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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企業面臨內部的規模與範疇擴張及外部的市場需求轉變時，在本業中的

成長機會將日漸減少。因此，如何透過開創新事業來回應這些挑戰，往往是企

業成長的重要課題。在推動新事業的過程中，如何調整組織架構，並從中萃取

出深層的動態能力，以因應後續一波波的環境考驗、持續運用於下一個新事

業，更是企業存亡的關鍵。然而，新事業的外部力量、內部變革、及動態能力

形成的連結並未被過往研究有效建立。有鑑於此，本研究以明基材料為主軸，

探討企業如何在引入外部合作下建構動態能力，並持續演進以因應外部挑戰。 

明基材料由光碟事業起家，回應明基友達集團的面板原料需求，而發展偏

光片事業。建立起深厚的技術與人才布局後，明基材歷經了偏光片的跌價趨勢

及材質瓶頸，進而在金融海嘯後投入成長穩定的生醫產業。在生醫事業中所建

構的堅實品牌與通路，更成為明基材後續投入隱形眼鏡事業的動能與後盾、進

軍全球市場。本研究依光碟、偏光片、生醫、及隱形眼鏡四大階段作為產業及

事業探討的架構，以解構出中每個新事業發展事件背後蘊藏的動態能力基礎。 

本研究發現：在導入外部合作模式的情形下，動態能力的養成更能突破內

部創新的限制及盲點。在引入垂直或水平的外部力量後，更須將力量挹注到組

織內部，在結構、技術、任務、或人員等構面產生變革，方能進一步產生市場

預測、技術製程、人才匯流、通路後勤、品牌行銷、及技術互補能力等六大動

態能力。在早期的光碟及偏光片事業中，明基材倚重集團的垂直支援，養成了

技術製程、技術互補、與人才能力，強調內部定位並掌握動、靜態程序，具有

高度路徑相依性。於近期的生醫及隱形眼鏡事業中，明基材則更重視異業水平

合作，更完整了品牌行銷、通路後勤、與市場預測能力，著重外部定位並協調

動、靜態程序，更彈性掌握技術機會。透過動態能力在定位、程序、及路徑的

持續演進，企業方能一次次化解產業危機，在新事業中穩健發展、開創新局。 

關鍵詞：新事業發展、外部合作、組織變革、動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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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me: Hung-Chun Chen                   Advisor: Dr. Yi-Chia Chiu 

A Case Study on the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Formulation of Dynamic Capablities 

     When confronted with internal expansion of scale and scope as well as external 

alteration of market demands, enterprises are bound to face fewer and fewer 

opportunities of growth in their original businesses. Hence, how to cultivate new 

businesses in reply to these challenges is usually a crucial issue for enterprise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survival of the enterprise lies in the 

way of modulating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and extracting profou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rein to tackle subsequent environmental trials as well as to exert them 

on the next new business. Nonetheless, the connection among external strengths,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wasn’t effectively established in prior research. Accordingly, this study is rooted upon 

the case study of BenQ Materials Corp. in the aim of looking into how enterprises 

incorporate external collaborations to construct their dynamic capabilities, which can 

constantly evolve to cater to external challenges. 

     BenQ Materials was initiated as a disc manufacturer, while differentiating into 

the polarizer business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 for panels of the BenQ Group. While 

establishing solid technical and personnel allocations, BenQ Materials underwent the 

price-declining trend and bottlenecks in textures, which make it in turn resort to the 

steadily growing biomedical industry after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 robust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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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rands built in the biomedical business not only served as the backing and 

momentum, but further steering BenQ Materials into the contact lens industry and 

global markets. This thesis classifies both the industry and business analysis into four 

categories: discs, polarizers, biomedicine, and contact lens, which helps dissect every 

new business incident, excavate the founda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behind.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under the introduction of external 

collaborations, the formula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can further break though the 

blind spots and limits from internal innovations. After importing vertical or horizontal 

external forces, enterprises should then translate the external forces into internal 

organization changes in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techniques, tasks, and personnel, 

giving rise to the six dynamic capabilities: market predicting, technique procedural, 

talent streaming, channel logistical, brand marketing, and technique complementary 

capability. In the disc and polarizer business, BenQ Materials depended heavily on the 

vertical support from the BenQ Group and generated the technique procedural, 

technique complementary, and talent streaming capability, laying emphasis on internal 

positioning, dynamic and static processes, and high-level path dependency. While in 

biomedical and contact lens business, BenQ Materials further treasured inter-industry 

horizontal cooperation, from which the brand marketing, channel logistical, and more 

comprehensive market predicting capability were nurtured, valuing external 

positioning, dynamic and static processes coordinating, and elastic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managing. The consecutiv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on positions, 

processes, and paths not only facilitates enterprises to get through industry crises time 

after time, but fuels new businesses’ sturdy growth and innovation. 

