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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專利訴訟已經是台灣廠商在國際市場中不得不去面對的一個問題。舉凡訴訟

的發生，小者影響公司的名聲與投資人評價，大者影響公司產品的市佔與營業表

現。以台灣廠商而言，在專利上吃足苦頭， 終一蹶不振者，所在多有。這使得

智財管理一直是台灣業界的一個熱門課題，第九次的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更是將「如

何做好台灣的智財佈局」納入討論議題，顯見智財管理已不再僅是企業個體的關

心焦點，更是與整體產業發展，乃至於提昇國力息息相關的範疇。本文也從這樣

的觀點出發，透過本章闡述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並界定本文的定位。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根據 2010 年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台灣於 2010 年海外智財國際收支平衡

（Balance of Payment, BOP）所支出的費用約 49 億美金（約 1500 億台幣），相較

前年的 34 億，成長幅度超過 40%，而 2011 年更達到 58 億；至於 BOP 收入費用

三年來雖有小幅成長，但 高點也僅達 8.38 億美金（圖 1-1）。這樣的數字有兩項

意涵：第一，我國企業支付海外權利金、訴訟賠償金、商標、品牌費用等支出正

處在一個成長階段；第二，若結合專利數目的資料來看，我國的美國發明專利數

雖有排名世界前五的水準，可是支出卻遠比收入多，顯見廠商未能掌握產業發展

的關鍵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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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台灣海外智財收入/支出一覽  
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2012 

 

 把場景從海外拉回國內，2006 年中國石油化學公司對上美商瑟藍斯國際的專

利侵權一案，一審台北地方法院判決中石化需負擔二十億的損害賠償責任，創下

當時一審宣判 高額的紀錄 (林亞偉, 2007)。專利名稱是「由甲醇及一氧化碳製造

醋酸之方法」－瑟藍斯國際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申請此項專利，這又是一個例子，

國際廠商靠著專利佈局，搶先卡位，落入其專利網中的台灣廠商，幾乎只有待宰

的份。 

 欠缺管理思維與關鍵佈局，是早年台灣廠商發展自有品牌的痛。當代工做出

口碑，想要更進一步走入自有品牌的台廠，往往就得面臨過去客戶發起專利訴訟

的風險；至於一開始便以自有品牌為目標的公司，在與國際大廠的競逐中，也不

時要面對對手挑起訴訟來打擊其市佔率，宏達電與蘋果可說是其中的代表。時至

今日，這種管理上的不足，早為業界乃至政府所發覺、正視，但就整體產業的發

展來看，短期內台灣的專利佈局似乎仍處下風，陷入「技術入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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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  

 

 在技術入超的背景下，台灣廠商暴露在一個得隨時面對專利訴訟的風險中。

要避免這樣的風險， 根本的作法就是建置堅強的智財管理－唯有透過情勢分析、

提早卡位、關鍵佈局的方式，才能避免自己落入對手的專利網，並有機會提升面

對對手的談判能力。 

 然而，回到競爭的本質，本文想問的問題是：究竟在何種影響因素下，一場

專利訴訟會開打？畢竟對於開啟訴訟的一方而言，公司也得支付成本。即便有十

足的把握，面對裁判本質上帶有的不確定性，有時仍可能以敗訴收場－這讓專利

訴訟這件事，成為不脫商業邏輯、精打細算的競爭行為。 

 據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去思考：可否預測這種競爭行為的發動？以國際上

的專利流氓來觀察，業界常談的策略便是「養、套、殺」－面對一家暴露在侵權

風險中的公司， 好的作法是先等一陣子，等到公司有了規模、有了營收，形成

了市場上的退出障礙後，再進行打擊，逼得對手不得不付出高額的權利金，以求

繼續在市場生存的機會。這樣的邏輯似乎也能借鏡在公司與公司間的競爭，畢竟

是否將對方定位為競爭對手這件事，也是要看對方的實力－就像蘋果公司不會一

開始便將宏達電視作眼中釘－一定得等到宏達電長大了、夠強了，有機會威脅自

己地位的時候，才有出手的必要。 

 有別於透過建置智財管理與提昇技術品質來擺脫技術入超的討論，本文想重

新將焦點拉回競爭行為，並輔以動態競爭的觀點去找出一個預測訴訟發生的基礎。

對廠商而言，暴露在風險中是其次，什麼時候風險會造成損害，這才是重點－觀

察不同個案間專利訴訟發生的因素，也能讓廠商在開疆闢土的同時，調整自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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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智財管理的步調。 

 本文借用動態競爭理論中的 AMC 三環透視法，並搭配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的訴訟案件資料，找出不同的個案公司，

並進一步分析其與主要競爭對手間的競爭互動過程。選擇 ITC 案件作為分析對象

的原因在於，ITC 所具備的一些程序特性，已使其成為廠商進行專利打擊 常使用

的管道之一，往往與聯邦法院的訴訟一同出現，資料蒐集也比網羅各地聯邦法院

的案件來得容易。與既有的 ITC 案件之實證研究比較，除了分析、歸納案件的特

性之外，本文更著重在勾勒案件發生的背景脈絡。至於以動態競爭觀點來分析專

利訴訟的發生，也有別於過去主要以價格競爭、展店擴張等傳統商業行為來談論

動態競爭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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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中我們將介紹本文 重要的兩個概念：ITC 訴訟與動態競爭之 AMC 三環

透視法。ITC 本身屬於行政機關，為行政部門之單位，其之所以擁有調查智財權侵

害案件的權力，係因美國關稅法 337 條款之授權。據此，我們必須先對 337 條款

及其調查流程有所了解。在 AMC 的部份，我們則從競爭對手的界定開始談起，再

說明 AMC 理論的內涵與應用。 後，透過與既有的動態競爭或 ITC 之相關研究的

比較，勾勒出本文之定位。 

 

第一節  美國 337調查案簡介  

 

壹、337條款的內涵  

 

 337 條款 早源自於美國 1930 年的關稅法（Section 337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並經過多次修訂。此一條款賦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簡稱 ITC）針對智慧財產權侵害、不公平競爭之貿易行為，擁

有實施邊境管制措施的權力，使得 ITC 得以發出禁止廠商一定作為與輸入產品的

禁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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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之組織架構  

 

  一、ITC 的定位與任務 

 

 ITC 係一準司法的獨立機構，由國會設立、授權，除了得以針對貿易相關事實

進行實質調查外，亦可針對特定貿易行為做出裁判，因而兼具司法的角色。除此

之外，ITC 也肩負研究目的，職掌貿易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提供給行政（美國總統

或美國貿易代表）及立法部門（國會）參考。綜上所述，ITC 的業務可以分成五大

項目： 

（一） 進口損害調查：主要跟不公平競爭相關，像是反傾銷、反補貼案的調查。 

（二） 智慧財產調查：針對輸入到美國境內的產品是否有智財侵權進行調查。 

（三） 進行產業與經濟的分析 

（四） 提供政府相關的貿易資訊 

（五） 支援貿易政策的制定 

 

  二、ITC 之組成與人員 

 

 ITC 主要由六位委員組成委員會（Commission），皆由總統任命。任期九年，

但每十八個月就會輪動一次，而有一名新的委員接獲任命。就組成的規則而言，

為維持此一機關的中立性，不能有三個委員同時屬於一個政黨，正副主任委員也

不能是同一黨派。 

 就組織架構而言，委員會又下轄各種調查與業務單位， 主要的為行政法官

室（Offi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每位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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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s，簡稱 ALJ）都是案件 主要的裁判者，也是調查程序的主導者；另有委員

會檢查處（Office of the General Counsel）以及不公平進口調查室（Office of Unfair 

Import Investigation）協助智財案件的調查與辦理。 

 

 
圖 2-1  ITC 之組織架構  

來源：2012 年 ITC 年報，本文自行整理 

 

參、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調查流程  

 

  一、啟動 ITC 調查之要件 

 

 就傳統的侵權責任而言，原告必須指出侵權的事實存在，並因而受到損害。

據此，原告若是提出 337 調查案的請求，就必須證明自己在銷售上受有實質損害，

並提出具體數額。1988 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取消了此一損害要件，只要被告

輸入的產品有侵權的事實，就視為對原告已造成了損害，降低了原告的舉證責任。

同時 1988 年的修正，也將原告適格的「本土產業」定義，重新進行調整，使得境

內的製造活動不再是唯一的適格條件，只要在美國境內有實質上的設計、開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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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投資，亦可主張 337 條款的調查。關於 337 調查案的成立要件，本文分述如

下： 

（一）被告有專利侵權之事實 

 首先，如同在聯邦法院起訴一樣，在 ITC 的原告亦需對遭到侵權的專利進行

申請範圍的限制條件（limitations）解讀（claim construction），同時要提供證據論

證被告的產品確實符合系爭專利範圍的每一項限制條件。 

（二）被告有進口及銷售之行為 

 再者，ITC 既然被賦與邊境管制措施的權力，原告也必須告訴負責該案的 ALJ

涉及侵權的產品確實通過美國邊境。然而，現今的產業結構已經走向全球化的專

業分工，大部分的科技產品其實很少只出自一個國家。對此，ALJ 不會特別去區

分系爭專利所牽涉到的，究竟是屬於上游零組件抑或下游的終端產品。由於 ITC

的管轄權是屬於對物的管轄（in rem），原告僅需證明系爭產品有輸入美國的情況

即可。 

 常被使用的證明方式，便是透過貨運文件（shipping document）或交易確認

表（order confirmation forms），顯示其產品確實被輸入美國。有 337 的案例甚至將

即將但尚未進口（imminent），以及微量或非商業用途的進口一併納入管轄範圍。

另外，即便產品是在美國本土製造的零件，輸出國外加工後再輸入美國市場，一

樣會構成 337 條款的調查對象。 

（三）原告符合「本土產業」之認定 

 337 條款是這麼規定的：原告必須證明與專利、著作權、商標、光罩或設計所

保護的產品相關的美國國內產業，已經存在或正處在建立的過程。對此，一般將

其解讀為兩個部分，亦即經濟與技術部分（economic prong and technical prong）。 

 所謂的經濟部分，原告必須證明與該系爭智慧財產權所保護之產品其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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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具備下列事實之一的要求，始得證明本土產業存在： 

1. 在美國境內對廠房及設備有重大投資（significant investment in plant and 

equipment） 

2. 雇用大量的勞力或投入大量資本（significant employment of labor or capital） 

3. 在相關產品的開發上有實質的投資，此等開發包含工程上的設計、研究與開發

或授權（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it’s exploitation, includ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licensing） 

 就技術部分而言，原告則必須證明本土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的保護範圍內。實

際的案例中，亦曾出現 ALJ 與原告的專利範圍解讀不一致，造成起訴不適格的情

形。 

 從上述的要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只要原告有在美國境內製造產品，且產品得

以落入系爭專利的範圍內，基本上就可以請求 ITC 進行侵權調查。值得一提的是，

這樣的文字規定仍有模糊地帶，例如重大（significant）一詞的意義其實並不明確，

然而目前 ITC 並未界定一定金額的下限，換言之小企業的投資，並不會因為規模

較小而被排除在調查案的適格範圍外。 

 另外一個重點是，第 3 項要件係 1998 年修正後所加入。與第 1、2 項要求相

比，這項要件塑造了一個權限：337 調查案的啟動可由無關製造，僅是投入設計與

開發的研究機構提出，這也是調查案中常可見研究機構、大學技轉單位，甚或專

利授權公司等非實施主體（Non Practicing Entity, 簡稱 NPE）出現在原告欄位的原

因之一。 

 

  二、ITC 調查案的基本流程 
 

 相較於在聯邦法院起訴所使用的訴狀，ITC 調查案的啟動僅需通知性的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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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pleading），表明有權利救濟的必要性與裁判上的請求聲明；此一訴狀也是

事實基礎的訴狀（fact- based pleading），必須提出上述起訴要件的有關事實，但毋

須載明全部之原因事實與損害。 

 當事人提出訴狀後的 30 日內，委員會必須決定是否進行調查，如果符合要求，

則委員會會將該案分派給一位 ALJ 進行調查，而 ALJ 必須在 45 天內設定完成整

個調查程序的目標日期（target date）。簡單的案件通常需花費 12 個月，較複雜者

則可設定 18 個月。此一時段的規劃，原本屬於強制規定，後在 1994 年配合烏拉

圭回合談判時修法，已不具強制力，使得 ALJ 仍有設定調查日程的彈性，惟法條

仍要求應儘速在預定時間內完成。 

 被告則需在通知送達日起的20天內，針對 ITC所發的調查命令提交書面答辯。

在目標日期的前 3 個月，ALJ 需做出初步裁決（initial determination），並將該裁決

遞交給六人委員會。委員會必須在 20 日內做出審查，決定是否重新檢視 ALJ 之決

定，如果沒有異議，則初步裁決將成 終裁決（final determination）；反之，若委

員會不認同 ALJ 之決定，則可另行在 ALJ 的調查基礎上做出 終裁決，只不過此

一複審過程，委員會並沒有發回的機制，因此仍以 ALJ 所認定的事實為主，並不

另行解決事實上的爭議。大抵而言，ALJ 的初步裁決幾乎已經決定勝負定局 (黃景

智, 2010)。ITC 於內部的複審程序結束後，裁決必須送交副本給總統，總統有 60

日的期間決定是否否決（veto）此一裁決，但在 ITC 的歷史中，這樣的案子少之又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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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ITC之判決效果與救濟  

 

  一、調查案之結果與執行 

 

 （一）未進入實質裁判而終止調查程序的結果 

 從當事人的角度而言，如同一般的訴訟，起訴的一造自然也可以撤回訴訟

（complaint withdrawn），或是透過和解（settlement）來終止調查程序。除此之外，

兩造也可以行政法官的合意命令（consent order）來達到程序終止的相同效果。 

 在 ITC 所為的和解，與一般兩造所締結的和解契約不同，由於 ITC 肩負執行

國家貿易政策與塑造公平競爭環境的任務，在程序中所為之和解，其具體條件需

經釋明並未違反公共利益，不公平進口調查室（Office of Unfair Import Investigation, 

OUII）會檢視其內容，作為 ALJ 是否准駁的基礎。換句話說，此一和解帶有公益

性質，除了兩造合意之外，行政部門也會主動介入，與傳統意義上基於兩造締約

自由所為的和解不同。 

 至於合意命令（consent order）則與和解相仿，皆是利基在兩造合意終止程序

的前提下，只是和解的條件必須納入委員會經調查後所為之命令與必要措施，與

此同時，兩造也必須放棄司法審查與其他挑戰命令有效性的救濟權利。換言之，

合意命令較像是在爭取委員會的合作，以接受其命令作為終止程序的條件。 

 （二）已進入實質裁判後 ALJ 所發佈之命令 

 ALJ 完成調查後，其結果便是有無侵權的判決，在被認定沒有侵權（no violation 

found）的情況下，自然 ITC 不會有後續的命令。一旦構成侵權，則視具體個案不

同，ALJ 會發出三種命令，分別是暫停與停止銷售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以

及排除命令（exclusion order）。排除命令又可因為對人（in personam）或對物（in 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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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再分成一般排除命令（general exclusion order）或限制排除命令（limited 

exclusion order）。 

 暫停與停止銷售命令主要是針對美國境內的進口商（importers）、零售商

（resellers）與通路商（distributors）禁止其販售侵權的系爭產品，效力會及於已經

輸入美國本土的庫存。這種命令相對於排除命令而言，可以被歸類為一種暫時性

的處置（temporary relief）。原因在於，此種命令類似於民事法院針對侵權行為所

發出的禁制令（injunction），它可以在終局結果尚未出爐以前，為避免有侵權之虞

的產品繼續在市面上流通而造成更大的損害，甚至事後出現無法彌補的情況，於

衡量公共利益與個人所受損害後率先由 ALJ 採行。以終局裁判而言，暫停與停止

銷售命令亦可與排除命令合用，以達到對專利權人 有利的保護。 

 至於排除命令就是一種永久性的處置（permanent relief），只要專利權人的專

利權尚未過期，它就可以持續作用，碰上像營業秘密這種沒有特定期限的智慧財

產權，只要權利本身被認定為有效，排除命令就等於是永遠存在。所謂的一般排

除命令（general exclusion order），是以物的角度出發，只要是侵害到系爭專利的產

品，一律會禁止輸入美國，而不論輸入、製造者為何人；至於限制排除命令，（limited 

exclusion order）則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凡命令中所提及的相關侵權廠商，其產品

將會被排除在美國本土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一般排除命令效果強烈，過去

常被認為違反 GATT 協定中的非歧視原則，故在 1988 年烏拉圭回談判時美國修法，

限制一般排除命令只能用在有多數外國產品違反 337 條款、不容易辨認產品之生

產來源，以及多數國家及多家廠商其產品有侵害美國智財權之虞時，始可發出。 

 一旦 ITC 的裁判成立，其命令將由美國海關與邊境管理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執行，原告無需提出任何證明與聲請。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不公平進

口調查局會（OUII）主動與被告聯絡，確保命令能夠確實落實，ITC 也會採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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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行動，例如額外發出命令來敦促敗訴一方履行命令內容。 

 

  二、調查案之救濟管道 

 

若是ALJ之裁判未經委員會複審推翻與總統否決，則其決定將成為 終裁決。

任何一方不服裁判，可於收到裁決之日起 60 日內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 of Federal Circuit）上訴。 

 

伍、ITC案件與聯邦法院之比較  

 

 就救濟層面而言，聯邦法院依循一般民事訴訟的規則，得以透過禁制令與損

害賠償的方式，防止損害擴大並填補受害者的損失。相對地，ITC 所發出的命令，

性質雖與禁制令相似，但範圍較窄，只涉及停止銷售、輸入這樣的行為態樣，而

不及於其他的特定行為（例如禁止製造），同時在 ITC 也無法獲得金錢上的損害賠

償。只不過 ITC 作為貿易與邊境管理的單位之一，其排除命令可將產品徹底打出

美國本土，就市場與地域的效果來看，比起民事法院的判決可能更為有力。 

 就程序的內涵而言，ITC 較接近隸屬於行政部門的準司法機構，決定較為快速，

歷時 12~18 個月的過程可比動輒超過 1 年半以上的訴訟要來得方便。在聯邦法院

的民事訴訟，透過陪審團認定事實、參與審判是美國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但於

ITC 進行裁判的是專業的行政法官，相對於陪審團，或許在判決結果上更有可預測

性。 

 從商業競爭的角度而言，在 ITC 發動訴訟可能是更吸引人的作法，第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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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排除命令打擊對手在美國的市佔率，讓對手的產品卡在海關動彈不得；

第二，它可以擺脫陪審團在事實認定上可能產生的不確定性；第三，它比起傳統

訴訟的速度快了許多。基於以上這幾點，ITC 成為專利訴訟上一個兵家必爭之地，

許多公司於聯邦法院起訴的同時，也連帶會在 ITC 提出調查聲請。 

 至於財務方面，ITC 訴訟的費用負擔相對於聯邦法院而言，雖省下數十萬美金

之陪審團審判費用，但是因為審判程序需要在 12～18 個月內快速結案，導致整個

訴訟預算會在前一年半中花完。換言之，如果沒有和解或提早終結 ITC 程序，則

表示廠商必須在一年內準備或提列至少 250 萬美金到 500 萬美金的 ITC 訴訟費用，

與聯邦法院比較，雖然訴訟費用較高，但是聯邦訴訟可以有二年以上的時間，長

期準備資金面對訴訟戰，但廠商面臨 ITC 訴訟的資金則需於一年半之內到位，財

政壓力遠較聯邦訴訟為高 (葉雲卿, 2012)。 下表即將本節論述的內容，以聯邦法

院與 ITC 做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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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ITC 訴訟與聯邦法院制度差異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第二節  動態競爭的 AMC觀點  

 

壹、動態競爭觀點與市場共同性 /資源相似性  

 

 相對於 SWOT、五力分析等靜態的分析觀點，動態競爭顧名思義，焦點在於

競爭廠商彼此間的互動，這是一種動態過程，與靜態研究 大的不同，就在於考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美國聯邦法院 

