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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訪談結果 

 

第一節 個案一、A公司 

 
 
一、歷史沿革 

 
A 股份有限公司於 1986 年 6 月成立於台北市，定名為「A

公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五百萬元。主要

營業項目為銷售代理之電腦週邊設備、介面卡、控制卡、鍵盤

等產品。 1995 年公司正式更名為「A 股份有限公司」，成立網

路產業之研發部開始 OEM 之事業方向，致力於研發、製造高

品質與高效能的網路通訊產品代工給國際品牌廠商，同時以 E
牌之自有品牌行銷各國；也就是以往的產品都是由代理的角色

切入，而 1995 年開始全力自行開發產品並接受代工之生意模

式，並於 2001 年正式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上市。   
 

2003 年公司也開始從有線 (wired)的產品大量移轉至無線

網路 (wireless)產品的組合，是少數成功轉型的區域網路的製造

商之一，2004 年同時也於上海成立第二研發中心因應每年 30%
的成長需求，並且為使總成本效益發揮功效，2005 年開始台灣

生產量已降至 30%的比例，2006 年末只剩 1%；而同時大陸東

莞廠擴充二期工程預計完成於 2007 年年中；至於品牌方面，

2004 年以後分公司由原有的荷蘭、英國、北京、波蘭擴充加入

捷克、俄羅斯與日本，也併購一同業之國內團隊於 2006 年開始

銷售台灣本地市場，成為代工與品牌雙頭並進之網路產品製造

廠商。   
 
至今 A 公司仍隸屬 R 國際集團，集團下包括旗下的 R1 公

司 (傳統皮革業 )，R2 科技 (代理日本之通信產品 )，R3 商業電訊
(代理阿爾卡特語音及數據產品 /系統整合 )，A 公司 (OEM/ODM
之網路產品製造商 )，集團中心掌握多數股權與管理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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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指標 

資  本  額： 6.89 億  
公司成立： 1986 年  
總     部：台北縣之工業區  
工     廠：台北縣  / 中國東莞  
95 年營收：約 23 億  
 
三、產品市場 

公司以網路產品代工與品牌為主，產品的項目分為無線網

路產品 57.92%、網際網路設備 24.31%、乙太網路產品 11.41%、
其他 6.36% 
 

表  5-1  A 公司產品比重  
產品別 04 年 1~12月產品比重 05 年 1~12月產品比重 毛利率 

無線網路產品 29.78% 39.11% 25~30% 

網際網路設備 24.74% 25.51% 15~25% 

乙太網路產品 44.46% 28.08% 15~25% 

其   他 1.02% 7.03% 35~40% 

合   計 100% 100% 22.5~28% 

資料來源：大華投顧整理，A公司 
 

公司目前主要出貨地區以歐洲為最大宗比重達 49.22%，而
在北美的部分則為 24.72%，另外在亞洲的部之東南亞占 5.87%
而東北亞則佔 5.74%，台灣占 11.2%及其他為 3.23%。  
 

表  5-2  A 公司銷售區域比重  
出 貨 地 區 歐 洲 北 美 東南亞 東北亞 台 灣 其 他 

2005 年 1~11月 49.22% 24.72% 5.87% 5.74% 11.22% 3.23% 

資料來源：大華投顧整理，A公司 
 
 
四、國際化現狀  

    自 1995 年後 A 公司開始 OEM 的生意型態的，其後的經營
策略是雙軸運作，也就是公司的生意模式是 OEM/ODM 與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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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雙向並行，其比率約為 60%： 40%，主要市場皆是以外銷
為導向，區域遍及全球，在美國西岸設有 2 家子公司，歐洲以
荷蘭為區域總部，英國分公司與東歐 (波蘭、捷克 )分公司以及
俄羅斯分公司，亞洲區域中北京也均設立子公司，其中英屬維

京群島主要是從事中國大陸的貿易業務，香港子公司則掌控大

陸東莞工廠的生產製造。基本上都以 E 牌品牌之生意為主，少
數分公司偶爾會就近派人處理 OEM 大客戶之 RMA 或 DOA 之
事務，但是不屬於專屬任務，反而因為 OEM 的客戶因素，直