Keywords: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External Collaboration,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Dynamic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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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990 年代起，在政府的獎勵政策推動下，台灣電子製造業起飛，面板產業亦

隨著平面顯示器需求提升而顯著成長。2000 年起，台灣大型面板產業的全球市

佔率達 20%以上，電腦產業之市佔率亦達 40%，而半導體產業之市佔率更躍居

50%，為台灣締造經濟高峰。 

近年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市場需求轉變，造成毛利遞減，使得產業榮景

逐漸褪色。這些外在競爭環境的改變，考驗企業能否不斷推陳出新，積極推動新

事業的發展。 

明基材料前身為達信科技，成立於明基友達集團與宏碁集團分家的 2002年，

首先佈局在電腦周邊裝置之製造，繼而成為國內最早量產 CD-RW 光碟的公司。

然而，在光碟事業仍穩定獲利的 2003 年，看到光碟產業不具未來性，從而開始

擘劃第一次新事業發展。 

明基材料掌握了製造光碟的卷對卷、混合層、塗佈、光學檢驗、無塵生產技

術等材料專業，加上友達集團的協助，使其可以尋求面板上游的偏光片原料來源，

協助其轉攻偏光板，正式由電子業轉進化工材料業。明基材料由 2005 年的跌跌

撞撞，經歷技術突圍、良率考驗、及生產思維調整，到 2007 年才逐步穩健發展。 

然而，在業務穩定成長的同時，明基材卻注意到偏光片的跌價趨勢與新材質

威脅，加上看到 2008 年金融海嘯擊垮眾多產業，卻唯獨醫療市場仍有成長潛力，

因而思索發展醫療事業的可能；恰巧其母集團友達先前已有接管南京港口醫院的

基礎，更堅定了明基材的發展決心。於是，本於基礎材料的研發能力，積極朝生

醫材料挺進，由製造轉型品牌。此外，為了與明基材互補，友達集團更搭起完整

的醫療價值鏈：不僅於醫療設備層面，成立明基三豐，更於醫療服務層面，開設

南京、蘇州明基醫院，建立完整醫療生態系。 

明基材於 2008 年起開發止血、傷口護理、皮膚保養等先進敷料產品外，更

於 2010 年轉投資視光學，並在 2012 年 3 月以自有品牌美若康 (Miacare) 進軍台



 

2 
 

灣隱形眼鏡市場。經歷過 2011、2012 年兩次新事業發展亂流，明基材在 2013 年

開始轉虧為盈，並以生醫產業雙引擎，分別朝中國與東協市場延燒動能。 

兩次新事業發展，明基材總是在事業頂峰時，開始思考下一步的成長動能。

在眾多可能的市場中，明基材也能選出能與核心能耐相關、集團資源相呼應的發

展標的。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隨著內部規模與範疇的擴大、及外部產業環境的變動，

在核心業務領域中發掘的成長機會勢將遞減。為了進行持續成長，除了致力於內

部核心能耐的進化，推動新事業發展與內部創業勢在必行。在開創新事業時，企

業往往將原本核心事業的資源、能力、與經營模式，直接或間接地複製或延伸至

新事業上。然而，僅僅由內而外地推動新事業，在面對環境與市場變異時，未必

能有效回應；相對地，藉由引進外部資源、由外而內地成長，亦是新事業發展不

容忽視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對於新事業發展，學界與業界多半著眼於階段性

指標、策略擬定、與績效評量，或僅止於探討較表層的新創事業性質與所需組織

型態的適配，而容易忽略了新事業發展的關鍵基礎－ 組織架構，對於實務上組

織的深度調整與運作著墨不多。同時，新事業中的新能耐建立常為學術剖析之標

的，但在組織調整過程中，關鍵新能耐養成後如何持續因應後續的環境變化，並

呼應未來的潛在新事業發展可能，卻仍許多有探討空間。因此，本研究對經歷兩

次不同新事業發展型態的明基材料進行個案研究，以期探討以下問題： 

1. 企業在發展新事業時，如何善用外部能力進行成長? 

企業在培育新事業時，往往利用內部資源進行創新，與本業之間具有密

切相關或互動。然而，產業環境的變遷與市場需求的異動，使得以既有內部

能耐為基礎發展的新事業面臨挑戰。因此，企業如何引進開放式創新、建立

策略聯盟以推動新事業成長，是不容忽視的課題。明基材料在新事業發展過

程中，分別引進不同層次的外力來源，建構針對不同市場的策略陣營，可加

以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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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於新事業成長過程中，如何在引進外部能力後，進行適切的組織調整?  

當新事業受到外部能力挹注與進一步資源配置後，其事業策略能否有效

執行的基石，在於既有組織是否能隨著事業方向轉變進行調適並保持彈性。

而組織的規劃與相應變革，不但影響本業與新事業的資源分配比重，更牽涉

到如何調解本業與新事業的利益衝突。明基材料在兩次新事業培植過程中，

不論是企業價值、生產思維、組織設計、乃至與人才策略，皆有層面上之調

整，可藉以分析企業如何透過組織來回應外部資源，並養成內部能力。 

3. 在引入外部能力的情形下，企業進行組織調整後，如何建構動態能力，持續

推動新一波新事業發展? 

