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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A公司簡介與策略行銷4C 

 

第一節  A公司簡介  

 

A公司成立於戰後的日本，成立之初其創辦人只是一個大學生。與一般眾人

所熟知的財閥系列公司不同，從一開始A公司就獨立於大財團，這在財閥內部公

司互相扶持的日本經營環境中，算是一個異數。 

五十年前的日本，半導體本身並非電子市場的主要組件，一般電子玩家都是

從電阻、電晶體、二極體開始慢慢的組裝出自己的產品。A公司就是創辦人以一

個關於電阻的專利起家，而公司名稱也看得出她的起源。從A公司的公開資料中

發現，A公司大約以十年為一個單位，將自己的歷史分為五個階段，每個階段都

賦予其一個重要的戰略意義： 

 

 1954～1969 創業時代 

以電阻進入市場，接著商品線擴展至電晶體、二極體，並著手研發IC 

 1970～1979 海外擴展時代 

1971年於美國矽谷設立IC研發中心開創先機，之後分別於歐洲、韓

國、香港設立據點。 

 1980～1989 邁向綜合性半導體製造商 

1981年開始研發MOS IC，之後於日本陸續成立半導體研究中心、LSI

研究中心 

 1990～1999 挑戰新技術・新領域應用 

積極進入LED告示版、LCD面板、手機用音源IC與研發完成ZnO單晶片 

 2000～     目標更高度成長 

 

簡單的說，A公司先在日本打下深厚的基礎。邁向海外的第一歨，便是策略

性的在半導體重鎮的矽谷設立研發中心，以獲取第一手半導體先進技術資訊。之

後陸陸續續將商品線從最基本的電阻，拓展到電晶體、二極體、類比IC而後是數

位IC。 

A公司作為一個獨立於財團的個體，茁壯成為今日具代表性的日本類比IC製

造商，一定有其不可動搖的技術實力與柔軟的行銷身段。不過詩經中有一句話：

「靡不有初，鮮克有終！」A公司過去的成功經驗，是否依然能對應當今的環境，

是本個案的觀察重點，尤其是在台灣市場。A公司的策略是否能面對台灣半導體

王國的興起，與中國市場的和平崛起。 

所以邏輯上可以從營收財務報表等資料，來檢視進入二十一世紀，A公司是

否真的如公司大事紀所宣示：達到了更高度成長。 

圖4-1是A公司近九年來的連結營收。由於日本會計年度是每年四月開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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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中2001/3的營收是代表2000/4~2001/3的年營收。  

圖表的長條圖是按照產品別來區分：LSI和Discretes(分離式元件)為A公司

的重點商品線，藍色的部分是LSI，約佔總營收的45%上下；橘色為Discretes，

約佔總營收38%；其他兩項的被動元件與Display合起來約佔15% 。 

接著來看這九年中連結營收的走勢：2002/3的營收驟降，當然與全球IT泡沫

有直接關係，2003/3期便回到正常軌道走向復甦，營收一路穩步上升。姑不論成

長幅度是否令人滿意，到2007/3為止的上升趨勢是與電子產業整體的走勢相符。

但是，2008/3期的營收下滑似乎透露著不一樣的訊息！因為金融風暴帶來的衝

擊，應該是反映在2009/3期才對，A公司過早出現業務衰退的情況，是很難歸咎

於大環境的反轉。而其中LSI的營收減少更是出乎意料之外，與公司預期大大背

離！ 

 

圖4-1: A公司連結營收                     資料來源：A公司網站 

 

接著來看圖4-2：地區別連結營收。 

與其他地區比較，近年來A公司的日本國內營收表現與總營收的比例呈穩定

下滑，而2008/3期的業績下滑，似乎與國內市場的營收萎縮呈正相關。比較令人

意外的是，2008/3期開始的亞洲區(紫色)業績衰退。 

亞洲區電子產業的市場幾乎集中在韓國、中國與台灣。如果我們將A公司

2008/3的下滑現象，與圖4-3：台灣資訊硬體產業產值及成長率比較的話，或許

可以說A公司應該多下工夫在大中華區，因為同期間台灣區的資訊硬體產值都有

近兩位數字的成長。當然A公司在台灣所遭遇的不只是台灣本地IC設計公司的市

場爭奪，也有來自規格領導者-歐美IDM廠的強大競爭，甚至如同在SWOT分析中所

提到：中華圈對商品特性要求的不同、金融風暴帶來消費市場需求的改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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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對應商品需求改變的問題，會在4C分析時再討論。 

