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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針對兩家網通產業業者，如何同

時經營 OEM 與 OBM 兩種商業模式，以及如何轉型 OBM 的規
畫，目前所發生的問題與困難，以及兩家公司採用解決的方案

等等。  
 

網通產業已逐漸成型為明星產業，IT 產業中以往名列前茅

的產品，例如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等，如今也面臨毛利

急速萎縮，新機會隨著整個 IT 產業推出 ”數位家庭 ”的觀念正在

發展，所謂數位家庭的觀念，其實就是滿足與創造消費者視訊

影音娛樂的需求，把原來以技術為訴求的產品，開始以娛樂與

應用面的角度切入，進一步來看，原有的 PC 架構之下的所有
環境，就必須有網路的介面去傳輸所有的影音資料，甚至因為

無線網路的興起，改變大部分 IT 產品原有的使用者習慣，所以
網通類的產品也同時因為這個趨勢而成長快速，簡而言之，網

通產品成為一個結合其他 IT 產品與娛樂結合的介面，也同時帶

動著兩方面的成長。  
 

另一方面，台灣的廠商是世界分工中擔當產品代工的主

力，當然過去成功的經驗，帶來將近 15 年的代工王國之美譽，

且 OEM 的代工模式業已成為 IT 產業的代名詞，可是由於種種
主客觀環境的改變，廠商開始苦於毛利低微與訂單主控權不穩

定等的因素，所以轉型成為品牌商的方向，一直被業界探討與

嘗試，本研究就是基於此原因，開始了解這兩家個案公司，分

別由不同的網通類產品切入，雖然都是著力於品牌，但也因為

兩家公司各方面的差異，如管理風格、產品特性及文化等條件

皆不相同，再加上轉進品牌的時間和程度也不同，這些都是本

研究要深入研究和探討的部份。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的研究流

程如【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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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個案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個案選取 

 
基於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本研究分別以 A 公司和 B 公司

做為本研究之個案對象的主要因素如下：  
 

過去主流的代工產品如主機板、個人電腦以及筆記型電腦

等等的項目，如今雖然營業額仍大，但是成長性與毛利則不然，

其一當然是技術的極限與市場邁入過度成熟的結果，於此環境

中還必須對抗其他新興代工區域的惡性競爭，雖然欲投入轉型

品牌，其次是對於現有大客戶 OEM 訂單的不捨與公司市值的

壓力，幾乎大多數的公司還是選擇保守原地，網通產業相對上

述產品而言，雖然也有部分的雷同處，但是網通產業的成長包

含國際大廠訂單釋放，或是技術不斷推成出新，例如數據機切

入 ADSL(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是一種利用傳統

電話線來提供高速網際網路上網服務的調變/解調變技術 )，或
是有線網路跨入無線網路，連電腦晶片龍頭的 Intel 都投入新規
格的 WiMAX(Worldwide Inter- 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全球微波存取互通性,代表著一種無線上網技術，它的訊號範圍

更廣、傳遞速度更快，與 802.11 系列是不同的無線技術)的商

機，欲制定新規格來主導市場，不勝枚舉的例子說明了這個產

業的成長與爆發力，且大部分的網通廠商目前的資本額與營業

額與 PC 產業都相形較小，但具有較佳的轉型彈性，所以筆者

建議選擇網通產業為研究的對象。 

 

選定這兩家公司的原因為兩家企業原本皆從事代工領域，

於網通產業中是轉型品牌較為成功的代表 ,以往雖然都有品牌

個案選取 

資料蒐集 

個案訪談

理論架構 

個案報告 分析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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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想與試行以品牌銷售，但是皆非公司過去的主力，而至今

兩家公司才漸漸走出一條屬於自己公司的品牌之路；這兩家公

司存在許多相同點，無論就規模、資本額或是營業額都十分相

近，兩家公司創立到今，已達 18 年到 20 年之久，且都是穩定

和持續成長的公司；網通產業中的公司雖然為數者眾，但是筆

者選擇這兩家公司原因之一為兩家公司皆無被主要代工客戶鎖

住資源之問題，較適宜客觀研究其轉型品牌的種種過程；第二

是兩家公司對於轉型品牌的堅持度與穩定性較其他廠商為高，

皆為筆者選擇兩家公司為代表的原因。  
 

即使兩家個案公司走向品牌的方向是一致的，但兩家公司

的品牌之路也存在不同之處，首先由於產品的區隔定位不同，

A 公司較偏向消費者市場，而 B 公司則是專業使用者較多，並
且 A 公司幾乎是成立後 10 年才開始運作品牌，而 B 公司幾乎
自開業後就開始品牌的佈局，A 公司的歐洲市場與 B 公司的美
國市場各是其主力市場，目前兩家公司的 OBM 所佔全體營業