不論是外部策略聯盟的構築，或內部互補的組織調整，目標皆是在於形成

新的動態能力。其中，除了高度相關的新事業如何由本業的既有能力加以延

伸，而較低度相關的新事業如何透過外部聯盟進行建構之外，最關鍵的議題

在於新能力如何維持其彈性，得以持續回應市場變化，醞釀下一次發展新事

業的能量，形成正向的動態循環。本研究希望透過探尋明基材如何培育動態

能力，並進一步了解這些能力如何與環境呼應及動態成長，在下次新事業的

開放式創新或聯盟合作模式上引發綜效。 

基於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期望能達到： 

1. 企業在發展新事業時能認知到如何引進外部能力，並釐清與外部夥伴的連

結度、合作模式、與可能限制，將能更有效運用開放式創新、使外部聯盟能

策略同步，並提供有關資源調度及協調、及促進多樣新事業多頭成長的方針。 

2. 藉由對明基材的研究，本研究希望能讓企業在扶植新事業時，如何落實組織

的劃分與整合，同時如何激勵本業與新事業間、抑或不同新事業間的人才協

調與互動，降低組織變革阻力，以推動創新並形成新的動態能力。 

3. 以明基材料為範例，探討在透過外部能力與組織變革後，如何形成新能力，

並維持其動態性，為下一次的新事業機會儲備動能，進而形成正向的新事業

發展循環，摸索出企業創新成長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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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研究主題為「新事業發展與動態能力建構－ 以明基材料為例」，全文共

分為七章：第一章之緒論，乃概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問題、與目的；第二章為

相關文獻之回顧與彙整；第三章闡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歷程；第四章分別解

析偏光片產業、生醫材料產業、及隱形眼鏡產業；第五章提出明基材料於兩次

新事業發展之思維與策略；第六章導出研究成果；第七章則為最後結論與相關

建議。 

圖 1-1 論文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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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新事業發展 

一、新事業之定義 

企業經營包含許多了重要面向與策略層次。在動態競爭當中，隨著企業在原

本核心產業的耕耘日漸成熟、市佔率與營收成長逐步減緩，則不論是為了積極地

開拓新市場、或消極地阻卻對手擴張，發展新事業以維持成長往往是企業須考量

的重要議題。 

Miller (1983)對新創企業的解讀則為：新事業的不確定高，且可能有現金短

缺、市場技術變化、產品缺乏競爭力或無法即時上市、無法吸引優秀人才等風險，

故對新創事業而言最重要的，在於建立團隊、資金募集、產品研發、與市場規劃。

Block and Subbanarasimha (1989)認為企業新事業(Corporate Venture)其內涵包括

「本業的成熟」及「達成策略目的」，兩者實則為一體兩面、互為應果。企業除

了希望持續成長，更要回應來自市場的競爭壓力，使得培養新事業成為必要策略。 

Block and MacMillan (1995)則指出，新事業應包含下列特性：對企業而言是

一項新活動外，應由組織內部發起或執行，而目的在於增加未來營收、獲利、生

產力、或品質；除了較本業有更高的失敗風險、虧損可能、及不確定性外，與本

業在發展過程中某時期將是分開營運的。由此來看，企業發展新事業、開展新部

門、或擴張事業版圖雖有所重疊，但新事業具有分離營運的發展過程，是主要用

以判斷兩者的差異所在。 

Govindarajan and Trimble (2005)則指出：企業主雖可透過併購策略以獲得短

期上的成長，但組織內部「有機的成長」雖難度較高，卻更有利於企業的長期發

展。「有機的成長」包含二種途徑：一是既有事業的成長，易因組織成立愈久及

產業愈成熟而愈受限；另一則是開創新事業模式，以策略性創新掌握長遠成長與

企業的競爭優勢。 

即使新事業已初步營運、已設立生產與銷售架構、甚至管理團隊亦大致成形，

並也建立生產與初期銷售，然由於經營仍不甚穩固，因此仍不易融資。以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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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興產業來說，雖有技術創新的支持，但研發與改良仍須持續投資，運營風險

更高。廣義而言，新創事業無論是選擇產品創新、製程創新、或技術創新，皆有

風險高與募資能力低等特性，也更突顯了新事業分期發展策略的重要性。 

二、新事業發展之階段與成長策略 

從企業體出發，新創事業可能是依附於公司內部的新事業部、自公司獨立

而出的子公司，抑或是轉投資成立的新公司。然而，不管是何種新事業創新形式，

皆不免遭遇資源取得、網絡建立、組織調整、與能耐養成等課題，而這些議題又

隨著新事業發展的進程不同而有所變化，研究新事業的階段與分期問題因此顯得

格外關鍵。 

Van de Ven and Schroeder (1984)針對不同工作特性，將新事業發展分成：探

勘問題期(problem exploration)、挖掘知識期(knowledge exploration)、事業發展期

(business plan development)、公司啟動期(company startup)等四階段，分述如下： 

1. 探勘問題期(problem exploration)：首先進行市場評估與調查，並確認潛在顧客

的產品需求，最後確認新事業發展的潛在利基。 

2. 挖掘知識期(knowledge exploration)：探尋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來源和可能產品。 