 

圖4-2：A公司地區別連結營收            資料來源：A公司網站 

 

 

圖4-3  2000~2008年台灣資訊硬體產業產值及成長率 

資料來源：資策會MIC，2008年11月，經濟部技術處IT IS計畫 

 

公司永續營運的能量來自於利潤，因此利潤與利潤率也是觀察公司營運績效

的重要指標。圖4-4是九年來A公司的經常利益(類似台灣的稅前利潤)的整理。 

圖4-1 2002/3~2007/3的連結營收雖然走高，但是從圖4-4看到，同時期的利

潤率卻是疲弱下滑趨勢。簡單的推論，如果固定成本能分攤到更多商品數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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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麼規模經濟發揮，單位利潤應該增加才對，但是結果卻是相反。或許可以

假設，A公司產品組合本身已經受市場低價化侵蝕，造成利潤降低，這是個值得

重視的警訊。不過與其他日本大廠2009/3的嚴重赤字相比，A公司的表現已經算

是佼佼者了。 

 

 

圖4-4：A公司(稅前)連結經常利益         資料來源：A公司網站 

 

第二節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策略分析 

 

從上一節粗淺的財務報表分析，雖然無法精確指出A公司目前所遭遇的所有

問題(如公司策略是否明確？組織設計是否能配合策略？財務操作上是否達到避

險目標？)。但是，A公司身為綜合性半導體製造商，產品的規劃與行銷的極重要

性是不言可喻的。 

所以，以下的四小節裡會以4C的概念替A公司找出最適的行銷策略，從而向

上向下延伸找出A公司的競爭策略。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概念是一個數學除式：分子是效益，分母是成本。

所以在本項的分析中將效益與成本分開來看，求效益的極大化與成本的極小

化。當然，從某個角度來看，追求客戶效益就是波特的差異化，而成本概念

則如成本領導策略。 

 

1. 外顯單位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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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是工業用、專家用或消費型產品，A公司的目標客戶群，是這些電

子用品的製造商的總合。所以，如何讓客戶能從紅海的電子產業脫穎而出，

就看A公司產品能如何提高客戶的使用效益。因此就方法論整理了以下

A.B.C.D.E.的五個子項：。 

 

A. 了解買者所處產業的需求 

首先必須了解客戶所處的產業環境，才能正確對應客戶的需求。這

樣的工作另外一個重點是，製造商在投入該產品的研發時，可以先評估

該產業的規模大小，是否能提供公司足夠的市場發揮，獲取合理利潤。

因為進入不當的市場帶來的結果是，資源浪費、成本增加。 

例如，目前在台灣話題很熱的車用電子：同一車款的汽車，它的足

跡可能踏遍全世界，因此汽車所面臨的環境變化差異極大，還有汽車使

用的使用年限也較一般消費性電子長，所以車廠對車用電子半導體的信

賴性要求特別高，當然半導體製造商可以獲取較高的利潤。但是，如果

將同等級半導體用在玩具業上的話，不僅特性上是品質過剩(over 

spec)，玩具廠也不會接受它的價格，製造商貿然選擇兩個極端市場，

成功機率應該是不高的。 

 

