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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手機市場是一個極具競爭的市場，大廠與小廠，在手機作業系統逐漸在統一之後，手機硬軟體

已進入戰國征戰時代，各類大廠原有的核心競爭力 : 硬體設計技術，硬體製造技術，通訊規

格技術，軟體作業系統，軟體開發平台，APP 的開發等，都已逐漸在整合與變化之中。 

各項因子的交互影響，影響著手機市場生態的變化，在台灣產業鏈的供需以及 IC 設計公司，

如何有較好的環境，可以生存與壯大，如何取得市場，本論文提出虛擬縱向整合之想法，以國

內廠商為中心，以特定聯合方式，互相進行設計與串聯，因而形成的一個虛擬跨公司組織。 

本文從產業分析了解今日手機產業上下游產業狀況，台灣相關公司在這產業扮演的角色，從策

略九說，分析策略各構面，並以案例公司為中心，分析如果有虛擬縱向整合的模式下，可能的

結合方式，以五力分析，分析五力強弱，虛擬縱向整合的模式下，我們該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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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phone market is a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After specification and standard reunification, 

big firm and small company in the mobile phone operating system gradually entered the era of the 

Warring States campaign. Big firm original core competencies like, 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hardwar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oftware,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 development platform, APP development, etc., have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with changes. 

The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 changes in the mobile phone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chain in Taiwan, as well as IC design companies, "how to have a good 

environment can survive and grow?", "how to obtain the market?",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dea, called "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 to domestic manufacturers as the 

center, in a particular joint approach, each designed with series, thus forming a virtual 

cross-company organization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industry analysis use to understand today's mobile phone industry downstream industry 

conditions, the Taiwan-related companies in this industry's role. 

And second, from the "nine nature topics of the strategy" as the strategic analysis. We study from 

strategi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in case a sample company as the center, analyze pro and con of 

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 modeling. 

Third, we study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five forces analysis. The major focus is "How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and the strength of five forces analysis, if we execute virtual vertically integrated 

model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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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手機市場是一個極具競爭的市場，大廠與小廠，在手機作業系統逐漸在統一之

後，手機硬軟體已進入戰國征戰時代，各類大廠原有的核心競爭力，如: 硬體設計技

術，硬體製造技術，通訊規格技術，軟體作業系統，軟體開發平台，APP 的開發 ... 等，

都已逐漸在整合與變化之中。 

硬體設計技術，規格已由 ARM 公司逐漸統一，大廠的優勢因而逐漸下降. 小廠

可以經由共同開發平台，建立自己的晶片設計。 

而硬體製造製程技術，目前能做高階製程的公司，仍在少數，如 tsmc，且高階製

程的投資成本很高，對於資本額小的二線公司，無法負擔這樣的投資，所以，造成市

面上產品產生，有高價群與低價群兩個族群之分，但也漸漸被打破.中間突穿的一家

的就是，聯發科，它有資金可以從事高階製程的開發，但卻在中低階手機市場遊走，

產生中間突穿的事業流程。 

通訊規格技術，目前仍都在大廠手上，例如:CDMA，因此，小廠必須支付一定

金額的權利金給這些大廠，除非大陸規格 TDCDMA 能夠被廣泛使用，否則，這將是

大廠掐住小廠的重要武器。 

軟體作業系統，則是在硬體完成後，軟體所需的作業底層。在以前，因為硬體

與軟體，依存度非常高，所以，WinCE 等, 智慧手機的作業系統，群體壁壘分明。但

是，Google Andriod 出現後，軟體作業系統，逐漸與硬體脫離，任何硬體廠商，可以

先不管作業系統，努力的先做出手機，馬上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就可以進行販售! 

降低了作業系統對硬體商的束縛，產生了今天萬機穿心的盛況! 但銜接硬體的驅動，

各家做的好壞參差不齊，所以，仍然有好壞的差別! 但這將手機市場，逐漸，將事業

流程轉為小廠也能從事的工作! 

軟體開發平台，則是已將進入戰國時代，Apple iOS，Microsoft Win8，Android，

FireFox，... 種類很多，開發者如何選對有市場的平台，變的很重要，而二線手機廠，

為了提供客戶，方便的使用環境，必須也開發一些相關功能，提供使用者，方便的使

用，因而導致，二線公司，大量的成本開支，花在軟體開發上面，而產品販賣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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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漸漸轉向這部份提供的好壞決定一切! 

軟體開發，需要大量的程式人員，規模的大小，影響產品上市的速度，聯發科在

這方面的開發，大量僱用研發人力，極力加快 3G 智能手機市佔率，這方面投資，使

它快速取得 3G 市場，許多二現廠，花了許多力氣，開發硬體之後，無法在這方面投

入大量資源，因而無法打開市場者，比比皆是，這使得二線廠商，形成無力回天的感

覺日益增加!  

最後，APP 的開發，則是在手機 APP 銷售的獲利率關鍵，手機廠商，極力想取

得 APP 行銷中心的權利與市佔!大宗有 Android market，Apple store，...，手機商也想分

一杯羹，推出自己的 Market 環境，提供自己的獨門暗器，進而從中獲利，因而，在

初期賣手機時，將自己的 Market 環境，硬建立在手機內，使你無法到大宗環境去取

得 APP，但這種行為，有時適得其反，反而讓客戶討厭買這種手機，而將手機市場讓

給別人。 

由上可知，這六項因子的交互影響，影響著手機市場生態的變化，在台灣產業鏈

的供需,以及二線 IC 設計公司，如何有較好的環境，可以生存與壯大,如何取得市場，

則是此篇論文，想去探討的主題! 

二. 論文架構 

  產業分析 > 文獻探討 > 虛擬個案 > 結論與建議 

 

貳、 產業分析 

一 .手機產業 Key Player 

首先我們將從幾個面向,看看手機產業的變化,以及台灣所處的環境 

(一) IC 設計 

2012 年全球手機晶片市場中，高通(QCOM-US)以 31%的市佔率，穩坐全球

冠軍寶座，連 5 年稱霸手機龍頭，而緊追在後的則是韓國三星，市佔率約 21%，

兩家廠商就吃掉手機晶片一半以上的市場，前十大扣除高通與三星，其餘 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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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市佔率則達 34%，總計前十大廠商就佔據手機晶片 86%的市佔率2。 

因此，全世界手機晶片市場仍由握有高階技術專利的公司所寡佔，換句話

說，沒掌握高階技術專利的廠商普遍較無立基打入高階智慧型手機的消費型市

場，轉而只能藉由降低成本，尋求低階手機的消費市場，例如中國大陸的白牌手

機3。 

 

資料來源:HIS iSuppli Research，2013 年 2 月 

 

資料來源:HIS iSuppli Research，2013 年 2 月 

                                                 
2資料來源:isuppli 
3白牌手機是指中國大陸的通路商或是手機品牌商委託手機製造商代為生產，接著再藉由自身品牌銷售該產品。

且白牌手機的特色為(1)品牌商不具生產手機能力、(2)產品價格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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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手機晶片設計廠商因為多數沒有掌握高階專利技術，因此主要的目標

市場應為成長潛力和消費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大陸為主，因為目前中國主流市場

的手機產品仍為低階規格的白牌手機為主。 

由下方統計圖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的手機晶片商市佔量前五名為台灣廠商

聯發科，接著依序為高通、展迅、Marvell 以及聯芯。正如前面所述，聯發科靠

著大陸白牌手機的龐大消費實力，穩居中國手機晶片設計龍頭，甚至將國際大廠

高通硬生生擠下排名去。因此，在中國成功打入並掌握了白牌手機的供應鏈，即

掌握了中國手機晶片的市佔利基。其中,主要原因乃是因為中國的人均所得水平

仍普遍不高，因此國際大廠手機如 iPhone、HTC 等…，對於所得較低的中國民眾

仍算高價精品。但換個角度切入，若將時間放長，即中國的人均所得不斷成長之

後，智慧型手機的消費主力是必將由相對粗糙的白牌手機，轉為消費精緻且功能

優異的國際品牌手機。 

 

資料來源:DigiTimes，2012 年 10 月 

對於台灣手機晶片廠商而言，雖然中國大陸手機晶片市場目前由聯發科、

高通以及展迅所寡占，但基於下列圖表數據所揭露之結論，我們台灣二線設計公

司仍可有前進中國大陸手機晶片市場的利基誘因。 

下圖顯示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年銷量有逐年大幅成長趨勢，且根據預測，

至 2017 年，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年銷量將佔全球智慧型手機年銷量將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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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igiTimes，2013 年 3 月、IDC，2013 年 3 月 

並於下圖，可發現中國智慧型手機年銷售量呈現急劇的成長，雖然自 2012

之後，YoY 便低於 100%以下，但是相較於世界其他已開發國家，截至 2015 年，

YoY 預期值仍高於 30%，因此中國大陸短期內仍是智慧型手的高度成長市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DigiTimes，2013 年 3 月、IDC，2013 年 3 月 

2012 年，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年銷量僅為全世界的 30%，但到了 2015 年，

中國智慧型手機銷量將佔全世界將近 46%的高比率，即每 10 支智慧型手機，就

有 5 支來自中國。 

從數據來看，白牌手機佔全球手機晶片出貨，主要存在於聯發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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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2 年來看，大約占了 8%左右出貨量，白牌手機目前主要市場可看成全在中

國，目前主要的設計公司除了聯發科外，就是大陸的展迅與聯芯兩家，而大陸手

機市場，2012 年大約占全球市場的 30%左右，年成長 136%後的結果，共 1.89 億

支.所以，在中國有約 22%市場是高檔的高階手機! 從兩個角度來看，(1) 從這 22%

變成白牌手機市場 (2) 從大於 30% 大陸成長市場，大陸在未來三年仍是高成長

的市場所在! 

最後，我們可得知雖然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的成長將趨緩，但整體中國智

慧型手機市場銷售總額，將佔全世界市場銷售總額的比率日漸上升。我們不難看

出個智慧型手機大廠對於中國大陸此利潤大餅的覬覦。從 Apple 公司近期對於中

國市場消費者的高度重視4不難看出，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的重要性日漸增

加。同理，智慧型手機的潛在消費數量增高，隱含了手機晶片的需求亦將日漸成

長。因此對於台灣二線手機晶片設計廠商而言，趁著中國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仍

處高度成長階段，迅速地進入卡位將是台灣手機晶片廠商現階段的當務之急。 

(二) 製造 

    從硬體生產製造而言，目前仍是台灣的強項，幾乎全部集中在台灣廠商手上， 

IC 設計業者，台積電，日月光等，但是在韓國崛起，中國的崛起與美國呼籲製

造業回國後，台灣的強項慢慢消失，消失的結果導致需要做系統整合，的公司慢

慢要找新的出路，否則，在這場價格大戰中，會完全的被踢出門外! 韓國採取縱

向整合的運作模式，從上到下，全部在韓國製造，台灣很少拿得到他的訂單. 因

而，趨避行為的結果，全部都轉到大陸! 且大陸努力耕耘，想佔有製造能力的企

圖非常高，中國公司技術提升是可預見的未來，慢慢的，必也將形成台灣驗證(少

量生產)，大陸大量下單的行為模式出現。 是否因為台灣薪資水平慢慢在中國之

下後，轉回台灣不得而知，但現階段，訂單一直往大陸轉移是不爭的事實。 

    去年前十名手機晶片廠商中，除高通與三星外，其餘還有聯發科、英特爾、

Skyworks、德儀、ST-Ericsson、瑞薩、展訊與博通，高通、博通、聯發科與其他

                                                 
4
 http://digital.sina.com.hk/news/-7-1349301/1.html 

近期中國消費者因為對於 iPhone 手機的地圖 App 不滿，致使 Apple 執行長庫克親自些了公開信，向中國消費者

道歉，並承諾會改善手機售後維修流程，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此舉被路透社解讀為 Apple 為了爭奪中國市場

的龐大市場，所做出的低頭姿態。 

http://digital.sina.com.hk/news/-7-13493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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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部分，都是由台積電代工生產。 

    英特爾則靠著併購英飛凌(Infineon)，市佔率一舉跳升至第四名，英特爾的主

晶片也開始導入至手機品牌廠商中，後續表現仍值得注意。(iSuppli) 

 

資料來源:各公司 2010、2011、2012 年報 

從資本支出可以看出 intel 在技術上想要藉由英飛凌的 mobile 的經驗，增加

自身的製造能力，從報導上也可以看出 intel 正在發展 3D 製程，並揚言下一代晶

片即可出貨 3D 製程 IC，且該 IC 的省電程度可以比 2D 製程省將近 10 倍的電力，

如此一來，更有助於 Intel 擴展智慧型手機的市場，對一般手機晶片商而言勢必

是顆震撼彈。 

(三) 組裝 

組裝業目前幾乎是在鴻海這類大廠手上，小的組裝廠，品質良莠不齊，因此，

小的 IC 設計公司，將組裝交給這類組裝廠，常常造成品質很差，無法使用，然

而，大的組裝場對這類小量的組裝，又沒有興趣，因而造成這類二線設計公司的

窘境. 