3. 事業發展期(business plan development)：擬訂商業計劃，同時聘請財務、法務、

及行銷等相關專家加以檢視，以保障企畫之可行性。 

4. 公司啟動期(company startup)：以小規模方式逐步執行計畫，進行必要調整並

從錯誤中學習，使新事業發展更穩定。 

Kazanjian and Drazin (1990)則藉由研究科技業發展實體產品的過程，新事業

發展分為：概念及發展期、商品化期、成長期、及穩定期等四大階段： 

1. 概念及發展期：發展事業構想後，須建立產品原型、資源取得、技術發展計畫。 

2. 商品化期：敦促工作團隊組合出新產品，以將產品和技術商品化。 

3. 成長期：大量生產、銷售、及配送產，並確保效率與效能以達成獲利。 

4. 穩定期：發表第二代產品、尋求專業經理人支援、或取代原始新事業創立者以

維持成長。 

Robbins and Steven (1990)則從組織的角度切入，認為新事業在不同發展階

段，組織型態應隨之調整，因此將新事業籌建過程分為三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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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發展期：此時為投資構想成形及評估階段，最需獲得企業高層的認可與支

援，故其組織可能為常設委員會或臨時性專案組織。 

2. 種子期：將構想轉為事業計畫的具體化階段，由於此時新事業投資案已明確成

型，因此應專注於招募菁英以組成種子團隊。 

3. 事業組合管理期：隨著組織發展，此時已達成新事業籌設階段，應成立正式事

業部組織或公司性組織，同時正式撥款使新創事業順利進入營運。 

由於新創企業的策略行為有別於一般穩定型的公司，Stevenson and Jarillo 

(1990)嘗試以機會基礎為觀點，來描述新創企業的策略行為，分為六大構面： 

表 2-1 新事業之策略行為與構面 

策略行為 構面內涵 

策略導向 策略會受到環境中機會所驅策：策略來自市場的需求或技術的不

確定性，而非擁有資源之多寡，因此能迅速做出執行與否的判斷 

資源導向 利用最少資源創造最大附加價值，而資源的取得將演變為技巧性

地利用外在資金、智慧財產權、與技術等。 

管理架構 架構設計傾向「有機」的扁平化型態，其非正式溝通網絡能使決

策快速反應。 

獎酬哲學 注重個人對企業價值之貢獻度、員工自主性與責任感，而非以職

等與年資來計算獎酬及薪資。 

成長導向 快速成長至一定規模，而較少考量迅速行動帶來的不確定因素。 

創業文化 以機會基礎為出發，鼓勵創意產生、提升創造力、及嘗試精神，

並給員工營造創意與挑戰氛圍。 

資料來源：Stevenson and Jarillo (1990) 

Block and MacMillan (1995)則將企業的新事業發展區分為六個階段：設立平

台、選擇事業、計畫組織並起始新事業、監控並管制新事業、獎勵新事業、及從

經驗中學習。 

Baghai, Coley, and White (1996)則將新事業發展與企業成長進行結合：身為

麥肯錫公司的資深顧問，其針對不同行業的 40 家高速成長公司進行研究，而歸

納出成長三層次理論( Three Aspec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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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層次：延續及鞏固核心事業：企業應檢視既有業務的利潤創造、績效導向、

成本結構競爭力、營運表現穩定度、市占率表現、及面對市場新技術或新競爭

模式改變的適應能力，邁向業務多元化，以支持對成長的追求。 

2. 第二層面：發展新事業：企業應挖掘具高經濟價值、值得大力投資、在市場上

有爆發力、對投資人有說服力、同時能吸引業務人才的新事業，並以最大化

淨現值為投資原則。加速發展新事業的發展，亦可能反過來支援或刺激核心

事業的改良，形成良性迴圈。 

3. 第三層面：開創未來的事業機會：企業應從既有產品、服務、及市場研究著手，

以價值曲線等方式找出未被滿足的需求利基點，進而延伸本業或新事業，進

行初步的少量投資及實質運作，並維持策略選擇彈性，擘劃未來成長可能。 

 圖 2-1 組織之成長三層次 

資料來源：Baghai, Coley, and White (1996)，《企業成長煉金術》，台北:時報出版 

表 2-2 組織成長之各層次考量 

資料來源：Baghai, Coley, and White (1996)，《企業成長煉金術》，台北:時報出版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關鍵因素 注重績效 營造創業環境 獨特競爭優勢 