管轄權 對產品提出之物的管轄 對當事人提出之人的管轄 

程序 1. 由行政法官主導程序 

2. 審理期日約 1 至 2 週 

1. 依據聯邦證據法、民事訴訟法 

費用 短期內需備齊 可長期準備 

時程 1. 暫時性救濟需於 150 日內發出 

2. 永久性救濟原則上 12 到 18 個月 

1. 判決於 1 年半以上做出 

2. 事實已臻明確，毋須陪團調查

時，當事人得聲請簡易判決

（Summary Judgment），直接由法

官處理；也可聲請 Markman 聽證

會來界定專利範圍 

3. ITC 反訴案件將移送聯邦地院 

原告 

舉證責任 

1. 不公平行為 

2. 物品進口行為 

3. 本土產業要件 

1. 侵害專利行為 

2. 毋須證明本土產業及進口行為 

救濟 1. 暫時性救濟 

2. 永久性救濟 

3. 不得要求金錢賠償 

1. 金錢賠償 

2. 禁制令；相對於 ITC 法院有內

容上的形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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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了人們的行動因素，此一觀點並強調，在競爭關係多變的環境下，採取競爭性

回應的重要性，並進一步檢視可能的預測因子為何 (Chen, 1994)。這樣的觀點得以

讓研究者了解在何種條件下，競爭者可能採取競爭性行動來回應，廠商甚至可藉

由控制行動的明顯或困難程度等等因素去降低競爭者回應的可能。 

 既然要以行動因素、預測條件來做為討論焦點，首先必須思考的是，對廠商

彼此間的競爭互動而言，誰才是競爭對手？在諸多的競爭者中，又如何進一步判

讀個別參與者的市場行為是否為具有敵意的競爭行動？依據資源基礎觀點理論與

策略群組理論，學者提出了市場共同性（Market Commonality）與資源相似性

（Resource Similarity）這兩個概念，藉以劃分競爭者彼此的角色定位 (Chen, 

1996)。 

 所謂的市場共同性，其定義為「競爭者彼此間市場重疊的程度」，兩個市場相

互依賴的關係決定了他們是否為立即且直接的競爭者。Porter 就曾指出，競爭 主

要的的特質在於，廠商是相互依賴的，其感受到每一個行動的影響效果，就越傾

向採取回應 (1980)。 

 在資源相似性方面，根據資源基礎觀點理論的說明，獨特的組織資源是競爭

優勢的來源。維持競爭優勢的資源特質包含有價值、稀有、無法完全模仿以及無

法完全取代，廠商的資源組合決定了其在產業中的優勢與競爭地位 (Barney, 1991)。

學者進一步定義，資源相似性便是「廠商所擁有之資源類型與數量能夠與競爭者

比較的程度」 (Chen, 1996)。 

 綜上所述，在市場共同性與資源相似性的概念下，廠商得將可能的競爭者歸

類在一個 2x2 的矩陣中。每一家公司皆有不同的市場輪廓與資源稟賦，依照這樣

的構面來分析，有助於說明廠商間彼此的競爭張力，並預測其互動，如圖 2-2 所示，

其中的重疊區域代表兩公司市場共同性的程度。 



	  

	   20	  

 

 
圖 2-2 市場共同性與資源相似性比較圖  

來源：http://www.zgkjzx.com/html/sdyd/qhglpl/2012/0614/36556.html  

（ 後瀏覽日期：2013/3/12）  

 

 這種分析的概念，不只可以用在競爭行為中，它也可以幫助廠商找到合適的

互補、合作對象；另一方面，廠商也可以從「我們怎麼看待別人」與「別人怎麼

看待我們」兩個角度來比較市場共同性與資源相似性，若當廠商與競爭者彼此心

中的定位並不相同，例如他方未將我方看在眼裡，這就形成一種競爭不對稱的現

象（Competitive Asymmetry），這多半會讓對手處在低度警覺的狀態，廠商此時就

有可趁之機。 

 在動態競爭的觀點下，市場共同性與資源相似性這兩者，也成為影響行動驅

動因素的條件之一。舉例而言，市場共同性越高，廠商發起或回應競爭性行動的

動機也越大；至於資源相似性則會影響廠商是否有能力主動發起競爭或回應。換

言之，市場共同性與資源相似性會影響廠商進行競爭性行動的察覺（Awareness）

與能力（Capability），以下我們將接著說明這些驅動因子的內涵與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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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MC三環透視法  

 

 動態競爭的理論焦點，在於廠商之間的競爭互動－如何詮釋其一來一往的競

爭行為，是動態競爭 主要的目的。任何有利於己但不利於對手的市場行為，必

然會招致競爭者的回應或反擊，如何降低或延緩對手回應，或者在對手出手前預

測其可能的回應，都與一項競爭行動是否成功息息相關。 

 廠商在進行決策時，一定會將對手如何回應自己的作為，納入考量。從動態

競爭的觀點（Competitive Dynamic Perspective）來看，所謂的策略，就是一連串實

際的競爭行動與回應，廠商若要取得優勢，關鍵在於不斷地採取競爭行動，並回

應、反擊對手的行為。換句話說，廠商會如何行動，某程度決定於對手怎麼回應，

而這樣的過程也決定了廠商的績效與營業表現。 

 在動態競爭的觀點中，察覺（Awareness）、動機（Motivation）與能力（Capability）

乃是競爭行為的基本驅動因素，更是評估對手回應以及辨識回應障礙的基礎。一

項競爭行為是否啟動，端看廠商是否察覺市場的趨勢或對手的作為、是否存在採

取回應行動的必要性，以及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啟動其作為。從另一個角度觀察，

察覺、動機與能力也是競爭行為是否啟動的門檻－舉例而言，一家廠商對於市場

的敏銳度相當高，即使具備足夠的資源，若是沒有強烈的動機，競爭行動依然不

會產生；相對地，若是一家廠商有很強的動機與能力，但卻連市場上 新的變化

都沒有感受到，那麼其開啟競爭行動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地降低；再者，若是一家

廠商嗅到了市場的改變，且回應此一改變能夠帶來很強的優勢地位，但支持其行

為的資源條件卻不足，那它也只能感嘆力不從心，無能為力。換言之，降低察覺、

動機或能力，也可以阻卻一項競爭行動的啟動，成為競爭中的回應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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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競爭回應中的角色  

來源：陳明哲（2009: 2）  

 

 這種基本驅動因素的分析模型，在組織變革、學習、決策與心理學的相關理

論中，都可以窺見其身影。事實上，察覺很接近許多學習理論家所討論的知識

（Knowledge），動機則是政治決策學者與管理歸因學者在談的行動誘因（Incentive），

至於能力，則牽涉到組織變革、結構與動力學者常在討論的行動動能（Capacity）。

心理學中的期待理論，也是 AMC 分析的重要根據之一：一個人必須先有察覺，才

有行動的可能－這幾乎是理論的先決條件，對回應者而言，努力是否可以獲得正

向期待的實現，往往取決於本身的能力；而採取回應可能得到的報償，就好比是

行動的動機，例如回應會帶來新的優勢，抑或消極的不作為將有可能帶來嚴重損

失時，都會讓回應者認為有必要採取行動。 

 

一、 察覺（Awareness）	  
	  

	   察覺是指回應者洞悉或感受到競爭對手所採取的行動，以及這個行動對於回

應者的意義及影響。一個行動是否被被察覺，跟攻擊展開的方式、執行內容或時

程，以及受到矚目的程度有所關連，例如一個行動若是由公司的 CEO 所親自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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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大張旗鼓地向外界說明，自然容易受到察覺－像是 Steve	  Jobs親自發表 iPhone

產品的作法，就是市場上一個不容易被輕忽的訊息。相對地，防禦者可能比較容

易忽略掉一些非正式、例行性，或較為模糊而不受媒體青睞的行動，例如建商會

在報紙上刊登新消費方案的訊息，雖然同業會加以瀏覽，卻未必會特別注意。	  

	   針對容易與不容易察覺到的例子，學者做了一些分類可供參考（表 2-‐2）。當

然，在不同的產業脈絡下，察覺高低程度的標準也是不同的，例如在個人電腦市

場所採取的降價措施可能比起工業電腦市場的降價更容易受到關注，因為價格對

一般消費者的影響力相對較大，而特殊規格的利基市場尚需考慮功能、相容性等

其他因素。另一方面，旗鼓相當的對手對於彼此的行為也較容易察覺，例如 7-‐11

與全家，但 7-‐11 對於其他小型的連鎖便利商店，像是中日、巨蛋等，就沒有那麼

高的關注程度。有時候，察覺程度的高低也與廠商間的市場共同性（market	  

commonality）有關。	  

	  
表 2-‐2	   易高度察覺 vs.	   較不易引起高度察覺的行動分類 	  

	   來源：陳明哲（2009）	  

	  
二、 動機（Motivation）	  
	  

	   動機是指防禦者做出回應的誘因，一項競爭行動的針對性、持續性、獨特性

甚或涵蓋層面，都會形塑防禦者的反擊動機。如果一項行動被認定是衝著特定公

司而來，行動的內容又被解讀為異於往常甚至具有特殊的策略意圖，而且衝擊層

容易引起高度察覺的行動	   比較不會引起高度察覺的行動	  

• 強力宣傳的降價活動	  
• 激進且挑釁的宣傳	  
• 在全球推出新產品與服務	  

• 公開宣告公司的雄心企圖	  
• 併購行為	  

• 改善服務或產品品質	  
• 改善內部營運效率	  
• 公司內部組織重組	  

• 研發計畫的投資	  
• 與上下游廠商簽訂新的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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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當廣泛、持續時間夠長，則防禦者就有想更大的動機去反擊。相對地，小範

圍、一般性、正常性的行動，引起動機的情況就少，像是百貨公司的週年慶、建

商賣房送裝潢等舉動，早已是業界司空見慣的案例，同業通常不會有刻意反制的

作為。	  

	   對公司而言，通常需要評估反擊或不反擊的結果，作為決策參考，這往往跟

行動的期望有關－如果反擊能夠來可觀的收入，甚至得以翻轉產業地位，反擊的

動力就很強。有時候反擊與否也與對手是在什麼樣的市場採取行動有關，如果是

在公司 主要的核心領域發動攻勢，回擊的必要性就高；相對地，如果對方只是

在非核心的領域打轉，那麼公司可能在反擊預期效益不夠誘人，甚或代價過高的

情況下，採取漠視的作法。另一方面，若是彼此針對的市場客群不同，例如切割

不同價位市場，公司之間互相回應的必要性也會減弱。對此，我們也可以將引起

反擊動機的行為分成容易引起與不容易引起兩類來觀察。	  

	  
表 2-‐3	   易引起反擊動機 vs.	   較不易引起反擊動機的行動分類 	  

	   來源：陳明哲（2009）	  

	  

	   比較特別的是，有些心理因素也會影響決策者是否要進行反擊，例如當攻防

的市場是一家企業的發源地，或者曾是 CEO 主要負責的地域時，不管該市場佔

營收的比重，防禦者一樣會頑強反擊，像是 HP 在 Acer 進入美國時大打智財訴訟

就是一例。	  

	  
	  

容易引起反擊動機的行動	   比較不會引起反擊動機的行動	  

• 針對對手核心市場採取特定行為	  
• 雖非核心市場，卻是未來極有潛力

的領域，對公司成長相當重要者	  

• 針對非核心市場發動者	  
• 反擊可能會造成兩敗俱傷者	  
• 對手的行動強而有力，難以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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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力（Capability）	  
	  

	   能力是指支援反擊行動來和競爭者交戰的資源調度與決策程式，像是反擊行

動所需的關鍵技術、資源配置、內部措施，以及攻防兩者在市場上的相對優勢，

都會影響回應者回擊的能力。如果反擊所需的關鍵技術稀少、資源配置複雜、配

合措施繁多，那麼回擊就不是一個好選擇；相對地，如果技術門檻低，配合措施

簡單，不需要大張旗鼓地改變資源配置，反擊的行動就會比較容易出現。除了上

述所談及的幾項因素，「組織結構」本身也可以是一項能力。像是 1980 年代的美

林證券（Merrill	  Lynch），因為引進了一種軟體，使得客戶可以在各種帳戶間自由

轉帳，進而吸引了許多的客戶；其他銀行業看到這樣的情景紛紛也想引進，但由

於本身的組織模式是將不同的存款帳戶劃歸不同部門管理，彼此間又有利害衝突，

各有盤算，等到他們實際導入、回擊之時，美林早已拉開跟他們的距離了。另外，

能力也包含了團隊、組織文化、權力分配與決策的模式。總而言之，如果防禦者

可以用相對簡單、熟悉、經濟，不需要重大資源分配改置的方式來回擊時，這樣

的行動往往比較有能力啟動。	  

	   有時候，公司所掌握的能力也會影響反擊的模式：究竟是要亦步亦趨，抑或

採取差異化的作法回應？同樣地，能力也會決定反擊的速度。我們一樣可以透過

學者的分類來觀察較容易與較困難回應的不同行動。	  

	  
表 2-‐4	   較有能力回應 vs.	   較難回應的行動分類 	  

	   來源：陳明哲（2009）	  

	  

較有能力回應的行動	   比較無能力回應的行動	  

• 降價	  

• 宣傳活動	  
• 促銷	  

• 讓對手無從獲得資訊的專門技術	  

• 涉及公司部門間複雜之協調者	  
• 與外部夥伴採取策略聯盟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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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AMC 的理論觀點作為一項分析競爭行為或回應是否產生的工具，我們也可

以去解釋每一項競爭行為的內涵，甚至「預測」廠商的作為－這就是 AMC 三環透

視法 主要的目的。在 AMC 的理論架構下，一項競爭行為是否啟動，必須要察覺、

動機與能力三項因素同時發酵，才有可能。這三項要素的發生，並沒有一個固定

的次序；與此同時，三項因素會互相影響，有時彼此強化－例如具備高度的察覺

力，往往會引爆防禦者的動機與能力；而在某些特定情境，高度的動機與能力反

而會提昇廠商的察覺力－這三項因素可以說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陳明哲, 

2009)。 

 

第三節  本文與相關文獻之比較  

 

壹、有關動態競爭文獻之回顧	 

	   	  

	   以「動態競爭」搭配「察覺－動機－能力」做關鍵字搜尋，觀察民國 100 年

為止現有碩士論文在此一領域的研究，其研究角度大致可以歸納成兩種類型：第

一種是從動態競爭理論的假設出發，探討各項因素間的關聯性，例如以競爭行動

之執行需求當做變數，衡量回應數目、回應時間的關係為何，並以本土產業資料

檢驗理論；或是進一步加入其他變數來擴充理論之適用性，例如加入行為的能見

度、行動時組織的重整度，乃至於整體層面的市場成長性等等，一樣探討其與競

爭行為之關聯性。第二種角度則嘗試將理論適用於不同的行為領域當中，例如除

了傳統的價格戰、展店擴張等競爭行為外，亦探討公司之間組成策略聯盟、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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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廠商整合等行為，甚或將動態競爭的察覺、動機與能力之模型，用在公司內

部環境對業務人員的影響上。	  

	   這些研究在方法上，多以量化分析為主，藉以衡量變數與變數間的關係，並

描述變數相關性在管理上的意涵，資料來源可以是問卷，也可以是對新聞內容的

整理，採取結構內容分析法。在研究步驟上，這些研究多半先以文獻回顧整理出

競爭行為之假說，接著以資料驗證假說是否被支持，也就是一般我們所熟知的實

證研究方法。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的研究是透過比較質性的步驟，以個案探討

來論述廠商間的競爭過程。透過下表，我們羅列部分研究作為代表，提供一份簡

單整理。	  

表 2-‐5	   動態競爭相關文獻之整理 	  

年份	   名稱	   作者	   學校	  

100	   以動態競爭理論與廠商資源相似性分析台

灣電信廠商競爭行動與回應	  

胡淳宇	   雲林科技大學國際企業所	  

藉由 2008 年到 2012 年聯合知識網新聞之資料，以結構內容分析法探求競爭行

為之攻擊強度、執行需求、行動類型，以及組織重整度與行動能見度這五項特

徵與競爭回應數目與回應時間落差之關係。結果指出回應數目與時間落差呈現

負相關。組織重整度則是和回應數目與時間落差皆呈現 U 型關係。除此之外，

執行需求和回應時間落差有倒 U 型關係，行動類型亦和回應時間有顯著關係。	  

100	   競爭氣候對業務人員任務績效之影響：察

覺－動機－能耐觀點	  
呂依璇	   東華大學國企所	  

以動態競爭理論中察覺－動機－能耐觀點為研究架構，探討組織成員面臨競爭

氣候，對其任務績效的影響。透過中小企業主管與員工之問卷調查來實證動態

競爭理論在跨層次的適用性。研究結果證實：(1)組織業務人員在察覺組織競爭

氣候下，確實有助於其競爭動機；(2)競爭動機會進而提高競爭的能耐與工作敬

業心，進而影響組織成員的任務績效。	  

99	   來自實際競爭者的潛在專利訴訟：動態競

爭觀點	  

邱威達	   東華大學國際企業所	  

以 2004到 2010年全球大型 TFT	  LCD面板製造商之資料做為研究樣本，以 AMC

架構出發，透過迴歸分析來檢驗各變數關係。結果顯示，動機會藉由廠商對彼

此競爭認知的提升而對訴訟機率產生正向影響；另外動機會部分調節能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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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對訴訟機率之關係：廠商專利被引證數會正向調節特定領域專利數量，以

及廠房結構相似程度對訴訟機率的影響；相關銷售額對廠商特定領域實體資源

數量與訴訟機率之關係存有負向調節影響。	  

99	   動態競爭研究—以北美市場家用遊戲機

（TV	  game	  console）產業競爭互動為例	  
羅佳俊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透過線性迴歸，研究北美市場家用遊戲機之產業競爭行為，結果顯示降價行動、

遊戲機改良行動以及當月發售遊戲大作數目對於對手銷售量具有影響力。而降

價行動影響力與遊戲機定位有關，定位相近的 PlayStation	  3 與 Xbox	  360 彼此互

有影響，但對於定位不同的 Wii 則無明顯影響。	  

99	   動態競爭之行為分析－以 BOSS 系統競賽

個案為例	  
施文翔	   中原大學企業管理所	  

以 BOSS 企業經營系統之資料，運用察覺－動機－能力三項驅動競爭性行為的

因子，分析每一位參賽者在制定決策時的邏輯，進而探究其中的思考模式，研

究結果證明，即使企業處於相同的市場地位以及資源條件下，也有可能因為本

身屬性的不同，導致對環境有不同的預判及評估，進而造就了不同的決策方式。

在動態競爭環境下，競爭對手的行為不會僅限於一種，對於競爭對手的行為要

有所預判，並且對於對手的行動產生回應，才能夠確保在快速競爭環境下可以

永續地生存。	  

99	   手機供應鏈網絡之動態競爭	   曾盛桐	   中興大學 EMBA	  

以察覺、動機及能力之 AMC 觀點作為主軸，探討供應鏈網絡中，焦點廠商對其

競爭者的察覺，以及對競爭者動機與能力的感知，對焦點廠商競爭張力知覺之

影響。同時，進一步探討供應鏈網絡中，競爭者與組裝廠，以及競爭者與客戶

之投資連結關係，對焦點廠商競爭張力與競爭積極性之間的影響。以個案訪談

的方式歸納以下命題：(1)當競爭廠商與焦點廠商市場重疊程度越高時，焦點廠

商競爭張力愈高；(2)相對於焦點廠商，當競爭廠商技術能力愈強時，焦點廠商

的競爭張力愈高；(3)當焦廠商競爭張力愈高時，其競爭積極性愈高；(4)當競爭

廠商和組裝廠間有相互的投資連結關係時，將弱化焦點廠商競爭張力與競爭積

極性之關係。	  

98	   動態競爭觀點探討市場導向競爭性行動與

廠商績效之關係－以市場成長性為干擾變

數	  

廖仲威	   中興大學企管所	  

以察覺、動機及能力觀點探討行動背後的意涵，並以台灣 4 大連鎖便利商店為

研究樣本，蒐集 2000 年至 2009 年共計 10 年連鎖便利商店間的競爭對抗新聞，

並進一步將 10 年區分成 40 季做資料分析，輔以主管問卷調查，將市場導向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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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全國碩博士論文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獻中亦有透過動態競爭觀點分析專利訴訟的例子。邱威