到目前，還是要求分公司之業務與 OEM 客戶的通路要有區別。  
 

  A 公司的全球化佈局就產品面來看，區域網路產品已是相

當成熟的產品，現有的 10／ 100M NIC 產品已進入成熟期頂峰，
且因大陸廉價廠商快速投入，使此部份項目對台灣廠商而言已

邁入衰退，A 公司為維持競爭力與獲利能力，所以加快大陸廠

的佈局以增加成本上的優勢，也因為轉型的因素，把主力全部

放在無線網路的產品，其效果是除了原有 OEM 的客戶外，新

加入許多網通業中的品牌客戶，目前已成為網路設備二線廠中

的佼佼者，內在環境也因 2006 年許多網通公司倒閉與經營不善

的牽動，使 A 公司更是脫穎而出，外在則是國際品牌廠商訂單

的釋放，如前面所言，以往的網通類產品是以極少的數量完全

交給台灣廠商製造，現今隨著成本與環境的因素，台灣 OEM 廠
的能力被肯定後，國際品牌大廠或通路商跟著釋放訂單，A 公
司也跟隨這股力量成長。  
 
五、介紹 OEM 轉 OBM 的背景 

    1986 年到 1995 年間，A 公司一直是以代理的身分去銷售

代理之電腦週邊設備、介面卡、控制卡、鍵盤等產品，也由其

中的經驗萌生未來以網通產品的 OEM 之生意模式為方向，且

於 1995 年後的背景來看，區域網路與廣域網路產品的代工市場

剛剛開始萌芽，所以公司一方面組成了研發的部門以便擁有

OEM 接單能力，一方面擴大工廠產能調整製造體質，更在另一

方面以 E 牌之公司名稱成為品牌名稱，去銷售公司自行開發的

產品而非代理的產品，同時公司開始進行 OEM 客戶的拜訪以

爭取訂單與自行於歐洲的部份區域試賣品牌產品，期初的策略

並沒有非常明顯的代工或是品牌為主，不過對台灣廠商而言，

代工可能帶來穩定而持續的訂單，所以不知不覺中，代工的部

份也日益增多，也由小型的歐洲品牌商的代工漸漸擴大代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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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並且產品的開發也隨著客戶的需求而逐步擴大。現今公

司已經成為二線的領導廠商，除歐洲代工類型客戶的數量與規

模更大之外，生意更遍及美國、日本等區域，並且每一區域都

必定有一位當地區域代工之大客戶，公司的營業額也跟著成

長，訂單的比例以歐洲第一，美國第二其他次之，這些經驗與

市場的知名度，都是未來品牌的基石與動力，由以下的內容進

一步說明之。  
 

回顧 1995 年 A 公司開始從事代工生意以來，公司的代工

區塊一直穩定成長中，但是同時也必須接受 OEM 大客戶的一

些負面的影響，例如價格要求低，需求預測不準，呆滯庫存以

及毛利相對低的衝擊，所以一方面公司還在從事 OEM 的主軸，
但是一直也未放棄品牌的銷售，以營業額來說，OEM 還是佔有
較大的比例，但是毛利率卻是 OBM 方面較高，並且通路的掌