B. 掌握買者產品線的Roadmap 

分析客戶所處產業特性後，接著應該掌握客戶產品線的Roadmap。

因為A公司的客戶並非最終消費者，而同樣是製造廠商。電子廠在做研

發資源分配時，必定會將資源集中在未來的明星產品。也就是說，從客

戶的roa map我們可以掌握先機，了解客戶的想法，在客戶商品的構劃

階段便能及時卡位。 

舉一個不同角度的案例：現實中台灣目前仍以代工為主，品牌實力

並不強大。即使台灣是NB最大生產製造商，其新產品的開發走向，幾乎

被Intel的CPU的規格所控制。如果A公司的強項-電源控制IC，不能從源

頭打進Intel解決方案，而是直接選擇台灣NB代工廠進攻，要求更換現

有供應商，那麼不管A公司產品多麼先進，所面臨的也只剩價格競爭。 

   

C. 全方位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的提供 

一般在商品構劃階段，客戶端擁有的是一個概念，當然這個概念不

是憑空想像，而應該是植基於客戶的核心技術上。在這個階段，客戶對

商品整個架構有概念，但是如何將不同電子元件、零件兜起一個完成品

的過程中，往往是需要協助的。如果A公司能在了解客戶需求後，不光

只是提供電源IC單品，而是能提供關於新商品電源部分的重要諮詢，甚

至包含客戶端製程改善的建議，那麼A公司便能做到技術與製程的Total 

solution服務，客戶就會緊緊地被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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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最為人稱道的Total solution提供者是聯發科。 

「支撐起五千億元台幣產值的大陸國產手機產業，背後的主要推

手，就是台灣的聯發科。」「去年，聯發科全球一共出貨一億六千萬組

手機晶片，營收六成來自於手機晶片，其中九五％都是中國客戶的訂

單。」 (天下雜誌411期 2008/12)。 

這個現象的背景很簡單：就是「搶短」。中國手機業者為了迅速賺

取中國國內市場的行銷利潤，自動放棄手機的自主研發，完全採用聯發

科方案，手機業者雖然賺得一時的現金收入，但對公司長期發展是利是

弊，是需要觀察的。  

當然聯發科現象是Total solution的一個極端的例子。如果考慮到

法規、專利的問題，那就不算一個完美的案例，而這也不是本個案的討

論範圍。 

 

D. 提供方案(Solution)使用前後客戶效益的差別比較 

客戶規劃的新商品，除了外觀創意美感外，功能性一定是比既有商

品線更多元、更強大。因為A公司的IC並非電子產品的主要元件(main 

chip)，所以客戶聽了A公司的口頭IC商品介紹，通常得到的反應是：「真

的有那麼厲害嗎?」因此A公司必須能提出資料與數據，證明該方案的有

效性，這樣才能說服客戶敞開心胸，嚐試該方案。 

長久以來消費性電子產品有追求輕、薄、短、小的趨勢，NB也不例

外，這樣的趨勢自然也會影響到NB組件的設計。 

這裡我們以NB用液晶面板為例做說明：液晶本身並不具有自發光的

特性，因此液晶面板的組成中，必須外加背光模組當作發光源，這樣使

用者才能看見呈現在面板上的畫面。到2008年為止，主要的背光源是冷

陰極管(CCFL)，但是在面對NB薄型化要求時，CCFL有其不可克服的障

礙，無法對應。因此面板廠便積極地找尋替代方案，這時大家的目光都

集中到發光二極體(LED)上。背光模組廠實際製作了LED背光模組與CCFL

模組比較，證明LED在設計上完全可以配合薄型化的要求，因此進入2009

年後，NB用面板採用LED背光的比例，大幅攀升。 

 

E. 分析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改變 

客戶在追求上游半導體組件的高效益時，往往同時要求供應商以既

有價格提供新型產品，這一直是供應商的夢靨。當面對客戶來勢洶洶的

正面威脅時，供應商至少必須以分析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的改變來應戰。

以實際案例說明，比較能清楚表達這個子項的概念。 

LED背光源就是一個很好的例子。當初LED要切入背光源市場時，最

被人詬病的就是價格比CCFL高，價差還不小，另外還有技術上散熱的問

題、LED壽命的問題等等。不過當NB薄型化趨勢確立之後，NB及面板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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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不得不重新考慮LED的採用。雖然從研發LED背光到實際量產的過程