(四) 販售 

販售端主要的大廠，如:Apple，Samesong，HTC，...是手機市場目前的主要

品牌廠商，聯發科，展迅等是另一類販售者，市占率分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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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DC，2013 年 1 月 

Apple 於 2012 年第三季，以 36.3%的市佔率領先各品牌。第 2 名則是三星

（Samsung），市佔率為 21%，第 3 名則是宏達電子（HTC），市佔率為 10.2%，第

4 名為摩托羅拉（Motorola），市佔率為 9.1%，第 5 名則是 LG，市佔率為 7.1%5。 

台灣，2012 年第三季台灣智慧型手機市場，年度成長最多的廠商應屬三星

(Samsung)，統計出貨量以年成長 214%，與季成長 24%，於第三季穩坐台灣手機

市場第一位，三星在本季的成長主要歸因於 Galaxy SIII 的穩定需求，且大量的供

貨表現，僅此一機種便佔了三星第三季智慧型手機約一半的量能。而日系品牌索

尼(Sony)亦是本季市場焦點，在上一季超越蘋果後，本季維持智慧型手機市場出

貨第三位。 

                                                 
5
 資料來源: comScore 調查全美通訊人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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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DB Daewoo Securities，2013 年 4 月 

接著，再次將焦點放在全世界手機市場，若將 2011 年以來各家手機出貨量

攤開(如上圖)，且時間軸展望到 2015 年，我們可以發現一項嚴重的事實，我國品

牌 HTC 的出貨量將停滯不前，反之韓國的三星電子的手機出貨量將呈現大幅度

成長，這之中我們不難看出三星縱向整合對其市佔率成長的有著顯著影響。 

(五) 作業系統 

Apple 販售端，自己擁有軟體組織，在共同 OS 下，可以建立自己擁有的使

用軟體，以提升使用者使用的方便性.販售端與應用端結合也將成為未來的一大

利基，例如，宏達電漿手機結合 Android 到車用行動裝置，用手機進行車上控制

與資運傳遞，這類的軟體開發與資訊者和，將是販售商與應用業者可以共同完成

的一大商機，這類的開發是硬體還是軟體，已經常是混在一起了，某種程度來看，

軟體占的比例是比較高的!然而，要避免其他販售端廠商，搶食大餅，又需要製

造一些硬體上的差異，因此，硬體與軟體的結合，才是完美的組合.但車用軟體，

危險度不像手機業如此鬆散，需要經過相當多的認證過程，才能上市，不慎將危

及個人生命財產支安全，因此軟體控管，將比現在的 APP 開發來的嚴謹與小心! 

若以截至 2012 第四季的時間點來看，全球智慧型手機的操作系統（平台）

之中，Google Android 以 69.7%比例最高，其次是蘋果的 20.9%，第 3 名則是黑莓

機（Blackberry），市佔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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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rtner，2013 年 1 月  

全球，在今(2013)年智慧型手機 560 億次應用程式下載總量，Android 應用程

式所占比例將超過一半，亦即 58%，蘋果的 iOS 占比則為 33%。微軟的 Windows 

Phone 占比將略低於 4%，而黑莓機占比則為 3%。 

 

資料來源:ABI Research，2013 年 3 月 

台灣，2012 年第三季，Android 再創市佔新高，一舉囊括 96%的市場份額，

iOS 以不到 3%位居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第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台灣廠商的手機晶片設計廠商客戶來源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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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以及非黑莓機陣營的手機，也就是台灣手機晶片設計廠商均以 ARM 作為手

機晶片設計的架構，因此若 iPhone 或黑莓機市場擴大，對於台灣廠商而言是一

大威脅，反之若非 iOS 和非黑莓機陣營擴大則對於台灣手機晶片設計商而言是一

大利基。 

二 有品牌與沒品牌手機 

(一) 市場區隔 

以目前手機市場而言，價錢是一直往下降，高價手機約在一萬元到兩萬元

臺幣之間，而所謂山寨機則約在三千元到八千元間遊走.就硬體而言，因爲是

用 ARM 架構，差異不大，幾乎是在比 IC 製程能力，時脈在 1G Hz 以下，可

用 60nm 製程完成，而 1G Hz 以上，單核，雙核，四核，則需要用 40nm 製程

完成，40nm 製程成本高一倍以上，一般小的設計公司，沒有錢可以拿來燒這

種製程，而大的設計公司，則用這個優勢，打高價市場，如 Samsong Notes 是

使用 1.6GHz 四核的 CPU 心臟做成! 而山寨大多在 1GHz 單核下遊走，而能做

1GHz 晶片的半導體廠商，自然也較多，但品質也大異其趣，差別很大! 從功

能面來看，CPU 1GHz 單核的手機，已經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除了打電話之外，

上網，打電動也都可以非常平順運行了! 所以，從硬體來看，山寨機並不會差

到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而多核手機，主要是可以趕上 Android 新版功能的使

用，同時可以支援更漂亮的螢幕，更多的外接環境，更高的照片畫數，這影響

著手機的儲存與輸出!從外形來看，山寨因爲有大量組裝公司，提供精密的組

裝環境，所以，山寨機從外觀來看，也不會做的很差!然而，所有的功能，仍

然要有另外兩項東西來配合，才能發揮功效!   其一是界面的選配，其二是軟

體的搭配. 這將是決勝的關鍵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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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公司 2010、2011、2012 年報 

全球智慧型手機獲利狀況仍是 apple 最佳，但是從三星角度看，其為漸入佳

境，換句話說三星的產業鏈縱向整合效果漸漸浮出檯面，而 HTC 因為營運不良

且不具有產業鏈縱向整合優勢，因而營運獲利率甚至低於 10%，或許三星的縱向

整合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鏡，以及台灣手機產業鏈廠商未來發展的目標。而且，縱

向整合相較於當今一堆手機商一味尋求的蘋果成功模式，更可以受惠全台灣整體

供應鏈的廠商。 

(二) 第三代行動通軟體與硬體的大結合 

第三代行動通訊，可說是軟硬體的大結合，爲了方便，大部分軟件已在裝

機時建入系統，使用者在裝完之後，大部分需要已在系統之中，但是，軟體以

App 方式運行，每個小 App 就是一個功能，要與不要，使用者自己決定，但也，

造成使用者忙着在這滿堆沙子之中，尋找要用的 Apps.不同軟體作業系統，使

用不同的 App，不能互用. 因此，造成軟體作業系統才是品牌名稱，不是硬體

也不是軟體! 使用者用 Apple，表示用的是 Apple 的硬體，也用 Apple 的軟體!

軟體與硬體是一起買的! 軟體慢慢成爲主導力量!軟體好不好用，取決於畫面

設計，清不清楚，點擊方便與否，需要的結果取得容易度. Apple 之所以受人

親睞，乃因爲，70 歲老人家都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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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urry Analysis，2012 年 12 月 

接著由上圖資料揭示，2012 智慧型手機的 App 總收益中，有將近 80%或

者說有 80 億美元是來自於遊戲 App，而各大平台的遊戲 App 均需要高階的智

慧型手機才能驅動精美的遊戲動畫，因此，在智慧型 App 市場成長的前提下，

勢必帶動遊戲 App 的成長，換句話說，高階智慧型手的需求將越來越多。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今各大智慧型手機廠商的主流趨勢為三個月就更新

手機規格，但是價錢卻幾乎不變動，因此高階手機的高價，相對於人們的收入

(隨時間經過而上升)，高階智慧型手機的價格是相對越來越便宜。因此勢必推

動高階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最後，由資料顯示6，當今全球持有智慧型手機的總人數為 13 億人，而其

中有 12 億人之所以持有智慧型手機是為了玩遊戲 App。因此，可見未來遊戲

App 的成長，勢必再度驅動智慧型手機的成長。 

(三) 第二代(2G)與第三代(3G)版圖移動 

全球，2012 年第 4 季 1.259 億人使用智慧型手機人口來看，整體的市場普

及率，由上一季的 49%上升到 54%，市場滲透率成長了 5%7。 

台灣，2012 年第三季台灣手機市場總量為 186 萬支，較上一季小幅滑落

                                                 
6
 資料來自於 Tomi Ahonen， Communities Dominate Brands 

7
 資料來自於 com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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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去年同期相比也同樣衰退 4%。統計本季功能型手機（Feature Phone）

出貨 53 萬支，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出貨 133 萬支，智慧型手機已穩坐

市場 7 成以上市佔。(台灣手機產業調查季報) 

 

資料來源: Forbes、NCC，2013 年 2 月、Wireless Intelligenc 2013 年 4 月 

由上圖可以更深入的詮釋 2G 和 3G，由於本文焦點放在台灣手機晶片設計

廠商的未來，因此我們以中國和全世界的 3G 滲透率來做比較，可以清楚發現到

中國的 3G 滲透率 22%已經快要追上全世界的 24%，但是距離文化相近的我國有

79%，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未來的 3G 滲透率將有很高的

成長潛力。由於 3G 滲透率的推廣隱含持有 2G 手機的民眾將換成 3G 的手機，而

3G 手機又以智慧型手機(包含低階和高階)為主，因此 3G 滲透率的高度成長性隱

含高階智慧型手機的成長潛力。因此對於台灣手機晶片設計商而言，中國大陸實

為不可步前進的市場。 

三 產業的可能發展 

產業的可能發展主要是想借由發想勾勒出未來市場模型，在這市場模型下，分割

市場區格，依價格分佈找到可能的策略規劃，並在此策略下，探討可能的五力競合狀

況推演! 

(一) 雲端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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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的興起，導致使用移動通訊設備的人，有了一個儲存空間，無須思考

處存問題，使得手機使用方便度大大提升，當然，隱私權問題，是大家必須去

承受的! 

(二) 物聯網與互聯網 

在 RFID 慢慢成形後，物品與物品之間短距離傳送資訊將會成為可能. 鞋

子與眼鏡溝通，人的身上會有無數的電波感測器，互相連接，可以協助與防範

一些人生活上的工作與疾病，這是好處. 從工廠角度，人將慢慢被移除，而由

這些有感測器的機器人所取代，形成無人工廠的可能.而這個將會因為美國呼

籲工業回美國而被加速.利用這種技術，人類的生活模型將是可能有大幅度的

變更! 