達（2010）以大型面板廠的資料來觀察專利訴訟的發生，指出訴訟發生的動機，

與競爭者彼此的競爭認知呈現正向關。換言之，越是被視為夠格對手的廠商，越

容易遭到競爭者採取訴訟打擊。	  

	  

貳、有關 ITC文獻之回顧  

	  

	   同樣地，本文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作為關鍵字搜尋民國 100 年為止的

碩士論文，其結果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屬於判決的實證研究，主要是透

過 ITC 裁判之資料分析，歸納出案件趨勢，並提出台灣廠商訴訟上的參考策略；

第二種則是規範演繹、制度比較，整理 ITC 的訴訟流程與法律效果；第三類則比

較特別，像是以歷史的角度探討某種救濟方式在 ITC 被採用的演變過程，或是以

案件的裁判過程為觀察對象，探討不同的專利引證資料對於判決之影響。	  

爭性行動歸納為漲價、降價、新推產品、新推服務、促銷、節慶促銷、贈品促

銷、折價促銷、形象促銷、產品改良，以及多角化策略等 11 項；並進一步探討

市場成長性對市場導向競爭性行動與競爭者行動數目，以及競爭者行動數目與

廠商績效之調節效果。實證結果發現：(1)	   市場導向競爭性行動對競爭者行動

數目呈現正向關係；(2)	   競爭者行動數目對焦點廠商績效呈現負向關係；(3)	   市

場成長性會強化市場導向競爭性行動與競爭者行動數目的正向關係；(4)	   市場

成長性會弱化競爭者行動數目與廠商績效的負向關係。	  

97	   上、下游廠商動態競爭與合作關係之探

討：台灣 3C 連鎖通路業實證研究	  
廖順章	   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以結構內容分析法，蒐集聯合知識相關新聞建立資料庫。結果指出關鍵市場中，

焦點廠商與上游廠商間的合作行為確實會受到競爭者廠商攻擊量多寡的影響。

此外，當廠商採行成對式的攻擊與回應時，將有更高的可能性獲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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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ITC 相關文獻之整理 	  

來源：全國碩博士論文網	  

	   	  

年份	   名稱	   作者	   學校	  

100	   台灣企業於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專利訴訟

之實證研究	  
蘇昱婷	   交通大學科法所	  

量化分析自 1975 年至 2012 年 3 月台灣企業於 ITC 涉訟之案件結果、歷時、訴訟

行為及產業趨勢等，探尋台灣企業於 ITC 訴訟之特色與影響因素， 後就實證觀察

提出訴訟建議，期能助當事人更有效率地分配訴訟資源並管理風險	   	  

100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依關稅法第 337 條調

查程序之終止－以合意令所涉議題之探討

為核心	  

黃芳雪	   清華大學科法所	  

ITC 調查程序龐雜、律師費用高昂等因素，實非一般廠商能承受。除了應戰到底外，

與 ITC 簽訂合意令(consent	  order)，亦可有效達到提前終止程序之目的。此一研究

即是在對簽署合意令的利弊及其規範適用作探討，藉以瞭解其效益及功能。	  

99	   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專利訴訟進行專利

評價因素之研究	  
董允瑩	   交通大學應用科技學程	  

從實務出發，由 ITC	   歷年來專利侵權訴訟之裁決，探討專利引證量及不同專利引

證資料如國際標準組織的文件等對專利訴訟判決的影響，以探討美國專利的權利價

值，並在訴訟案中找出其他有用資訊，作為專利價值的參考因素。	   	  

98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判決的實證研究與訴

訟的策略分析	  
黃景智	   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

專班科技法律組	  

以 270 件調查案之結果為分析對象，證實 ITC 判決在傾向上有利專利權人。另一方

面，研究結果指出 ITC 判決被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駁回的比例，並不低於聯邦地院專

利訴訟被駁回的比例。	  

94	   使用自編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行政處分

紀錄資料庫探索19	  U.S.C.	   §	   1337專利侵害

救濟之 Limited	  Exclusion	  Order	  Relief	   的

形成與演進	  

鮑家慶	   交通大學科法所	  

其研究呈現出從 1922 到 1974 年間，以及 1974 到 2006 年間「337 條款」所簽發

之禁止進口令之歷史與法理的演變。結果指出，美國貿易夥伴透過 GATT 法律與國

會政治壓力，使 USITC 演變出一種新型的禁止進口令；並以統計學分析支持 USITC
簽發 GEO 或是 LEO 的事實與法理基礎，歸納其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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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文獻整理可以看出，目前有關 ITC 研究的方向，多半集中在法學領

域，較少是以企業經營者或企業互動的角度，來解析訴訟的發生。	   	  

	  

參、本文之比較定位	 

	  

	   綜觀相關文獻的內容，將訴訟當做一種競爭行為來加以分析、討論者，是動

態競爭領域中較少被處理的。再者，以競爭行為配對或是行為特質來討論廠商競

爭關係之研究，多半以量化作為分析方法，雖能得到變數與變數間的相關性，進

而延伸管理意涵，卻忽略了每個廠商在特定情境下是如何行動？為何行動？以致

於未能勾勒出廠商行動時的背景脈絡，這是量化方法本質上的限制。	  

	   另一方面，ITC的研究雖然對裁判案件提供了不少的趨勢觀察，卻未能以廠商、

產業的觀點來探討訴訟的發生；而這些利基於法學基礎的研究，也多是在處理訴

訟策略的問題，然而訴訟一旦開打，雙方必有所支出，在策略上更高層次的運用，

應是避免訴訟的發生，在風險成為損害前就先根除－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王道。

順著這樣的思維，若能以 AMC 的觀點，嘗試拆解出訴訟發生的因素，甚至加以分

析預測，對於智財管理也才能提供更全面的視野。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在以下幾個面向採取與既有文獻不同的途徑：	  

	   第一，在方法上，有鑑於訴訟行為本身的專業性、複雜度以及不確定性，與

降價、展店、併購等競爭行為不盡相同，動態競爭的文獻也較少去處理訴訟的發

生，據此，我們很難從文獻或理論中直接抓出可能影響行為的變數，並以提出假

說的方式來驗證實證資料。反之，我們倒是可以一改演繹的邏輯，觀察不同的個

案，歸納出訴訟作為一種競爭行為的特性。	  

	   第二，在領域上，我們將啟動專利訴訟視作一種競爭行為，配合動態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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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使得具有行為科學內涵的 AMC 觀點，可以更進一步應用在不同類型的行為

中，並深化訴訟作為一種商業手段的內涵，補充現有文獻的不足。	  

	   第三，在意涵上，本文想要探究的是訴訟之發生條件，進一步討論預測的基

礎，這與已經進入訴訟後探討策略的問題有所不同，是一種預測乃至於預防的概

念。	  

	  

肆、AMC三環透視法於專利訴訟的應用  

	   	  

	   從察覺、動機與能力的觀點出發，專利訴訟會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發生？我們

一樣可以從動態競爭理論的內涵去思考這個問題。既然訴訟是一種商業上的競爭

行為，市場上的重要資訊，小者像是新品上市、市佔排名的變化，大者至公司組

織、人事的改組乃至於併購的決定等等，都會影響廠商的察覺程度。換言之，就

廠商是否感受到外在競爭環境的改變，於討論專利訴訟此一競爭行為的情境下，

與其他商業行為應該沒有太大不同。	  

	   至於動機層次，由於專利訴訟得以產生排他性的效果，從而阻卻其他對手的

生產、製造、販賣等行為，從而 直接的聯想，發動專利戰的原因就是在爭產品

市佔率；而從台灣創新調查報告中所揭露的訊息發想，許多台廠之所以保持一定

的專利數目，為得是穩固客戶的訂單。據此，品牌廠與供應鏈廠商間的關係，也

可能影響動機的形塑。	  

	   接著，在能力方面，一場訴訟是否成功，著眼點還是在專利的品質，包含系

爭標的的權利範圍、有效無效的判定等等因素；若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看，專利

數目的多寡也會成為廠商是否進行打擊的考量之一，畢竟一項產品可能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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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眾多，而每項專利的範圍也不盡相同，這使得申請專利就好比一種圈地為王

的競爭－先卡位就有先佔優勢，數目越多能夠圈下的地也多，這也使得專利數目

常有軍火庫、專利子彈這類比喻。	  

	   後，在觀察對象，有鑑於許多專利訴訟的發生，發動者並不是與廠商擁有

相當市場共同性或資源相似性的主要競爭者，反倒是像專利授權公司、技轉法人，

甚至專利流氓等單位，為求理論上的適用性，並考量這些專利授權公司在察覺、

動機面向上所考慮的觀點，可能與視彼此為競爭對手的廠商間不同，我們個案觀

察的互動過程，皆是市場共同與資源相似程度相對較高的同品類，抑或上下游關

係的廠商組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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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闡述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一是透過 ITC

案件與上市公司名單的交集，找出有 ITC 案件記錄的上市公司；第二則是從這些

上市公司的案件資料中，篩選出個案公司，進一步分析其與主要競爭對手彼此間

的互動過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文的研究重點，主要在探究廠商於何種情況下會啟動專利訴訟？並以 AMC

的理論架構來檢視不同廠商間的競爭行為，不僅替專利訴訟的啟動勾勒其發動之

因素，亦嘗試藉由不同對象的觀察歸納，總結出這些因素的特性，進而建構出一

個預測專利侵權風險的「指標」。 

 為達成這樣的研究目的，我們必須先挑選出專利訴訟中的「常客」。本文選擇

有過 ITC 訴訟經驗的台灣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亦即以上市公司之英文名進行

搜尋，篩選 ITC 網站中登記有案之公司，取其兩者交集。這樣一種篩選方法，主

要是考量以下幾點因素： 

 第一，上市公司的財報需要對外公開，市場報導的資訊也較為充足；另一方

面，公司若面臨訴訟案件，依照主管機關之要求屬於必須公開揭露之事項，在對

股東與投資人負責的壓力下，公司有必要建置智財管理。 

 第二，ITC 相對於聯邦法院，它的程序更快，而且獲得的市場效果相當顯著（貨

物會直接被海關扣下而無法輸入美國本土）。觀察近來的產業新聞，專利訴訟已經

有一種趨勢，廠商在進行打擊時，往往會併用聯邦法院與 ITC 之管道，例如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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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與蘋果之訴訟，除了在北加州法院提起反訴外，也一併於 ITC 控告蘋果，

所以選擇 ITC 之案件作為分析對象，某程度也反應了廠商了 主要的打擊時點與

整體的訴訟活動。 

 第三，就研究的操作面而言，聯邦法院所累積的案件資料相當龐雜，且各個

廠商基於不同之考量與管轄權因素，選擇起訴的地點並不相同（也就是所謂的

Forum Shopping 行為），例如 常見的有德拉瓦州（Delaware）、北加州（North 

California），乃至於德州（Texas）聯邦法院等等，要透過如 Westlaw 等法學資料

庫逐一搜尋到廠商的案件，有其難度；同時法院所給予的判決救濟（relief），內容

也可能因為個案的事實差異而有些微出入。相對而言，ITC 資料庫較易搜尋、鎖定

特定廠商的所有案件，其判決結果也已類型化。 

在篩選出上市公司與 ITC 案件資料之交集名單後，本文進一步考慮這些個案

公司的特徵，例如訴訟次數的多寡、個案公司之產品類別、屬於原告或被告地位

等等特質，選出具備「異質性」的不同個案，輔以次級資料之蒐集來檢視其與主

要競爭對手在 AMC 觀點下的競爭互動過程。 

 

 

圖 3-1 研究流程一覽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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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上所述，本文可以分成三大步驟： 

第一，透過上市公司與 ITC 資料之交集，分析涉訟案件之結果與廠商特質 

第二，藉由不同涉訟廠商之比較，選出具備異質性之個案 

第三，以 AMC 之架構來檢視個案公司與主要競爭對手間專利訴訟之競爭行為 

 第一、第二步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量化分析的方式，進行多筆廠

商資料的歸納整理；至於第三步則是透過次級資料之蒐集、解讀，以 AMC 的理論

觀點觀察個案公司。據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量化分析法」與「次級資

料法」。 

 

壹、量化研究法   

  

 所謂的量化分析法，主要是透過統計之方式，針對大筆資料，將現象分解成

不同之變數，進行描述統計或推論統計之過程。 

 在本文中，各家廠商的訴訟案件並未涉及推論統計之分析，因而未能將現象

與現象間之相關性透過統計檢定加以驗證；相對地，每一筆訴訟資料之特質，則

是透過敘述統計進行歸納與整理，進而理出台灣上市公司在 ITC 訴訟案中所呈現

的趨勢。 

 

貳、次級資料法  

 

 至於次級資料法，則是透過有別於第一手資訊之來源，例如訪談、田野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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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之資料，包含公司內部的文件、財務報表、市場上所流通的調查報告，以及

媒體報導等等之蒐集，將加以引用、疏理後所得之訊息，以較為系統化的方式呈

現出事實、現象與研究結果的一種方法。 

 本文採取次級資料法的部份，在於個案公司之觀察與討論。透過次級資料的

蒐集，我們可以找出廠商啟動專利訴訟時，廠商雙方所處的背景脈絡，並透過 AMC

的觀點加以詮釋，進而歸結出專利訴訟發動的因素。 

 

第二節  資料來源與分類  

 

 本文係以 2012 年上市公司之名單作為參照，總計 883 家台灣公司；而 ITC 之

案件資料，則來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之網站，並以台灣上市公司之英文名進行

全文搜尋，案件時間涵蓋 1992 年至 2012 年為止的資料。本文並以台灣新報資料

庫（TEJ）所採用之產業編號取代證交所既有的分類，將證交所原有的管理股票分

類同樣納入產業別中，以求更細緻、精確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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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TEJ 新報資料庫上市產業分類表  

來源：台灣新報資料庫（TEJ） 

 

第三節  分析個案之挑選標準  

 

 如何找出適當的個案公司與其主要的競爭對手？本文考慮以下幾個標準： 

 第一，考量從資料中直接顯示出來的不同特性，像是訴訟次數的多寡、處於

原告或被告之地位，以及訴訟的結果為何…等等，以具備「異質性」的個案進行

觀察，始得檢視 AMC 理論的適用性。除此之外，公司本身的特性，例如公司的業

務是以自有品牌，或是代工為主等因素，也須一併納入考慮，成為異質性的挑選

標準之一。 

 第二，考量公司的作風與營運模式，除了主管機關要求揭露的重大消息等事

項外，公司資料取得的難易程度並非一致。要能夠運用 AMC 理論探討個案，必須

TEJ 產業別  11：水泥工業    12：食品工業    13：塑膠工業  

14：紡織工業    15：電機機械    16：電器電纜  

17：化學生技醫療  

18：玻璃陶瓷    19：造紙工業    20：鋼鐵工業  

21：橡膠工業    22：汽車工業  

23：電子工業  

25：建材營造    26：航運      27：觀光  

28：金融保險    29：貿易百貨    30：證券  

31：投資信託    98：綜合      99：其他                   

97：油電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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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個案公司發生訴訟時的背景脈絡有一定的掌握程度，這也包含對於公司、產

業發展過程之了解。據此，次級資料的完整程度，也是本文在遴選個案時的考量

基準之一。 

 第三，就 AMC 的觀點而言，競爭者的界定，仍須具備一定的市場共同性（market 

commonality），換言之，在產品或服務上彼此認為係處在競爭對手的地位而言，這

種競爭定位，可能是終端產品的品牌廠之爭，也可能是供應鏈廠商間，亦或品牌

廠與供應鏈廠商之間的競爭，視個案內容而定。然而，ITC 的案件，有許多是由專

利授權公司甚至大學技轉單位所提出，這些當事人與公司間的關係，並不全然可

用傳統的競爭行為來比擬，許多專利授權公司更是打著訴訟的旗號來「勒索」授

權金，也就是俗稱的專利流氓獲專利蟑螂（Patent Troll）。鑑於理論觀點的限制，

本文在觀察個案的選擇上，也會排除這些案件情況，並鎖定對公司而言 主要之

競爭對手，觀察其發動攻擊時之背景脈絡，並以訴訟記錄當中有互告情況者為優

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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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章將就 ITC 案件與上市公司交集所得之資料，進行敘述統計的分析。  

 至 2012 年為止，台灣共有 833 家上市公司，其中只有 63 家公司有過訴訟經

驗，從比例來看約佔 7.6%。以下我們分別從產業類別、判決結果與次數排名的角

度解析台廠於 ITC 的案件趨勢與面貌。 

 

第一節  涉訟產業分析  

 

 在 63 家公司中，涉訟產業幾乎皆為電子工業，包含了半導體、面板、消費性

電子、IC 設計與電子代工，總共 57 家。剩餘的 6 家廠商，其中有 5 家屬電機機械，

1 家屬貿易百貨。5 家電機機械的業者，分別為瑞利、耿鼎、堤維西、巨庭與中砂，

而百貨貿易者則為特力，其主要產品或業務可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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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少數涉訟產業之廠商與其主要產品或業務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瑞利、堤維西與耿鼎曾在一案中同為被告，原告是美國福特

汽車；而特力在 ITC 被控訴的，並不是專利侵害，而是商標侵權。 

 

第二節  判決結果分析  

 

 這 63 家廠商，共計發生了 146 起 ITC 案件。就結果而言，絕大部分的廠商都

是以和解（settlement）收場；次多者的結果則是未侵權（no violation found），到

2012 年底為止所蒐集的資料，其中尚有一部分結果未出爐，仍在調查中（pending），

這樣的案件數位居第三位，總計 19 件；另外，涉及台灣上市業者的案件中，尚未

出現過合意命令（consent）的結果。 

 若不考量尚在進行中（pending）的案件，則案件總數共有 127 起，整體案件

業者 主要產品或業務 
瑞利 一、電氣、機械、五金工具及農機、車輛配件製造銷售。 

二、機車裝配組件及其內外銷。 
三、家具及其配件之製造銷售。 
四、模具、治具及飛機零配件之製造銷售。 
五、軌道車輛零配件之製造銷售。 

堤維西 汽車燈、機車燈、汽車百貨及零件 
耿鼎 汽車零件 
巨庭 一、鑽床、車床、銑床、自動鉋床等機械及其零件。 

二、五金工具製造買賣。 
三、馬達及其零件製造買賣。 
四、有關國內外廠商產品之進出口貿易 

中砂 一、各種研磨品、各種切削刀具之製造加工經銷及代理研磨加工 
二、再生晶圓 
三、其他金屬製品製造－金屬台金、熱處理、表面處理、模具製造 

特力 一、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及其有關之國內外買賣業務（許可業務除外） 
二、代理國內外廠商產品之銷售及投標業務 
三、代理國內外廠商之採購及投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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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見下圖： 

 

 
圖 4-1 訴訟結果分布一覽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以和解為大宗的結果，從經驗法則思考或許不令人意外，若是專利侵權的判

定已經很明顯，或是在訴訟方面相對弱勢，未免整個產品被美國市場排除，業者

大多會選擇與他方和解。值得注意的是，仍有將近 17%的業者，面臨到一般或限

制排除命令的執行。 

 

第三節  原被告地位分析  

  

 我們將 63 家涉訟業者依照原告、被告次數加以分類，在所有案件中只有當過

原告者，我們稱為「攻擊為主」；只有當過被告者，我們稱為「防禦為主」，至於

在案件中有過被告與告人經驗者，我們則稱作「攻防兼具」。依據這樣的分類，63

家廠商其實絕大多數都屬於「防禦為主」，亦即在 ITC 案件中只有當過被告；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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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廠商較為特殊，僅有告人的經驗而未被告過；在攻防兼具的情況下，則計有 10

家廠商，名單與分布可見下列圖表： 

 

 
圖 4-2 訴訟地位分布一覽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表 4-2 攻擊為主/攻防兼具之廠商名單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從上表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在攻防兼具的類別中，其廠商大多是訴訟次