中，LED背光模組的價格迅速下降，如果光從價格一點來看，LED是出局

的。但使用LED帶來的薄型化外觀質感、高色彩飽和度所帶來的高畫質

質感，這些帶給面板與NB廠的形象效益，確實超過實際成本增加的負面

影響。權衡利弊後，採用高價的LED的效益是超過CCFL的，於是NB廠確

立LED背光的採用，而這個趨勢已經延伸到LCD-TV，邏輯依然是效益大

於成本。 

 

2. 外顯單位成本 

前面提到的外顯單位效益在還沒被證明以前，客戶會認為所有供應商的

說辭都是在「老王賣瓜，自賣自誇」。買賣雙方第一次接觸時的交集，就是

價格！而這卻也是雙方最沒有交集的地方！因此供應商如何能貫徹「成本領

導策略」，是本項目的討論重點。同樣的，本研究整理出以下A.B.C.D.四種

路徑，來達到降低成本的目標。 

 

A. 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廠商追求降低成本中，經濟學理有兩個正相關的概念，就是規模經

濟與範疇經濟。 規模經濟追求的是「大量」，廠商得藉以攤提固定成

本，以利降低單位成本。而範疇經濟則是藉商品種類增加的「多樣」，

以攤提固定成本，降低單位成本。在管理學的概念裡，為了達到規模經

濟，廠商採用的方法多是產品集中化(Focus)；而實現範疇經濟的路徑，

則多是採取產品多角化(或許是因為廠商選擇的市場規模本身就不

大)。這兩個概念雖然不絕對衝突，但是若廠商同時採用這兩種策略，

則會有策略失焦的危險。 

台灣的製造業便是規模經濟的典型。鴻海不斷的同業併購，不僅可

以減少小廠的市場干擾，更可以靠著規模加大增加與供應商談判力，直

接降低生產原料的成本。 

A公司所處的日本市場，在過去是很適合製造商發展範疇經濟。因

為日本市場相對封閉、商品追求高品質，在沒有外國勢力的干擾下，這

塊市場的規模可以自給自足，許多日本企業藉由這種適合「少量多樣」

的沃土，企業實力一路茁壯，直到全球化的趨勢下，日本廠商不得不面

對本國市場逐漸開放，與海外新興成長市場需求的異質性－大量、一般

品質的標準品 。 

因此A公司跨出日本市場、進入台灣市場時，應該審慎思考是要繼

續保持「少量多樣」範疇經濟的思考模式，還是改調整方向，正式不同

營運模式「規模經濟」帶來的競爭力。 

 

B. 熟悉買者的價值鏈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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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提過「微笑曲線」的說法，電子產業價值

鏈的每個區段都有相對應曲線的位置，而台灣是落在低獲利的製造區

段，而高獲利的微笑兩端部份，則大部分都握在外國公司的手上。 

液晶顯示器(LCD)是近十年在台灣、在世界迅速竄起的產業。簡單

的說，LCD的上下游關係就是：上游的IC、材料供應商及下游的系統廠。

這個市場的特性是，LCD生產廠商不多，已形成寡占市場，因此台灣的

友達與奇美的採購量相當大。照學理來說，他們是適合作向後整合的，

而事實上他們也如此做了。 

向後整合，不僅可以培育一批子公司確保技術不外流，更可以增加

母公司友達、奇美與其他供應商的談判能力。另外這些子公司還可以以

明星姿態上市、上櫃，再賺股市利得，一舉數得。 

在這樣的背景潮流下，如果供應商不明瞭買方的供應鏈態勢，下場

是很悽慘的。一個實際的例子是，原本在LCD的驅動IC領域裡，日本企

業執牛耳地位，但是在LCD規格標準化的趨勢下，奇美、友達將大量的

需求轉單給自家的IC設計公司，近年來追求差異化的日系廠商，已快速

退出台灣市場。  

因此，在上面的案例中可以看出，如果供應商所處產業供應鏈的地

位，是大客戶向後整合的射程範圍內，那麼應積極避險，轉攻新領域，

因為她所面臨的是事業存廢問題，而不光是產品價格問題。 

   

