，

但是 802.11a/b/g 的技術已經為大多數 IT 產品所應用且產生衝
擊，光是網通產業內有線的機種都同時提供了同型的無線機種

選項，例如路由器、ADSL⋯等的機種都是同時有無線規格的選

擇，也因為如此，對電信業的衝擊更是顯著，因為無線網路的

降價與普及性，網路電話 VoIP(voice over IP)的滲透率更高，首

當其衝的就是國際電話的費率必須下降，VoIP 如果只透過電腦
使用時是免通話費的，3G 的市場需求延遲與此也息息相關，3G
引以為傲的語音與影像同時傳輸的功能，對無線網路而言並不

是新鮮事，且無線網路的成本更低廉，尤其新推出的 802.11n
與新規格的 WiMAX 更是功能的一大躍進，當然以使用電話的

習慣而言，可能對終端用戶而言不是沒有技術方面的障礙，但

是隨後類似 skype 的軟體出現，其使用簡單且連絡國內外運用

電腦通話是免費的，短短的時間內就在每個國家突破數千萬人

的實績，網通廠商也開始推出 skype 話機使用戶感覺與撥打傳
統電話毫無差異，雖然不一定完全可以取代傳統電話，但是確

實已造成電信公司的重新定位，嚴格說來，許多電信公司已開

始使用 VoIP 的服務，當然對於企業用戶而言，更大的衝擊是傳

輸 data 的網路線在也同時可以通 voice 的服務，對網通產品的
運用而言，也是一個新契機，這只是千百種應用的其中之ㄧ。 

直至目前，台灣網路產業的廠商數約六十多家，幾乎都是

以外銷為主且佔總營業額的高比例，雖然國外一直有許多競爭

廠商，但是無論就成本或是彈性，皆無法與台灣代工廠商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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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少數國外廠商仍然以高階之特殊規格產品取勝，但是量上

的比較還是台灣代工廠更勝一籌，然而未來的兢爭對手將是大

陸廠商，例如知名的大陸代工也是品牌商的華為科技，無論就

產品的成本、品質與技術，都不遜色於台灣的代工廠商，目前

為止，大陸這樣的廠商不多，且類似的廠商雖價格低但品質水

準仍然低落，所以主流代工業務還是屬於台灣代工的天下，並

且多數的台灣代工廠也多遷移生產基地於大陸當地，並且台灣

代工廠的彈性與服務，非目前之大陸代工廠商所能匹敵，所以

以整體競爭力而言，短期是不至於影響到台灣廠商的生意，但

是將來的發展還是未定之數，尤其台灣代工的價值還是多數落

於組裝而非設計，如何脫穎而出且能保持領先地位，值得台灣

廠商的加倍關注，以下根據工研院的調查，前三大廠商佔產值

的 55％，前十大廠商佔 81％，產業集中度頗高，而主要的廠商

有：友訊、正文、建漢、智邦、訊康、台達、友勁、訊舟、昆

盈⋯等，可以參考下頁的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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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台灣網通上市櫃公司一覽表  

上市櫃 
代號 

公司 
名稱 

主要營業項目 營業方式 
2004 年營收

(新台幣億元)

2332 友訊 
企業網路產品 / 數位家庭產品  
無線網路產品 / 寬頻網路產品 

品牌 190.8 

2366 亞旭 區域網路產品 / 寬頻網路產品 代工 271.5 

2345 智邦 
有線區域網路 / 無線區域網路產品 
寬頻產品 / 閘道器 

代工/品牌 184.7 

3380 明泰 
都會網路及企業網路產品 
寬頻產品 / 無線網路產品 

代工 142.3 

4906 正文 無線網路卡 / 無線網路閘道器 代工 123.5 

3062 建漢 
路由器 / 無線區域網路產品 
橋接器 / 交換器 

代工 122.1 

2391 合勤 
網路用數據機 / 廣域網路設備 
區域網路設備 / 路由器 

品牌 108.5 

6152 百一 
低雜訊降頻器 / 無線區域網路  
無線影音傳輸器 / 數位機上盒 

代工 56.2 

6142 友勁 
網路介面卡 / 網路集線器 
網路交換器 / 光纖轉換器 

代工 55.1 

5388 中磊 
列印伺服器 / 路由器 
多媒體產品 / 系統整合 

代工 51.7 

2444 友旺 
區域網路產品 / 廣域網路產品 
網際網路產品 / 儲存媒體 

代工 42.3 

2494 突破 
cable/fax 數據機 
路由器 / ADSL 

代工 28.1 

3029 零壹 
網路軟硬體 / 廣域網路硬體 
區域網路硬體 

代工 26.0 

6277 宏正 KVM 交換器 / USB 系列產品 品牌 23.2 

3047 訊舟 
網路介面卡 / 無線網路產品 
網路交換器 / 寬頻網路產品 

代工/品牌 16.8 

3027 盛達 
ISDN TA / ADSL 數據機 
有線與無線路由器 / 防火牆  
VPN閘道器 

品牌 13.4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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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網通產業的展望: 