數三次以上者，除了台積電、威盛、茂矽這三家廠商只經歷過兩次案件。較高頻

率的 ITC 訴訟不僅來自這些廠商被動地被控訴，也來自於他們的主動打擊，雖然

處於原告的案件數在業者的整體案件中仍居少數，例如宏達電的 16 次訴訟中，僅

有 2 次主動攻擊的例子，而友達的 5 次案件中也僅有 1 次居於原告。在攻擊為主

的類型中，立錡、義隆、宏正科皆僅有 1 次訴訟經驗，而此一案件就是他們發動

主動攻擊的例子。 

類型 名單 

攻擊為主 立錡、義隆、宏正科 

攻防兼具 宏達電、宏碁、友達、南科、聯電、瑞昱、奇美電、台積電、

威盛、茂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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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項排名分析  

 

 接著，本文從兩個角度來介紹業者涉訟案件的整體情況，一是次數多寡，二

是案件的間隔期間。 

 

壹、案件次數之分布與排名  

  

 在 63 家廠商中，若將調查中（pending）的案件一樣納入觀察，過半數的廠商

在 ITC 只是一個「過客」－只出現過一次的訴訟案件，共計 36 家業者，剩餘 27

家不足半數的部份，才會出現二次以上的案件經驗。訴訟案件次數與業者家數可

見圖 4-3。其中七次以上的業者，分別是擁有 16 次案件經驗的宏達電，以及擁有 9

次經驗的宏碁與華碩，似乎越知名的國際廠商，在 ITC 被控訴的機率與越高。 

 

 
     圖 4-3 訴訟次數與廠商家數分析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36	  
12	  

4	  
3	  
3	  

1	  
1	  
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七次以上�

廠商家數�



	  

	   45	  

 扣除佔多數的一次案件與兩次案件者，有三次以上訴訟經驗的業者相對少數，

本文整理如下表，並以案件次數加以排名。 

 

表 4-3 訴訟次數三次以上之廠商名單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貳、時間間隔之長短與排名  

  

 本文將 近一次的 ITC 案件成立時點，與 久遠的 ITC 案件成立時點彼此比

較，求出 近與 遠案件的時間間隔，藉以衡量業者暴露在案件風險的時間長短，

以及在單位時間內涉訟頻率的高低，當然，這只能針對擁有兩次以上訴訟經驗的

公司作分析。盡管如此，記錄 遠案件的時間點依然可讓我們觀察在 ITC 早面

臨訴訟的業者為何。 

 從時間間隔的角度觀察，我們可將間隔 久的 10 家廠商羅列如下：表 4-4 中

之 fdate 與 rdate 兩項變數，分別是 遠一次與 近一次案件調查的成立時點；span

則指上述兩變數相減後所得到的間隔天數。其中聯電、鴻海、華碩、聯發科四家

廠商，在 1990 年代便已有過訴訟的經驗。 

名次 業者 案件次數 

1 宏達電 16 次 

2  華碩/宏碁 9 次 

3 聯發科 7 次 

4 創見 6 次 

5 友達/南科/聯電 5 次 

6 瑞昱/奇美電/微星 4 次 

7 鴻海/晨星/華邦電/瑞軒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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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以時間間隔作排名之前十大廠商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若將案件的發生頻率當做指標，我們可以將案件次數除以時間間隔，再將得

到的數值乘以 100 作為一項指標。據此，佳世達是所有涉訟廠商中發生頻率 高

者，原因在於其兩次連續的訴訟記錄，只有間隔一個多月；至於宏達電則是因為

次數居冠，高達 16 次的訴訟記錄使其發生頻率排名第二。 

 

表 4-5 以案件頻率作排名之前十大廠商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案件間隔的觀察可以幫助我們找出兩類廠商：第一，在訴訟中可謂「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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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者－在廠商會因應外在競爭而改變自身資源配置的前提下，越早被攻擊的廠

商，也就會越早開始關注自身的智財管理、吸取經驗。第二，以發生頻率而言，

較常面臨訴訟的業者，也就越有誘因去建置自己的智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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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  

  

 依據選擇個案之標準，本章中我們先闡述遴選出來的個案公司為何，並介紹

不同個案公司在 ITC 案件中呈現出來的異質性，接著我們利基於個案公司與主要

競爭對手的互動，透過次級資料的分析重新檢視、組織彼此間的競爭互動。 

 

第一節  選擇個案  

 

 依據我們對個案選擇的標準，本文挑選出「宏達電」、「創見」、「友達」、「威

盛」以及「義隆」作為觀察的個案公司。同時，依據市場共同性與資源相似性的

分析，排除專利授權公司或大學技轉單位所啟動的案件，聚焦在主要競爭對手。5

家個案公司之主要對手與其案件歸納後所具備的異質性，可見下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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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個案公司之特質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有些個案公司在發展過程中歷經轉型階段，例如宏達電、威盛皆是從代工起

家，創見一開始便是以自有品牌為主力，但也兼營記憶體模組的代工業務。上表

中的產業地位，皆是以選擇之 ITC 個案發動時，該公司 主要的業務作為判斷標

準。在上表中，義隆屬於比較特殊的例子，它僅有一次案件記錄，而且是針對蘋

果發動。 

 除了僅有一次訴訟經驗的義隆外，每家廠商在訴訟中所面對的對手均不相同，

如同前述，我們以 主要的競爭對手為主要觀察對象，同時以彼此間有互告情形

者作為優先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你告我、我告你的現象，常形成一來一往的交鋒過程。

這些回擊行為並不限於在 ITC 啟動訴訟，亦可能透過聯邦法院另行起訴，據此，

本文將主要競爭對手的組合配對，以及 ITC 訴訟發動時，上市業者同時採行的反

應整理如下： 

個案 

公司 

主要 

競爭對手 

訴訟 

次數 

產業 

地位 

訴訟 

地位 

訴訟 

頻率 

案件 

起始 

與主要對手 

的案件結果 

宏達

電 

蘋果 

（Apple） 

16 次 終端

產品 

攻防 

兼具 

高 2010 限制排除令 

創見 新帝

（SanDisk） 

6 次 終端

產品 

防禦 

為主 

高 2007 終局未侵權 

友達 三星

（Samsung） 

5 次 零組

件 

攻防 

兼具 

中 2005 和解 

威盛 英特爾 

（Intel） 

2 次 零組

件 

防禦 

為主 

低 2000 和解 

義隆 蘋果 

（Apple） 

1 次 零組

件 

攻擊 

為主 

低 2010 

 

終局未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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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個案公司競爭互動說明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競爭組合 過程 

宏達電對蘋果 蘋果在 ITC 分別發動 710、797 案後，宏達電接著以 721、

808 案回擊，威盛、S3 公司更配合發動 812 案欲以晶片專

利牽制，710 案發出限制排除令，797 案未果兩者即簽訂

全球性和解契約。 

創見對新帝 未對新帝發動之 619 案有反擊，終局判定未侵權。 

友達對三星 對三星之 782 案發動 793 案反擊，兩案 後皆和解。 

威盛對英特爾 針對英特爾之 412 案，未透過 ITC 以專利反擊，反而是

在德拉瓦州聯邦地方法院針對授權契約問題起訴。412 案

後和解，兩者也有全球性和解之約定。 

義隆對蘋果 蘋果並未回擊，義隆先在北加州地方法院發動訴訟，接著

再向 ITC 主張，北加州之訴訟兩者簽訂和解契約，ITC 終

判未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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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一：英特爾告威盛  

 

壹、威盛的歷史發展  

 

 1980～1990 年代，正是台灣電子產業蓬勃起飛的時期，此時的個人電腦產業，

也漸漸從一家公司統籌所有軟硬體的生產過程，邁入產業分工的階段，例如 IBM

在早期，是從晶片組、處理器、主機板一路到作業系統等，多半是在公司內一起

發展；隨著其他競爭者加入 PC 產業，以及 Intel 聯合其他廠商採取的聯盟策略，

個人電腦開始走向標準化、規格化的市場，迫使 IBM 採用其他廠商的零組件 (施

銘賢, 2002)；另一方面，台積電瞄準 IC 產業設備資本龐大、進入障礙較高的特性，

建立晶圓代工的商業模式，填補了市場需求，使得半導體產業不再以統籌設計、

製造、封測與銷售的整合製造（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廠為尊，許多無晶

圓廠（Fabless）的 IC 設計公司也得以在市場上嶄露頭角，主打系統晶片組（Chipset）

的威盛於 1987 年成立，正是這波產業變遷的 佳見證。 

 威盛的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上市前的萌芽期（1987~1998）、上市

後的成長期（1999~2001）以及多元發展期（2002~），其中成長期是威盛走向成長

顛峰，不惜與 Intel 互相對抗的一段歷史，也是首次在 ITC 面臨挑戰的時間點（2000

年）；從此之後，威盛的營收表現逐年下滑（圖 5-2）；在產品策略方面，則呈現資

訊家電（IA）、網路通訊等多方發展的特色。威盛共發生過兩次 ITC 案件，一次是

在 2000 年對上 Intel，另外一次則是在 2011 年發生，此次主要是透過 S3 公司，協

助宏達電對抗蘋果在 Smart phone 與 Tablet 的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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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威盛歷年淨利變化圖（單位：十億新台幣）  
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上市前/萌芽期（1987～1998） 
 

 威盛的前身成立於美國矽谷，主力產品瞄準當時的 486 電腦，由現任總經理

陳文琦先生主導營運，而由副總林子牧先生負責研發，其後由王雪紅女士居中牽

線，公司搬移到台灣，才正式使用「威盛」作為公司名稱。在當時，全球約有 50 家

左右的 IC 設計公司，資本額只有 500 萬新台幣的威盛，想要脫穎而出，並不是一

件簡單的事情。同為王家旗下的大眾電腦，在這時給公司挹注了不少成長動力。

1995 年以前，威盛曾有 90%的業績都來自大眾這個客戶的貢獻。家族企業上下游

彼此支援的策略，讓威盛得以站穩腳跟。 

 即便如此，威盛初期的發展仍受到不小阻礙。1995 年，Intel 利用其既有的晶

片組市場優勢，宣布進軍個人電腦處理器（CPU）領域，Intel 的加入隨即讓市場

秩序產生劇變－其 CPU 與晶片組聯賣的策略，在 高峰的旺季甚至主宰了全球八

成的市場，這使得許多廠商紛紛中箭落馬，退出系統晶片的設計與製造。所剩無

幾的廠商，也開始在思考，是否要堅持原來的路線？威盛就是其中之一。 

 後來的答案很明顯－威盛決定堅持下去，1995 年下旬，威盛迎來了一場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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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Compaq 提出一項合作條件：只要能開發出 Intel 架構以外的晶片組，就會下

單給威盛。經過 9 個月宛如魔鬼訓練營的研發投入，威盛終於達成目標。1997 年，

Compaq 已經是威盛 大的客戶，大眾居次，當時的精英電腦則為第三。發展至此，

可說威盛正式脫離了家族企業的奧援，在市場上獨當一面。 

 然而，面對 Intel 將近獨占的勢力，威盛仍須有其他的因應對策。為了堅持自

己的路，威盛開始將資源集中投入到系統晶片組上，陸續關閉其他周邊晶片組的

生產線，集中打造產品的競爭優勢；與此同時，秉持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信

念，威盛除了開發支援 Intel 架構的晶片組外，也與當時的 AMD 合作，讓自己的

晶片組產品能夠支援當時市場上 主要的兩種規格。在這個時期，Intel 產品佔威

盛營收的比重漸漸調整為 40%，而 AMD 產品則達到 60% (蔡宗佑等, 2001)，與

Compaq、AMD 的合作，也使威盛累積了一定的國際知名度，並將國際級的技術、

標準等等內容，帶入公司發展。 

 

  二、上市後/成長期（1999～2001） 
 

 1999 年 3 月，威盛股票上市，在當年度便超過了當時的股王華碩，替年尾的

集中交易市場寫下新的一頁。在國際市場上，威盛晶片組的市佔率排行第二，僅

次於 Intel。威盛的好成績給管理階層打下了一劑強心針，陳文琦更公開表示，要

在 2001 年繼續挺進，並以「亞洲無晶圓廠（Fabless）的英特爾」自許。同一時期，

有鑑於晶片組的獲利能力開始萎縮，Intel 甚至開始倡導單一晶片（SOC, system on 

a chip）的概念，讓晶片組廠商備受威脅，威盛於同一年買下了美國國家半導體（NS）

的 Cyrix 部門，以及 IDT 公司，打算進軍微處理器領域，並希望能在 Intel 之外另

起爐灶；另一方面也拓展與 S3 的合作關係，布局電腦繪圖晶片，並將產品線延伸

至下游的主機板，希望能降低未來晶片組被整合到 CPU 中的風險。為了能與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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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ntel、AMD 等廠商進行產品區隔，威盛在此時期也以效能、價格較為低階的產

品，首先進軍東南亞、中國大陸等市場，「中國芯」CPU 便是一例。 

 2000 年，晶片組市場玩了一場大風吹，而這年對 Intel 而言，恐怕是 難以忘

懷的一年。早在 1999 年，威盛便開始推動速度更快的 PC 133 架構之晶片組、主

機板，企圖超越 Intel 既有的 PC 100 810、BX 晶片組，更頻頻在世界主要市場舉

辦規格研討會；與此同時，Intel 則是希望透過自己原有 CPU 與晶片組的市佔優勢，

推展 Rambus 架構。當時，Intel 認為 PC 133 性能沒有 Rambus 好，頂多只是一個

過渡產品，終究威脅不大；Intel 同時也認為，能藉著與 Rambus 聯盟，將自己主導

規格的力量，進一步延伸到 DRAM，讓整台電腦主機的零組件都是自己的天下。 

 然而 Intel 打的算盤，並沒有被市場接受。原因在於 Rambus 規格的晶片組，

比起 SDRAM 在既有的製程下，良率要低上二成；同時，若是要採用 Rambus 規格，

包含記憶體、晶片組等等架構內容，全部都要翻新。PC 133 相較而言，它的 DDR

架構不僅支持舊有的 SDRAM，轉換成本也沒有那麼高 (王怡堯, 2000)。 

 或許是察覺到改用 Rambus 架構會對上游製程及下游系統廠造成不便，不能操

之過急，Intel 在推出採用 Rambus 架構的 820 主機板時，還附帶一組 MHT（Memory 

Translator Hub）晶片以兼顧與 SDRAM 的相容性，只不過這組晶片的設計出現瑕

疵，Intel 只好在 2000 年 5 月宣布回收 (楊大慶、沈建宏、簡廷芳, 2000)。因此，

市場實質上變成了 PC 133 與舊有的 810、BX 晶片組的對抗，再加上先前 Intel 產

銷失調，BX 晶片組持續缺貨，位居第二的威盛逐步拉抬自己的市佔率，一舉取得

近四成的晶片組市場 (江瑞蓮, 2001)，台灣廠商主機板採用 Intel 晶片組的比例，

正好可以反應此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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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我國主機板廠採用 Intel 晶片組之比例  
來源：資策會，2008  

 

 對於 PC 133 架構的推出，Intel 並非全然沒有反制措施。1999 年，Intel 取消對

威盛 Slot I 的授權，企圖阻撓威盛 Pentium II 相關產品的開發、生產，並在美國聯

邦法院起訴威盛；次年 2 月，威盛面臨第一場 ITC 的訴訟案件（案號：337-TA-428），

原告 Intel 即表明，要求行政法官針對採用 PC 133 架構的 Apollo pro 晶片發出禁止

輸美的命令。同年年底，為挽回失去的市佔率，Intel 開始掀起價格戰，率先在 12

月底宣布調降晶片組價格，想在 2001 年扳回一城。面對此一挑戰，威盛則是藉由

與廠商多方合作的關係，例如透過與國家半導體的策略聯盟，以其公司（NS- VIA）

的名義出貨，或透過與 Intel 授權的其他廠商合作，取得間接授權，並同樣在 2001

年初以降價的方式回應 Intel。 

 2001 年，Intel 推出 Pentium IV 處理器，並開始拉攏同為 IC 設計業者的矽統、

揚智兩家廠商，打算夾擊威盛。8 月份，威盛在未經 Intel 授權的情況下，推出相

容 P4 的 266 晶片組，市場甚至傳聞 Intel 願以每片 50 美元的價格，收購搭載 266 晶

片的主機版，作為侵權證據，雙方雖然否認此項消息，但此一傳聞，顯示出兩家

公司的角力，已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隨後，Intel 再度於聯邦法院起訴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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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元發展期（2002～） 

 

 早在 1999 年，威盛便與 S3 合作布局繪圖晶片組的開發，拓展產品線。2001

年威盛正式收購 S3，為公司下一階段的發展打下先鋒。與此同時，威盛提出迦南

計畫，打算兵分四路，進軍光儲存晶片、繪圖晶片、CPU 與網路晶片。然而，2002

年以降，威盛的營運開始走下坡；2003 年威盛更是從顛峰市值的 2680 億元，直直

跌落到 580 億元 (郭奕伶, 2002)。Intel 也在同年與威盛和解，簽下為期 10 年的專

利交互授權契約。至此，小蝦米力抗大鯨魚的故事，正式落幕，而威盛自 2002 年

後的逐年表現，也找不回往昔股王的雄風。 

 

貳、從 AMC觀點檢視專利訴訟之發生  

 

 一項競爭行動是否啟動，關係到三個要素，分別是察覺（A）、動機（M）與

能力（C）。任何在市場上有利於己而不利於他方的行為，必然招致競爭性的回應，

此項回應是否啟動，端看對手有無察覺，是否給了他足夠的動機，以及是否有足

夠的資源來加以因應。換句話說，AMC 三環透視法，也是在解釋一項競爭行為是

否得以啟動的「門檻」，若是競爭對手故意不讓他人察覺，或是讓對方覺得沒必要，

乃至於有察覺、有動機，卻沒有足夠的能力，都會成為對手回應的阻礙，也影響

到一項競爭行為在市場上是否得以發揮預期的效果。 

 1998 年，威盛取得 Intel slot1 的授權，可以生產搭載 Pentium II 系列的產品，

與此同時，Intel 也準備推展 Rambus 規格，在記憶體方面採取新的標準。如同上述，

Intel 這次是個策略失誤－轉換成本過高讓上下游廠商普遍不能接受，相對地，威

盛在這時緊抓 PC 133 規格，相容既有 SDRAM 的作法，反而取得多數廠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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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過往，威盛便有在規格研討會上與 Intel 分庭抗禮的例子－他們提出了許多

新的規格方案，只是這一次特別讓 Intel 印象深刻－威盛竟然取得了多數廠商的支

持，這不啻是一個警訊。1999 年 4 月，威盛更是大舉在台灣、韓國、日本、中國

大陸、德國與美國等地，舉辦 PC 133 的規格研討會，大肆宣揚，表明要與 Intel

對抗到底。 

 事實上，威盛併購 Cyrix、IDT 等動作，早就是一個想要打入 Intel 地盤的訊號，

只是 PC 133 規格這件事讓 Intel 更加察覺威盛的「別有用心」（A）。Intel 雖然可以

採取約束行動，但也僅止於晶片組的授權，至於威盛與記憶體廠商間的互動，就

不是可以介入的地方。對 Intel 而言，若有必要，勢必得採取應對措施。 

 緊接著是 2000 年，Intel 的規格策略失誤，再加上舊世代的 BX 晶片組缺貨，

市場的空缺馬上讓威盛搶得機會，在當年度搶得近四成的市佔率，單季市佔率更

一度超越 Intel－「大衛打敗巨人」的故事，在當時流為美談。2000 年 2 月，Intel

向 ITC 控告威盛，此一時間正是威盛市佔攀升，緊咬 Intel 的時期，形成 Intel 挑起

訴訟的動機（M）。 

 

 
圖 5-3 威盛與 Intel 市佔率變化  

來源：商業周刊，第 728 期（2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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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到的，一樣也不給你！」 (古美蓮, 2003)－只要侵犯到 Intel 的霸主地位，競