C. 掌握市場、正確行銷 

不論是在B to B或是B to C的交易行為裡，網路所提供的便利性，

已經讓網路成為行銷手段中不可或缺的一項利器。客戶可以從公司網頁

中，直接獲得他們想要的資訊，也可以訂購一些製式化的產品，但是目

前的網路畢竟是靜態的服務。 

廠商與客戶的互動是動態的，如何在提供資訊服務後，有效取得到

客戶的回饋、掌握趨勢、正確設定目標市場，是行銷工作的重點。 

就資源分配來看，Marketing分析的結果，就是策略判斷的取捨標

準。方向偏離趨勢，必定會造成公司資源浪費，增加不必要成本。因為

一旦決定投資生產，所有投下去的資源，都會變成日後的退出障礙，不

可不慎。 

前文反覆提到，台灣市場與日本市場的型態不同，對產品的要求也

不一樣，而崛起中的中國市場對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品味也跟台灣有些差

異，A公司必須正視市場差異，了解客戶，而非教育客戶。 

 

D. R&D能力與生產技術 

在面對市場的趨勢或是客戶端的新需求時，供應商面臨的考驗是：

衝鋒陷陣當技術先鋒市場的pioneer；或是謹奉老二哲學，等待市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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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明顯、技術規格確定後出手，確保勝算。 

不牽涉專利問題下，「規格制定者」還是「規格跟隨者」的策略背

後都有理論支持，孰者為優？生產相關的「學習曲線」概念對何者有利？

實在難有定論。 

上一章SWOT分析中可以看到，不論技術領先與否，日本公司的策略

通常是「跟隨者」，在制定規格上處於被動。或許日本文化影響下的日

本市場允許這樣重品質不重規格的競爭，但是市場、工廠全球化後，專

利、規格的強制性遠遠大於品質對市場的約束性，所以A公司在策略選

擇時，是否應考慮如何在資源不分散的情況下，區分市場屬性，分而制

之。 

 

第三節 內隱交換成本之資訊搜尋成本策略分析 

 

內隱交換成本 

相對於外顯單位成本可以量化的明確性 內隱交換成本存在於消費者心

中的計算簿上，如何藉由內隱交換成本的降低，突破買方的心防獲取信任，

以利進入交易的實體交涉階段，是供應商必須思考的。在這裡將內隱交換成

本區分為三項成本，方便做進一步研究探討。這三項成本分別是：資訊搜尋

成本、道德危機成本、專屬陷入成本。 

 

1. 資訊搜尋成本 

在台灣市場裡IC供應商可以分成三大類：一類是歐美公司－在台灣深耕

已久，客戶絕不陌生，而且電子產業的溝通語言－英文，對歐美廠更是沒有

問題，所以資訊交流上成本相對不高。第二類是台灣IC設計公司－在自己本

國市場打天下，即使不能贏在起跑點、拔得頭籌，那也絕對能得地理近、 語

言同之便，蠶食鯨吞市場。第三類便是日本公司－日系企業在台灣時間雖然

也不短，但是語言障礙與文化差異，長久以來造成業務拓展上的困擾，因此

日系企業如何能降低客戶的資訊搜尋成本，便成為一大重點。 

以下整理出A.B.C.D.E.F.的六個子項，希望藉此來克服上述問題。 

 

A. 公司清楚的定位 

一般而言，公司會藉由Mission或Vision來說明公司的定位，但是

從A公司的五個階段來看，卻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讓人摸不到邊際，

客戶無法掌握A公司的核心競爭力。 

 

B. 明確的策略意圖 

公司在追求快速業績成長的策略選擇上，不外乎併購與多角化。如

果選擇併購同業，那必定是為了規模經濟，則公司產品定位與意圖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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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如昔，可是客戶會擔心彼此談判力量的消長，心存警惕；但是如果