評估標準 利潤 

投資報酬率(ROIC) 

營業收入 

淨現值(NPV) 

選擇權價值 

所需人才 企業經營者 企業創造者 前瞻開拓者 

所需能力 切合現況的 

能力平台 

內部研發或外部

取得能力 

所需能力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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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hai, Coley, and White (1996)指出要使企業在三層次成長，具有三大前提： 

 1. 成長資格：企業首先須在競爭上取得領先，抽離無關緊要的業務，並維持財

務能力以達到成長資格。 

2. 成長決心：由領導階層去除組織結構中的障礙、協調組織衝突、確保企業文

化、建立激勵機制、遴選出關鍵管理人員，以推動員工的思維創新。 

3. 成長動能：企業應建立能力平台，並釐清平台所需的能力，提高能力被模仿

的難度，使平台在吐舊納新的過程中，逐步累積成長動能，促進業務的階級

化成長。 

成長三層次理論，藉由強調不斷地建立新事業，同時從內部革新其核心業務，

保持新舊事業更替的連續性；一旦市場遽變，企業即能及時地將事業以新代舊。

同時，進行有效的市場區隔，也更容易形塑成長策略：在第一層次維持顧客忠誠

度，在第二層次提升業務創意，並在第三層次給予啟發。 

綜上所述，發展階段的區隔不但有助於了解新事業的當下定位，更對於各階

段的策略擬定。然而，除了對發展時期的探討，新事業創新類型的界定，更決定

新事業發展方向，對於各時期的策略架構有決定性影響。 

三、新事業的創新類型 

Freeman (1982)認為選擇創新的類型不同，會影響企業的資源配置及創新；

新事業與其組織的創新類型不同，就必須要具備不同的資源與能力。Chesbrough 

and Teece (1996)認為創新可分為具獨立性的「自主」( autonomous)創新，及與既

有創新互補或連結的「基本系統」( systemic)兩類。Ettlie (1984)則將創新分為躍

進式、突破式(radical innovation)、與漸進式(incremental innovation)三大類。 

Christensen and Raynor (2003)則提出了破壞性創新理論，將創新歸為「維

持式創新」與「破壞式創新」，衍生出三種創新事業策略：「維持性創新」專注

既有產品之改進，以更高的產品性能鎖定高階客群；「破壞性創新」則再細分為

針對新市場與針對低階市場的破壞性創新：新市場的破壞性創新是以更低廉、

方便、或易於使用的產品主攻未消費的潛在顧客；低階市場的破壞性創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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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爭取已被主流產品過度服務的低階市場，以低成本但夠好的產品吸引低價取

向的客層，侵蝕既有競爭者的市佔率。 

圖 2-2 破壞式創新之三度空間模型 

 資料來源：Christensen (1997)  

表 2-3 創新類型之三層面策略 

資料來源：Christensen and Raynor (2003) 

Govindarajan (2005)認為創新包含了不同類型，各類型創新所需的管理方法

亦有區別，分述如下： 

1. 持續性流程改善：漸進式的是程序改進需要持續的小型投資。 

層面 維持性創新 低階市場 

破壞式創新 

新市場 

破壞式創新 

產品性能 改善高需求顧客最

重視的產品性能，

可能為漸進性或突

破性改善 

對主流市場的低階

顧客而言夠好的產

品性能 

低階的傳統性能，

但有改善或增加新

功能，特別是簡單

或便利性產品 

目標客群 主流客層願為更佳

性能付更高價格、

利潤最高 

主流市場中被過度

服務的客層 

尚未消費的客群，

過去因預算或技能

限制而未消費 

事業模式 改進現有流程與成

本結構，以維持利

潤與競爭優勢 

採用新流程或財務

結構，以低價切入

低階市場獲利 

需促成較低單價，

初期量產程度不高

而毛利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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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程革命：透過新技術的執行，引發事業流程的大幅進化。 

3. 產品或服務創新：優化現有產品或服務，但不改變既有的經營模式。 

4. 策略性創新：著重於流程或產品的創新，雖不涉及技術的改變，卻擴及事

業模式的實驗與創新。 

由上述的文獻可知，不論新事業發展如何分期，各階段皆會面臨不同的挑戰；

尤其在初期的探勘與概念發想後，如何將事業藍圖具體化、甚至建立技能平台，

往往更是考驗的開始。而新事業創新類型不論是市場、產品、或流程導向，都有

賴技術與資源的挖掘。是故，如何藉由開放式創新引進外部能力、甚至建構策略

聯盟，對新事業發展亦至關重要。 

  



 