 

資料來源:VDC Research，2011 年 5 月 

且由上圖可了解，RFID 產品將於不久的未來持續成長，換句話說，我們生

活的四周將隨處可見 RFID 的便利應用。該現象勢必導致行動通訊設備的成長，

原因為 RFID 的應用為有配合上行動通訊設備(例如手機)，才能真正落實在一般

民眾的生活當中。因此 RFID 的興起對於台灣手機晶片設計商實為一項利多。 

(三) 大電視 

大電視在手機市場大興其道的今日，對於大螢幕的渴望，是依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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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螢幕視野廣且所含的資訊量大，臨場感也較為優良，所以，可預見的未來，

它勢必成為大眾的新寵，市場的未來! 

 

資料來源:Display Search，2012 年 5 月 

當今智慧電視所主打的功能已不僅是連上網路，而是更針對和使用者周邊

的移動通訊設備做連接(例如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所以未來人們的生活方式

為，在回到家中時便以智慧型手機遙控空調和燈光，接著利用無線技術，將手機

或平板電腦的畫面傳送到智慧電視。因此人們將可以享有智慧型手機的輕巧方

便，又可以享有智慧電視呈現手機畫面的高畫質享受。所以配合上圖所呈現的智

慧電視增長趨勢加上智慧型手機和智慧電視的連接與配合日漸緊密，我們也可以

接推斷智慧電視的成長也會同時推動智慧型手機的成長，因此必受惠我們台灣手

機晶片設計商。 

四 未來市場模型 

綜合以上科技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看，大電視將融入裝潢，形成電視牆，形成室内

無所不在的資訊影視接觸空間，而個人將會配帶無數的小感測器，感測器乃手機縮小

版，無時無刻回報相關資訊，而手機不只打電話，還隨時回報並處理感測器相關資訊，

同時遥控電視牆的數據與內容! 

行銷通路隨時連接手機通報資訊，進行物流作業. 

以此模式來看，手機市場仍可維持高速成長，而且，因為其手機外商品搭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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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手機量應該會增加，到時，每個人帶兩三支手機，是正常的!且感測器與電

視牆的市場會是今天的數倍，而所須的心臟，CPU，其實只有大小，功能多少問題，

大制相同，因此，CPU 市場將會是今日一個 10 次方的量成長，大到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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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獻探討 

一 策略九說 

吳思華老師累積多年對策略學理與實務的研究心得，將策略本質歸納為《策略九

說》。1994 年，吳思華老師將「策略九說」陸續在《世界經理文摘》上發表，受到各

方對策略研究有興趣者的矚目，並在ＢＢＳ站上引來熱烈的討論，隱然成為國內談策

略管理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其思考的主要重點以價值出發，而價值形成的要素，乃以下三方面的交集形成， 

顧客的價值大小，商品組合的價值及廠商活動的價值，而以價值為核心的策略邏

輯乃辨識不同區隔顧客的效用偏好及購買標準，發展不同的商品組合，界定本身的價

值活動，界定產品市場組合及選擇價值活動組合產生差異化，規模經濟，範疇經濟等，

而取得商場上的勝利! 

而結構說乃以市場結構推衍企業策略，獨佔是廠商超額利潤的主要來源。獨佔結

構的策略邏輯是：每家廠商均應透過各種策略作為，形成一個較佳的獨佔結構，並在

這結構中佔有一個較佳的位置，使得個體私利與群體互利取得平衡 

在互賴的策略邏輯下，合作基於自願，形成的長期依存關係，網絡體系中的成員，

以整體利益為先、個體利益次之，因而取得最大的利益!這其中，網絡是一連串複雜

的管理課題，需包含許多的組織間管理的能力配合。 

風險說，是針對組織長期生存所發展出來的策略邏輯，如何改變組織習性，增加

策略彈性，累積雄厚資源等，乃風險說重要的課題 

整個策略思考的本質與邏輯，乃以策略三構面的意義，關聯，類型，邏輯與本質，

從 Top-Down 方式討論策略主題.而此主題，再以九說，價值說，效率說，資源說，結

構說，競局說，統治說，互賴說，風險說，生態說等，分析動態競爭策略來探討這些

課題在策略上的重要因子，最後運用“四競技場”，最後以四個競技廠，來討論在這

些因子，找出對策後，在四個競技廠的模擬狀況. 

二 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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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分析模型是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於 80 年代初提出，對企業戰略制定產

生深遠影響。 

它主要是針對產業的競爭進行探討與分析，以戰鬥模式，闡述企業的策略制定模

式. 冷酷且血淋淋，但擺脫人性角度，讓公司在戰鬥中，制訂策略，讓公司活下去! 而

戰鬥的主角，是五個力量，或五類公司，動態廝殺的結果. 這競爭的五種主要來源，

即供應商的議價能力，購買者的議價能力，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替代品的威脅，以及

最後一點，來自目前在同一行業的公司間的競爭。 

在傳統的產業經濟學中，經濟學家曾深入探討市場的結構對廠商行為和廠商績效

的影響，其中多數的學者都認同獨占可以帶來超額的利潤。產業競爭的基本原則應是

維持獨占地位，也就是在產業之間卡個好位置。並根據這樣了邏輯發展出「降低同業

間的競爭力」、「提高產業的進入障礙」、「提高對上游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及「提高對

下游顧客的議價能力」等原則，再根據這幾個基本原則開展成為五項細緻的策略做

法。而這五項細緻的策略做法有，「現有廠商的對抗強度」、「潛在競爭者的威脅」、「供

應商的議價能力」、「購買者的議價能力」及「替代產品或勞務的威脅」。 

所以，一種可行戰略的提出，首先應該包括確認並評價這五種力量，而不同力量

的特性和重要性，會因行業和公司的不同而變化。 

所以，五力分析(five forces analysis)決定企業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經營者可以在

評估及了解企業在產業中影響競爭的能力來源後，可依公司的優劣勢釐定企業在產業

中的定位，並據以擬定策略與方案 

更詳細的五力分析內容細項有， 

  (1)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品牌忠誠度, 絕對成本優勢, 規模經濟, 客戶轉換成本, 政府規範 

  (2) 現有廠商間的對抗 

產業成長, 廠商規模與數量, 產品本身的差異性與轉換成本, 廠商的固定成

本與產品性質, 產能閒置程度, 退出障礙 

  (3) 替代品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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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的相對價格, 替代品的功能, 消費者的習慣與偏好 

  (4)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產品的重要性, 轉換成本, 供應商具有較高的集中度, 供應商向前／向後合

的能力 

  (5)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購買者的購買數量與集中性, 購買者的轉換成本, 產品差異性與替代性, 購

買者向後整合的能力, 購買產品的重要性 

所以，在本文內，我們希望利用五力分析，確定手機晶片設計影響競爭作用

力的主要因素，以及，衡量與評估五力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進而，以產業演化

觀點分析探討產業的長期趨勢，對企業競爭地位的影響，以及，環境分析整合，

在企業策略的架構之中，企業資源及能力與外部環境之間最密切結合的方法。 

肆、 個案研討 

一 個案公司背景 

基本上，這是家登記海外的晶片設計公司，在 2007 年前成立這公司，成立時，

公司總部設在美國，是一個美國的台灣公司. 內部的人，主要以 IC 設計為主，都是

非常有經驗的台灣 IC 設計師!  

公司主要投資者只有兩位，而兩位投資者正是掌握著公司的 RD 與 BIZ，但看來

是有一些協定，當其中一位當 CEO，另一位就會很安靜。 舉例來說，當 RD Leader

當 CEO 時，BIZ 部分，就是默默的跟著 RD 進度進行銷售，當 BIZ 當 Leader 時，RD

就會要配合 BIZ 衝出相關產品樣機與規格! 而兩者在管理上有非常大的差異，RD 

Leader 作風直接，口直心快，當他想到的工作，就要很急的要求完成，不管這工作在

整個計畫的位置，或大家的配合問題.所以，在這環境下，大家都很急，急著把老闆

交辦事項完成. 但也反過來，老闆沒交辦事項，有時就變得很慢才會有結果! 而 BIZ 

Leader，講求系統化運作，要求負責人完成監督簽核工作，也要求系統能記錄所有發

生的事件與過程. 管理上較為明確，方向也較為明顯，充分授權，下屬主管容易進行

規劃，進行中長期公司建設與改善的工作。  

在當時，聯發科正是 Feature Phone 大賣得當兒，所以，聯發科當時尚未進入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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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市場，而這家公司已經開始進行 Smart Phone 的開發。以進入點的時間來看，是

非常好的時間點。且當時，正值 Apple iPad 也開始進行開發的當兒。 

初期 IC 設計的功能測試，發現其產品的性能，比 iPad 第一代所用的 800MHz 晶

片還要好! 而且，影片播放的流暢度，號稱當時 Smart Phone 中的佼佼者! 在公司成立

的第一年，從產品開發角度，可說是交出亮麗的成績單!  

當時的山寨，仍然是品質不好的代名詞，以如此亮麗的成績來看，公司希望能在

品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找上了廠牌公司: Sony，希望他們能使用公司的產

品。 當時，Sony 答應了，且進行組裝的工作。 

雖然，從晶片角度，這是 ARM SOC 的晶片，照說，各項組裝應該都是一樣的，

組裝應該可以很容易的完成，但事實上這是不正確的，晶片測出的成績，和在組裝成

手機後，效果不一定是好的。原因是為各機機子，都具有設計上不同的要求，牽涉手

機韌體部分的開發，都需要進行調整，如驅動程式及 Protocal 等的開發。 

當時公司驅動程式/Protocal 的開發是交由一家大陸公司來完成，為了這些工作的

進行， 公司在大陸上海成立了分公司，主要仍是以晶片開發為主，同時也要協助這

家中國的軟體開發公司，進行驅動程式及 Protocal 的開發。 

而第一代晶片做出來之後，公司也順利的找上 Sony，尋求晶片應用在 Sony 手機

上面的合作。但 Sony 經過半年的晶片和手機結合的測試之後，Sony 卻以晶片和手機

之間不能完美的結合運作為理由，拒絕了晶片的合作，最後以分手收場。 

因此，公司了解到驅動程式及 protocal 的開發重要，而決定一定要自己進行! 於

是，進一步尋求其他的開發管道。 

因緣際會，找上北京清華大學，期望能得到更多的協助。但也在同時，也認識清

華另一個開發團隊，而進行了北京據點的開發工作。這工作乃因，當時的 Android 並

不是如此壯大，而大家知道，智能手機 APP 的未來市場，會是非常的大，而且，APP

會因手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這團隊就是希望使用 Flash 的開發平台，建立一個類似

Android 的作業平台，進而，推廣出去成為 APP 開發平台。 

而在當時，與清華專案成立團隊，將這批人員 20 多人，併入公司，成為公司的

新團隊. 因此，北京成立第二個大陸公司的辦公區域.進行 Flash Mobile Platform 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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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但是，經過一年的開發，發現，距離上線使用，困難重重，無法進入使用階段。 

一年後，這個團隊解散，退出這個開發的市場。 

此時，Android 已經成形，廣為大家所使用，所以，公司決定改以開發 Android

手機為主要的業務範圍，換句話說，公司的客戶目標由原來的大廠手機(例如 Sony)

轉為使用 Android 系統的山寨機! 