併購對象屬於公司原有產品的互補性產品生產廠商，那在某種意義上，

這種併購類似多角化投資，公司所展現出的形象類似追求範疇經濟，供

應商雖然可以提供更多元的產品服務，不過客戶會觀察供應商花費在既

有產品上的精神是否削減。 

到目前為止，看起來A公司的策略一直是建立在範疇經濟的思考

上，期望提供客戶one stop buying的全面服務；對照來看，近年來日

本公司高揭「選擇與集中」的策略大旗，便是為了克服公司產品，定義

混淆不清的現象。 

 

C. 便利的產品功能與技術Road map搜尋 

前文提到，隨著網路的基礎建設越來越齊全，不必透過面對面溝通

的e-commerce交易行為也為大家所接受。在B to B的實際溝通中，客戶

所需要的一些技術基本資料，可以透過供應商公司網站來搜尋取得。 

台積電(TSMC)的網路服務就深受IC設計公司青睞。如果IC設計公司

取得TSMC的認證後，便可以直接進入公司網站收集到他們需要的製程技

術與Road map的相關資訊。在半導體的供應鏈上，晶圓代工與IC設計公

司的密切配合，是產品開發成功的極重要關鍵，在此TSMC所提供的完整

資訊具有強大的說服力，大大節省客戶的資訊蒐集成本，也因為拜TSMC

資訊充分揭露之賜，IC設計公司在設計自身產品時，可以避免因資訊不

足多走冤枉路，為行銷建立正確走向。 

A公司應該參照歐美廠商，甚至是非直接競爭對手的台積電的網路

行銷做法，來加強自身的資訊提供能力。 

 

D. 強大的應用工程師(FAE, 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服務 

資訊硬體製造商在選用半導體元件、組件時，第一歩必定是從技術

書面資料的比較開始，但是不僅如此，使用端總是希望這些元件、組件，

能配合自身電子產品的設計概念，而往往發生的是，針對產品特性的認

知有差距，應用在實際商品上不能正常運作。是否能解決客戶關於應用

技術上的所有問題，便成為半導體供應商能否在市場建立橋頭堡，攻城

掠地的一大關鍵。 

完成這項降低資訊搜尋成本的武器，就是FAE團隊。FAE不只是了解

自己公司產品的特性，還必須了解競爭者產品的優劣勢，以「知己知彼，

百戰不殆」的精神，迎頭痛擊競爭者。 

＊FAE工程師，也就是應用工程師，是企業裡除了業務、行銷之外，第

三個直接面對客戶的窗口，負責提供客戶售後服務。FAE的工作包括

代理商與客戶的教育訓練、介紹新的tool及使用方法，還要解決客戶

在IC使用上的任何疑難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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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活用不同溝通通路 

資訊硬體的供應鏈中，半導體供應商和最終消費者之間有－資訊系

統製造商與代工廠存在。當半導體廠商有新產品推出時，為了讓商品資

訊充分流通，可以選擇的溝通路徑有二：一是從系統商下手，目標是從

下游回溯綁住代工廠的製造規格；或是直接與代工廠接觸，與競爭者正

面應戰。直接與系統商溝通的要點在於，新產品特性有跳躍式的進步或

是供應商可以提出Total solution；如果是單一產品小幅升級版的話，

還是找代工廠為優。 

不論從以上何種管道與客戶接觸，供應商都應以「面與面」的溝通

模式為要。以供應商的角度來看，整個交易不應僅是與客戶採購或是RD

接觸，為了提供客戶全面服務、減少客戶資訊搜尋成本，溝通單位應儘

可能包含客戶公司內部價值鏈環節的負責人。供應商業務人員也應安排

雙方經理級以上階層定期會議，目的在於讓雙方了解彼此的策略想法，

降低資訊錯誤所帶來的額外成本負擔。 

 