爭對手往往會面臨強力反撲。2000 年，兩者的市佔率差距瞬間縮小，讓 Intel 決定

出手反擊。問題是，Intel 是否有足夠的能力（C）？ 

 專利的數目不代表一切，有時候少數的關鍵專利往往更容易箝制競爭對手，

然而，專利的數目，某程度卻能作為一家公司在產品研發、專利戰備上布局的完

整程度。2000 年，Intel 啟動 ITC 攻勢的當下，其美國專利的獲證數目是威盛的百

倍之多，數目高達幾千筆－這大概也反應了威盛沒有立即透過專利訴訟來反擊

Intel 這一事實，而是藉著其他有 Intel 授權的廠商來當產品出海口，例如威盛曾打

算將產品貼上美國國家半導體的牌子，而在法律上成為其代工廠；資料也顯示，

威盛似乎是在與 Intel 過招後，才漸漸發展在美國市場的專利布局（圖 5-4）。至於

Intel 長期在訴訟上累積的經驗，比起威盛更是過之而無不及。對 Intel 來說，既有

察覺（A）、又有動機（M），在能力（C）的評估上也相當足夠，專利戰的發動勢

在必行。 

 

 
圖 5-4 威盛歷年美國專利申請數目  

來源：Patent Gu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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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二：蘋果告宏達電  

 

壹、宏達電的歷史發展  

 

在今日，宏達電已是國際知名的智慧型手機品牌廠。成立之初，宏達電也與

多數台灣科技業者一樣，是以代工設計起家，直到 2006 年於歐洲打出 HTC 名稱

後，才正式轉入自有品牌。其從 ODM 轉型到 OBM 的路程已經是業界、學界經常

探討分析的案例。 

綜觀宏達電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以ODM為主軸的代工時期、

以 ODM 與自有品牌並進的雙軸時期，以及以自有品牌為主軸，與國際品牌廠競爭

白熱化的競逐時期。代工期係以 1997 年成立為始點，中間經過公司 2002 年的公

開上市，到 2005 年結束；第二段時期則以 2006 年推出自有品牌後，截至 2008 年

為止；至於 後一個時期則是從 2009 到 2012 年，其中 2009 年是宏達電邁入自有

品牌後營收與規模開始大幅成長、在 ITC 開始出現訴訟記錄的始點（原告是專利

授權公司 Saxon Innovations），而 2012 則是宏達電淨利大幅跌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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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宏達電歷年淨利變化圖（單位：十億新台幣）  
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代工期（1997～2005） 
 

有鑑於 PC 市場已經進入成熟階段，部分台灣的科技業者開始尋找新一波的成

長前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威盛電子董事長王雪紅小姐主導的宏達電子於 1997

年成立。在成立之初，宏達電子便以結合行動與無線通訊的掌上型智慧產品為主

軸，並積極爭取正在開發掌上型電腦作業系統的微軟之合作機會。同年，宏達電

即獲得微軟新型作業系統 Windows CE 的授權，製作出全世界第一台搭載 Windows 

CE 系統的掌上型電腦；翌年更在美國消費性電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 Show, 

CES）發表該型機款，獲得 CeBT 展、Comdex Spring 展以及紐約 Expo 展 佳產品

獎等多項殊榮，獲得業界無數好評，而此項表現，也為與微軟的繼續合作奠定了

堅強的基礎。 

然而，即便有微軟的支持，掌上型產品的市場仍處在萌芽期，品牌業者多在

觀望。以市場先進者自居的宏達電，在成立兩年後便陷入空有技術，卻無客戶的

窘境。直到 2000 年 Compaq 踏入 Pocket PC 市場，宏達電取得 iPAQ36 系列的代工

訂單後，公司的成長動能才正式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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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宏達電繼續與微軟合作，推出全球第一台搭載 Pocket PC Phone Edition

軟體平台的 Wireless Pocket PC，與微軟、Compaq 的成功經驗替宏達電吸引到不少

歐洲業者的目光。在當時，許多電信業者已經察覺到動通訊市場正在重組，除了

固有的語音通訊服務外，也不能忽略行動數據的市場，不少電信業者甚至有企圖

打出自己的終端產品，創造差異化並降低成本。抓準這樣的時機，同年宏達電爭

取到與英國電信商 mmO2 的合作機會，推出電信商品牌的 PDA 手機，也是全球第

一款 PDA 手機，取名為 Xda。此舉為宏達電的經營再下一城，顯示出宏達電的開

發速度與技術能力。在當時，Motorola 是 被看好、 有能力設計出 PDA 手機的

廠商，但卻被宏達電搶得頭籌－Xda 更獲得英國手機雜誌「手持裝置之王」（King 

of Handheld）的封號。 

這種與電信商直接合作，並依據電信商需求來客製化產品的設計代工模式，

是宏達電在早期 主要的發展策略。繼英國電信mmO2之後，宏達電也將這樣的模

式推展到德國、法國，像是T-Mobile、Orange都是宏達電的電信商客戶，T-Mobile

的MDA系列、Orange的SPV系列也都是此一策略下的產品，而美國的電信營運商

AT&T也在不久之後跟進。與此同時，宏達電依然替科技大廠進行代工，例如Dell、

Sharp、Simons都是宏達電的客戶之一，HP在併購Compaq後，更是成為宏達電PDA

代工的第一大客戶。在市場布局方面，除了歐美地區外，宏達電也不忘深耕亞洲

市場，2002年9月，宏達電與大陸當地廠商合資設立上海多普達公司（Dopod），建

立在大陸的銷售據點。這些經營上的努力，使得宏達電躍居PDA生產公司中市值

高者，高峰時更達到5.31億美元，超越當時全球 大的PDA品牌廠Palm公司市值

的4.52億美元 (新報資料庫, 2002)。 

狹著這樣的氣勢，宏達電繼續以相似策略推展各地合作。2003年與菲律賓電

信業者Smart搭上線；接著又取得與北歐電信公司Synergy、義大利無線電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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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以及西班牙 大的無線電話公司Telefonic等的合作機會。發展至此，歐洲前

六大無線電信業者，宏達電已取得前五大客戶，象徵宏達電在歐洲市場版圖的關

鍵性地位。同年，為強化軟體設計與系統整合的能力，宏達電併購已有多年合作

經驗的友笙資訊，為客戶提供更優良的代工設計服務－其替法國電信廠商生產設

計的SPV E-200智慧型手機，更獲得英國衛報報導為「截至目前為止 好的智慧型

手機」，為此一併購決定繳出了漂亮的成績單。 

2004年，宏達電的歐洲地位更彰顯在Starmap歐洲行動通訊聯盟的成立過程中，

歐洲多家電信營運商一致推舉宏達電成為該通訊聯盟首選的ODM策略合作商。

2005年，宏達電與微軟美國拉斯維加斯正式發表全球首款以微軟Windows Mobile 

5.0為平台的3G手機－「Universal」－與Nokia主導的Symbian系統一較高下，此舉

象徵宏達電已經是微軟 緊密的合作夥伴；另一方面，積極進攻美洲市場的宏達

電也接獲Simons貼牌PDA Phone SX66的代工訂單，此產品是Simons與美國電信業

者Cingular合作所推出，此項訂單也開啟了宏達電日後與Cingular持續合作的機會。

同年，宏達電成立歐洲分公司，於倫敦的記者會上，包括T-Mobile董事執行長、微

軟歐洲、中東、非洲區總經理，以及Orange的執行副總皆到場祝賀，顯示出彼此

堅強的合作關係。繼歐洲分公司成立，宏達電更與日本NTT DoCoMo電信商簽訂

合作合約，取得奠定歐洲、美洲市場之後，再向日本進軍的灘頭堡。 

代工期的發展，對宏達電的發展而言，主要有三項影響：第一，它奠定了宏

達電在全球市場的格局，使其成為國際知名的掌上型產品製造商；第二，與電信

業者直接合作的策略，使其某程度可以擺脫對品牌廠的依賴；客製化需求的服務

更使宏達電有機會接觸到第一手的消費者需求，為往後自有品牌的發展取得基礎；

第三，也是 重要、 顯而易見的一點，即是在這過程中所培養的技術、產品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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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經驗－首款PDA phone、首款搭載Windows作業系統平台的產品…再再顯示宏

達電技術整合、掌握時效的能力。 

 

  二、雙軸期（2006～2008） 

 

 早在2002年時，市場便傳聞宏達電有打入自有品牌的企圖，事實也證明管理

高層一直都有做出「屬於自己產品」的打算，然而該在什麼時間點切入？會不會

與既有的代工業務衝突？一直是市場的觀察焦點。 

 2006年上半年，宏達電依然維持既有的策略，獲得美國 大無線電信業者

Sprint的3.5G手機的採購案，這是美國當地3G系統CDMA 2000的升級版本，採用

CDMA 2000 1X/EV-DO的3.5G手機。在當時，不僅台系手機廠沒有相關的3.5G的

成品，就連其他國際品牌廠介入的也不多，宏達電又比其他競爭者搶先一步，拉

開同業距離－市場分析師就曾指出，同業要追上宏達電仍待考驗，尤其是整合無

線通訊GPS、WiFi、GSM、WCDMA、藍芽等無線通訊技術，射頻技術的穩定度

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備，宏達電的整合能力獲得市場肯定，而且其PDA Phone軟體

的穩定性 高，短期內同業想趕上宏達電不是很簡單的事；同時，要經過全球電

信業者之測試並獲得採用，更是耗時耗力的大工程，宏達電已有不小的領先優勢 

(張殿文, 2005)。在日本市場方面，宏達電則與NTT DoCoMo合作推出搭載微軟3G 

FOMA平台的PDA phone，亦獲得不小的迴響，也吸引到剛收購日本第三大行動電

信商Vodafone KK的日本軟體銀行（Soft Bank）的合作機會。 

 不久之後，宏達電正式在同年6月於歐洲市場推出HTC自有品牌－搭載

Windows Mobile 5.0 之3G手機「TyTN-1」；8月份，著眼於日本消費者喜好高效

能的比例較高，HTC以此為著力點推出名為「HTC Z」的3G手機，希望能將3G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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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再往一般消費市場擴散。在歐洲與日本自有品牌的初步嘗試，基本上是成功的。

以歐洲而言，根據市場調查機構Canalys統計（2006），宏達電雖然經營自有品牌

的時間只有一季，就在EMEA地區（泛歐國家）地區取得第二名的成績。 

 在推自有品牌的同時，HTC仍僅僅抓牢與電信業者的合作關係。除了上述的

Sprint之外，在2006年下旬，宏達電也與Cingular合作，相繼推出Cingular 3125、

Cingular 8525兩隻手機，除了PDA手機既有的行動與網路通訊、e-mail處理等商務

功能，更添加了攝影、相片分享等娛樂功能，與超薄機、時尚外型的設計一併被

視為再次打入消費市場的產品策略。另外，宏達電也與T-Mobile合作推出具有外顯

示電腦按鍵（QWERTY）的智慧型手機Excalibur系列，以滿足不同客群的使用需

求。 

 從數據來看，2006年走向自有品牌的決定，在當年對宏達電的表現並未造成

衝擊（圖5-5）。相反地，宏達電的淨利率在2006年第三季創下了新高，達到三成；

全年的表現也有二成六。 主要可以歸諸兩個原因：第一，宏達電的技術能力，

短期內仍然保有相當優勢，過往的合作對象很難在市場上找到其他的替代廠商；

再者，宏達電為因應自有品牌業務，已經在公司內進行資源切割－透過子公司鉅

瞻科技的成立，佈局3G手機。鉅瞻初期定位為手機設計公司，不必背負生產線等

包袱，其在平台選擇與營運模式上，也有很大的彈性空間，未來可承接宏達專注

品牌後的代工訂單，也可開發微軟以外的作業系統，保持發展彈性。然而，為降

低未來可能產生的影響，宏達電也積極開拓巴西等新興國家，希望能將代工業務

移轉到其他市場。 

 2007年是智慧型手機市場開始轉變的一年。面對Apple iPhone來勢洶洶，宏達

電在5月搶先推出同樣搭配觸控介面的Touch系列Elf手機。蘋果擺脫鍵盤按鍵的設

計，原本不被業界看好，然而iPhone不僅於2007年第三季在北美市場獲得27%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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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佔有率，更讓微軟Windows Mobile的市佔從原來的60%左右下降到接近25%，一

舉奪下第三季北美智慧型手機第二名的寶座，僅次於當時的Black Berry (技產業資

訊室, 2007)；到2008年1月底，iPhone的累計銷售量已達到四百萬支，平均每天賣

出二萬支；比較Touch系列的累計銷售量，在當時也已超過二百萬支 (新報資料庫, 

2008)，換言之HTC Touch系列也創下一天賣出一萬支的輝煌紀錄；兩者的市場表

現皆超乎預期。 

 iPhone與Touch的出現，替市場帶來以下轉變：首先，這些智慧型手機的功能

不輸給商務人士對既有的PDA的期待，再加上價格逐步放低，例如iPhone在推廣的

過程中，空機降價至200美元，綁約價降至399美元，雖然仍比市場一般產品貴上

100到200美元不等，卻大大增加對消費者的吸引力，吸引到原本高階功能所瞄準

的商務人士，也進一步往消費市場拓展；另一方面，兩者產品在市場上的表現，

已經正式點燃智慧型手機市場的擴張動能，在2008年新一代iPhone推出，兩年的綁

約價只需199美元時，更是象徵智慧型手機已大舉入侵消費市場，價格上的優勢更

對其他競爭者如Nokia、Motorola造成重大威脅。Nokia更是在同年宣布買下Symbian

作業系統的股權，其他業者也紛紛調整自家公司的資源分配。從此之後，智慧型

手機的市場滲透率便開始一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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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智慧型手機市場滲透率  
來源：J.P. Morgan，2012 

 

 面對2008年新一代iPhone的出現，宏達電也以新機種應戰。宏達電搭載

Windows Mobile 6.1系統的新款鑽石機（Diamond）系列，空機售價設定為449.99，

希望能對iPhone在AT&T的空機售價599美元，造成威脅，另一方面特別推出3年的

綁約價149.99美元，以對抗Apple的2年綁約價199美元。截至同年第三季兩者產品

推出之後，Apple與宏達電分別佔有全球第三大、第四大的廠商地位。 

 

表5-3 2008年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機銷售量  

來源：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08年 

公司 3Q08銷量 3Q08佔有率 3Q07銷售量 3Q07佔有率 3Q08成長率 

諾基亞 15,472 42.4% 15,964 48.7% -3.1% 

RIM  5,800 15.9%    3,192 9.7% 81.7% 

蘋果  4,720 12.9% 1,104 3.4% 327.5% 

宏達電  1,656 4.5% 1,315 4.0% 25.9% 
夏普 1,239 3.4% 1,535 4.7% -19.3% 

其他 7,626 20.9% 9,643 29.4% -20.9% 

總計  36,515 100.0% 32,753 100.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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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雙軸期，如何在自有品牌與代工業務間取得平衡，一直是宏達電策略調整

的目標之一。即便有成立子公司、固有的技術優勢來降低對代工業務的衝擊，仍

免不了要因應合作廠商對此的反應。 明顯的反應莫過於宏達電於微軟平台中的

整體比重不斷下降，Samsung與Motorola則趁勢竄起；對此，宏達電依然保持與微

軟的合作；另一方面隨著Google加入戰局，宏達電立即選擇與Google結盟，成為首

批合作開發Android系統平台的廠商之一，並在2008年與T-Mobile合作推出第一支

搭載Android的G1手機，更替Google代工終端產品，以期在兩大平台間保持平衡。

宏達電於此時期更併購了美國One & Company設計公司，提昇工業設計的能力，並

與通路商Brightpoint公司簽署物流協議，持續為發展自有品牌打下基礎。2008年，

根據宏達電對外公布的訊息，ODM比重將降至10%以下，而與歐洲電信商合作推

展HTC品牌的比率，也將提昇至50%。 

 

  三、競逐期（2009~2012） 

 

 宏達電的營收於2008年正式突破1500億大關，Touch、Diamond與G1手機皆在

市場上有不錯的成績。宏達電趁勝追擊，於2009年與T-Mobile、Vodafone合作先後

推出Shadow系列、G2手機，接著推出搭載第二代Android系統的HTC Magic，在日

本Softbank支持下與iPhone 3GS直接對決。與此同時，Android平台在HTC、Motorola

與Samsung的助攻下，開始大幅成長，有超越蘋果的氣勢；而Google多方授權的策

略，更為智慧型手機的成長再添動能，除早期上述的三家廠商、大陸業者聯想、

華為以及宏碁也陸續加入，Android手機進入多元品牌的價格戰，有助於提高智慧

型手機市場的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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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Smart phone四大平台成長率  

來源：Gartner，2012 

 

 為站穩品牌腳跟，放眼世界，宏達電總經理周永明更在股東會上宣示，在品

牌經營的第二階段裡，將鎖定美國與中國市場－因為沒有在美國成功，是無法號

稱為世界級品牌的。市場當時普遍認為，美國是全球智慧手機成長速度 快的地

方，智慧機種佔比亦超越歐洲市場，同時中國也將進入3G時代，在2009、2010的

時間點擴軍美國、中國市場，有其策略意義。 

 2009年這段時間裡，全球智慧型手機的市佔排名維持2008年下旬的態勢，以

第三季為例，第一名仍由Nokia獨佔鰲頭，緊接著是RIM；再來是Apple與宏達電分

別排名第3、第4名，Samsung則緊追在後。 

 

表5-4 全球前五大智慧型手機廠商排名，單位：千支  

 
 來源：Gartn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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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也是智慧型手機市場重新洗牌的一年。Google Nexus one的出貨量雖不

如預期，但卻強化了Google品牌以及Android聯盟的氣勢，Android系統也在此年超

越iOS平台的市佔（圖5-7/表5-5）。同年2月，宏達電經外媒評比，擊敗Nokia、LG、

RIM，其所展出的新機種Legacy、Desire系列，成為當年MWC（Mobile World 

Congress）的 大贏家，氣勢勝過Nokia、Motorola大廠。2010年7月，根據美國

ChangeWave Research所做的市場調查，未來3個月有意購買智慧型手機的美國消費

者中，有高達19%想購買宏達電產品，僅次於蘋果的52%，已經超越Mortorola及RIM，

在產品滿意度方面，宏達電也以39%排名第二，僅次於蘋果的73%；2010年8月，

宏達電更在北美市場拿下14.4%的市佔率，緊追Apple。 

 

表5-5 2010年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排行，單位：千支  

  來源：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0 

 

 2010年9月，繼Legacy、Desire手機推出之後，宏達電成為Android手機中的市

佔龍頭，Motorola、Samsung則居次。以當年的Android手機出貨量來看，宏達電

Android機種約佔整體出貨3分之2以上，初估全年約達1600萬～1800萬支，Motorola

Company  Units 3Q10 Market Share (%) Units 3Q09 Market Share (%) 

Symbian 29,480.1 36.6 18,314.8 44.6 

Android 20,500.0 25.5 1,424.5 3.5 

iOS 13,484.4 16.7 7,040.4 17.1 

RIM 11,908.3 14.8 8,522.7 20.7 

Windows 2,247.9 2.8 3,259.9 7.9 

Linux 1,697.1 2.1 1,918.5 4.7 

Other OS 1,214.8 1.5 612.5 1.5 

Total 80,532.6 100.0 41,09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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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維持穩定動能，全年應可達到1200萬～1400萬支，至於Samsung則是1000萬～