這樣已經經過了三年，沒有業績，且因平台開發，花掉了許多錢.第一代 IC 也已

經過時，無法販賣! 但是，公司仍要繼續經營下去，因此，繼續開發了第二代的晶片，

使用 55 奈米製程進行開發.以生產 1GHz 單核為主的手機為主。此時，營業方向已從

大廠專業代工轉為以山寨機的製造與生產為主體，也找到一家販賣手機的廠商進行開

發與販售。在此同時，聯發科已開始跨足 3G 市場，進行研發工作。 

在開發這顆晶片階段，一樣在這群有經驗的設計工程師開發之下，效能與設計各

方面都非常不錯。 

但是，山寨機的經營模式，與品牌公司的經營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品牌公司只

要買你的晶片，組裝設機與使用的其他零件(BOM 表)完全由該公司自己進行，他不

希望你進來竊取其設計機密，所以，品牌公司只須你賣晶片就好。 但是，山寨公司

卻要你將所有零件，主機板設計，組裝全部做完，也就是完成所謂的"樣機"之後，他

才開始進來. 你要告訴他，可以用的零件，設計的主機板的規格之後，他才以這個規

格進行他山寨機的開模與生產。 

因此，為了這家山寨公司，大陸的第三個辦公室在深圳設立，並且將分公司設到

深圳，做為生產與組裝開發! 同時半年內，將大連的這個 Protocal 外包的軟體公司部

門，並購進公司，成了第四個公司的辦公室. 此時，原本的資金，已經全部燒完了。 

因而，進行了第二次增資。 

然而，這個山寨機廠商，卻為了便宜，取得較不好的零件商進行合作，更糟糕的

是，組裝廠組出來的手機，問題百出，一會兒網路不通，一會兒講話很小聲，到客戶

手上，罵聲連連，銷售業績完全無法展開，業務每況愈下. 這時，已經是五年後的事

情了! 此時，聯發科的 3G 晶片已經佔據了大陸整個市場，幾乎是獨占。 

但為了持續經營，第三代晶片開發啟動，使用 40 奈米製程，希望能在這代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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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一條血路。並且，著手大陸 3G 規格的開發，希望能跨足這新的規格市場. 然

而，這整個開發過程，已經從晶片設計為主，轉為驅動程是韌體開發為主的運作模式! 

韌體與協定的開發，占據公司大量資源，但是韌體開發，又要晶片設計師的從旁協助

才能寫出正確的驅動程式.這在組織運作上，誰主誰輔以經造成很大的落差! 

二 虛擬縱向整合 

虛擬縱向整合，是一個概念與想法，有鑑於韓國三星，藉由國家力量，發展出一個國

家級的大公司，其產品橫跨全世界，便宜且潮流，足見縱向一條龍的生產方式，已漸

漸回到主流，美國有鑑於此，也大舉招回美國公司，希望重回往日大公司的經營模式，

畢竟，橫向代工，成本已漸漸上升，且對市場的反應能也沒有縱向來的好，所以招回

美國公司回到美國生產。 

產業環境的快速變動，使得營運範疇定義的不明確，雖有強悍的團隊，仍造成公司資

金不斷的耗盡，核心資源隨著時間漸漸變弱與轉移，從設計掛帥，到組裝王道，造成

核心資源不斷的流失，極端的群聚產業，高價與低階事業網路的完全區隔，經營需要

中國的網路，缺乏且窒礙難行! 

如何團結台灣內部所有供應商，以台灣客戶的產品需求與品質為藍圖，大公司號召中

小企業，整合台灣資源，台灣實力，持續投入對未來潛在產業開發的精神，共同面對

這高度競爭及潛在競爭的各方勢力! 

在此世界潮流變動之下，於是提出這種虛擬模型思維，希望從國家觀點，以國內廠商

為中心，以特定聯合方式,互相進行設計與串聯，因而形成的一個虛擬跨公司組織，

本論文的策略思維，是以希望在此虛擬組織形成的前提下，進行策略行為的發想與推

演，了解其可能的策略行為! 

三 策略九說分析 

接下來,將藉由案例,以九說及五力分析,探討台灣二線 IC 設計公司,如何在國家的

協助下,進行重生與再定位,進行討論! 

(一) 三構面 

1. 範疇「營運範疇的介定與調整」 

營運範疇對手機晶片設計商而言，已從原有只設計晶片，到今天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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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本身之外，所有相關零組件，母板等，全部都要協助到位，否則，没

有人敢要你的晶片，也就是一顆都賣不出去，營業額掛零的模式! 

所以，範疇定義在設計生產 IC，就如同此案例，就算這設計的團隊，

是一個頂尖的團隊，在當時没有任何改版，就設計出超越蘋果 IC 效能的

團隊，但是没有人可以將它裝上板子而可以運行打電話，則一顆都賣不出

去，且 IC 汰换的速度之快，不到半年，這顆卓越的 IC，已經落伍，没人

要了! 

雖然後續趕忙組成後續其他隊伍，但此時已經成為落後 在後面苦苦

追趕，也不易追上了! 

2. 資源「核心資源的創造與累積」 

這事業的核心資源，本來應該是把 IC 設計出來的知識與團隊，但曾

己何時，這根本的核心能耐，變得不那麽重要了! 在統一的設計方式出現

後，慢慢的設計已經被標準化，大家都可以很快設計出来，而且愈來愈快，

會做的也愈來愈多，所以，能耐已從做出來，變成比誰做得快，後段整合，

誰的團隊能力強，這已經才是制勝的能耐了! 反過來說，好像又回到在比

誰的人多，團隊較大，比資金多的紅海市場了! 

3. 網路「事業網路的建構與強化」 

在這個產業的今天，事業網路是非常重要! 誰擁有事業網路，誰就擁

有市場!  而且是極端的群聚，在初期，以品牌來群聚，在現在，則以國

家來群聚! 

高階擁有高價格，低階擁有大量，高階追求新奇與新功能，低階帶動

全民的使用!目前，多半的 IC 設計公司，都以追求中低階市場為主，因此，

國家的支持，是賣的好與不好最重要的網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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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目前中低階市場之所在，如何取得中國的網路關係，就等於取

得市埸 

(二) 四競技場 

1.  「價值∕效率」 

就公司而言，價值如何提高，常常是以設計師能力的強弱來看公司的

價值之所在，而每位設計工程師，實際上也都非常賣力，常常忙到三更半

夜，日夜顛倒. 然而就效率而言，不見得很好! 個人主義色彩濃厚，溝通

上需要較多時間，形成時間上的浪費，是否可以用較制式化方式，進行管

理，提升效率，是很重要的，效率來自於更快速的把產品做出來，快速做

出產品公司業績才能快速獲得! 

因此，各 module 負責人的做事方式加上公司個人主義色彩的盛行，

又因為公司不能精準的掌握客戶端的需求，造成公司的生產和銷售效率低

落，例如做出來的手機晶片實際裝置到手機上時，往往因為驅動程式不能

有效作用，使的手機功能時常不正常。因而造成手機晶片後來退貨連連。 

在這過程中，若能利用虛擬的縱向整合，將使得手機產業裡的每一個

扮演者有更大的能力，準確的掌握製造前後端的需求，換句話說手機晶片

設計商可以在設計研發的過程中，適時傳遞零件端所需需求訊息，進而加

入設計的流程，並且，利用縱向整合得資源，適時引入外部的手機晶片設

計資源，以彌補自身的手機晶片設計能力不足。前後串通，整合設計，將

能使失誤率降到最低，進而設計出好的產品! 

2. 「能耐∕結構」 

能耐也就是核心競爭力，結構乃核心競爭力在整個產業中是否能做為

利器，當設計門檻越來越低時，能耐在這產業已慢慢變得平凡，你能做，

大家都能做，各國設計人才快速掘起，設計師快速養成，加上標準設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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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設計出 IC，已經愈來愈容易.而結構上， 台灣仍是全球生產鏈的大

本營，但客户鏈卻慢慢從美國移往大陸，且大陸現正努力將生產鏈往大陸

中。 

台積電是其最大障礙，中蕊目前仍無法趕上，但營運模式已慢慢轉成

大陸為中心的模式了.加上大陸地方政府出錢出地，積極將生產結構導入

大陸! 

軟體部份，大陸人才更是齊全，螞蟻雄兵之態式，逐年看出大陸開發

的軟體，已超越台灣，快速且高品質，雖然軟體在台湾仍超越他國，炫麗

盡出的韓國三星，其實軟體能力應還示不及國內的 HTC，IC 設計的軟體

設計，也是一樣的! 

軟硬體能力在台灣大陸快速前進的狀況下，山寨機的能耐將慢慢逼近

高階品牌機，逼得品牌機，必須去尋找新的應用與方向，來拉大與山寨機

的差别! 

總而言之，大陸挾龐大資金以彌補其研發能力的不足，外加手機晶片

設計諸多流程已經漸漸標準化，因此晶片設計產業的門檻已經越來越低，

換句話說我們台灣手機晶片設計商的競爭優勢已經慢慢的失去。此外，韓

國的三星由於之前代工蘋果晶片的關係，從中有諸多機會迅速的提升自己

設計和製造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台灣廠商所面臨到的另一項威脅。因此在

這樣的左有大陸，北有韓國的夾擊之下，我們傳統的 OEM 廠商的橫向切

割分工的營運模式將不足以應付如此激烈的產業競爭，唯有靠虛擬的縱向

整合以因應。主因是虛擬縱向整合可以有效的降低產業內部的交易成本，

可以使的設計、製造甚至封裝測試從上到下的縝密結合。由於虛擬縱向整

合是變相的汰弱扶強，因此競爭力不足而被排除在縱向整合之外的廠商可

能會另起爐灶，成立新的虛擬縱向整合，進而形成新的線與線的對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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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或以上的虛擬縱向整合的互相競爭，因此如何避免此類情形也是需要

審慎考慮的一環。 

3. 「實力∕體系」 

高階手機品牌領導廠商，各自有自己的強項，蘋果除了它炫麗的外

觀，最早取得大眾的欽賴，它的趨動程式與管理系統的隱定度，也是所有

品牌之中，最好的一個! 

三星則是以硬體尺寸的種類最多而贏得大家的喜好，但它們的軟體則

感覺没有那麼好用!而宏達電則是以像機鏡頭及拍照效果贏得大眾的心!

所以，各有自己的實力，同樣，也培養自己強項的生產體系. 

因此，新加入的新進者，必須養出自己的強項體系，才有可能勝出! 

以此例而言，該公司著重動畫品質的呈現，對於愛看電影又不想買貴

手機的人，是最佳選擇.而其體系將以影片出租業者搭配，會最為理想 

至於台灣，政府正在推動「三業四化五亮點」，三業四化分別是培養

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服務業國際化、傳產業特色化，五項示範

亮點產業分別是智慧生活產業、工具機智慧製造、物流產業、資訊服務業、

創新時尚紡織。其中，我國的手機產業鏈可以搭上服務業科技化之列，進

行手機產業和服務業者的整合。例如韓國的手機產業便利用 Wibro 的建置

計畫大幅增加手機行動上網的速度，以推動隨處看(租賃)電影的便利生

活。而我們台灣也可以此為借鏡，和電影租賃、飯店餐廳訂購、家庭醫師

影音照護進行整合，藉由政府的力量去推動行動上網技術的改進以及促進

手機產業和服務業的媒合。最後，以此合作模式做為示範例子，進而向世

界各國推廣智慧型手機如何讓民眾的生活更加便利與先進，間接的激勵智

慧型手機的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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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拉回九說的精隨，實力與體系可以藉由九說的“產業合作網路”

進行更詳細的說明。產業合作網路的意義為:企業藉由專業分工、合作互

補的概念，彼此形成一層層的緊密合作網路關係，而該關係可以讓企業維

持快速靈活的特性以適應變化萬千的市場，另一方面，企業可以透過網路

體系，迅速有效率的取得合理價格的零配件。 

因此，為了因應智慧型手機市場的變化萬千，以及進行手機產業和服

務業的整合，藉由上述九說的闡述，可以再次映證智慧型手機產業朝向虛

擬縱向整合的必然性。 

最後，智慧型手機產業先藉由虛擬縱向整合達到第一次實力的壯大，

再藉由虛擬縱向整合的力量外加政府的政策推動和服務業者進行整合，進

而產生第二次的實力壯大(產業合作網路的擴大)，最後以此合作範例做為

宣傳的模型推廣到世界，再次增加智慧型手機的銷售，達到第三次實力的

壯大。最終以達到台灣手機產業的實力/體系擴張。 

4. 「異質∕同形」 

在異質上，是否可以與網路電視結合，從遥控器變成收音磯變成話機

到繳費機，形成一多功能的便宜控制装置，形成異質整合，另外，如 ASUS

所著重的 PC 與平板的整合，也是一個異質整合的重要方向之一. 