12 
 

第二節  新事業的外部合作 

一、開放式創新 

在產業技術一日千里的演進及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下，不少領域不同的技術

開始因互補而結合，促成許多新事業與新市場的誕生，使得產業與產業間的疆界

在同業或異業合作的模式下逐漸模糊，科技與科技間的藩籬亦不復存在，企業亦

愈來愈難憑一己之力進行事業創新。 

同時，Chesbrough (2003)認為：隨著新興國家在近年興起，知識產出與成長

速度加快，而高知識員工散布於世界各處，具有高度流動性，使得企業不但不易

網羅所有優秀人才，更愈發難以掌控知識員工的專業。同時，知識經濟時代的降

臨亦帶動科技進步加速，使企業更需講求創新速度、積極推出新一代的進階產品，

令產品生命週期顯著縮短。然而，僅憑企業一己之力進行創新，將難以趕上產品

或服務的汰換速度。另一方面，技術升級亦讓研發成本急遽上升，企業已封閉方

式創新，不僅對財務造成龐大負擔，研發成果之利用率亦不見得高。 

因此，Chesbrough (2003)遂提出「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之概念：

企業利用資源及知識流之流入加速企業內部創新、與企業核心能力結合，同時也

應利用知識流之流出成為外部創新成果，進而拓展市場。換言之，企業應同時重

視外部與內部構想，將兩者共同納入創新平台，並透過內部及外部管道與市場連

結。而這樣由內而外、亦由外而內的創新成果，則可以是企業專屬，亦可以是創

新平台夥伴所共同擁有、造就多贏局面。 

相對於開放式創新，Chesbrough (2003)將先前的創新範例稱作「封閉式創新

(Closed Innovation)」，其意涵為：企業內部可擁有最優異之人才，其創新流程從

一開始的創意發想、技術研發、生產製造、上市行銷、到服務支援，企業都可獨

自完成。透過嚴格的管控，企業致力於募集研發經費、延攬專才、布局專利、及

簽訂保密協定等，企圖完全自行掌握創新產物。「垂直整合」即是封閉式創新的

明顯力證 (Chesbrough, 2006)。 

而開放式創新則是創新流程的根本性改變，強調企業進行知識與技術創新

的來源不僅限於企業內部，故不該再獨立進行創新，而應往企業外部探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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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網絡、增加資源交換之途徑，以期由更低成本、更快速度來達到創新，甚至

將眼界拓展到其他產業，尋求異業結合的可能。 

圖 2-3 封閉式創新 

資料來源： Chesbrough (2003) 

封閉式創新的概念模型中，以實線畫出企業的疆界 (Firm boundary)，強調

企業創新並不與外界相通。在此封閉式創新下，企業的新產品開放流程是經過各

階段的過濾，篩選出最具潛力的產品加以開發及上市，而未通過揀選的概念則被

公司保留或淘汰。 

圖 2-4 開放式創新 

資料來源： Chesbrough (2003) 

相較之下，開放式創新以虛線描繪企業疆界，顯示企業與外界得以交流。在

企業的創新流程中，不論是在起草、研究、或發展階段，創新構想皆可被傳遞到

公司外。由於企業外亦存在許多可能的創新來源，若這些來源能自由穿梭企業間

的界線，將能豐富彼此的創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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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合作模式 

開放式創新雖強調外部合作，但仍包含「由外而內」及「由內而外」的雙向

成長途徑。「由外而內」的成長模式，在於當企業缺乏具潛力的創新概念時，則

由外部截取相關的技術知識或資源，如委外研究 (External research project)、創投

投資 (Venture investing)、或產學合作等，皆能改善營運模式或跨大目標市場。而

當企業急需使用外部擁有的新技術時，則能透過技術授權  (Technology in-

licensing)、技術取得 (Technology acquisition)、技術移轉等方式，以確保企業能

運用技術而免於被訴、甚至能在不揭露的情況下習得相關營業秘密(knowhow)，

高度有助於企業精進技術能力。 

圖 2-5 開放式創新的由外而內成長 

資料來源： Chesbrough (2003) 

而開放式創新的「由內而外」的成長方式，則是企業透過將內部的資源或知

識或傳遞到公司外部，以協助自身或策略平台中其他廠商發展新市場或營運模式。

企業可選擇帶著原公司的新想法、新事業到市場上成立獨立公司，即所謂衍生分

割(Spin-Off)，或使新事業成為獨立單位，如內部創業 (Start-In)。同時，企業的創

新產出亦不一定需由企業本身來運用，而可採用對外專利出售、技術轉移、技術

授權、產學合作、甚至合資等方式，建立技術與策略聯盟、甚至專利池(patent pool)，

使夥伴間能技術互惠而加速創新。此外，若能成為策略聯盟的主導者，不只能以

權利金等方式為企業創造更多回收與報酬，更能透過優勢技術擴大自身之議價力，

同時提高聯盟中其他夥伴的轉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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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開放式創新的由內而外成長 

資料來源： Chesbrough (2003) 