1200萬支，顯示出宏達電在2010年的成長力道 (新報資料庫, 2010)。 

 然而，在2010當年，Android與宏達電的成長，早就受到競爭對手關注。Apple

於2010年上旬發動攻勢，向ITC提狀控告HTC，稱其製造的12款手機侵犯了其10項

專利技術，要求永久禁止進口美國、出售該類手機（案號：337-TA-710 ）。相關

被控產品包含HTC Android系統產品，如HTC Nexus One 、HTC Dream （即 

T-Mobile G1）、HTC Magic、HTC Hero與HTC Droid Eris。此一訴訟的時間點，就

在MWC大會之後，而專利內容則涉及HTC的圖形使用者介面軟體－Sense UI，以

及軟體與硬體上的整合技術，尤其是Android作業系統的底層技術。面對此一攻勢，

宏達電則在5月開始反擊，反控Apple公司侵害其5項專利，內容涵蓋手機電源技術

與電話簿撥話頁面、記憶功能（337-TA-721）。 

 2011年第三季，宏達電於美國市場首度超越Apple市佔，以22.9%的比率奪得

第一（表5-6）；同年，Apple於7月中旬再度向ITC提出訴訟（案號：337-TA-797），

指稱宏達電侵犯其5項專利，涉及便攜式電子裝置及相關軟體；8月中旬，宏達電

在宣示沒有和解的打算後，立即加以反擊，指稱iPhone、iPad以及iPod等產品侵害

其3項專利權（337-TA-808），時間點就在Google宣布以125億美元收購Motorola

專利的隔天。Apple與宏達電間一來一往，彼此較勁的訴訟戰爭，象徵兩方角力已

進入白熱化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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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美國前五大品牌市佔率消長  

     

 

 

 

 

 

 
            來源：Canalys，2011 

 

 面對Apple專利戰的挑戰，宏達電除了以另起訴訟作為反擊手段，同時也積極

採購專利進行布局；另一方面，威盛旗下的S3公司於2011年7月在ITC控告Apple侵

權的訴訟，初判獲得勝利，也使宏達電欲以併購S3的方式，取得反制Apple之籌碼；

威盛、S3也在同年8月向ITC控告Apple，藉以牽制（337-TA-812）；與此同時，宏

達電也從Google取得專利子彈的奧援，提昇反擊能力。儘管如此，訴訟的結果卻

不如人意，710、721案宏達電皆敗訴；808、812案以和解收場，至於797案，審理

未果即遇上Apple與宏達電的全球性和解（2012年）而告終。 

Apple在ITC的初次出擊似乎力道不強－從主張的10項專利，到 後委員會裁

決僅有1項侵權；另一方面，侵權專利所需的迴避設計難度不高，產品仍保有一段

市場的緩衝期才需強制下架－算不上是對宏達電的「重傷」，然而卻已凸顯宏達

電想要擴張北美市場的警訊；而S3公司雖在初判時取得勝利，2011年11月的複審

卻推翻之前的結果，也使併購案備受質疑，直到2012年才確認收購的決定。 

 在營業表現方面，2011年第四季由於受到Samsung Galaxy與Apple iPhone新品

的夾殺，因而產生不小影響，比起去年2010第四季的表現遽減了25%；在2012年雖

有HTC One系列、Butterfly等新機款的推出，但宏達電已經追不回北美市場的成績，

    Q4 2010 Q1 2011 Q2 2011 Q3 2011 

HTC 15.90% 18.40% 21.30% 22.90% 

Samsung 13.40% 9.90% 15.10% 22.00% 

Apple 18.70% 30.80% 24.70% 20.10% 

RIM 21.40% 15.70% 12.10% 11.40% 

Motorola 12.80% 8.30% 7.10%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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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2年8月到11月的北美市場表現來說，宏達電表現不僅位居末位，更出現倒退

的現象，減少了0.4%，Apple與Samsung兩家廠商就主宰了四成五的市場。 

 

表5-7 2012年北美市場8月到11月各品牌市佔變化  

 
    來源：comScore，2012 

 

 至於全球市佔率的變動，根據IDC的資料（2012），HTC在2011年第三季的全

球市占率為10.3%，但在2012年的第二季就已跌落到5.8%。除了產品本身的策略問

題，在新興市場的市場定位不如其他競爭者來得靈活，過度專注於高規格、高價

位，也是導致市場大餅漸被分食的原因。2012年底，Apple與宏達電簽訂全球性專

利和解條款，替彼此間的專利戰畫下休止符。 

 

貳、從 AMC觀點檢視專利訴訟之發生  

 

 宏達電的發展歷史，可說是AMC的縮影。初期的代工策略，以及市場先進者

的地位，讓宏達電得以降低對手對它的察覺程度（A）；同時也能在手機市場上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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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的切割，避免當時傳統手機大廠的關注，降低其啟動競爭行為的動機（M）。

與此同時，宏達電也爭取到充裕的時間以利培養自身的能力（C）。 

 若將發展自有品牌當作 終的目標，宏達電可說是透過降低競爭對手察覺、

動機這兩方面的因素，爭取充裕的時間進行準備，一舉打入未來的掌上型產品、

智慧型手機市場；而在轉入自有品牌後，與電信商的堅實合作關係、固有的技術

能力，以及逐步調整自有品牌比重的作法，則是在提高能力（C）的基礎下，降低

了競爭對手搶單、終端產品對打的衝擊。 

 觀察Apple掀起ITC專利戰的時機點，AMC的三環要素也能夠清楚解釋Apple

與宏達電雙方的競爭行為。 

 從2007年智慧型手機開始大舉滲透消費市場以來，iPhone與Touch就是 常被

拿來兩相比較的產品－兩者都是在觸控式介面上的領先者，鎖定的目標客群也都

非常相似－希望能以高階功能打入一般的消費市場，除了訴諸功能性，更要講求

設計、時尚感；而宏達電在掌上型通訊產品長期耕耘所立下的口碑，甚至是2009

年總經理在股東會上宣示要打下美國市場的決心，以及2010年宏達電在MWC展場

上獲得不少媒體、評論家的青睞等等的成績，皆是同業競爭者不容忽視的市場訊

號，容易察覺（A）。 

 2010年是Apple發動攻勢的一年，以北美市場而言，710案正是宏達電在北美

市場緊追Apple，同時身為Android手機 大供應商的時間點；而2011年第二次發動

ITC訴訟，時間點正落在第三季（7月），正是宏達電逐步領先北美市場的時間。

由此可見，從2010第四季以來宏達電的直線成長，形成了Apple掀起戰爭的 主要

動機（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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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HTC與Apple北美市場2010Q4~2011Q3之市佔率  

來源：Canalys，2012 

 

 從能力的觀點而言，宏達電的專利數目遠遠不及 Apple，即便有 Google 奧援，

兩者的組合與數目仍然不及。也因此單就這點來看，要發起對宏達電的專利戰，

不僅是在高度察覺、足夠動機，更是在相對能力有優勢的情況下，Apple 扣下了專

利手槍的扳機，掀起戰爭。 

 

 
圖 5-9 HTC/Google/Apple 之專利統計  

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2010 

 

 宏達電如何應對Apple的專利戰？併購S3的計畫、透過威盛另起訴訟來牽制，

以及編列預算投資專利等等，都是在強化自身的能力（C），作為對手採取競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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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障礙；另起訴訟的手段，則是利用對手繼續訴訟將產生不利後果的期待，使

其知難而退，以戰逼和。 

 然而，宏達電在2011第四季一路到2012年的表現，已經不再是對Apple 主要

的競爭對手－此時Samsung在北美市場取得僅次於Apple的地位。Apple採取競爭行

為的動機（M）開始減弱，因而2012年與宏達電達成專利的和解協議。從市佔率的

消長來觀察，此一行動或許還有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意義存在。 

 宏達電營業表現也透露出相似的訊息。營收成長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與公司

的市佔率、市場重要性息息相關。Apple採取行動的當下（2010-2011年），正是宏

達電營收起飛、規模大幅成長的時段；而2012年慘澹的成績，也間接呼應了Apple

對宏達電競爭行為的轉變（圖5-5）；若將專利申請數當做一個專利戰中的能力指

標（C），宏達電於美國專利的申請數量與ITC的案件數幾乎呈現同步成長，宏達

電在專利戰中或許是採取「且戰且走」的方式來擴充實力（圖5-10），不僅應對倉

促，成長的數量亦遠遠不及Apple之布局，這也反應了兩者間能力的差距，降低了

Apple採取競爭行動的門檻。 

 

 
圖5-10 HTC專利申請數與ITC歷年案件數  

來源：Patent Guider/ 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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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三：新帝告創見  

 

壹、創見的歷史發展  

 

 在 DRAM 產業不景氣的氛圍中，創見曾是少數幾家能夠逆勢成長的模組廠，

商業周刊更曾用「模組業的小戴爾」來比擬它獨到的經營手法（2002）。2014 年創

見再度榮獲外貿協會頒發的台灣精品獎，象徵其在國內以及國際市場上的成功。 

 觀察創見的歷年成長，我們可以將其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成長期，自創見

1989 年成立一直到 2005 年，這段期間創見在國際市場上漸開知名度，亦是 Samsung

半導體 大的客戶之一；另一方面，面對 DRAM 產業的盛衰變化，創見在這個期

間內產品比重逐漸轉型，從既有的記憶體模組走向記憶卡、隨身碟等儲存產品並

重的時期；再來則是巔峰期，2006 年以降，創見持續成長，成為國際上數一數二

的記憶卡、隨身碟大廠，同時也面臨主要競爭對手新帝（SanDisk）在 2007 年啟動

ITC 訴訟的挑戰，此一時點亦是本文的關注焦點。時至今日，根據 Gartner 2013 年

全球隨身碟市佔率排名調查，創見名列第三，記憶卡方面亦有全球前五名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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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創見歷年淨利變化圖（單位：十億新台幣）  
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成長期（1989~2005） 
 

 現任董事長束崇萬先生，創立創見前曾在HP服務。擁有四年工程師經歷的他，

想要走出一條與眾不同的創業之路。1989 年，正值台灣電子產業蓬勃發展之時，

投入個人電腦產業的公司為數眾多，在沒有龐大資金支持的情況下，要進入此一

創業紅海，發展將更為辛苦。在替印表機撰寫中文驅動程式的過程中，束崇萬發

現印表機記憶體產品，在市場上有三百到四百塊錢的行情，但是成本只需要五、

六十塊，於是他毅然決然踏入印表機記憶體這個特殊領域，以利基市場（niche）

作為自己的創業選擇。 

 創見早期的產品，以利基型的記憶體、記憶卡為主，像是印表機記憶體、電

視遊樂器乃至傳真機、數位相機的記憶卡，與此同時，創見也研發桌上型與筆記

型電腦的記憶體，此時的創見仍以記憶體模組為重，直到 2002 年，才開始擴充快

閃記憶體的產品線（Flash Memory），並在 2002~2004 年陸續進入 USB 隨身碟、行

動硬碟、數位相框、MP3 音樂播放器等各式產品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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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DRAM 市場景氣低迷，在 2001 年價格暴升後不斷下跌，影響所及，

幾乎所有 DRAM 廠商清一色都是財報赤字。只有創見仍保有小幅盈餘，追根究柢，

創見仍能賺錢的原因在於其所採取的直銷模式。 

 以 DRAM 模組廠而言，廠商主要是在賺取上游批貨與再次出售的價差－也就

是先買入 DRAM 顆粒，再賣出模組之間的利潤。由於 DRAM 受景氣的影響相當

深，DRAM 的價格時好時壞，模組廠常有不是大賺就是大賠的情況。 

 一般業者經營 DRAM 模組的業務，通常是先將大批的模組產品賣給通路商，

等到通路商賺到錢後，再向模組業者付款，這種作法的優點是容易衝高營收。然

而，一旦價格判斷失誤，景氣驟變，體質不好的通路業者就容易陷入困境，連帶

地模組廠也收不到錢，造成虧損。 

 有鑑於此，創見採取直銷作法，通路商需要先付錢，公司才會出貨，也因此

創見不走大量批貨的傳統作法，即便是只有少數幾條模組，付清貨款後創見一樣

出貨。這樣的方式剛好配合公司主打的利基型、特殊型記憶體產品，以少量多樣

作為創見的經營方式，使得創見比起同業擁有更好的庫存掌控力。這樣的特色也

反應在公司的財報成績上－以 2001 年為例，同為模組廠的 Kingston 營收達 13 億

美元，獲利僅 2000 萬美元；相對地，創見營收雖然只有 1.56 億美元，獲利卻仍接

近一樣的成績，與 Kingston 不相上下 (吳修辰, 2002)。為提高通路商的配合度，創

見同時透過資訊化建設，協助通路商進行庫存調控，在管理自己成本的同時，也

替下游客戶盤算，這樣的作法讓創見在短短幾年內，便累積了 5000 名通路商客戶，

並在美國、德國、荷蘭和日本等地，先後建立四個銷售據點，打開國際化腳步。 

 另一方面，創見也以直營店的方式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開設台、港兩地共 8

間直營地，電子商務網站也在 2000 年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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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而言，創見從創立以來，便是以特殊化、利基型的產品為導向，並與通

路商緊密配合，建立資訊化的庫存管理模式。這樣的經營方式，比起營業規模，

創見更重視的是實質獲利。其少量多樣的生產方式，讓創見得以在模組業的寒冬

中依舊成長。 

 

  二、巔峰期（2006～） 

 

 隨著 DRAM 價格崩盤，模組業者無不積極尋找新的出路。此一時期，MP3、

數位相機以及手機照相功能漸趨普及，消費性的應用領域成了模組廠競相角逐的

焦點；另一方面，快閃記憶體的技術也已成熟，記憶卡、隨身碟、隨身硬碟等產

品開始普及，包含創見在內的模組廠，紛紛開始調整產品比重，追求成長動能。 

 2006 年到 2007 年改變產品組合後，是創見成長的另一波高峰。以隨身碟為例，

創見從 2006 年的 7.5%市佔率，一路攀升到 2007 年的 8.5%，與同期的 Kingston

並列產業中成長 快的兩大廠商；2008 更是一舉成長到 11.6%，排名全球第三大。

相對於創見與 Kingston 的崛起，原本位居記憶卡、隨身碟龍頭的美商 SanDisk，反

而在隨身碟市場節節敗退。 

 

表 5-8 新帝、金士頓與創見全球隨身碟市佔率變化  

      

 
 

 

 

 

 

              來源：Gartner，2011 

USB driver SanDisk Kingston Transcend 

2006 33.6% 6.3% 7.5% 

2007 21.7% 18.3% 8.7% 

2008 13.4% 14.5% 11.6% 

2009 16.0% 23.4% 13.5% 

2010 17.7% 31.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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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見的成功因素固然多端，其中之一是對經營品牌的堅持。在模組為主力產

品的時期，市場上曾流行一種產品不經封測，以品質換取成本的銷售策略，藉以

壓低市價。創見在早期也曾代工過這樣的產品，但管理階層堅持不得貼上自家品

牌出售，而是由合作客戶全權處理，這是對產品品質的堅持 (吳修辰, 2002)。除此

之外，創見也將經營的重點移轉到服務層面上，終身保護、線上客服都是其經營

的策略之一，藉以累積客戶忠誠度。 

 然而，創見的成長並不是沒有受到挑戰。隨著產業的主力產品開始轉型，市

場的態勢也面臨洗牌。就在 2007 年創見成長力道持續轉強之時，SanDisk 開始在

ITC 以及聯邦法院採取攻勢。新帝針對隨身碟、MP3 播放器以及快閃記憶卡等的 5

項專利，主張包含創見、金士頓等 25 家廠商侵權，要求行政法官採取禁制措施（案

號：337- TA- 619）。 

 本案結果在 2009 年出爐，ITC 判定未侵權。訴訟的過程似乎對創見的營運也

未造成影響，除了 2010 年淨利有下滑的趨勢外，獲利仍有一定水準（圖 5-11）。

近年來，創見獲得許多媒體票選與國家獎項的殊榮，例如「台灣十大國際品牌」，

並在 2013 年開始進入行車記錄器領域，希望能在產品創新上再次旗開得勝。 

 

貳、從 AMC觀點檢視專利訴訟之發生  

 

 察覺、動機與能力，分別是競爭對手採取競爭行為的三大要素，只有在三項

要素都存在時，競爭行為才會發生。換句話說，競爭行為的出現，必須三項要素

一起發酵。然而，察覺、動機與能力的分野，並不是涇渭分明的，有時候高度的

動機與能力會提昇對手的察覺程度，又如高度的察覺力會提昇競爭行為的必要性

或能力，三者是環環相扣，互相強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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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見打入利基、從特殊規格切割市場的作法，對於主流廠商而言，是屬於察

覺性較低的作為。然而隨著創見在產品組合轉型後，一樣踏入記憶卡、隨身碟等

快閃記憶體的應用，自然不得不與同為模組廠轉型的SanDisk一拼高下。就在此時，

2006 年一路到 2007 年的成長，乃至 2008 年全球第三大的位置，創見的成長力道

很難被市場忽視；另一方面，SanDisk 是面臨自身產品被擠壓，市佔率漸由 Kingston

與創見瓜分的窘境（表 5-8）－兩項因素配合在一起，SanDisk 要不察覺到創見的

表現是很困難的（A），同時又面臨龍頭地位不保的危險，自然有必要出手攻擊

（M）。 

 

 

圖 5-12 新帝與創見全球隨身碟市佔率變化圖  
來源：Gartner 

 

 另一方面，就能力的評比而言，透過 Patent Guider 的檢索，資料顯示新帝在

美國本土所累積的專利數目，已高達 2569 筆；而創見則累積區區 21 筆，火藥庫

實力有一段差距。或許是外在競爭者的崛起，以及自己市佔不斷被排擠所帶來的

壓力，新帝在專利布局上動作頻頻－先於 2006 年中買下 NAND Flash 設計公司和

隨身碟製造商 msystems，更在 2007 年初和海力士達成進行專利交互授權，獲得次

世代快閃記憶體技術，在不考量少數關鍵專利的情況下，SanDisk 不僅佔盡優勢，

更是有備而來，自然也有能力啟動攻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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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訴訟涉及到的專利範圍判斷、有效性之解讀，仍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攻勢的啟動對新帝來說或許準備十分充分，然而專利的品質卻沒有在這次攻勢中

展現出來，經過近兩年的調查，ITC 以終判未侵權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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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四：三星告友達  

 

壹、友達的歷史發展  

  

 友達是國內知名的 TFT- LCD 設計、製造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家在美國紐約證

交所（NYSE）上市的面板廠，主要產品涉及電視、筆電、平板與顯示器，以及其

他如電子看板、車用面板、掌上型遊戲器等領域。綜觀友達的發展，我們可以區

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萌芽期，從友達成立之初到股票上市，也是台灣踏入面板

產業的初始階段（1996~2000）；接著是成長期，在這個期間，友達大尺寸的面板

市佔率曾達到全球 高，也是公司不斷進行垂直整合、併購活動 盛行之時

（2001~2007）； 後則是轉型期，公司面對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以及接連而來的

經濟不景氣，營收持續虧損－此一時期也是面板產業的低潮期，各家公司一方面

想盡辦法解省支出，二方面則希望能重新找回成長動力。2012 年，友達虧損開始

減少，新興的 4K2K 解析度技術、大尺寸電視面板，以及中小尺寸產品比重的增

加，都是轉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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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友達歷年淨利變化圖（單位：十億新台幣）  
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萌芽期（1996~2000） 
 

 友達的前身是達碁科技，由母公司明基電腦研發小組所獨立出來的一批工程

師組成，在成立之初以電漿（Plasma Display Panel, PDP）顯示器以及液晶顯示器

兩大模組生產線為主力。時任總經理的李焜耀觀察市場趨勢，他認為雖然 PDP 顯

示器的成長潛力仍然相當龐大，以電視機打進家庭市場沒有問題，可是技術與價

格的改進空間有限。相對地，電腦顯示器就沒有這樣的限制，以明基生產顯示器

多年的經驗而言，龐大的映像管始終是螢幕體積無法變小的一個原因，加上主流

的尺寸從過去 14、15 吋一路進到 17、19 吋，幾乎已經重到一個人搬不動的地步，

著眼於此，他認為發展平面顯示器將更有競爭力。與此同時，他也觀察到南韓有

些大廠已逐步投入薄膜電晶體（Thin Film Transistor, TFT）的領域，因此開始尋求

技術來源，希望將達碁導入 TFT 的量產行列。在工研院的協助下，達碁得以網羅

許多旅居美國的半導體與光電人才，奠定達碁發展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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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一開始爭取 TFT- LCD 的技術過程並不理想，達碁一度回到以 PDP