整個生態鏈，是趨於單一機台的方向前進，但最終會合併成那些設

備，今天仍看不出來，是超級手機，還是無處不在的電視牆，還是回到個

人電腦的整合版，我們將預測著它前進! 

接著引入九說的「合作共生策略」以詳加說明未來台灣手機產業可能

採取的擴展策略。合作共生策略可分為互利關係、共食關係、寄生關係、

擬態關係，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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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關係: 

兩家不同產業或同產業的公司藉由彼此互相合作，以互相彌補對方的

短處。例如航空業者和旅行業者，航空業者在淡季提供優惠票價給旅行社

以推銷淡季行程，旅行社則藉由設計出精美的行程以行銷淡季的業績疲

弱，因此兩者的合作可以在淡季壯大彼此的業績，旅行社也可以藉由航空

公司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品牌能見度。 

共食關係: 

當兩個體互相依賴時，兩者沒有損及對方的利益，且其中一者的利益

會增加，但另外一者沒有顯著影響。例如大型百貨公司的美食街。美食街

可以利用百貨公司吸引到的人潮來擴大自己的營業利益，但百貨公司本身

受益於美食街卻很少。 

寄生關係: 

一個體利用另一個體的資源以壯大自己的利益，而被寄生個體沒有受

到顯著的好處。例如電影院門口的攤販，攤販利用電影院的人潮以擴大自

己的營業利益，和共食關係不同的是，共食關係是彼此知道對方的存在，

且接納彼此在一共同營業的場所，而寄生關係則無此特色。 

擬態關係: 

一個個體在未經另一個體同意之下，恣意模仿其經營模式、策略和外

表形象。例如麥當勞登陸台灣之後，模仿麥當勞的本土速食業者便如雨後

春筍般出現，希望藉由學習麥當勞的經營方式以取得經營的成功。 

介紹完以上四項合作共生策略後，我們不難發現台灣手機產業的虛擬

縱向整合屬於互利關係，即藉由虛擬縱向整合彌補自己的短處。例如說手

機產業的零售通路商最了解當今消費者對於手機的需求為何(例如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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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則手機通路商便可適時的將此資訊傳回給上游的手機晶片設計商，

以設計出適合撥放高清電影的處理晶片。而手機外型設計商便可利用通路

商所獲得的市場資料，設計出主流消費者喜愛的手機外型(例如偏好金屬

或是塑膠外殼)。另外三類關析，在我們生活中，已經早如上力所述，虛

擬縱向方式營運模式，存在於各行各業之中，如何讓各行各業在這異質/

同形的互助互信模式下，產生台灣新商業運作模式，也將是可以期待的! 

 

(三) 九主題 

1. 價值說 

手機晶片設計商要提高價值的最重要因子，產品產出的彈性要快，亦

即手機晶片設計商必須能立即且即時的察覺到市場目前的需求，而快速的

修改其產品的價購，以因應市場需求。而晶片製造商主要以製程先進與

否，决定勝負，今日台積，是否會因 Intel 與 Microsoft 分家後，搶食 iPad

市場，而讓台積勢微，進入平價風，是影響價格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項與價值有關的問題是，手機晶片製造商是否要專注於本業的問

題，舉台積電和聯發科為例子，前者是從創自之初，便傾全部資源投注於

自己的核心業務:晶圓代工，進而達到世界晶圓代工的執牛耳地位。然而

後者，聯發科，卻除了專注於自己的核心業務晶片設計，還將手機的相關

程式，零件選配組合，以至於樣機組裝，全部幫客戶完成，其成功的核心

價值，卻不只是 IC 設計本身，而是建立無縫隙的零件 BOM 表和手機零

件組裝能力的總和，而這種核心能力，也形成他在中國大陸手機產業界的

一個困難的進入門檻。 

而案例中的公司最初也想走聯發科一路，但是最後失敗，其原因，不

外乎資金與人力養成問題，導致想做卻做不好的問題。試想，該公司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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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虛擬縱向整合可配合，回到自己的核心競爭能力，手機晶片設計，且藉

由虛擬縱向整合，找到對應公司，形成虛擬縱向，或許資金就不會有今天

的危機，或許，尋求宏達電的資源，進而藉由合作的綜效強化自己的研發

設計能力。可能已造就這家公司的成長! 

台灣傳統的 OEM 模式(水平分工)便是專注自己具有比較利益的核心

競爭能力，但是觀察三星經營模式可以了解到，除了藉由水平分工讓廠商

專注自己擅長的部分之外，更要有垂直的縱向整合，才能進行上下游資源

最有效率的分配。 

2. 效率說  

要有效率，標準化工作流程仍是關鍵，而如何將 IC 設計師，集合

起來，標準化，是這業界的難處!  

以案例公司為分析目標，如何以軟體工程相關的運作方式，以提升

效率，並使用計畫管理的方式來推展公司營運計畫的進行。或許可以有

較好的效率發生! 

另一項癥結點是，案例公司有些工作是否可以選擇有經驗的專家來帶領多

位較不具經驗的新人工程師來進行。 由於軟體開發不只受到軟體本身影

響，也容易受到硬體偏差影響。 因此有經驗的專家較容易判別出軟體和

硬體之間的錯誤病徵，但人多可以加快程式開發速度，畢竟開發軟體是耗

費人力非常多的工作，加快速度，加快解決客戶問題，才會有客戶的利基，

究效率而言,應該是要去思考的方向! 

另外，如何藉由虛擬縱向整合，與其他配合之晶片設計商或是 IC 製

造商，進行技術上的交流，以提升產品整合度，也是效率提升的重要決策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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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說 

就 IC 設計公司而言，人才，設計軟體授權，晶片投片成本，都是非

常昂貴，正確的零件組合表(BOM)，零件商配合意願，最後組裝能力也都

有一定的難度! 

從資源與能耐的角度來看，如何從橫向之間的獨特性、專屬性到縱向

之間的模糊性，在虛擬縱向整合的一個運作模式下，形成一個文化，或是

大家默認可以接受的合作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實務上若能產生虛

擬縱向整合，在操作虛擬縱向整合時，不應只聚焦於有硬實力(專屬性)的

部分，也應該要強調具軟實力，虛擬縱向整合的標竿企業(獨特性)，讓它

形成國家文化(模糊性)，願意去跟隨，這才有可能形成一個能耐，國家的

能耐，以及在這國家下公司的能耐，因為僅僅有硬實力，無法真正將橫向

切割的代工文化，轉變成如三星般的縱向整合公司，觀察國際上的跨國優

質企業(例如奇異)其研發技術實力的確很強大，但真正讓其歷久彌衰的是

奇異優質的文化。因此透過縱向虛擬整合，聯盟裡面的企業自然可以認知

這個區域這個國家的公司文化行為，這些具有優質文化的企業，進而透過

合作的過程中，瞭解優質企業文化對於ㄧ家企業的存續與成長是何等重

要，進而學習和內化優質的企業文化。 

回案例公司，資源說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分析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

的現況與取得，在藉由下表分析該公司 (O 代表該公司有達到該項標準，

X 代表該公司在該項要求有不足)。 

該案例公司為典型的 IC 設計公司，因此有形資產十相對很少，然而重要

的無形資產該公司也沒有很充足 (例如 IC 設計圖、專利)，而無形資產須

要由文件化的方式予以保存紀錄，才能萃取出有用的智慧資產。但是該公

司在後者並沒有保留的很充分，僅有個人能力的專業技術部份很充沛，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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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表可知該公司的專業技術能力很強大，亦即該公司的硬實力是十分雄

厚的，但是在管理能力、人際網路、業務運作能力、組織文化、組織記憶

與學習皆十分薄弱，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再者以虛擬縱向整合觀點，藉

由觀摩以及透過實際上的合作，了解到上述的軟實力是如何幫助一家企業

成長茁壯，進而學習和內化上述的優質軟實力。 

 

資產 

有形

資產 

實體資產 土地廠房、機器設備 

金融資產 現金、有價證券 

無形

資產 

(X) 品牌/商譽、智慧財產權(商標、專利、著作權、已登記註冊的

設計)、執照、契約/正式網路、資料庫等 

能力 

個人

能力 

(O) 專業技術能力           (X) 管理能力 

(X) 人際網路 

組織

能力 

(X) 業務運作能力           (O) 技術創新與商品化能力 

(X) 組織文化               (X) 組織記憶與學習 

資料來源: 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 

4. 結構說  

    結構說涵蓋了波特教授的五力分析以及產業的生產者結構。由於五力

分析內容比較偏重在競爭行為，故在此我們只先討論產業的生產者結構，

五力分析獨立至 4.4 章節分析。 

    從生產者結構來分析，手機晶片設計產業實為一個大者恆大的寡佔性

產業，且進入門檻十分的高，主要是因為該產業的既有廠商會逐年的技術

進步，而這進步，讓新進者無法跟隨，因為，新進者必須在初期投入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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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資成本及約ㄧ年時間，之後才有基礎可以往新技術前進，以追上目前

的主流技術水準。因此，在同一時間點內，由於既存廠商只須投入少於最

初投資成本的資金便可以維持其設計研發能力，但是新進廠商的初期投資

成本很高，而且前幾年成品未能順利做出來，每年的收益幾乎為零，故造

成該產業的進入壁壘也很高。 

而本案例的公司因為早已發展了 6 年，已邁入發展成熟階段，也設計

出的 3 代的手機晶片，所以每年不用再投入高成本，就可以進入新技術的

設計行列。因此該公司在整個產業的結構裡，已經站穩初期的腳步。因此

該公司目前的問題主要是後續的下游結構端廠商的合作。因為目前和該公

司配合的手機製造商是中國大陸俗稱的蟑螂商8，因此比起主流的手機大

廠，有辦法認真且嚴格的去測試處理器晶片和手機的配合程度，蟑螂商可

能甚至連測都不測試，就到市場販售，所以該案例公司所做出來的手機晶

片常常安狀在手機上時便出現一堆問題，例如機子過熱、電池不穩定

等…，歸根究柢是蟑螂商沒有進行完整的手機晶片和手機的測試，並即時

的將錯誤回傳給案例公司，以趕在手機正試賣給消費者前還有改善修正的

空間，解決手機問題。最後導致終端消費者退貨及罵聲連連。 

另外，從虛擬縱向整合觀點來看，該案例廠商若可以藉由虛擬縱向

整合聯盟的力量，改變下游的廠商。因為只單靠案例公司的力量仍不足以

和好的下游廠商搭上橋梁，唯有透過虛擬縱向整合，改善與選擇品管佳且

消費者也喜愛的手機製造下游廠商，進而在較高品質廠商嚴格的測試標準

下，即時回報手機晶片和手機主體出問題的癥結，並藉由下游廠商的銷售

通路，打入主流手機型號的供應鏈，進而擴大自己的營收。 

5. 競局說 

                                                 
8
 自己不具任何研發能力，但是會利用已經製為成品的零件(例如處理器、機殼等…)組合成一部完整的手機，並

將之銷售以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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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進入競局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手機晶片設計產業的推移