網際網路 (internet)的風行與頻寬的要求，MIC 評估在台灣
個人電腦通訊的普及率逐年上升，而全球至少有八千萬台電腦

可以連上 internet，每年新增加的節點數有一千五百多萬個 ( 每
個節點都是產品的需求 )，由此可見，網通產品產業勢必將隨著

這些需求而大幅成長，再加上視訊系統會議等多媒體通訊的市

場需求，將使得傳統區域網路朝向高速網路發展，也根據全球

通訊產業趨勢發展來看，主流的技術還是為寬頻與無線兩大分

野，也因為台灣廠商並無參與標準制訂的權力，所以大部分廠

商是以代工為主要型態，製造能力遠勝於通路發展能力，而我

國廠商的技術能力主要是以運用國際大廠的晶片開發產品為

主。  

目前台灣業者在寬頻網路產品的製造上所累積的技術能

力，會在於系統整合、量產管理、成本控制有相對優勢，也因

為幾乎製造成本的六成都掌握在晶片，所以微笑曲線中較高附

加價值的的設計部分，非台灣廠商所能控管，對於台灣廠商而

言，無論對於晶片的開發涉入，或是由 OEM 轉型到 OBM，這
些都是一些思考的方向，目的都是希望使訂單的穩定度增加，

一方面不要受制於晶片廠商的掌握，而另一方面不受到客戶的

價格擠壓，更甚者是晶片廠商與客戶合力決定代工廠的利潤，

都是增加台灣代工廠商經營上的不確定因素。  

要對於產品更詳細介紹前，對於台灣通訊產業未來數年可

能發展的主流產品，由筆者介紹以下的一些分野，可以使讀者

更快速瞭解目前的發展情況。  

a. 標準網路設備產品：gigabit 網路卡、gigabit 交換器，xDSL 
CPE…等。  

b. 無線網路產品： wla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的
802.11g、 802.11n、WiMAX 等各類網路擷取器或無線網

路卡之系列產品。  

c. 應用類 :利用模組去結合電腦週邊、通訊產品類 (mobile 
phone or smart phone)以及衛星通訊產品類 (車用式 GPS)
以及視聽媒體類包括數位電視與音響類…等。      

 
進一步對產品的應用面說明，首先就要談到無線介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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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帶動了整體網通產業對量的需求，外接的網路卡種類包含  
cardbus/USB sticker/PCI/mini PCI…等，各類產品都可有介面

(interface)來連接網路卡來達到無線傳輸的目的；另一方面，網

通廠商不只製造成品，同時也生產模組 (wireless module)去供應
網通產業內與其他產業的需求，剛剛所有提及的應用類的產品

多是採用此模式，一個新興的公司的例子 -正文科技正是目前出
貨的翹楚；環顧 PC 業界的筆記型電腦幾乎已是百分之九十五
的植入無線晶片， 2008 年以後應該可達到 100%，周邊的產品
例如投影機的機種也出現無線的介面並且以日商的投入最早，

而大型的遊戲產業，無論是 xbox 或是 Wii 的無線模組需求都是

極大的商機，回到數位家庭（ digital home）這個概念，液晶電

視或是電漿電視更是一個不可缺席的主角，所有的此類產品都

預留出的網路介面，所代表的意義就是網通廠商的產品進入家

庭，再看看高階手機的規格一定有無線網路，民生消費電子產

品就例如收音機或是數位相機，也都陸續植入無線模組，稱為

網路收音機與網路數位相機之類的分野，我們幾乎可以說以往

的網通產品是使用於技術的市場區隔且多屬工程的專業使用

者，現在整體而言已一腳邁入消費性的領域，而最重要的是網

通廠商仰賴這股消費性的力道，會從各領域開發出各種數位結

合 IP 化之終端新商品，朝向下全面 IP 化的時代前進，全球電
信固網業、行動通信業及視訊都如前所言的借力使力，加上頻

寬的訴求以及催化基礎建置，使未來整體網通產業呈現標準產

品與應用類產品齊頭並進。  
 

對於 2007 年上半年因 802.11n 正式規格產品得到認證，無
線網路新產品將以 11n 產品的替換 11g 成為重點，基本上這一
波 11n 換機風潮過後，短期間將不會有大的技術突破，所以對

於網通產業而言，是一個機會的興起與沒有轉換成功的廠商之

危機 (就如同當年有線網路的製造商沒有適時轉型製造無線網

路的產品 )，即使 802.11n 成功的背後也還有所謂的 WiMAX 的
兢爭規格，當然看來這是一個目前針對戶外基地台的 total 
solution，當然其規格絕對是可以取代現有的區域網路，甚至結

合或擴充通信設備都更加輕易，一般人常聽到的無線城市的概

念，也就是想運用這樣的技術來規劃城市的無線網路隨處能

用；又所謂的「 4i」概念指的是 iPhone、Vista、Wii、以及 WiMAX，
單就 WiMAX 的成長性來看，整個網通產業界仍處於大廠試作

小廠觀望的態度，實際佈建出貨的可能時程仍是未知的，3G 規
格經過多年努力卻仍無法真正普及，未來 4G 通訊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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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WiMAX 的整合電信設備才是真正能夠勝出的重要技術關
鍵。回到剛剛提到的有線類產品加入無線模組 (區域網路 802.11
系列 )的產品，例如 ADSL 整合無線功能的 gateway(闡道器 )，
甚至加入 VoIP(網路語音 )功能的產品，將使市場商機達到最大
化。  
 