為主的策略－1996 年，公司率先點亮台灣第一片三吋的 PDP 面板；之後在 1998

年，達碁才爭取到與日本 IBM 的技術移轉合約，共同開發台灣第一個 3.5 世代的

TFT 量產技術，並於 1999 年正式點亮第一片 13.3 吋的 TFT 筆電面板，進入量產

階段 (顏正忠, 2010)。 

 然而，在達碁進入量產階段不久，全球大尺寸的 TFT 面板即陷入缺貨狀態，

市場報價不斷攀升，但由於上游原料主要仰賴日本供應，再加上臺灣投入 TFT 領

域的時間不長，價格上漲所帶來的利益主要都由南韓與日本面板廠分食。1999 年

第四季，聯友、華映、奇美、瀚宇彩晶等台廠紛紛投入 TFT 的行列，然而由於市

場價格過高，買氣原本就受到影響，再加上多家廠商的產線同時加入，使得面板

的產能過剩，達碁也在上市不久後就面臨虧損 (馮仁傑, 2010)。 

 此次虧損，雖然屬於一種 TFT- LCD 的產業循環，但考量達碁本身的體質，仍

然很難與當時的日本、韓系廠商對抗－產品線以大尺寸為主太過單一、技術面又

落後其他競爭者，管理團隊決定向外尋找合作夥伴。經過一番協調，達碁找上聯

友，並決定透過換股的方式將兩家公司合併，以達碁為存續公司。2001 年 3 月，

兩家公司的合併案正式公布，替公司帶來規模上的競爭優勢，若以 2001 上半年的

產能為例，出貨量以 14.1 吋的面板折算的話可達近 64 萬片，僅次於 Samsung 的

80 萬片，領先其他日系、韓系廠商，成為全球第二大的液晶顯示器製造業者 (顏

正忠, 2010)。 

 除了產能與規模，達碁與聯友的產品線也可發揮互補功效：達碁原本就以大

尺寸的面板為主力，而聯友則以中小尺寸見長；另一方面，聯電集團不僅可以提

供資金援助，同屬聯電集團的聯詠科技又可提供面板的驅動 IC，達碁亦可提供明

基集團的下游通路。總結而言，兩者的合併不僅在產品線上互補，更有整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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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功效。 

 

  二、成長期（2001~2007） 

  

 2001 年與聯友合併後，友達的營業表現開始進入大幅成長的階段（圖 5-13）。

由於面板產業在擴產方面，需要大量的資本支出，友達此時也積極進行海外募資

計畫，希冀能從 4 代廠跨入 5 代，從 5 代再跨入 6 代發展，取得成本效益的優勢。

另一方面，為降低零組件與關鍵材料的風險，以及交易成本，友達也開始進行垂

直整合，原以生產 PC 相關周邊為主的達方、達信公司，在明基集團的支援下也轉

入偏光板、逆變器（Inverter）等面板組件的生產。 

 除了上述兩家公司，友達也投資威力盟（冷陰極射線管）、矽達（IC 設計）、

瑞鼎（IC 設計）等廠商；於彩色濾光片的部份，2004 年合併了劍度公司，並投資

設立達虹公司；2005 年則與背光模組廠輔祥實業合資成立達運精密；2006 年更與

長興化工合資成立達興材料，為上游的特用化學品如顯影液、光阻液等進行布局。 

 2006 年再次出現液晶的景氣循環，景氣復甦、市場換機潮出現，使得各家廠

商廠能大開，不久又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 (翁鴻裕, 2011)；與此同時，為取得與日

本、韓國對抗的實力，政府也鼓勵面板大廠進行整合。同年 6 月，廣達將廣輝電

子賣給友達，兩者以一定的換股比例進行合併。2007 年 11 月，友達於電視大尺寸

面板的出貨量正式超越 Samsung（表 5-9），足以印證合併後友達取得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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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全球 2007 年 11 月份大尺寸面板出貨片數與成長率  

 

                 來源：Display Search，2008 

 

  三、轉型期（2008~） 

 

 2008 年的金融海嘯，讓全球經濟陷入谷底，而面板業容易受到景氣影響的特

質，使它在這波寒冬中受到的打擊更深。自 2008 年以降，友達的淨利表現便是在

轉虧為盈的努力中掙扎，包含友達在內，許多面板廠都在尋找能夠走出低潮的方

式。除了減少資本、設備支出、節約產能以外，友達在當年的法說會上更宣布，

將砸下五十億投資薄膜太陽能板的發展，藉著相似製程的優勢，正式揭櫫產品多

角化的路線。 

 2009 年 Apple iPad 上市，替中小尺寸面板帶來成長動力，許多台廠極力爭取

打入蘋果供應鏈的機會，友達此時也在積極布局，旗下的達虹便是一例。原本以

彩色濾光片起家的達虹，開發出內嵌式的技術，能夠將觸控面板直接做在彩色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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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片中；另一方面，業界良率 高、穩居蘋果供應商的宸鴻光電，更在 2011 年收

購達虹的股權，取得全球觸控感應器近一半的市佔 (經濟日報, 2011)，並與友達形

成合作關係。 

 2010 年以降，友達相繼面臨歐盟、美國等地反托拉斯訴訟的威脅，主管滯留

美國、高額的罰金與訴訟費用更是讓友達的營運不見起色。然而，2010 年也是市

場發生轉變的開始。首先是 Samsung 力推的 AMOLED 技術開始打入市場。比起

傳統 TFT- LCD 的製程，AMOLED 色彩、畫質精細程度較高、視域廣，自主發光

的特性不僅相對節能，更擺脫了背光源的使用，使其在電子產品越趨「輕薄」的

要求下，取得一席之地；事實上，友達、奇美等台廠均在 2004~2005 年便曾投入

研究，可惜在當時技術難度較高，因為不符成本效益而打了退場鼓；相對地，

Samsung 堅持開發，反倒在近期取得技術的領先優勢。 

 面對 Samsung 領先的 AMOLED 技術，以及該公司近幾年來在各領域的大幅

成長，日、台系廠商共組聯盟，希望能迎頭趕上。對此，經濟部更力邀友達、宏

達電、宏碁、華碩等廠商籌組「AMOLED 研發聯盟」，期望能急起直追。2010 年

底，友達 AMOLED 的產線已進入 後階段，得以試行量產；2013 年，友達終於

接獲酷派等大陸手機業者的 AMOLED 面板訂單，成為繼 Samsung 之後，唯二量

產 AMOLED 面板的廠商 (袁顥庭, 2013)。 

 2011 年，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競爭越形激烈，Apple 在零組件上開始採取「去

三星化」的策略；與此同時，日本 Sony 與 Samsung 所合資的 S- LCD 公司面臨虧

損，Sony 決定與 Samsung 拆夥，賣出所持的 S- LCD 股份使該公司成為 Samsung

旗下的完整子公司。這樣的舉動，一方面是反應面板長久以來低迷的景氣，所採

取的公司「瘦身」策略；二方面卻也反應日系廠商對於韓廠坐大，上抓零組件，

下抓終端產品所採取的反制，希望能脫離三星的掌控－「聯日抗韓」成為這幾年



	  

	   89	  

來面板廠呼聲 響亮的口號－日系品牌開始減少Samsung供貨的比例。舉例而言，

2010 年 Sony 採購電視面板，有 1700 萬片來自 Samsung，佔總採購量 66%，而 2011

年 Sony 對 Samsung 的採購量雖然微幅成長至 1800 萬片，但僅佔總採購量 46%，

其餘新增採購量，來自台灣的奇美電、韓廠 LG Display，同時 Sony 也預定向友達

採購 500 萬片面板，佔整體比例的 13% (新報資料庫, 2000)。 

 同樣是在 2011 年，Samsung 於 6 月初對友達發動 ITC 攻勢，並將下游客戶宏

碁、三洋一併列入被告，主張友達的產品侵犯其專利權，範圍包含電視、筆電與

液晶顯示器（案號：337- TA- 782）。同年 6 月底，友達決定採取反擊作為，反控

三星，以及其下游 AT&T、BestBuy 等通路客戶，侵害其有關電視、筆電、顯示器

以及有關行動裝置 OLED 面板的專利（案號：337- TA- 793）。2012 年 1 月，友達

與三星握手言和，雙方簽署專利交互授權契約。 

 轉型期的發展，除了掌上型產品與 AMOLED 技術這兩大主軸外，大尺寸電視

的崛起也不容忽視。2012 年，鴻海打算收購夏普的消息一直是備受矚目的焦點，

為了消耗庫存，並打出自家品牌，鴻海開始在市場上推出與夏普合作的 60 吋低價

電視，此舉引發 Sony、LG 加入戰局，Sony 以 84 吋的高解析度（Full HD）產品

應戰；與此同時，LG 也推出全球 薄，厚度僅有 4mm 的 OLED 電視，彼此一較

高下，三家廠商在美國更是掀起了價格大戰。這波潮流一直延續到 2013 年，使得

該年一月份美國 CES 的展場上，盡是超大電視「大」與「美」的較勁。搭上此波

浪潮，友達也順勢力拱「4K2K」高解析度面板，與 Samsung AMOLED 產品分庭

抗禮。大尺寸電視的潮流，也讓 2012 年友達的營運表現開始有復甦跡象（圖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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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 AMC觀點檢視專利訴訟之發生  

 

 我們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2011 年初 Samsung 發動 ITC 攻勢的背景。第一，同年

是 S- LCD 營運欠佳，日系廠與韓系廠打算拆夥的一年，Sony 採購 Samsung 的比

重下滑即是例證；第二，2011 年正是台廠追趕 AMOLED 技術 火熱的時候，日

台結盟的口號與政府主導下的 AMOLED 研發聯盟都是此一時期的產物；第三，對

照市場的發展，2011 年也是 Full HD 電視乃至於超高解析度 4K2K 電視在市場逐

漸崛起之時，尤其 4K2K 更是日系廠商在當時主打的焦點。第四，面板與行動裝

置品牌廠開始出現「去三星化」的浪潮，以 Apple 與 Samsung 在終端產品的專利

大戰為例，迫使前者不得不在晶片組、觸控面板等零組件上另求供應商，擺脫

Samsung 控制的可能。 

 從察覺的層面來看，與 Sony 拆夥無疑是宣示日廠想要擺脫 Samsung 的一項訊

息，與此可以一併觀察的是，日系廠逐漸提高對台廠採購的比例；另一方面，日

廠在各大展示會（例如 2011 年的德國柏林 IFA 展）上推出 4K2K 電視的舉動，也

等於是要跟 Samsung AMOLED 相互抗衡的一種作為（A）。 

 觀察 2011 年到 2012 年全球面板市佔率的變化（以出貨量衡量），除了在電視

面板 Samsung 有持續的領先優勢之外，筆電與顯示器方面友達皆有小幅上揚的現

象，Samsung 則相對地出現市佔下滑－這或許代表日廠轉單、品牌廠去三星化的

作為開始發酵。電視面板之所以影響不大，主因或許是 Samsung 的 AMOLED 產

品仍相對強勢，同時又有自家品牌充作出海口，可以採購自用的關係。 

 

 



	  

	   91	  

 

 
圖 5-14 2007-2013 三星全球電視、筆電、顯示器面板出貨量市佔率  

來源：WitsView 

  

 筆電與顯示器的市佔下滑，構成 Samsung 發動攻勢 主要的動機－透過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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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O	   25.4%	   22.7%	   19.4%	   20.6%	   20.1%	   22.7%	   22.3%	  
Samsung	   29.0%	   31.1%	   32.0%	   28.1%	   27.3%	   22.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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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AUO	   17.3%	   16.0%	   14.6%	   15.5%	   14.5%	   14.7%	   16.2%	  
Samsung	   18.2%	   17.8%	   22.5%	   20.1%	   19.1%	   14.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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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供應商的友達，降低市場的影響（M）。  

 然而，Samsung 在能力上是否足以扳倒對手（C）？ 

 友達在 2012 年為止，共已累積 2564 筆美國專利。若以 Samsung、友達兩者

在專利分類上交集的領域來觀察，此四大分類中 Samsung 的專利數目確實佔了上

風，然而，若以友達專利分布的前十名分類來觀察，可以發現同樣都有 LCD 生產

業務的兩家公司，友達涉足的專利分類較為廣泛，整體的專利數目也不下 Samsung

（表 5-10），Samsung 確有過人之處，但友達或許也掌握了 Samsung 不足的地方；

若以歷年申請件數來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友達在公司上市後沒多久，其申請的專

利數便開始大幅成長（圖 5-15）；另一方面，根據友達官方資料，以 2002 到 2004

年為例，該公司更曾名列美國專利成長數量 快的前十名，以 98%的成長率高居

第五位。 

 

表 5-10 友達與三星專利分類分布  

        

 

 

 

 

 

 

 

 

 

 

 

 

                  來源：Patent Guider 

 

UPC 分類  AUO Samsung 

345/098 92 0 

349/058 96 0 

349/114 98 127 

349/038 99 0 

438/149 101 319 

345/100 104 272 

345/087 119 0 

345/204 124 522 

257/072 142 0 

257/059 163 0 

專利總數  1138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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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達進行專利布局的模式，跟威盛、宏達電面臨主要競爭對手發動 ITC 訴訟

時，很不一樣。 主要的差別在於，前兩者的專利成長幾乎是訴訟出現後或隨著

訴訟次數增加而開始累積。至於友達，其在 ITC 的訴訟紀錄 早可以追溯到 2005

年，但當下友達的專利已累積至一定數量，到 2011 年 Samsung 發動攻勢時，早有

為數不小的專利火藥庫。 

 

 
圖 5-15 友達美國專利歷年申請數  

來源：Patent Guider 

 

 另一方面，友達早在 2006 年時便與 LG 透過專利交鋒，並在反訴侵權的過程

中獲得勝利。從內部的管理而言，友達不僅每年固定投入一定比例的預算來購置

專利，也在研發中心下另設類似日本企業的「專利情報課」，進行專利地圖的分析

與情報蒐集。從 2002 年以來，友達不斷強化其專利布局，到 2006 年訴訟的勝利，

公司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從防守到反擊」的轉捩點，象徵智財管理的成功 (林亞偉, 

2007)。 

 友達與 Samsung 在 ITC 交戰的結果， 後以和解收場，兩者簽訂專利交互授

權契約，在產品面上進行關鍵技術的交換。 

 回到 AMC 的觀點觀察，若以阻斷友達供貨的角度而言，Samsung 顯然在能力

的評估上（C）不夠精確，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訴訟的過程本來就有一定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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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Samsung 的算盤也許是這麼打的： 好的結果當然是取得勝利，但退而求其

次，以訴訟的方式取得專利授權，填補自己的不除之處，對於未來的發展也是利

多於弊，甚至可以嚇阻其他客戶採用友達產品－從這樣的角度而言，Samsung 展

開攻勢的作為，的確替自己取得了之後交互授權的談判籌碼，是一種策略上的能

力（C）。若從友達的角度觀察，其在專利布局上的長期深耕，反而有機會成為

Samsung 繼續打專利戰的阻礙－提高回應競爭行動所需的能力（C），從而降低競

爭行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讓訴訟得已早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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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個案五：義隆告蘋果  

 

壹、義隆的歷史發展  

 

 義隆屬於 IC 設計公司，成立於 1994 年，稍晚於威盛，也是處在 1990 年代電

子業快速起飛的時期。義隆的發展可以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多角化經營：自義

隆成立一直到 2006 年為止，此一時段的義隆，產品相當多樣，舉凡電話、無線通

訊、顯示器驅動，甚至是玩具 IC 等等，皆是其產品的應用領域。2007 年，是 iPhone

推出的第一年，觸控 IC 開始成為市場上炙手可熱的寵兒，早期便投入多點觸控與

手寫辨識技術的義隆，自然而然成為各大品牌的觸控供應商，一躍而成美國新思、

日本 ALPS，以及 Cypress 之外的第四大國際觸控供應商。2010 年義隆為觸控專利

槓上 Apple，於北加州聯邦法院以及 ITC 控告 Apple 專利侵權，成為另一齣「蝦米

力抗鯨魚」的戲碼－與威盛不同的是，義隆在過程中似乎未居劣勢，不僅替自己

獲得交互授權的籌碼，更拿下了蘋果支付的 500 萬美元和解金－2012 年驟升的淨

利表現，有一部分就是來自此項金額的挹注（圖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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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義隆歷年淨利變化圖  
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一、多角化時期（1994~2006） 

 

 義隆早期以消費性 IC 為主力，像是語音合成 IC、語音錄音 IC、報時表等等；

隨著此類產品的成長趨緩，義隆開始布局通訊領域，像是室內電話用來顯示對方

來電的 Caller ID 整合晶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類的產品曾在大陸擁有五到七

成的市場，成為義隆 主要的成長來源 (新報資料庫, 2000)。除此之外，電話撥話

器、無線電話晶片組、全數位電話答錄機控制器等等，也都是義隆通訊產品的一

環。 

 除了通訊 IC，義隆電也在 2000 年宣布跨入無線資訊家電（Wireless IA ）市

場，與美商 ARAF TEC 合資成立義隆通訊公司，開發藍牙晶片，並準備切入光電

領域，試產顯示器驅動 IC。至 2000 年底，義隆不斷降低消費性電子的產品比重，

轉而以通訊、光電、微控制（MCU）器為主，鍵盤、滑鼠等電腦周邊產品為輔的

發展架構。2001 年，義隆與美商 Divio 合資成立義統電子，強化技術能力。2002

年，義隆轉投資天鈺科技，成為 大的法人股東，象徵在 TFT- LCD 驅動 IC 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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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進一步。 

 2003 年，義隆為加深通訊領域的發展，與華冠形成策略聯盟，進軍手機晶片，

多角化的策略也讓義隆在這一年的營收有亮眼的表現，成為上市後至當年的 高

峰（圖 5-16）。2004 年，光學滑鼠崛起，義隆也在此時加入 CMOS 感測元件的開

發，同時轉投資成立義發科技，瞄準光學滑鼠的生產，並投入觸控板（Touch）領

域，義發成立之後，另併購日本 KOA 子公司 K- tech，取得不少與觸控模組相關的

專利。 

 繼義發之後，2005 年義隆繼續往觸控發展－同年年初，義隆電子取得日本模

組商微翊科技授權的手機觸控手寫板專利，並且推出手機觸控手寫板控制晶片，

在同年四月進入量產階段。與此同時，義隆也未放棄多角化經營的策略，與國際

廠商合作，進軍車用電子、數位相機等領域。 

 總結而言，此一時期的義隆，產品面向相當廣泛，但在發展初期便已展現了

在觸控領域的企圖心。 

 

  二、觸控主力期（2007~） 

 

 2007 年是 iPhone 推出的第一年，也是觸控面板開始走入消費市場的元年。為

了推展此一新產品，Apple 在前幾年便與新思（Synaptic）合作，開發觸控技術，

公司本身也在產品推出前，申請多項與觸控相關的技術專利。在當時，觸控面板

的供應與核心技術，多半仍掌握在美、日廠商手中，例如新思與 Alps 等。面對新

商機，台廠躍躍欲試，但考量到如新思等國際廠商，在專利布局方面較為充分，

未免侵權紛爭，多半低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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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隆可能是這波趨勢當中，作風 為大膽的廠商。2006 年 3 月，義隆在北加