趨勢。在 2 年前時，手機晶片設計商追求的是晶片的處理效能，換句話說

這個產業的廠商均在追求技術水準的突破。因為當時除了 Apple 的

iPhone，其他主流的手機大部分使用 Android 系統，由於 Android 系統天生

的設計缺陷(由 Java 編寫成)，使的 Android 手機必須使用更高規格的處理

器才能達到 iPhone 的使用流暢度，其設計出來是為了充分利用多核心的

處理器。因此當時的手機晶片設計商都不斷地追求晶片表現效能的提升以

滿足 Android 系統的龐大需求。 

但隨著技術日益進步，現今手機處理器的效能已經超過了 Android 系

統的要求，換句話說手機晶片效能的提升，對於 Android 作業系統的邊際

效能貢獻程度9，已經不像以前如此顯著。所以當今手機晶片設計商的競

爭著眼點轉向每單位晶片的價格。 

而猜測價格的方法有很多種，但主要是以探取對方零件的取得成本、

被動元件的取得成本、代工成本、光罩成本、以及 IC 產量為多少、損益

兩平點為多少，接著綜合上述因子推敲出單顆 IC 的平均售價為多少。 

最後，若是對方的單顆售價比我們低，通常在手機晶片設計產業常用的做

法是跟著降價，因此長期而言，手機晶片產業裡一來一往的商業賽局活動

後，將會令 IC 的單顆平均價格下降迅速。 

因此，從競局說的角度看待該案例公司的話，該公司是否能生存下

去的關鍵點是製造成本，以及猜測對手成本的有效與否。所以若能配合虛

擬縱向整合，一來可以降低自身製造成本以因應產業趨勢，二來可以利用

聯盟的龐大資源迅速且有效的掌握競爭對手的製造技術與成本，以便即時

的反擊。 

                                                 
9
 手機處理器提升單位時脈，所能讓手機作業系統表現得更流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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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統治說 

統治說強調交易成本之於企業的重要性，亦即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

如何能降低原物料的交易成本，以及專利技術的交易成本，便是企業一個

很重要的課題。 

藉由下面的圖表，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交易成本的大小很大一部分

取決於交易商品的特性以及其交易的頻率。而對於手機晶片設計廠商而

言，能夠有效降低成本以增加其競爭力的方法就是降低甚至消弭下表黃色

區域的三邊統治，因為中介團體的存在勢必墊高廠商的生產成本，最終反

映在手機晶片的價格上。因此以案例中的公司為例子，案例公司因為交易

成本高導致行銷行為表現不佳，因此透過縱向整合可以有效的利用聯盟的

廣大資源進而直接連絡上下游廠商，使的商業經營模式由三邊統治轉向雙

邊統治。舉例來說，研發人才屬於公司製造研發產品的投入要素且每人具

有獨特的研發經驗，故屬於專屬品，在加入聯盟之前該案例公司必須透過

獵人頭公司挖角其他公司具有經驗的研發人才，屬於三邊統治，但若加入

虛擬縱向整合後，由於聯盟內的職缺與技術具有分享性質，因此便可繞過

獵頭公司，直接且更有效率的進行人才的轉移和挖角，以進行聯盟內人才

資源的配適最佳化，進而提高聯盟的表現。 

 

交易商品獨特程度 

標準品 半標準品 專屬品 

交

易

頻

率 

偶

而

交

易 

市場統治 

三邊統治 

(存在中介團體) 

經

常

交

易 

雙邊統治 

(合作網路) 

單邊統治 

(內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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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 

由於該案例公司仍屬小公司，因此諸多資源會透過第三方已進行交

易，所以若是成功建立虛擬縱向整合，可以利用聯盟的龐大實力消除其半

標準品和專屬品的中介成本。因此由統治說來看，可以再次證明虛擬縱向

整合的成立綜效。 

7. 互賴說 

企業網路將成為未來台灣企業下一階段的重要策略課題，“互賴”將成

為核心價值。主因為現階段各產業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且競爭規模也擴

大到國家層級，這將使得國家內的公司，若有虛擬縱向整合之團體，將逐

漸以合作策略取代競爭策略，而形成國家對國家的競爭，而非公司對公司

的競爭模式。 

因此，融合我們前述所提出的觀點，對於該案例公司，若能有環境

加入我國的手機產業虛擬縱向整合聯盟。從互賴說理論來看，可得到下列

之好處:  

以互賴說觀點，虛擬縱向整合有著以下特色 

1. 產品核心型: 虛擬縱向整合可以藉由聯盟內成員的專業分工，達到全聯

盟總生產和研發效率最適配置 

2. 顧客核心型: 藉由聯盟的終端販售企業成員的消費者資訊收集，即時將

目前主流消費市場對於智慧型手機的需求迅速傳遞給上游的手機軟硬體

設計商，以製造出符合目前主流需求的產品。 



 

38 

 

此外，除了以上兩點特色，我們更進一部的深入探究，可以從互賴

說，下列三個角度來看代縱向整合的好處 

 

降低成本 

規模經濟&學

習曲線 

聯盟內成員可以更加專注於自身核新技術

的加強，並互相排除重複的研發以及生產，

進而達到規模經濟以及發揮學習曲線的效

果。 

範疇經濟利益 

於該聯盟的成員可以藉由吸收與學習聯盟

的共享知識，迅速增加自身企業的研發能

力，並再度深化自己的專業核心技術，以達

到範疇經濟利益。 

交易成本降低 

由於聯盟內的成員，彼此的溝通以及交易

(不論實體或虛擬)都已經藉由聯盟共同整合

以消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障礙，因此可以

降低交易成本。 

分散風險 

由於聯盟內的成員都有意識到，該聯盟的存在是為了擴大台

灣手機產業的競爭力，以對抗國際大廠(例如韓國三星電子)，

因此當總體環境遭受突發性衝擊(例如金融危機)造成聯盟部

分成員受到衝擊，聯盟成員便會基於互相合作以及在同一艘

船上的危機意識，而伸出救援的手臂。此外，聯盟也可以利

用自身的力量連合向金融體系要求資金注入。因此基於上述

兩點“救援意識”以及“聯盟力量龐大可向金融體系輕易融資”將

另該聯盟內成員的風險平均分擔掉，以達到分散風險目的。 

提高競爭

地位 

如前所敘述，聯盟內成員是從上到下一條龍的企業，因此舉

凡上游的研發到下游的零售，皆有完整的能力可以應變未來

變化莫測的行動設備市場，因此聯盟龐大的是硬力量以及低

成本的優勢，將可以大大提升我國手機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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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風險說 

風險說強調企業的永續生存，反而短期的利潤追逐應為次要目標，換

句話說，在必要且緊急的情形下，企業應該犧牲短期的獲利以尋求長期的

永續生存。 

從策略九說來看，企業的風險可以分為三大類，一般環境風險、任務

環境風險、公司特有風險。 

在此我們先簡介一般環境風險: 

政治風險 因為政權動盪或是戰爭所產生的政治風險。 

法令風險 因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或是金融制度所帶來的法令風險。 

經濟風險 
因通貨膨脹、本國匯率以及本國利率的改變，另企業營運出

現損失的風險。 

社會風險 因社會價值觀、社會文化、種族因素所造成潛在風險。 

天然風險 因地震、颱風、豪雨等天然災害所造成的風險。 

資料來源: 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 

將上面五個風險面來檢視前述案例公司，該公司因為設立於台灣，因

此政治風險以法令風險、經濟風險及社會風險，我國均在低水準，然而該

案利公司會面臨到天然風險。其肇因由於台灣的地震頻繁以及颱風為害繁

多，就虛擬縱向整合而言，原物料則將是需要細心討論的課題，對於資源

少的區域，容易維他國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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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聚焦任務環境風險，任務風險可以細分如下 

 

供給面 因找不到供應來源、供應無法及時到達、原料品質

不確定、供給價格改變等所產生的風險。 

需求面 因下游廠商或客戶的需求量改變、需求偏好改變等

所產生的風險。 

競爭面 因現有市場的競爭強度改變、新競爭者進入市場、

替代品出現所產生的競爭風險。 

研發面 因研發技術的創新、製程技術的進步、技術產權轉

移所產生的風險。 

資料來源: 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 

該案例公司若獨自一人單打獨鬥，則上述四項風險確實是很大的

威脅，但若是套用虛擬縱向的整合策略，則供給和需求面的風險將會

被降到最低，原因為虛擬縱向整合是從上游到下游的一條龍整合，因

此在縱向整合的框架下，上游供應到下游供應都被聯盟內的協議所約

束，在手機產業穩定發展以及總體經濟穩定的前提下，不會任意的退

出或是訂單數量改變，故聯盟內的穩定產業體系可以大幅降低需求和

供給面的風險。 

至於競爭面的風險，虛擬縱向整合可以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綜

效，將另聯盟的實力更加茁壯。因為聯盟內可以透過技術的共享、降

低商品運輸轉移的成本、未來產業策略的共同擬定與分享這三者，達

成整體聯盟軟硬實力及規模的提升以因應新競爭者或替代品的出現。 

而研發面的風險，也可以透過聯盟的技術共享或是轉移，以因應

競爭對手的技術提升所造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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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以下圖做為風險說的小結。 

 環境不確定性 

低 高 

外部關

係依賴

程度 

& 

內部資

源僵固

程度 

低 

低風險 

(第二象限) 

低風險 

(第一象限) 

高 

低風險 

(第三象限) 

高風險 

(第四象限) 

資料來源: 吳思華，策略九說-策略思考的本質 

把該公司放到上面的風險分析矩陣，其最初的位置是在第三象

限，因為該公司的設立國家是在我國，因此環境的不確定性(政治風險、

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法令風險等均很低)，然而案例公司為創立不久

的公司，因此外部關係的依賴程度很高，而且內部資源也不多，所以

內部的資源僵固程度很高(可分配的空閒資源很少)。 

但若概念上加入虛擬縱向整合，則該案例力公可由第三象限移至

第二象限，理由如前所述，虛擬縱向整合可以在合作取代競爭下，等

同於挹注該公司大量資源，則同等意義上大幅降低外部關係依賴程度

以及內部資源僵固性。 

9. 生態說 

生態說指的是在人類體的社會體系中，各式各樣的組織，藉由彼此的

互動，構成一個綿密且能自給自足的社會網路，尤其人類的商業活動更是

如此。進一步深入探討，商業活動網路可以區分出層次和梯度，這和自然

界的生態系據又很大相似性，故以生態說命名之。此外生態說強調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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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宏觀策略思考，因此從生態說衍生出來的策略宜套用在企業長期的發

展，因此對於企業短期的策略方針指導較難以起到作用。 

依據生態說的定義，可細分為兩大部分: 

組織

惰性-

—變

革的

阻力 

內部限制 
受到資源和資訊的限制或不足，決策者無理性決策

的空間。 

外部壓力 
財務、法律、或是社會大眾的期許，造成企業經營

的障礙或壓力。 

選擇的限制 
因決策者的生長背景，使的其偏好或決策價值觀容

易產生選擇上的錯誤，所造成的限制。 

組織

生態

策略 

利基寬度策

略 

利基指的是企業特有的核心競爭能力，且著重討論

企業該成為專才或是通才。而該案例公司可以藉由

虛擬縱向整合進行專才的發展。 

生命繁衍策

略 

討論企業該以 r 策略或是 k 策略，前者以固定資源

進行最大量生產，後者不強調生產量，而是著眼各

別產品的質量最大化，因此產量較少。本案例公司

可以透過虛擬縱向整合大量資源的支持，採行 k 策

略，以及大化產品技術提升和成本的下降。 

策略同型與

共同演化 

可分為強制同型、模仿同型、規範同型。 

強制同型:企業為了因應上下游的規範，而逐漸和

上下游的經營模式或策略趨同。 

模仿同型:受到大環境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會模仿

同業中成功的企業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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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同型:由於不個企業的管理人員或是研發人員

受到相似的教育背景，所以不同企業的經營決策模

式建建趨同。 

由於手機設計產業屬於規範同型的性質，所以該案

例公司須特別注意此項目。 

合作共生策

略 

概念如同前面的互賴說。闡述了互利關係、共食關

係、寄生關係、擬態關係。 

雖然上述分析指出了企業諸多的決策影響因子，但正如同前面諸多學

說提到的，在區域內形成虛擬縱向整合，運作模式將可以有效的降低負面

的決策影響因子。 

例如內部限制、外部壓力、選擇的限制可透過縱向整合的大量資源，

以降低該三項負面因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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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力競爭態勢分析 

五力分析較強調競爭，在此章節，將試圖以五力分析方式，探討虛擬縱向整合，

我們該注意的方向。 

(一) 產業內競爭力 

 

 
分析項

目 
產業現況 (Example) 影響方向 

產業

內競

爭力 

產 業 集

中度 

產業集中度高 

前兩家佔50%，前十家佔

86%10 

產業集中度高，不利於新公司成長 

但因為總潛在市場11 (TAM)很大 ，而且，快

速擴大，所以，以百分比看雖小，但足以支

撑小公司長大! 