除了主流的一線代工廠從事知名品牌代工外，例如鴻海 (併
入國碁 )專事代工思科 (cisco)的類型外，網通市場的廠商並不同

於 PC 的廠商，全部都是以大部隊的整合方式，網通產業反而

是存在各種類型的廠商在各自的領域發展商機，首先市場上剛

剛提及的中小型廠商可分成種情況：  
 

a. 專門品牌 :普萊德科技完全外包製造與研發，也就是品牌
商，資本額不大但毛利甚高。  

 
b. 自行上下游整合 :B 公司是 KVM 的專業製造商，其專業化
的程度是已朝向開發晶片而希望未來不仰賴國外大廠而

能自製，所以毛利是唯一能達成超過 30%的網通廠商，
而近年更自行建立通路品牌 I 牌行銷美國。  

 
c. 中型 OEM 廠併購技術大廠 :例如友勁科技而言，一直以有
線產品著稱且屬於友訊集團的旗下公司，併購專業無線

製造廠 -陽慶一舉進入無線領域，且是營業額短期倍增。  
 

d. OEM 與 OBM 並存 :以 A 公司而言，事實上對歐洲市場而
言，一直並沒有美國市場中唯一的第一名或第二名品

牌，初期以代理為主，近十年來跨入代工，但歐洲品牌

獲利不斐。   
 

由於廠商家數甚多，筆者只能以上的概略分類與各類

代表性的廠商去介紹參考的內容。  
 

回到未來的趨勢，資料的傳輸與娛樂的升級，帶來網路的

產品需求與客群的多樣化，雖然未來無線區域網路的技術好像

會隨著 11n 的頂峰出現而產生停滯，但是事實上這卻是廠商整
理產品線與應用技術的大好商機，如果是平日有札實技術的廠

商將可以大大發揮整合性的產品，而不是過去 3 年來的許多此

類產品叫好不叫座的景象，回首觀看台灣 2005 年的網路產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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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為 30.44 億美元，除了乙太網路（ ethernet）網路卡出貨量排

名世界第一及市場占有率達 39.9％外，網路集線器（ hub）及交
換器（ switch）的產量也位居世界領導地位。整合語音數據的

網路設備，將成為下一波產品的主流，只是台灣廠商進入網路

設備市場的時間較晚，迫使廠商爭取代工的機會將成為一股市

場重新洗牌的力量，自然一再強調的新興的無線區域網路市

場，將是網通產業的新機會。  
 

也隨著各個市場成長迅速，網路設備與儲存設備在過去支

出比重各約一半，未來將隨著資訊量的增加，儲存設備需求的

IT 支出將超過網路設備需求。在儲存技術發展上，未來視訊串

流、網站上影音內容供應需求會不斷增加，全球化與多媒體的

快速發展，應該都是重要的推手，不管是海內外公司的溝通，

海外工廠的移轉，甚至目前運用下載的多媒體娛樂遍及世界各

市場，外加上全球行銷的整合概念下，目前的網路設備將趨向

整合；所以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儲存區域網路）的架

構將透過 IP 及乙太網路的技術，也就是走上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網路磁碟機）架構，每家公司都有其內部網

路建設環境後，使用 NAS 將會是下一階段網路儲存最方便與快

速的方式，也可擴及家庭個人多媒體的使用。  
 

  網通帶給客戶的核心是寬頻、高速、 IP 化核心傳輸網路的

技術，資訊、電信與視訊之間的分野日益模糊，隨著移動通訊

的需求激增，使得網路通訊解決方案的需求有增無減。未來在

網路通訊的發展主力有除了整合還是整合，原因就是市場的力

量 (全球化，家庭數位化 )，無線技術的躍進 (晶片價格低而功能
更強，且開發平台夠開放 )，行動通訊的要求加快，使得 LAN、
MAN、WAN 與電信與運用甚至娛樂的整合成為無線的商機與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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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台灣網通廠近年營收走勢圖 -a 

 

 
 



目 錄  
 

內    容…………………………………………………………………………頁次

 

致謝詞……………………………………………………………………………… 1 

中文摘要…………………………………………………………………………… 2 

Abstract  ………………………………………………………………………… 3 

目錄………………………………………………………………………………… 5 

表目錄……………………………………………………………………………… 7 

圖目錄……………………………………………………………………………… 8 

第一章 緒論……………………………………………………………………… 9 

第一節 研究背景…………………………………………………………… 9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0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流程  …………………………………………………………1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 14 

第二節 策略行銷 4C 理論………………………………………………… 24 

第三節 五力分析模型………………………………………………………29 

第三章 台灣貿易商產業分析 ………………………………………………… 34 

第一節 台灣貿易商結構分析………………………………………………36 

第二節 台灣貿易商的困境與挑戰…………………………………………39 

第三節 台灣中小型貿易業的五力分析……………………………………45 

 5 33

 
圖 3-4 台灣網通廠近年營收走勢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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