握比較不會如 OEM 客戶可能因為價錢、交期或種種次要因素

就轉單，甚至有品牌大廠自己主導關鍵晶片只給 OEM 代工廠

商微薄的代工利潤，這是一種潛在使公司處於不穩定的要因，

反之專門的品牌通路商已經投入 E 牌的品牌行銷多時，自然不

會輕易放棄，這些都是 OEM 型態的生意模式所不能比擬的，

當然公司高層雖然知道 OBM 的發展難免會與 OEM 的客戶衝

突，但是為公司長遠的發展中，思考如果只走 OEM 勢必走向

一再擴大產能去展開價格競爭，但是這並不是 A 公司未來想走

的穩健方向，並且網通的產品比起 PC 代工的產品多了更多的

軟體或是其他客製化的要求，所以要發揮公司的優勢以及價值

的累積，OBM 就是這樣一個思維基礎去展開。  
 

推廣品牌的駐外人員方面主要皆是由台灣總部外派，經理

人因為來自製造商本身，所以對於整體的運籌管理比起純品牌

公司的掌握度要高，除了之前的荷蘭分公司、美國分公司、拉

丁美洲分公司…等，直到 2005 年還陸續成立波蘭分公司到 2006
的日本辦事處以及預計 2007 年成立的俄羅斯分公司，都是為了

加大品牌的觸角，並且公司預計 2007 年全面加強產品設計使品

牌特色突顯，也為了產品線的完備，保留 10~20%的外購產品去
採買公司自身沒有生產的項目，以強化品牌的產品線與品牌價

值。   
 
據訪談者的資料整理，可以得知 A 公司品牌業績占整體業

績的比例，並可參考下表由 1999 年到 2005 年間比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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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A 公司  OEM 與  OBM 之營業額比例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OEM 95% 91% 87% 80% 79% 70% 60% 
OBM 5% 9% 13% 20% 21% 30% 40% 
資料來源：A公司 
 
六、品牌與市場 

既然開始決定 OBM 是必行之路，開始思考國際市場由何

處開始，而且如何由一個沒沒無聞的小品牌能在市場增加曝光

度，由於靠貿易買賣方式的方法只能吸引一些小型貿易商類的

客戶，當然不是公司的目標，隨後進一步決定到歐洲與北美設

點，歐洲的據點選在荷蘭無論就地理位置以及將來的發展都是

非常合適的，事實上大部分 IT 產業的歐洲總部也多選在荷蘭，

並且不久後就成立英國分公司，開始歐洲品牌的推展，而在美

國的洛杉磯與邁阿密是因為公司董事的關係 (海外的其他投資 )
而成立，不過因小貿易商的關係帶來一個額外的效果是許多通

路開始詢問 E 牌這個品牌，分公司有許多的機會接觸各種通路。 
 

據受訪者表示，歐洲與美國兩個市場的發展有非常大的不

同，以歐洲市場而言是一個分成多個區域的個別市場，所以同

一個產品的客製化過程，需要 7 到 12 國的語言，其中的煩瑣更

是品牌商必需注意的細節，另一方面這也形成一個門檻是知名

品牌完全不能像美國市場般以壟斷的作法去掌握歐洲市場，對

於新興品牌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空間去爭取機會存活與發

展，漸漸的以荷蘭為中心英國為輔，建立了整體歐洲行銷的架

構，業績也隨之上升，隨後歐洲擴充的據點也加多，基本上歐

洲通路的佈局與業績的成長是完全正相關的比例。   
 

對於美國市場而言，無論就價錢的競爭或是通路的困難度

都比歐洲大，基本上直到 2007 年前，如 Frys、Compusa 或是
Ingram的資訊產品零售通路掌握了大多數產品入賣場的上架權

與費用，所以對 OEM 廠商而言也相對的缺乏談判的條件，因

此品牌在美國一直無法順利成長推展，但是也因為此因素，迫

使美國分公司與拉丁美洲分公司走入標案領域或是與當地系統

廠商配合的生意模式，產生出一些固定的營收，成長緩慢但是

獲利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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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組織與管理的改變 

公司同時進行了 OEM 與 OBM 兩種模式，但是初期組織上

卻是同一條指揮鏈，也就是 OEM 與 OBM 部門有共同的業務主
管，基本上分公司的主管與業務都是台灣派任，但是所有決策

與掌控權都是由台灣的高階經理人指揮，而在台灣的業務人員

初期也有同時跨 OEM 與 OBM 客戶的情況，基本上 OEM 的客
戶是除了大客戶以外都是用區域劃分業務的範圍，另一方面也

是因為品牌的初期客戶規模較小且也多以貿易性質居多，所以

並不會產生極大的衝突，直到公司的 OBM 客戶的成長與許多

OEM 客戶移轉效應，所以組織必須因應改變，第一步就是兩方

客戶不再混合於個別業務單位，而另一方面，兩個單位最高業

務主管也不再有兼任與跨兩種部門管理的問題，當然這是台灣

總部的因應做法。  
 
對於海外分公司而言，組織的指揮體系現今還是聽從總部

的指令，除了銷售與基本庫存外，分公司沒有絕對的控制力，

從產品的組合、廣告的製作以及設計形象等行銷的工作都由總

部決定，直到 2006 年 OBM 業務人員最大的抱怨是 OBM 產品
造型設計與 OEM 非常相似，且品牌的名稱 E 牌也同時是總部
從事 OEM 的公司名稱， (其實 OEM 的業務人員也覺得會影響