成 長 潛

力 

持續成長 

由前面章節智慧型手機市場

成長預期資料外加作者業界

長期經驗，本研究認為會有

10倍數成長 

因持續成長，所以，有利小公司成長，是新

公司進入市場的最好時機 

倉 儲 成

本以及 

固 定 成

本 

由於IC體積小因此倉儲成本

低。而初期研發投資成本高

且單次製造成本高，但單次

製造量大! 

25片wafer生產，可以產出

50，000支手機 

光做晶圓製程，100 片約台幣 1,000 萬，1000

片約可做 2KK 支手機，以 2012Q4 來看，也

就是吃 TAM 1%量，還沒算工具(光罩)，及

後續封裝等成本，已經，需要台幣一億元晶

圓生產成本!所以，固定成本很高 

但東西不大，所以，倉儲成本不高! 

差 異 性

（ 轉 換

成本） 

品質，品牌與服務，影響產

品之差異性 

 

新公司或小公司，不會有品牌上的優勢，只

能打著 Android 招牌，進行販售，所以，初

期完全無法有品牌優勢，品質，則可用驅動

軟體來讓客戶感受其好壞! 如:連線快慢，話

質好壞，影像逼真度等... 

其影響力很大，是新公司可以加強，從而爭

取到客戶! 

總之，韌體/軟體是完全重要的決勝點 

                                                 
10

 前兩家為 Qualcomm 以及 Samsung Electronics。 
11

 根據 IEK、DigiTimes、IDC 的資料預估，2017 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將是 2013 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的近

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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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爭 者

使 用 策

略 多 樣

性 

以較新的技術，美麗的外

表，提供多變的選擇 

由銷售端(營運商)決定，營運商的策略，決

定此策略，而設計商生產的 IC，要能有強變

化容忍度(robust)，來支援其產品需要的 

變化組合!因此未來可以藉由虛擬縱向整合

的引入，來加強小公司對於終端消費市場球

的掌握，因為位於虛擬縱向整合的終端銷售

商可以將收集到的顧客資料，即時傳遞給上

游的製造和設計公司，使之設計或生產的產

品可以符合當今或未來消費者的偏好趨勢。 

產 能 增

加速度 

高資本投入 

組裝及製造生產能力增高，

所以產能很高。 

手機晶片目前的生產主要國是在中國大陸

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但小公司若能藉由虛

擬縱向整合，便能增加國內的速度與品質，

以便和中國競爭者對抗。此外，現階段許多

業者因為成本關係，所以選擇將生產交由中

國大陸業者，但是不可避免的會有被中國大

陸業者併購甚至買下自己的心血結晶，因此

聯盟的成立可以降低本國生產成本以及提

高本國生產技術，進而提供廠商替代的選

項。 

另外中國國內希望能自我形成一個供應

鏈，所以，對於這方面的投資不遺餘力，而

“學習台灣”是目前最常看到的方式，不管

是併購或者是合資都快速進行，雖然，初期

投資高，但有國家支持，產能也會繼續上昇. 

技術也會持續改進! 

設計公司也仍會持續成長，所以，需求增

加，供應也會增加， 

業 內 競

爭 者 之

策 略 風

險 

策略風險高 

 

 

 

 

 

 

 

 

  

競爭者與中國合作，提供低價且高功能之產

品，以形成銷售通路的優勢，但扶持的對向

(?)變化，也自然形成高風險!  

因此面對中國競爭對手的興起，台灣本土產

業不可不忽視。然而中國的成本優勢的確是

我們台灣目前所缺乏的部分，因此唯有利用

縱向整合的從上游至下游一條龍式的整

合，才能降低聯盟內部成本，且互相研發資

源以提高技術，進而與中國整體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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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障礙 

1. 專 屬

性資產 

投入資金全部轉成專屬性資

產 

由於手機產業的生產資產多屬於專屬性資

產或智慧資產，所以資金的流動性很低，因

此，投入時的評估非常重要，投入不對，可

能全部血本無歸! 

 

2.固定

退出成

本 

高 人力成本 (無法回收) 

多數的資產，只剩下智慧財產!智慧資產的

認定，除了智財權外，雖有方法，但見人見

智，難有個定數，所以，積極轉智財權是很

重要的!因為智財權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出售

為現金，以因應廠商退出的問題，或用來增

加未來的投資。而小公司可以藉由加入虛擬

縱向整合，來共享聯盟內的技術，以加速自

己的研發能力，盡而在短時間內迅速累積大

量智慧財產權。 

3.相互

間策略

關係 

與下游銷售商間之相互依存

關係，影響退出障礙 

未來的趨勢勢必朝向上下游更加緊密的合

作關係，甚至會上下游進行整合。在此可看

出小公司若加入虛擬縱向整合必定會增加

上下游之間的交互緊密關係，進而增加退出

障礙，但是考量到虛擬縱向整合的諸多優

點，仍建議小公司進入虛擬縱向整合。 

4. 心 理

障礙 

  

5. 政 府

及 社 會

限制 

山寨機在中國，得到較高的

保障，且可以進一步，加入

TD-CDMA(中國標準)的市場

行列 

中國政府是最可以以此調控供需的單位，不

同的規格，造成量的不平衡，抓到政府政策

方向，先一步取得產能，勝算就較大! 

因此未來台灣廠商若決意單打獨鬥面對中

國大陸的龐大勢力，必定沒有優勢，唯有透

過虛擬縱向整合聯結整個產業鍊外加我國

政府的支持，才能握有和中國產業談判磋商

的實力。 

綜合上述項目，產業內之競爭力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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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替代品威脅 

 

替代

品威

脅 

替代品

產業 
大電視，Notebook 

電子產品，主要目的就是資訊，在數位時代

的今天，所有資訊幾乎都可以數位化，而應

用則主要取決於螢幕的大小，看電影須要

大，打電話須要小，舒適度與攜帶度是重要

考量，但背後的運算是愈来愈接近! 

手機目前愈來愈能做所有的事，但電腦被定

義可以做所有的事，大電視被期望可以做所

有的事，它們愈來愈接近! 

但由於大電視的體積和重量仍嫌過大，因此

不可能完全取代手機產品。然而，以經推出

的 Google Glass 以及未來極可能推出的

Apple iWatch，尤其是前者替代手機的可能

性極大，主因 Google Glass 兼具可視螢幕

大，且攜帶方便。 

而台灣廠商若不能搭上該趨勢便有可能面

臨淘汰。故我們建議台灣廠商將虛擬縱向整

合的龐大力量，整合進位來眼鏡或是手錶類

型的行動裝置，以增加台灣廠商的存活機

率。因為新創或規模小的公司不具有力量可

以和大廠(例如 Google)洽談合作，而虛擬縱

向整合可以彌補該缺點。 

替代彈

性 

替代彈性中等，因為攜帶是

一大問題 

大電視未來替代彈性仍不會很高，但眼鏡替

代彈性很高。 

又由於眼鏡和手機的結構相似，所以台灣手

機晶片商的產品容易和眼鏡型行動裝置結

合，但如上述，可藉由虛擬縱向整合加談判

整合的力量。 

綜合上述項目，其所面對之替代品威脅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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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顧客議價力 

 

顧客

議價

力 

顧客產

業型態

(客戶使

用族群) 

目前主要是一般大眾，但可

以開發特殊族群使用者 

目前客户主要是年輕族群，而又分電玩族

群，聊天族群，時毛族群，類電腦族群等，

每個族群須要各異，同一人也可是多族群，

所以，多支手機是正常的! 

而老人族群，公作族群仍須開發，市場較

小，須結合互聯網相關產品做使用。 

根據本研究推測，未來的藍海是在需要自動

化的族群以及所得不高的消費族群，前者例

如盲胞，他們更須要語音控制或是自動化的

功能，後者則是對低價的智慧型手機較有興

趣。 

尤其是後者的市場甚大，因此若能利用虛擬

縱向整合降低成本，甚至接近 Feature 

Phone，則低價智慧型手機降可以藉由吃蝕

Feature Phone 市場再次成長。 

佔客戶

成本比

例 

佔顧客成本很低 

目前聯發科手機大約在3000

到5000元上下 

根據作者業界多年經驗，台灣手機價格甜蜜

點約落在 10,000 新台幣，中國手機價格甜蜜

點落在 5,000 新台幣，因此台灣廠商若能生

產出價格低廉且品質優良的手機，將可以再

次刺激或利，而品質技術的提升和成本降低

均可藉由縱向整合達成。 

產品性

質具差

異性與

否 

品質，功能與服務具差異性

高 

不同族群對功能品質須求各異，手機也因此

各部份功能與品質也各異，差别很大，會愈

來愈大，形成差異性! 

另外，目前手機的主要價差的決定性因素不

再是硬體，反而是軟體和硬體之間的整合以

及售後服務的部分，因為軟硬體整合佳會給

消者良好的使用體驗。然而對於新創或是規

模小的手機晶片設計商而言，並無多餘資源

投入這些部門，因此我們建議透過縱向整

合，為小公司挹注軟體設計能力，將可以補

足小公司該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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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成

本 

品質，功能與服務影響顧客

移轉成本低 

為了追求不同品質功能，唯一的辦法就是再

買一支，所以，轉移成本高，比例上，但因

每支手機單價不算高，也就是佔顧客成本

低，所以，仍會高度轉移，形成障礙的機會

不高 

此外是現在低價手機漸漸大量盛行，所以一

支低價手機(例如 3,000 新台幣的手機)會更

加促進轉移(換機率)，因此未來一人將擁有

多支手機，這會增加市場，進而促進小公司

增長 

顧客(終

端販賣

者)產業

獲利狀

況 

高，但淘汰變異大 
顧客產業利潤約 30~40%(查前三大手機商利

潤)，以低價手機而言，獲利狀況就沒那麼

好，所以小公司利潤無法根大公司一樣高，

只能利用規模經濟(這是一個隱憂) 

顧客向

後整合

意向 

大量商人具直售及服務體系 向後整合，主要就是客戶的應用了! 

物/互聯網，雲端等應用，持續加溫，持續

刺激顧客向後整合意願! 

而所有向後整合的硬體，幾乎也都需要設計

晶片，所以，對設計產業是好事，產量會大

量增加!而軟體部分，需要大量軟體工程師

加入，軟體業會加速的更劇烈! 