F. 增加買者對各品牌間比較的資訊搜尋成本 

客戶之所以要搜尋比較各廠牌商品之間的差距，原因就在於希望能

找到效益最高、成本最低的商品。所以如果供應商能針對客戶的需求，

一對一的打造客製化產品，客戶自然會降低比較其他商品的意願，因為

這樣他們可以節省繼續搜尋的成本。典型的例子：特定應用積體電路

(ASIC)。但弔詭的是，這類ASIC是量身訂做無法轉賣，賣家雖然墊高了

買家的資訊搜尋成本，增加交易的成功率，但卻也同時增加了買賣雙方

的專屬陷入成本，拉高履行交貨的道德風險。 

為了解決上述問題，於是有另一種概念產品的出現，特定應用標準

產品(ASSP)。「標準產品」，顧名思義就是追求規模經濟的產物。所以

ASSP的設計概念中，會針對市場整體需求，求取最大公約數，以期能從

市場獲得最多訂單。 

ASSP與ASIC的利潤率與目標市場有所不同，製造商選擇朝哪一個方

向開發，是必須符合公司定位的。  

 

第四節 道德危機成本策略分析 

 

對日本公司而言，道德危機成本可能比其他競爭者都來得低，所以本項中分

析的重點會在於，產業中一般較易產生道德危機成本的五個子項。 

 

1. 品質保證 

不論客戶購買的商品是一個實體或是一種服務，他們所要求的第一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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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便是，商品品質必須符合預期。  

在半導體交易過程中，供應商必須先提出書面資料，完整的陳述商品的

概念與實用性；接著在實際測試與應用階段，客戶會要求FAE做技術支援服

務，以確認供應商是否有能力解決所有可能發生的技術問題。為了避免日後

產生爭議，在此同時供應商一定已與客戶協議，發生不良問題時彼此各應負

責的賠償範圍及內容。  

上述的流程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但是如果不能避開預期中品質的風險 

那麼客戶會選擇暫停開發，停止量產的計畫，屆時供需雙分都會遭受損失。 

 

2. 交期保證 

因庫存與其所衍生出來潛在的成本，是公司營運成本中極重要項目。因

此如何正確管理庫存，是企業管理的課題。最簡單的方法：減少自身庫存，

建立庫存在上游供應商並要求其準時交貨。因此，檢視供應商是否能做到交

期保證，是避免道德危機風險的一項觀察指標。 

庫存貨物一定會佔據一個空間，它不是在客戶端、供應商倉庫，就是在

自己的倉庫，反正一句話，庫存不會憑空從天上掉下來。那麼為甚麼交期會

是道德危機風險之一呢？那是因為製造商抓不準市場需求的潮汐起伏，生產

計畫永遠跟不上市場需求的變化。 

「保證交期」沒有捷徑，解決方法就是供需雙方遵守商品生產的正常定

貨交付時間(lead time)。 

 

3. 明確的產品Road map 

為了公司的穩定經營，商品設計概念有一定的延續性，不太會發生技術

跳躍的現象。除非技術跳躍帶給市場的是驚喜，否則因跳躍所造成商品概念

上的斷裂，會讓客戶在市場趨勢預測上帶來極大的風險。因此供應商定期向

客戶更新商品技術新知，提供可預測的Road map，是增加互信的重要手段。 

藉由Road map的討論，不僅客戶可以掌握供應商的設計概念，與新商品

開發動向與時程，同時供應商也可以由客戶的回饋，獲取自家設計是否吻合

市場需求的第一手資料，還可以側面取得競爭者相關資訊，檢驗自己開發方

向的正確性。 

 

4. 增加不同溝通通路 

在資訊蒐集成本中提到，為了提供客戶全面服務，溝通單位應儘可能包

含客戶公司內部價值鏈環節的負責人，供應商業務人員也應安排雙方經理階

層定期會議，目的在於讓雙方了解彼此的策略想法。供需雙方如果可以共有

大部分資訊，那麼發生道德危機成本的機率也會大幅降低，增加客戶對供應

商的信任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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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升公司形象 

目前世界的潮流是節能、環保。一般公司除了要求自身能達到社會的要

求外，也會期望上游供應商也擁有相同的觀念，相同的做法。在一些較特殊

的場合、用途中，供應商甚至會選擇客戶，以避免不必要的糾紛，損及自身

商譽。 

 