代工客戶 )，對於這樣並存的情況到今年 (2007 年 )沒有明顯的改
變。   
 

但是管理上的指標不再是單一的要求，OEM 與 OBM 業績
與毛利以及對公司要求的 KPI(key performance index，關鍵考核
指標 )都不盡相同，都是為了各自發展的空間與條件不同的考

量，這對於品牌的發展而言是一個清楚方向的濫觴。  
 
八、成效與障礙 

  OEM 部門的最高主管不兼任 OBM 的主管避免了雙頭馬車

的衝突，但是海外的分公司主管的主導權不高，並須向台北總

部的 OBM 主管報告情況，由於資源都是台灣總公司負責分配，

所以全部的分公司就是依據總公司的要求去發展業務，指揮系

統單純也相對有效率，只是海外的運作有一點處於被動性高的

型態，而後雖然 OEM 與 OBM 的組織分開，隨著 OBM 的業績
之成長，就整體而言，海外擴充的決策還是由總部決定，所以

品牌經營的 know-how 是累計在總部而不是前線；且目前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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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名稱是 ”E 牌 ”也是公司的名稱，公司開發的產品造形與規格
功能基本上都是以 OEM 發展的產品地圖 (product roadmap-是大
部分 IT 公司現有與未來產品開發的計畫與時程表 )為基礎，而
負責產品地圖 (product roadmap)的產品經理是 OEM 與 OBM 共
用的單位，所以品牌方面的特色較少。  

 
因為本身就是製造商，所以成本的掌控有不錯的表現，並

且有生產配合的彈性與倉儲的支援，組織的思考是全公司之經

濟規模為考量，所以也難免會遇到生產優先順序的問題，遇到

旺季有時也會優先處理 OEM 大客戶的訂單，有時 OEM 客戶的
庫存也會建議重工後能改成品牌的商品出貨，總公司也為了經

濟規模對於機殼設計或是行銷文件的內容也採用中性化 (也就
是 OEM 與 OBM 兩方皆可使用的版本，不希望再行製作不同的

版本 )居多，不太會凸顯什麼特色，目前品牌的發展中漸漸希望

導入品牌的特色與識別，雖然客戶的抱怨不多，但是有將來的

形象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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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二、B公司 

 
 
一、歷史沿革 

    B 公司成立於 1979 年，以代工共用列表機的手動控制器

開啟了 B 公司在 IT 產業的第一步，公司發展不僅從手動列印切

換器研發出自動切換，更在切換器中內建 buffer（緩衝存儲
器），在 PC 相關的切換器領域，開始走出新技術，也就是說 B
公司以自動控制產品起家，隨後開始轉型製造生產多電腦切換

器 (KVM switch)後，正式加入資訊分享設備市場，提供從研發、
製造、銷售、到管理的全方位產品與服務。歷經 20 多年的成長，

B 公司已成為擁有多家海外分公司與多個自有品牌，客戶遍及
全世界的跨國性企業。B 公司不僅是全球唯一能提供從入門級

至企業級完整 KVM 產品線的製造生產商，亦提供多元化的連

接分享方案，包括如 USB/IEEE1394 相關產品、視訊切換器 /分
配器、各種介面轉換器等。  
 

  2003 年正式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上市，B 公司曾經由
天下雜誌與商業周刊評選為台灣製造業前 1000 大之績優廠
商，代工穩定後，隨即 B 公司也開始發展自有品牌 (K 牌 )之路，

另外並在美國加州爾灣市（ irvine）創立 I 牌品牌，專門針對終
端消費市場推出產品，並迅速受到美國家庭用戶接受，2000 年

以來， I 牌營收幾乎年年成長 50％， 2005 年更突破 4200 萬美
金（約 14 億台幣），幾乎達到 B 公司母公司營收 23 億台幣的
60％，目前 B 公司持有美國 I 牌公司股權 80％。   

 
另一方面 B 公司計畫擁有特殊應用整合晶片 (ASIC)的開發

能力，這是業界較少見的走向，現因整合 KVM 產品的上下游

而買下 W 科技，目前所佔營業額不大，未來的發展還待觀察，

然而 B 公司科的自有品牌比例約佔 8 成，OEM 佔 2 成，是轉型
品牌較成功的代表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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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指標 