同時，對於企業開放合作的層面、與結盟的夥伴篩選，Chesbrough (2006)亦

提出一些建議：雖然開放性確實有利於企業接觸更多創新來源、掌握更多元的獲

利方式，但一定程度的封閉性仍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企業雖因開放性開創更多

價值，但仍需某些階段的封閉性來從價值中提取利潤、進而支持更多創新活動。

至於企業應在哪些時期或層面保持開放或封閉，Chesbrough and Schwartz (2007)

則指出關鍵在於釐清企業的三大類研發能力： 

首先是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也就是企業的競爭優勢與價值創造來源，

更是企業內部經營或外部合作時的重要籌碼。因此，企業對核心能力應維持封閉

式態度，以自主研發為主；若要與其他企業共同開發或合作，則需嚴選策略夥伴，

且與對方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才有雙贏可能。 

接著是關鍵能力 (Critical Capability)，指的是對產品或服務重要、但未達核

心程度的能力。企業可以較開放方式經營此類研發能力，因此時可適度增加合作

夥伴的數量，形成策略聯盟，且將彼此間的商業模式加以連結、創造多贏局面。 

最後是系絡能力 (Contextual Capability)，此乃產品或服務所需之附屬或互補

能力、重要性較低。企業可因而對系絡能力採取最開放的心態，廣邀合作對象、

保持既廣而淺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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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策略聯盟 

在新事業發展過程中，不論是由內而外或由外而內成長，亦不論是授權、轉

讓、共同研發、或投資，皆是與企業外部廠商互動，形成策略聯盟(Coalitions)。

策略聯盟相關理論，最早見於 Porter and Fuller (1986)所提出：聯盟是企業之間因

事業上有某些層面連結，但仍不足以構成合併，而形成的正式而長期關係。James 

(1985)則補充道：聯盟是藉由互利關係而互依賴並維持承諾，故任何一方利益的

改變皆可能使聯盟共同利益減弱。 

Devlin and Bleackley (1988)從內部成長角度出發，認為策略聯盟乃基於企業

的長遠目標，目的是為了確保與維持公司的競爭優勢。Ohmae (1989)則從外部市

場角度切入，指出策略聯盟為一種共同建立的合作性契約關係，更是把策略跟全

球市場連結起來的最好型式之一。Parkhe (1993)則提出：策略聯盟是相較之下企

業間較長遠的合作關係，包含資源使用或是共同治理等等。在達到各自的目標基

礎下，追求焦點公司與夥伴公司之共同成就。 

而關於策略聯盟之形成，Dyer and Singh (1998)表示：合作夥伴間的協調性

程度，與系統、流程、及文化價值創造過程相關。因此，確定潛在的合作夥伴

的資源之間的互補性，對聯盟的形成階段至關重要。在聯盟的發展階段，

Chathoth and Heiman (2004)則指出：聯盟能否順利往目標前進，受到其成立和

治理機制之影響。聯盟初期可能會選擇正規的治理結構，以密切監察當中合作

夥伴之行動；趨向成熟後，聯盟轉為信任基礎，則非正式結構可能發展。 

策略聯盟具有諸多優勢：首先，就資源交換而言，雖然併購能取得完整資

源，但協商成本較高；策略聯盟雖僅能取得部分資源，但交易成本顯著降低 

(Conner and Prahalad，1996)。以資產共享來說，企業可透過策略聯盟獲取互補

性資產及非核心技術，從而專注投入核心能力的養成 (Eisenhardt and 

Schoonhoven，1996)。最後，以組織彈性而言，由併購所形成的整合性企業雖

在經營良好時可快速成長，但經營不佳時欲進行縮編卻難度極高；相形之下，

策略聯盟為一種網路型組織，除了在決策上較不僵化，更能經由隨時與策略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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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建立新連結或解散關係，快速回應市場的需求變化 (Chan et al.，1997)。 

然而，策略聯盟亦有若干缺陷：首先，合作夥伴有機會藉由聯盟學習到企業

的核心資源，進而成為強勁對手；據 Hamel, Doz, and Prahalad (1989)之分析，由

於西方企業的核心技術優勢易於學習，但日籍企業在生產效率與品質管理的長處

卻不易被模仿，使得日籍企業較西方企業更易在策略聯盟中出類拔萃。另外，策

略聯盟在本質上屬於不完全型式之契約，雖可為盟友間提供彈性，但面對聯盟的

利益歸屬議題，往往約束力不足；一旦彼此間資訊不對稱，即可能出現機會主義

者的套利行為 (Williamson and Ouchi, 1981)，並迫使聯盟面對利益重分配及重新

談判的套牢問題 (Hart and Moore, 1990)。最後，聯盟可能導致先進者劣勢 (First 

mover disadvantage)：先進者雖然多半為從聯盟中獲利較高的企業，但往往需投

入較多成本，故同時承擔較高的沉沒與轉換成本，而不能輕言退出聯盟，易被夥

伴關係套牢。 

 