額的比例各是 A 公司的 40%以及 B 公司的 80%，A 公司的台灣
總部主導所有海外的資源、策略與人事佈局，而 B 公司是以台

灣總部為海外支援的角色，以上的許多做法有相當的差異。 

 
回到管理文化的層面，兩家公司都是以文化的開放和授權

的管理模式為主軸，給與員工有較多的自主空間。對於產品的

開發和整體市場行銷策略皆在台灣總部形成，工廠以生產標準

和量化的產品為主，以往是台灣與大陸工廠並重，現今以中國

大陸生產為主力，以降低生產成本，對於在品牌投入的資源和

通路商的合作方面，是持續進行中，且對於品牌的堅持與管理，

才會有目前品牌的成果。  
 

  綜合而論，兩家公司同時經營 OEM 與 OBM 生意的模式，
也進入海外設立據點以及使用自有品牌開始行銷產品，且由於

產品的特性不同對於品牌的經營也有不一樣的方向，兩方的海

外分公司的經營也有不同的管理方式，總公司對於轉型的手法

也略有不同，但是兩家公司目前同時經營 OEM 生意的同時，

轉型品牌的生意同時成長，是以什麼樣的策略與手法運行，本

研究將探討其內容，以下為比較這兩家公司主要基本資料之差

異，請參考【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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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A 公司和 B 公司的主要基本資料之差異  
個案公司 總公司成立

時間 

品牌之 

海外主力

市場 

品牌開

始時間

OBM占營業

額比例(2005)

目標客戶

市場 

2005 年全

球營業額 

A公司 1986 歐洲 1995 40% 消費型 23億台幣 

B公司 1979 美國 1979 80% 企業型 25億台幣 

資料來源 : 本研究整理 
 
註: 消費型產品普遍使用於終端消費者市場，一般泛稱的 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或是家庭使用者之區隔的市場。 
    企業型產品普遍使用於企業用戶或專業用戶的市場，一般泛稱

corporate或是 enterprise使用者之區隔的市場。 
 

   

第三節 個案資料蒐集 

              
本研究所需要的主要相關研究資料之蒐集的來源與方法包

括如下：  
 

一、透由個案中網通業者，在總公司之品牌業務經營實際負責

人的訪談，以瞭解經營品牌市場的經驗，內容皆非上市公司公

開說明書中可得知，包括為何要投入品牌的歷史背景，何種原

因下而開始，以及 OEM 轉型 OBM 的背景，加上決定品牌所在
市場之決策，以及採用何種策略之過程，還有組織與管理的改

變過程之回顧，經過以上的變革，現今的成效與障礙…等，由
訪談中的內容可得到具參考價值之資訊。本研究受訪者的背景

如【表 4-2】所示。  
 

表 4-2 個案受訪者的背景資料  
個案公司 訪談對象 產業

資歷 
個案公司服

務之職稱 
個案公司

服務任期

訪談地點

與日期 
訪談時間 

A公司 D 先生 10 年 
OBM業務
處長 

1997 
迄今 

台北

2007/01 
3小時 

B公司 E先生 8 年 高階經理 
1999至
迄今 

台北 
2007/03 

4小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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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目前任職 A 公司，對於公司目前轉型品牌的過程雖然
有所了解，但是訪談的 D 先生是出身基層，也就是公司創始不

久後的員工，對於先前公司的方向，以及種種轉變的過程更能

鉅細靡遺的介紹，尤其是對於公司國際化的腳步，以及品牌之

運行過程，能夠以資深員工的身分，對此一歷史的回顧能有更

深層的解析。  
 

而 B 公司的高階經理，是由技術的背景出身，現在轉任產

品高階經理，對於品牌與代工的發展十分了解，並且因為以往

是技術背景出身，所以對於市場的解析中更加上其對產品的專

業觀點，而這些觀點也點出 B 公司品牌發展的思維，並且現任
的高階產品經理職位之綜觀，更能提出現今種種的品牌的管理

與發展方向，使訪談的資料更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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