資  本  額： 9.65 億  
公司成立： 1979 年  
總     部：台北縣  
工   廠：台北縣  /中國深圳  
95 年營收：約 25 億  
 
三、產品市場 

產品的主分類為：KVM 多電腦切換器、USB 系列產品、工控

與其他。出貨比重如下表：  
 

表  5-4 B 公司產品比重表  
產品別 04 年 1~11月產品比重 05 年 1~11月產品比重 毛利率 

KVM系列 64% 72% 48~50% 

USB系列 17% 13% 25~30% 

工控、其他 19% 15% 40~45% 

合計 100% 100% 43~46.5% 

資料來源：大華投顧整理，B公司 
 
公司目前主要出貨地區以北美為最大宗比重達 38%，而在歐洲
的部分則為 19%，另外在亞洲的部分則佔 42%(其中日本約佔
38%)。  
 

表  5-5 B 公司銷售區域比重  
出 貨 地 區 北 美 歐 洲 亞 洲 

2005 年 1~11月 38% 19% 42% 

資料來源：大華投顧整理，B公司 
 
    
四、國際化現狀  

初期開發印表機列印分享器受到市場歡迎，漸漸事業擴大

後，且因應網路盛行，B 公司轉型開發多電腦切換器（KVM），
由於產品少量多樣，也因為在 KVM 的整合技術，成功開發出

各地的市場，成為台灣最大、全球第二大的 KVM 生產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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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 KVM 市場占有率超過三成。   
 
旗下共有三個品牌，最早的「K 牌」主攻中小型企業市場；

五年前在美國推出的「 I 牌」，則走終端消費市場，而前年新成

立的「U 牌」則瞄準高階企業用戶市場。台灣成功發展品牌的
公司不多，一次經營三個品牌，B 公司的作法是相當少數的，

也看的出其對經營產品品牌的佈局。  
 
過去十幾年來，B 公司也一直積極經營 ”K 牌 ”品牌，早期

還是以 ODM（設計代工）為主的年代，在產品外表雖然看不到

K 牌品牌，但在機身內部一定會把 K 牌名字印製上去，讓工程
師對 B 公司產品之認知度提高，後來歐洲通路客戶更直接要求

K 牌這個 logo 的產品，並且把 logo 印製到產品外殼上，使 B
公司經營品牌邁出第一步。除了歐洲外，K 牌的產品在美國市
場也受到肯定，隨後也另外初期投資 3 萬美金在美國加州爾灣

市（ irvine）創立 I 牌品牌，專門針對終端消費市場推出「時尚
與簡約」的產品，並迅速受到美國家庭用戶接受， I 公司營收
幾乎年年成長，目前 B 公司持有美國 I 公司股權 80％，由於營
收尚未併入 B 公司台灣公司的財報，未來如果合併，將使 B 公
司營收有大幅增長的機會，未來 I 公司將規劃在美國掛牌上
市，也讓 B 公司的國際化加速前進；B 公司的頭號競爭對手是
美國的 avocent，由於 avocent 專攻高階市場，營收達百億台幣，
是 B 公司目前營業額的四倍，因此 B 公司成立了新品牌 U 牌，
鎖定高階市場與其競爭，延伸了高階產品出貨比重。  

 
也因為產品的穩定品質及優異的技術研發能力使日本客戶

群增加，例如日本富士通、NEC 等國際知名的品牌，而日本客
戶的要求一向是審核嚴格但是一旦得到信任後，客戶關係與訂

單是長期持續的，並且價錢的要求也不會如美國市場般的殺價

變動，因此一般認為負擔最重且品質要求嚴格的市場，卻也增

加 B 公司科技代工業務以及較高的毛利。  
 

也同時為增加高階產品的開發，B 公司自行開發晶片，在

業界是極為少見的例子，基本上系統廠商或製造商都是用晶片

廠商的產品去開發成品，B 公司由 X 電科技手中買下 W 科技合
併於旗下，其擁有 W 科技 IPMI 的技術 (IPMI 為針對大量監控、

控制和自動回復伺服器的作業，提供了智慧型的管理方式 )，由
於 IPMI 技術是屬於偵測的技術，具有對於在 server 異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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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給於預警的功能，因此能夠在狀況發生之前，先行關閉