州法院率先起訴新思，控告其所生產的產品，侵害一項 US 5,825,352 專利（352 專

利）。新思也不甘示弱，在 4 月採取反訴，控告義隆侵害其四項專利。 

 同樣是在 2006 年，義隆與蒙恬宣布技術結盟，合作開發 e- Finger 人機介面，

將手寫辨識核心技術置入微處理器（MCU）中，縮小產品的體積，解決攜帶式電

子裝置整合不易的技術瓶頸。此項人機介面，在當時也能支援 Windows Mobile 5.0

的作業系統，與智慧型手機配合。手寫輸入，主要是瞄準華文市場的使用者 (趙珮

菁, 2006)，此項技術等於是替歐美品牌的可攜式裝置，增添進入亞洲市場的助力。 

 起訴後一年，義隆宣布進行組織改組，將產品聚焦在消費性電子、微控制器、

電腦周邊與通訊，降低顯示器 IC 等光電領域的產品比重，並設立產業中心來協調、

統籌各事業單位間的資源配置與生產策略。同樣是在 2007 年，新思在北加州法院

另行起訴，補上一筆專利來控告義隆侵權。 

 義隆與新思彼此纏鬥了兩年，2008 年 2 月雙方握手言和，簽訂和解契約並進

行交互授權，撤銷雙方訴訟。事實上，外界多半認為這是義隆的勝利，原因在於

義隆一開始控告新思的 352 專利，就曾在北加州法院獲得法官支持，進而得以主

張對新思的禁制令；另一方面，352 專利有其獨特性，它的技術描述其實就是今日

多點觸控所採行的操作方式－用來在觸控感測板上模擬滑鼠按鍵與滑鼠操作的多

手指接觸感測技術（Multiple Finger Contact Sensing Method for Emulating Mouse 

Buttons and Mouse Operations on a Touch Sensor Pad）－不僅是觸控技術的基礎，也

較難進行迴避設計，而這項專利，其實是透過併購日本 K- tech 公司所取得，再由

義發提供給義隆。訴訟的結果讓新思獲得此項專利的授權，也讓義隆取得單點觸

控方面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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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州一戰打響了義隆的名聲；2008 年，義隆合併子公司義發，擴大其在觸

控產品面的產能與佔有率。2009 年，隨著 Win 7 推出觸控操作，以及 Eee pc 納入

觸控板的應用，義隆爭取到與一線筆電廠商的合作機會，營收邁向 2008 年後的新

高點，並成為非蘋陣營 主要的觸控供應商之一 (張建中, 2012)。 

 2009 年，義隆挾著與新思分庭抗禮的氣勢，在北加州聯邦法院起訴 Apple，

主張 Apple 侵害其兩項專利，即前述的 352 專利（多點觸控技術），以及另一篇

U.S. 7,274,353（353 專利），後者主要的範圍是能在鍵盤和手寫辨識模式兩者間切

換的觸控板技術。2010 年，就在 iPad 開賣前夕，義隆再向 ITC 控告蘋果，此次則

是再次主張 352 這一項專利（337- TA- 714，714 案）。2011 年，蘋果於推出第一

代 iPhone 時所申請的觸控專利總共有四項獲證，許多廠商開始擔心，自己是否會

陷入蘋果的專利網中？畢竟觸控已是手機、筆電乃至於顯示器不可獲缺的操作方

式，只是這新來的專利似乎沒有在訴訟中發揮效用。2012 年，義隆與蘋果簽訂和

解契約，專利得以互相授權，義隆更從蘋果取得一筆和解金，至於 ITC 的訴訟則

在判定沒有侵權後收場。 

 

貳、從 AMC觀點檢視專利訴訟之發生  

 

 察覺、動機與能力是競爭行為啟動的三項要素，彼此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回顧一下義隆展開 ITC 攻勢時的背景。2010 年已經是觸控操作大行其道的年

代，與此同時，義隆也已擠身非蘋陣營的 大供應商之一；2006~2008 年與新思的

纏鬥，不僅替義隆累積了訴訟的經驗，同時也讓 352 這項專利，成為法院背書過

的關鍵專利－它曾一度讓新思接到禁制令吃足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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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隆為什麼要控告 Apple？這或許與許多廠商的擔憂有關。隨著 2007 年 Apple

推出 iPhone 以來，終端產品的專利戰就不曾停歇，許多筆電、平板廠商，或許也

在擔心自己的產品隨時會有被告的風險 (楊宗興, 2011)－如果連觸控技術都落入

蘋果的專利網中，那幾乎是沒有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另一方面，Apple 手機或許

在全球市佔率受到 Samsung 的挑戰，但筆電、平板仍保有優勢地位，只是長久以

來觸控板等元件仍多由美日供應，義隆尚未成為蘋果供應鏈的一員。 

 義隆身為非蘋供應商的主力之一，若是提供的零組件有侵權風險，自然訂單

會受到威脅；考量蘋果與非蘋陣營市佔率的消長，如果只靠非蘋陣營來支持營收，

就好比雞蛋都放在同個籃子裡一樣，風險太大，這兩項因素對義隆來說，構成發

動攻勢的必要性（M）。從能力觀點出發，義隆至今累積的美國獲證專利數也不過

88 筆，數量上難與蘋果相提並論，然而，若從專利品質的角度來看，352 專利可

說是個關鍵專利，相對來講也較難透過迴避設計的方式免除侵權責任，更重要的，

這一篇專利通過了法院的檢驗－義隆在能力上似乎仍具優勢（C）。 

 後，AMC 三個要素是環環相扣，互相影響的－如同高度的能力與必要性會

提昇對競爭行為的察覺程度－義隆一方面要確保訂單，二方面又有經歷過訴訟的

專利加持，對相關的市場資訊恐怕更為敏感。蘋果在力推 iPhone 時也大力進行觸

控的專利布局，讓自己的客戶心驚膽戰，提高了義隆的察覺程度（A）。 

 總結而言，既有察覺，又有動機，更有能力，義隆箭在弦上，就看是否能夠

就此一戰穩定客戶軍心，同時也向蘋果示威自己的技術能力，或許還能作為打入

蘋果供應鏈的機會也不一定，2009 到 2010 年「蝦米力抗鯨魚」的戲碼，於焉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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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五家個案公司之分析，本章將闡述從 AMC 觀點得到的結論，並論述如何

建立一套預測侵權訴訟發生之指標基礎。 

 

第一節  研究結果歸納  

 

壹、啟動專利訴訟的策略意義  

 

 從第五章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專利訴訟的啟動，可以依循 AMC 之理論加以解

釋。然而，個案公司在特定背景下，所要追求的策略目標亦不相同。換言之，在

有充分察覺與能力的情況下，構成他們動機的事實因案而異。依據這五家公司的

個案觀察，我們可以將之分成兩大類型： 

 

  一、為鞏固自己/打擊對手市佔率所採取的訴訟 

 

 以威盛、宏達電的個案而言，它們出現的時間，都是兩者的產品在市場上大

行其道，排擠到主要競爭對手之時，例如，威盛在 Intel 力推 Rambus 規格失誤後，

曾一度取得晶片組近四成的市佔率，更在 2000 年的單季市佔率出現超越 Intel 的現

象；至於宏達電，則是在 2011 年取得了北美市佔率第一名的寶座。威盛與宏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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竄起所隱含的意義，就是 Apple 與 Intel 市佔率的流失，形成了發動攻勢的動機。 

 至於創見，同樣是在 2006 年開始有大幅成長，緊接著在 2007 年成為全球第

三大隨身碟廠商。新帝發動攻勢的道理也是相仿－受到創見與其他廠商（如金士

頓）在市佔率上的大幅成長，自己卻衰退了，構成發動訴訟打擊的一項誘因。 

 

  二、為搶奪/穩固客戶訂單所採取的訴訟 

 

 在第一類裡的個案，主要都是以自有品牌為主的廠商，宏達電、創見都是生

產消費者的終端產品，威盛則是以 VIA 品牌供貨給下游的主機板、電腦製造商，

屬於供應鏈的一環，公司本身也有生產主機板與微處理器等產品。至於友達與義

隆的個案，它們的定位則是純粹的供應鏈業者，專注在零組件的生產，主要獲利

來源是品牌廠的訂單。 

 在友達的個案中，它的對手是同為品牌廠又為供應鏈業者的 Samsung。隨著

終端產品的競爭日趨白熱化，Samsung 供應鏈、終端產品通吃的經營模式，讓不

少競爭對手開始提防，去三星化成為 Apple、宏達電等廠的新採購策略；與此同時，

Samsung 在電視、面板方面的崛起，又讓日系廠商有了轉單的念頭，Sony 與 Samsung

拆夥只是一個開始。受到這兩股壓力夾殺，Samsung 對友達的攻勢可以解釋為一

種癱瘓打擊－就算轉單了，也要讓對手產品進不了市場，逼得下游廠商不得不維

持對它的採購。從供應鏈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對去三星化、轉單效應的報復作為；

從終端產品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策略也可以發揮打擊效果，降低對手高解析度電

視等新產品的威脅。 

 義隆的個案則是純粹從供應鏈的角度出發，它在非蘋陣營雖然已經取得一定

的地位，但尚未打入蘋果的供應鏈中；與此同時，市場也傳出 Apple 在觸控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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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著力甚深－一旦 Apple 的專利網形成，未來其他非蘋陣營廠商的危機將大大

增加，作為上游的供應商，它有必要向客戶展示自己的產品是沒問題的－於是透

過 ITC 訴訟展示自己專利軍火的實力。 

 就 Samsung 的個案而言，它的訴訟打擊可以理解為一種「搶單」行為，讓轉

單的廠商吃到苦頭，不得不再向它下單，連帶地還可以發揮阻礙其他廠商終端產

品輸入美國的功效；至於義隆，則是可被理解成一種「固單」行為－唯有顯示自

家產品的「清白」，下游廠商才敢使用，它的打擊目的在於穩固客戶的信心，附帶

地還有可能藉由專利談判，打入蘋果供應鏈中。 

 

貳、察覺是訴訟發動的基礎	 

 

 在五家個案觀察中，專利訴訟的發動有機可尋，首先 重要的，必須是廠商

意識到對手動作頻頻，才有可能思考是否要採取打擊作為回應。這一種市場的「訊

號」，我們可以將之歸納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宣示作為，例如威盛對外宣稱，要成為「無晶圓廠的亞洲英特爾」，

又或是宏達電在股東會上明白表示，要以美國作為品牌發展第二階段的主力市場，

這些都是一種直接透露企圖心的訊息，有種直搗黃龍、鎖定對手的意涵存在。除

此之外，威盛在挑戰 Intel 的過程中，屢屢舉辦規格研討會拉攏業者，甚至不甩未

經 Intel 授權此一事實，逕自推出相容產品的作法，更是一種帶有挑釁意涵的舉動。 

 第二種則是外界解讀，例如媒體對於消費者觀感的報導，像是購買宏達電手

機的意願調查、對 MWC 產品的評價等等，某程度反應了產品在市場上是否討喜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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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種，也是較為特殊的一種，就是客戶的態度與需求。在友達與義隆的

個案中，友達之所以受到攻擊，原因是因為台日聯盟、日系廠商的轉單效應，以

及 Apple 等大廠去三星化的作為，讓 Samsung 察覺到自己的處境維艱；義隆則是

看到了 Apple 專利布局對於旗下客戶所造成的壓力，因而思考以 352 專利反制的

必要性。客戶對於市場的反應與解讀，以及背後的心理因素，對於供應鏈廠商而

言，是 直接、也 容易接觸到的第一手資訊。 

 這幾種類型的訊息，是廠商察覺的基礎。在我們所觀察的個案中，專利訴訟

發動之前，都有這些訊息的存在。換言之，這也符合 AMC 理論所提出，察覺、動

機與能力必須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原則。 

 

參、「市佔交叉」構成訴訟發動之必要性  

 

 在第一類為了市佔率所進行的打擊行為中，透過廠商歷年市佔消長的變化，

我們可以發現訴訟的啟動，往往是在打擊者下滑，被打擊者上揚的過程中－這使

得兩者的市佔率變化圖呈現出一種趨勢：訴訟發生之時也通常是市佔率變化圖即

將出現「交叉點」或「接近交叉」之時，前者如宏達電與蘋果在北美市佔率的消

長，後者則如威盛與 Intel 在全球晶片組的市佔變化，以及創見與新帝在隨身碟市

場的角力。 

 這樣一種現象，也符合一般人對於訴訟的想像－畢竟打官司，必須承擔時間、

金錢等等的成本，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若是市場大餅仍然夠大，又或是自身的

市佔率遙遙領先，根本就沒有必要發動攻勢；相對地，若是自己不斷被排擠，對

手又一直扶搖直上，那麼恐怕就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機了。這種「市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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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的成長趨勢，可說是廠商發動戰爭的前兆。 

 在第二類的個案中，市佔率的變化就沒有這麼明顯。以友達為例，雖然三星

確實在筆電、顯示器的出貨量出現下滑情形，但友達的出貨量大抵而言仍維持與

過去相當的水平，只有微幅上升，並沒有像威盛、宏達電一般出現大幅成長，進

而排擠到對手所形成的「交叉」現象。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市佔交叉」或許對終

端產品的案例更為適用，至於供應鏈業者與品牌廠間的互動，又是其他相對複雜

的考量了。 

 

肆、能力對於訴訟戰果的影響  

 

 在 AMC 的能力（Capability）部分，我們是透過競爭對手彼此的相對能力，

一方面看專利數量的多寡，二方面看專利的品質。在威盛、宏達電與創見的例子

中，對手啟動訴訟的當下，是兩者專利數目相當懸殊之時，故而就能力而言，要

發動訴訟對攻擊者而言不是件難事，他們也有更多的彈性去選擇火藥庫中的不同

軍備，視情況挑選不同的武器。 

 在友達的個案中，三星發動訴訟的時點，已是友達具備一定規模的專利布局

之時，企業內部也有相對應的流程；而義隆的個案，其專利數目固然比不過 Apple，

可是其所主張的 352 專利，卻是痛擊過對手、取得法院背書的權利範圍，從技術

描述來看，還可歸類為一個關鍵專利，內容涵蓋現在使用觸控板、觸控面板的操

作方式。 

 從個案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在能力相當或有相對優勢的情況下，公司在訴

訟後通常能與對手取得較為平等、甚至優渥的和解條件，友達、義隆都算是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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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反過來說，如果是在能力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即便與對手握手言和，公司

後續的營運也已深受影響－特別是對手為了市佔率大舉進攻時，威盛、宏達電就

是例子。 

 綜合上述說明以及第五章中的個案分析，下表以察覺、動機以及能力的三環

分析法，將相關事實重新羅列，幫助我們理解訴訟發生的脈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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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三環分析法之事實整理  

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察覺 動機 能力 

打擊

市佔

率類

型  

英特爾

告 

威盛 

• 威盛研討會大

力推廣新規格 

• 威盛踏入微處

理器領域 

• 無視英特爾警

告展出爭議品 

• 英特爾策略錯

誤市佔下滑 

• 威盛攻下近四

成市佔 

• 威盛專利數目

相對弱勢 

• 威盛專利倉促

布局且戰且走 

蘋果 

告 

宏達電 

• 宏達電高層宣

示打下北美 

• 宏達電價格鎖

定蘋果產品 

• 宏達電產品獲

消費者好評 

• 宏達電北美市

場奪冠 

• Android 平台超

越 iOS 

• 宏達電專利數

目相對弱勢 

• 宏達電專利倉

促布局且戰且

走 

新帝 

告 

創見 

• 新帝市佔持續

滑落 

• 創見市場成長

力道明顯 

創見市佔率持續上

升 

• 新帝併購頻繁

取得關鍵專利 

• 創見專利數目

相對弱勢 

穩固

客戶/

搶奪

訂單

類型  

三星 

告 

友達 

• 市場出現聯日

抗韓之氛圍 

• 國際大廠供應

鏈去三星化 

• 4K2K 產品興起 

• 三星訂單漸漸

流失 

• 防堵 4K2K 產

品竄起 

• 友達已建置一

定專利管理 

• 友達專利數目

成長穩定 

• 三星友達專利

領域互補 

義隆 

告 

蘋果 

蘋果觸控專利獲證 供應鏈客戶有抽單

風險 

• 義隆專利有效

性經法院背書 

• 專利涵蓋範圍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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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之延伸與應用：建構「專利侵權風險指標」  

 

 從 AMC 的觀點出發，透過這五家公司的個案歸納，我們可以得到影響訴訟

發動的因素。換個角度觀察，既然一項競爭行為要具備察覺、動機與能力三項驅

動因子，這三項驅動因子也能作為衡量訴訟是否發生的預測基礎。 

 就察覺這項指標而言，公司要遭遇到訴訟打擊，必須在市場上釋放出足夠的

訊息，讓競爭對手得以察覺。這些訊息能讓對手察覺的程度不一，卻是廠商開啟

行為 重要的基礎，包含我們所提出的宣示作為、媒體解讀，以及公司自身的營

業表現。這些訊息在市場上越是明顯，廠商就越有可能遭遇對手的訴訟打擊；相

反地，若是廠商低調行事，就有可能避免對手的關注，進而免去訟累。 

 再者，就發動訴訟的動機而言，以終端產品廠為例，競爭者間必須形成市佔

拉鋸－也就是所謂的「市佔交叉」－彼此的市佔消長要進入到一個相當的差距狀

態。相對地，若是市佔率仍有一段距離，廠商或許會選擇以降價、促銷等手法來

打擊，較不傾向立即採取訴訟手段。  

 後，則是能力的部份，就相對能力的衡量而言，訴訟的啟動必須要在專利

數量上或品質上勝過對手，有時候訴訟的經驗與內部的智財管理，也會成為訴訟

行為發起的能力門檻。也因此，一家公司越是擁有質量兼具的專利火藥庫，或是

在訴訟上累積了不少經驗，內部也有一定的智財管理流程，遭到對手發起訴訟打

擊的機會就越小；即便採取了訴訟，也多半也能在短期內終結程序，與對手取得

較為平等的談判基礎。 

 綜上所述，我們改以預測指標的觀點整理 AMC 之驅動要素，就可以建構一個

專利侵權的風險指標，各指標的內涵可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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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專利侵權風險之指標內涵  

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指標構面 指標內涵 

察覺 1. 有無採取宣示性作為引起對方注意？ 

2. 有無獲得媒體好評關注成為市場焦點？ 

3. 自身的營業表現在市場上是否亮眼？ 

動機 1. 是否與競爭對手形成市佔交叉？ 

能力 1. 專利數目是否足夠？ 

2. 專利品質是否堅強？ 

3. 訴訟經驗是否充足？ 

4. 智財管理是否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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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文主要以敘述統計出發，歸納出台灣廠商的案件性質後，進一步選出不同

的個案公司，討論其與主要競爭對手的互動過程。這樣的好處是，可以透過較深

入的分析去解析競爭互動的過程，然而從個案當中歸納的動機，乃至於類型分類，

是否可以適用於所有的廠商作為一種通盤性的理解，仍有見樹不見林的缺憾，尚

待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另外，本文只透過 ITC 資料的歸納，以期觀察專利訴訟發生的面貌，主因是

考量 ITC 訴訟的代表性，以及蒐集、分析上的方便，但也因此未能將全體訴訟納

入觀察，尚欠台灣廠商在各地聯邦法院的具體情況。 

 要談論侵權風險，除了主要競爭對手，另一個令台灣廠商頭大的就是專利授

權公司。此類公司雖有專利權，通常卻不為製造、生產，因而又被稱作非實施主

體（Non Practicing Entity, NPE），有時會發動較為侵略性、勒索性的作為，因而又

獲得「專利流氓」、「專利蟑螂」等的稱呼。他們發動訴訟的考量為何？套、養、

殺的過程如何運用 AMC 的觀點一併分析？本文也未能加以討論，修正、擴大理論

的適用範圍。 

 本文在個案分析搜羅了大量的新聞、雜誌資訊，然而透過二手資料的解讀，

不免會與企業決策者之主觀，存在一段落差，這對競爭行動發動時的必要性解釋，

會造成不夠精確的、真實的疑慮。 

 後，透過個案檢視 AMC 觀點來觀察訴訟的發生，在理論上我們所能得到的

對象，都是察覺、動機與能力皆具備的情形。有沒有只具備察覺與動機，而欠缺

能力的情況？或是其他只缺乏某一要素的個案？由於研究方法是從訴訟已發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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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條件來篩選，這種潛在對象也是本文無法觸及，並加以對照分析者。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從研究限制出發，後續研究或許可以從三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更為細緻之資料庫，以數據資料分析侵權指標之應用，例如以廠

商間的市佔率差距當做變數，衡量其與訴訟是否發生，甚至與訴訟次數間之關聯

性，透過如迴歸分析等推論統計方法，驗證此五家個案公司所得出之觀察結論，

得否做為多數廠商之通盤考量。 

 第二，納入聯邦法院之資料，同上述之檢驗步驟。 

 第三，以 AMC 之觀點，蒐集台灣公司與專利授權公司間的互動過程，若能藉

由第一手的觀察資料，或許就能得到競爭者雙方更精確的動機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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