第五節 專屬陷入成本策略分析 

  

這是一場賽局，賣方希望買方會被套牢，買方則可能會看穿賣方的詭計。 面

對已被競爭對手套牢的客戶，首要課題就是協助客戶解決套牢問題。 

所以，專屬陷入成本的內涵是五力分析中，買家談判力與賣家談判力交戰的

地方。買家盡全力希望降低專屬陷入程度，賣家則希望在雙方關係外築起重重高

牆，隔絕買方逃脫機會，增加轉換成本。 

一個知名的案例是，美國皇冠製罐1950年以來的公司歷史，可以看作是圍繞

著專屬陷入成本所設計的策略執行史。 

早期皇冠只是製罐業界中的二級廠，她為了避開與一級廠正面衝突，所採取

的策略是，將業務焦點放在具高品質產品研發實力的中小客戶。 

中小客戶的少量多樣化的特性，一級製罐廠無法細心滿足其需求，而這時候

皇冠願意投入資源，與中小客戶共同成長的策略便奏效了。從結果來看，皇冠與

客戶相濡以沫、互相陷入。 

皇冠繼續成長茁壯，然後開始侵入一級廠的領域，與A級大客戶開始正面較

量。A級大客戶與中小客戶的對應態度當然極不相同，大客戶對皇冠的全套服務

並不買單，當他發現貨源太仰賴皇冠，有被綁架的危險時，大客戶便著手開始培

養其他製罐廠試圖擺脫專屬陷入。 

到了今天，皇冠製罐不僅吃下了昔日對手Continental的股權，穩居業界領

導地位；在軟性飲料市場，也與大客戶採取策略聯盟的形式，攜手共創未來。 

 

從皇冠製罐的經典個案中，可以整理出三個方向，來建立專屬陷入成本： 

 

1. 特有知識的專屬資產，客製化產品 

在前面各種成本分析中，供應商最常用的手法便是提供量身打造的客製

化產品。但是這種產品的屬性是讓買賣雙方互相陷入，供應商的態度與做法

如前文所述，在此想從客戶的角度來看檢討應該怎麼做：  

就像皇冠的案例中，如果使用量夠大，客戶會直接的做法是從市場中尋

找夠同樣實力的2nd source，再者就如同台灣面板廠最擅長的，培育自家子

公司搶食大餅。這可以與「熟悉買者的價值鏈態勢」的分析相呼應。 

對此，供應商會事先防範不會坐以待斃，方法便是建立起一道一道專利

防堵牆，避免客戶侵犯公司的核心技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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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tal solution的提供 

如外顯單位效益項目中所提到，如果供應商提供商品或服務的Total 

solution，可以帶來立即的獲益，那麼客戶會忽略掉日後為了轉換所發生的

成本。  

同樣的，此種戰法對中小客戶有用，但是對於重量級客戶來說，約束效

果就不是那麼大。因此供應商還是必須握有Solution中的核心商品，這樣才

能對專屬陷入掛上雙保險。 

 

3. 心理層面認同的專屬資產，公司專業形象 

當半導體供應商不想受代工廠控制，建立公司專業形象應該怎麼做？方

法是跳過代工廠直接與系統廠接觸。但是這種模式在要求高品質的產品中較

有成效，比如說車用電子或醫療電子領域裡，由於這類產品都與人命安全相

關，商品中所使用的電子元件、零件，都應保持一定的品質。因此客戶端不

會因為價格差距，而變更使用信賴性較差的次級元件、零件。 

業界最為人傳頌的成功案例是英特爾CPU行銷策略。 

一般消費者在購買 NB 時，其實並不太了解 CPU 晶片差距為何，購買時

也不是詢問重點。但是英特爾直接將其 CPU 當作最終產品大做廣告，直接訴

求消費者提高 Intel 的專業認知度，現在如果 NB 上頭沒有 Intel inside

字樣的話，可能就會被當作次級品看待。而這不是實際經驗，而是消費者對

Intel 的心理認同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