Server，避免不必要的 server 損失，由於 IPMI 技術用途相當廣
泛，目前主要是用於 servers/workstations，技術進一步成熟之
後，將會介入電信網路設備、 desk top、 note book、PDA 和手
機等產品，全球目前有 5 家公司通過 intel 的認證，其中以 B 公
司的技術 2.0 版本為最新版本，而目前 B 公司科技在 IPMI 的獲
利方式主要是以授權或是出售晶片的方式進行，目前屬於初期

階段，佔營收比重仍然不到 5%，但是對未來的佈局卻是一個重

要的關鍵。  
 

也由於近年來網路環境的改變，KVM 漸漸成為重要的設

備，客戶群也擴展至終端用戶端，更因為市場競爭，中低階產

品不僅要面對台商的競爭，還有同級生產中低階產品的廠商，

所以高階產品的佈局成為 B 公司重要的企業目標，不用到辦公

室或機房就可以輕鬆控管 Sever 是一個重點，且高階 KVM 產品
未來將朝向模組式、多平台、多對多、且多埠數的高階 KVM
產品發展，並逐漸整合 hub 及 internet 遠端遙控功能，與無線
(IEEE 802.11 系列、 bluetooth、UPnP)及光纖應用產品整合。  
 
五、介紹 OEM 轉 OBM 的背景 

B 公司過去一方面從事代工一方面積極經營 ”K 牌 ”品牌，
即使是 OEM 的生意也在產品的機身內部把 ”K 牌 ”名字印製上
去，其增加的曝光度是為品牌鋪路，由於 KVM 是專業度更高

的網通類產品，許多專業工程師對 B 公司產品的信任度極高，

事實上這與其他更消費導向的網通產品比較，有極好的品牌價

值去切入市場，後來歐洲通路客戶更直接要求 K 牌的產品，並
且把 logo 印製於產品外殼上，使 B 公司經營品牌邁出第一步。  
 

對於 B 公司而言，美國一直都有 OEM 的大客戶，所以 B
公司對於美國市場的情況非常暸解，所以決定創立 I 牌品牌
時，專門針對大眾消費市場的產品，把 B 公司針對企業級客戶
的形象抽離出來，導引 B 公司的品牌占有美國市場一席之地；
另外針對 KVM 的高階市場，B 公司的競爭對手是美國品牌的
avocent，其品牌專屬高階市場，營收達百億台幣，B 公司考量

K 牌的品牌形象是中低階品牌且與公司內 OEM 共用的平台名

稱，I 牌又是屬於消費者市場的品牌，所以決定成立了新品牌 U
牌，鎖定高階市場延伸了高階產品的出貨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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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公司的董事長了解產品極其深入也同時是創立人，對

KVM 產品的掌握度不是一般專業經理人的手感而已，而是公司

很早就決定把專屬核心能力化成品牌的力量，我們由其提供的

資料中發現其 OBM 的比例到 2005 年已達到 80%，與一般的代
工公司同時也發展品牌的公司之比例相比是完全不同的，對於

品牌的佈局中，成立的分公司計有美國、歐洲的比利時與英國、

日本和韓國，各地的 OEM 客戶對 K 牌的評價非常高，這是一
種大廠覺得營業額太小而小廠卻有技術門檻的產品，而行銷的

通路上就是專業的客戶等級，所以品牌生意對 K 牌而言只是轉
一個平台去經營與開發產品，品牌的價值的建立較能明確，與

一般因 OEM 的毛利受挫後而轉進品牌的路線是截然不同的。  
 

據訪談者的資料整理，可以得知 B 公司品牌業績占整體業
績的比例，並可參考下表由 1999 年到 2005 年間比例的變化。  

 

表  5-6 B 公司  OEM 與  OBM 之營業額比例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OEM 60% 60% 50% 50% 30% 30% 20% 
OBM 40% 40% 50% 20% 70% 70% 80% 
資料來源:B公司 
 
六、品牌與市場 

訪談中 B 公司所發展的品牌中， I 牌主攻消費市場、K 牌
主攻企業用戶、U 牌則主攻高階 IP-Based 產品，亦即採多品牌
策略；除了剛才訪談內容談到的 OBM 比重比 OEM 比重大之