因此可以藉由虛擬縱向整合互連/物聯網以

及雲端的應用，進而擴大小公司的利基。 

廠商向

前整合

意圖 

大量商人投資上游意願低 目前後段有營運商及山寨商，營運商有自己

要投入的資金，如基地台或者說建構半導體

廠、組裝廠，但三星資源多因此可以做到，

而山寨商資本小，所以，對於這種出期投資

成本高的產業，他們介入的意願很低! 

然而虛擬縱向整合可以降低廠商的不願

意，因為可以降低整合的麻煩與交易成本，

最終促進整合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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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

質與服

務之要

求 

需求高，但購買當下常被忽

略 

產品品質，如安全與耐用，及售後服務，常

常在購買當時，完全被拋到腦後，因為，手

機等電子產品，要壞掉機率也不會很高，所

以，大家都先用在說，但是，需要服務時，

那就會很麻煩! 然而，投入這種資金建立品

質與服務，常常也得不到掌聲，蘋果及三星

等，目前在台灣也沒有維護中心，全部要送

到國外，所以，顧客也習慣了! 

但是透過虛擬縱向整合的力量，台灣廠商可

以成立一個全球客戶服務中心(CRM)，將聯

盟内與終端消費者有關事業的客戶服務部

門納入，換句話說聯盟內功司統一外包客戶

關係部門給全球客戶服務中心，藉由如此的

專業分工，大大提升聯盟内售後服務的品

質，進而擴大市場利基。 

資訊開

放程度 

高  大家為了搶生意，廣告行為，噱頭到處充

斥，有真有假，但是，也因此，手機資訊傳

播數度非常快! 易於全球市場! 

因為資訊開放高，山寨機功能強便易於被接

受與認知，小公司也可以藉網路的便利與迅

速打開市場。 

綜合上述項目，顧客之議價力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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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供應商議價力 

 

供應

商12

議價

力 

供應商

產業型

態 

固定且眾多，可選擇性高，

但是驅動程式必須依個別客

戶改寫 

零件供應產業都是相對專業的公司，但在產

業分工上，切割清楚，所以，供應商家數很

多，可選擇性高，但是中間的驅動程式會造

成轉移上的困擾，而晶圓代工只有少數固定

幾家，選擇性低。 

因此零件供應商多，故選擇多，因此對小公

司有利，但是晶圓代工選擇不多，因此小公

司選擇晶圓代工的自由度不大，進而縮小小

公司對供應商的議價力。  

因此建議進行虛擬縱向整合，一來可以確保

零件供應商的銷售，二來因為成本降低使的

手頭現金增多，便能夠有餘能力進行新研

發。 

供應商

產業面

臨之替

代品威

脅 

高  

 

有替代品可用，因此，設計公司在推出產品

的同時，需要建立BOM表，以提供營運商選

擇供應商，多數零件，都有對應其他零件配

對問題(軟硬體配合) 

因此小公司必須花很多心力於不同零件之

間的配對問題(軟硬體配合)，虛擬縱向整合

可以挹注小公司研發技術能力，因此可以降

低小公司於調整軟硬體配對的成本。 

所處產

業對供

應商之

重要性 

高 多數國外零件製造商是在一個或兩個零件

領域專業化，且銷售到世界各地。組合成手

機，選擇性常被零件間相互可用度影響很

大，所以，選了 A 家，就有對應其他零件必

須使用 B 家的問題，所以，對供應商之重要

性高。 

然而小公司要花很多心力處理零件配對問

題，透過前述虛擬縱向整合可以幫忙減少投

入的時間和能力。 

 

 

 

 

 

 

 

 

 

 

 

 

                                                 
12

 WIFI/USB/Base Band 晶片製造商、零件供應商、Co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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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產品是

否為重

要投入 

是 雖然多數公司都是標準設計，但因每人設計

的需求方向不同，所以也可以有所差異，因

此也造成對零件選擇性的差異! 

但因為公司種類多，所以配合上需要花力氣

組合，所以可以藉由虛擬縱向整合降低配對

成本。 

移轉成

本 

高 因為零件之間有相互可用性問題，若選擇其

他家零件，又須重新配對其他零件，所以，

移轉成本自然會高! 

因此可以藉由虛擬縱向整合降低軟硬體的

配對，如前述，虛擬縱向整合一但成立，便

可以整合上下游的軟硬體公司，以降低轉以

成本。 

供應商

向前整

合意圖 

低 對於零件商，如要向前整合，需要的資本很

高，所以，其意圖很低! 

因此對小公司而言有利，因為不用擔心供應

商來搶市場，也對虛擬縱向整合有好處，因

為彼此之間沒利益牽扯，故可以有合作關

係，並且更容易形成虛擬縱向整合。 

綜合上述項目，供應商之議價力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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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潛在競爭威脅 

 

潛在

競爭

威脅 

規 模 經

濟 
大 

市場成長性與需求高，達規模市場。又目前

規模經濟使的進入障礙很高，因此對於二線

廠(潛在競爭威脅)是很不利，但可以利用虛

擬縱向整合降低二線廠的營運成本以協助

二線廠商進入晶片設計產業。 

產 品 差

異化 
高 

二線設計公司與大廠的差異主要決定於產

品開發的時間，換句話說大廠所做出的規格

(4 核)優於同期的二線廠(2 核)，但以現況來

看，這個差距已經越來越小，這是二線廠的

利基。且可以導入虛擬縱向整合的技術研發

到二線廠裡面，讓二線廠的 IC 研發能力可

以更快速的追上大廠。 

資 本 需

求 
高 

高資本事業，初期投入成本高，對既存的二

線廠沒有影響，因為他們已經渡過初期的高

成本時期。 

轉 換 成

本 
高 

屬於非常專業的產業，且投入成本高，剩餘

的多為無形資產，所以，轉換成本高!  

政 府 政

策 
影響高 

中國，國家扶持廠商。 

因此虛擬縱向整合可以增加我國廠商的議

價能，以利和中國廠商平等談判。此外虛擬

縱向整合可以增加產品競爭力，進而提高和

中國廠商競爭的能力。 

綜合上述項目，此產業之進入障礙▁高

▁，潛在競爭者威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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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國家產業和與分，影響國家產業競爭力 

台灣與中國，在手機產業的群聚，應該視為一體或者應該分開兩個個體，應該有

個明確的方向，若以一體而言，併購成為大公司，以全中國角度，將被視為樂見，

但若是為兩個個體，擇併購將會使台灣產業逐漸沒落而慢慢消失! 

台灣手機產業，專業人員比比皆是，卻無法展翅。政府的力量，如韓國一樣扶持

產業應該是必要的。雖不能以單一大企業為主的運作行為，仍可以大公司號召，

中小企業方式經營，將這類有標準的規格，縱向整和，輔導讓台灣小型公司進入

這供應鏈內，而成為小型設計公司的 BOM 表名單之中，讓台灣的自我形成從上

到下一貫的供應鏈不被他國所瓦解! 

(二) 虛擬縱向整合，確保設計之後，製造上的優勢 

台灣有足夠的產業實力，若是要進行虛擬縱向整合，整個手機產業的各個環節均

有供應商。此外這些供應商雖然規模不大，但均具有優秀的研發和製造能力，此

不失為延攬進虛擬縱向整合的對象。 

(三) 競技場上的動態整合，形成戰略上的優勢 

價值/效率: IC 設計價值逐漸式微,以系統化方式進行,效率才能提升,再以虛擬縱

向整合提升價值 

能耐/結構: 核心能耐在設計標準化後逐漸式微,公司必須尋求其他的核心能耐,若

能虛擬縱向整合, 尋求與零件廠商合作開發,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 

實力/體系: 晶片動畫流暢度之獨特強項,結合繪圖相關晶片產業,創造虛擬縱向整

合之特殊化與體系 

異質/同形: 進行異業串連,使台灣成為新產品開發,與試運行中心,使得產業合作

共生, 並且因此加速成長 

(四) 如何避免不好的掠奪模式，使台灣競爭力喪失 

與中國企業合作時，因為台灣企業中小企業的文化，不如他國大企業的剽悍文

化，往往因為這樣，使的台灣企業的實體或是智慧資產易被他國企業奪取，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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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往往是不可逆的。因此台灣若能形成自己的虛擬縱向整合，將可減少被竊取

技術的傷害。且藉由縱向整合降低成本，也可避免和大國過度合作，進而技術和

資產被奪取。 

(五) 五力平衡團結台灣內部所有供應商 

內部競爭: 從成長潛力，產能增加速度方面來看，成長仍很高。但從產業集中度，

高度資本密集，大陸廠商的價格競爭與大陸政府法令等方面來看，對台灣公司不

利。 

替代品威脅: 在台灣多樣產業同時發展之下，台灣的利基不變，大電視,眼鏡等相

關產業，這些產業是可以互利共生的產業，若台灣廠商互相合作，必可降低替代

品間之衝擊。所以，從替代品威脅來看，危險不高! 

顧客議價力: 這是全球行為，大陸未來銷售量會急速上升，可能成為主因。但因

產品取得佔顧客成本比例低，且汰換性高，所以顧客議價力應該在合理範圍。但

對於品質的要求，會漸漸提高。且若要取得顧客喜好，機種變化快，種類多，將

是重點。 

供應商議價: 一般手機廠家都會在組裝零件表中，建立多個供應廠家，雖然變動

成本不低，但是一般手機公司都會有所應應,且目前這些供應商向前整合意願不

高,所以供應商議價的能力不高。 

潛在競爭威脅: 由於手機產業是屬於高資本密集，轉換成本高，且退出困難的一

個產業，產品要求又要多樣性，且需要有某種程度經濟規模才能存活，國家法令

影響也很大，所以，面對中國，潛在競爭威脅是非常高，需要團結力量才能不被

大陸廠商併購與瓦解! 

綜合五力分析，台灣是全球供應商的主要來源之一, 若能整合台灣內部, 以合作

代替競爭，整體獲得高利潤，大家也同時可獲取較高利潤! 並以台灣客戶的產品

需求與品質為藍圖，持續投入對未來潛在產業開發的精神，共同面對這高度競爭

及潛在競爭的各方勢力，這也正是虛擬縱向整合所希望達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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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再造中小企業生命力，以虛擬縱向扶持較弱勢的零件廠商 

台灣在五零年代，以我們勤奮的力量，從沒有錢靠著苦力，慢慢的一步一步建立

個別的小公司，並在政府的鼓勵下，一步一步的壯大，形成了今天台灣中小企業

的奇蹟! 

當時，美國大量外包生產到世界各地，形成橫向切割的代工業，在代工區域，勞

力成本低廉的有利因素下，大興其道，台灣也在這時代因素下，因而獲利! 

但曾幾何時，全球代工區域的工資，日益高漲之下，橫向切割的成本，卻比不過

一條龍生產的韓國三星，縱向整合的生產方式，又捲土重來，回到生產的主流，

因而，美國要求自家公司回美國，以自己的工廠，想要拿回自己以前的縱向生產

霸權! 

台灣，目前，卻仍停在代工的舊思維，無法向前邁進! 政府的領導，領導廠商的

忠於為台，是重要關鍵! 

台灣除了有勤奮的人民，也有高智慧的知識份子，更有各行各業的小公司，生活

在台灣，在代工業勢微的今天，他們也漸漸勢微! 

如果，有人帶領，以自家人用自家貨的概念代動，慢慢協助小工廠，高品質化，

高效率化，形成虛擬的縱向整合行為，不但可以為往後品牌鋪路，如同三星，更

能在大家齋心下，讓台灣工業，走入另一個新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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