外，B 公司的美國市場比重也比歐洲大，是與一般代工廠商不

同的點，一方面是因於美國之通路佈建較早且完整，另一方面

是與美國系統整合商之關係的佈局，使得美國市場的品牌同時

也得到標案市場的區塊，對於歐洲較緩的發展與當時的人事安

排等內部之因素有關，而非外部的競爭或其他原因所引使。   
 

美國市場的 I 牌品牌的產品只有 50%是導入 B 公司自行生

產的產品，其他完全是用外購的方式，也就是因為主攻消費性

市場必須把產品線加深到 KVM 以外之其他網通產品系列，這

些都是 B 公司沒有生產過的產品；當然回到產品本身，KVM 屬
於專業級的市場，一般而言不太會是普通消費者所使用，所以

這也是 K 牌固定的品牌形象，也是市場認定 B 公司為一家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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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企業級的中低階 KVM 產品系列的公司之原因；接著為了高

階市場的機會所以發展出 U 牌的品牌，更是要爭取美國市場的

高階主力，去除 K 牌的固定形象而走高階產品的路線，甚至公

司併購 X 電科技手中的 W 科技去取得 IPMI 技術位高階產品佈
局，尤其對高階產品的發展，如果掌握了晶片就是多了對高階

產品的主導權，當然這也是眾多網通產業中少見的狀況。也由

以上被訪談者的觀點來看，B 公司的多品牌是有其必要之意義。 
 
七、組織與管理的改變 

以往公司同時進行了 OEM 與 OBM 兩種模式，組織原是按

區域來區分市場，所以同一區域部門會接兩種型態的生意，也

因為產品特性的關係，技術的支援相對吃重，所以初期兩種型

態於同一部門的狀況是平和的，並且當時的業績也以 OEM 的

比例較大，基本上沒有衝突問題，隨著 OBM 的業績逐年成長，

組織開始分割 OEM 與 OBM 兩個部份，各自有其專屬主管負責

其區域業務。  
 

更因為國際市場的擴大而增設的分公司，所有的主導權是

交付分公司當地的高階主管負責，換言之，台灣總部的 OBM
部門是完全以支援為主要任務，做法上與網通一線品牌商的友

訊科技相同，所有的產品選擇權以及前線的行銷各項事務，沒

有所謂總公司的命令決定一切的文化，也除了主要幹部外，都

採用當地人才，所以美國、歐洲比利時、英國、日本和韓國各

國的人力運作皆以當地人才為主，應該說是充分授權，所以受

訪者認為這是總公司把以前管分公司的作法改變成支援分公司

的角色。  
 
八、成效與障礙 

    OBM 的比例為 80%之營業額時，就是一個重要的成效，
當然這也是近一兩年發生的成果，所以上述組織的改變還是屬

於剛開始的試驗階段，不過 OEM 與 OBM 無論就產品的設計或

產品地圖 (product roadmap)的決定是完全不衝突也不重疊的，

基本上沒有用經濟規模去思考品牌的發展，產品經理是海外公

司培養而非總公司所決定，對於在地市場的考量比總公司統一

的方式好，並且少量多樣的彈性一直存在，重點是客戶可以輕

易的在這個品類中發現完整的產品線，所以在許多國家中去發

展品牌的 B 公司，可說是成功滲入當地通路，並且是得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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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品質，這多少與 KVM 產品本身技術有關聯性，大部分

的使用者是專業或工程師級的客戶，所以產品能否達到行銷的

訴求是立竿見影的，組織的調整對於 OBM 的發揮更大，三種

品牌的發展各有其主導的主管，也因為市場定位不同，所以沒

有任何品牌間或組織間的衝突。  
 

當然原始的品牌是 K 牌，品牌的通路都已經習慣使用  K
牌的品牌，這也是市場建立出來的識別標誌，如今分成三個品

牌，難免通路商有些微詞，擔心客戶會有混淆，並且對於大型

通路原來投入的廣告形象會需要再解釋與教育市場，當然 B 公
司是堅持定位的分類，畢竟品牌發展是長遠的工作，現在的決

定是未來的基礎，所以也都一再與品牌客戶溝通這樣多品牌的

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