四、聯盟分類與夥伴關係 

鑒於策略聯盟的目的與彈性不同，學界對策略聯盟亦有許多分類方式：Porter 

and Fuller (1986)認為策略聯盟可由價值活動、地理區域、聯盟方式進行劃分： 

1. 依價值活動：可區分出技術發展聯盟(簡稱技術聯盟)、作業聯盟與後勤聯

盟、行銷配銷與服務聯盟(簡稱行銷聯盟)、及多重活動聯盟： 

(1) 技術發展聯盟：隨著技術發展成本遽增，廠商亦傾向藉由密切的技術

交換達到學習與規模經濟，也相較其他價值聯盟衍生出更多利益。 

(2) 作業與後勤聯盟：常見於合夥人間分攤設備成本，或國外企業利用當

地公司的現有資源，成立合夥關係，同時藉分享以提高設備利用率。 

(3) 行銷配銷與服務聯盟：當企業擴張至鄰近消費市場之地區時，多半會

與當地通路商、廣告商等結盟，以形塑行銷、配銷與服務的進入策略。 

(4) 多重活動聯盟：結合兩種以上價值活動之聯盟。 

2. 依地理區域：可將聯盟分為單一國家聯盟、多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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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聯盟方式：可分為企業間分別執行以進行垂直分工的 X 聯盟、及企業

間執行相近價值活動以水平分工的 Y 聯盟。 

Killing (1983)則依股權結構將策略聯盟進行分類： 

1. 合資聯盟：由聯盟中參與企業共同出資成立一間新的獨立公司。 

2. 無股權聯盟：聯盟成員以契約形式合作，既未成立新公司，亦沒有企業夥

伴間交互持股的情形。 

3. 少數股權聯盟：聯盟同樣透過合約規範，雖未設立新公司，但存在低比例

的交叉持股行為。 

在上述聯盟分類方式中，Das, Sen ,and Sengupta (1998)尤其認為技術聯盟與

行銷聯盟在本質上的顯著差異，特別是智慧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創造過程的

不同，導致其為股東所創造之價值亦存在不同影響，茲討論如下： 

技術聯盟泛指有牽涉知識與資訊的分享，且聯盟契約中有涵蓋技術授權、技

術移轉、共同研發等內容者，往往被歸類為智慧資本。技術聯盟多存在產業價值

鏈上游，尤其在技術急遽變化、產品高度複雜、開發成本高的高科技業中最常見。 

行銷聯盟則是指契約內容囊括顧客服務、廣告行銷、通路與配銷等內容者，

並具體化為品牌、促銷、通路、售後服務、跨產品銷售等多層面的共享。行銷聯

盟的其中一方常為欲進入新市場或鎖定新客層的品牌商，而另一方則多半為通路

商或互補性產品的製造商，為品牌商提供利基。 

在差異點上，Das, Sen ,and Sengupta (1998)指出以下兩點： 

1. 價值創造與分享之不同： 

在價值創造上，技術聯盟往往是雙方皆著重於共同研發產品，產生之智慧

資本較多，故形成較高的獲益期望值與報酬率；但行銷聯盟則通常是一方提供

既有產品、另一方則致力於行銷，智慧資本少，獲利自然受限。在知識分享上，

技術聯盟由於位在上游，需花費較多時間收集來自下游的消費者需求以改進知

識，行銷聯盟中的夥伴則因貼近市場而能快速地進行知識分享與更新。 

2. 風險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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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聯盟的宣告中，多半明定聯盟夥伴的投資數額、執行計劃時程表、及

管理者的責任歸屬等，因此對投資人與股東而言，此宣告能降低對企業未來績

效的不確定性。以行銷聯盟來說，其智慧資本之創造與成效不易確認是來自於

聯盟夥伴中的產品方或行銷方，而這樣的不確定性使得該聯盟的風險增加。在

宣告效果上，行銷聯盟與技術聯盟何者宣告效果較大，學界則莫衷一是。 

相較於聯盟的不同類型會影響其中的價值創造，聯盟中夥伴的經驗與學習能

力則可能影響聯盟之價值流向：Hamel (1991)認為擁有資源及能力優勢的一方能

快速學習到聯盟夥伴的知識，故能在聯盟中獲取較多利益。 

另一方面，亦有學者主張：經驗與學習能力並非決定利益分配的唯一因素，

夥伴的規模大小亦對利益分配有關鍵影響。更明確來說，策略聯盟宣告後，聯盟

夥伴間的潛在利益的具有不對稱性 (Hagedoorn and Schakenraad，1994)。而學者

們對於規模大或規模小之夥伴所獲取利益多寡的解讀亦有所不同： 

1. 主張聯盟中相對規模大之夥伴可攫取較多潛在利益：Simonin (1997)認為

規模大之廠商由於具有資源及能力優勢，同時市場力量較大，因而相對

易學習到聯盟中之知識(knowhow)，從而能獲取較多潛在利益。 

2. 主張聯盟中相對規模小之夥伴可攫取較多潛在利益：Das, Sen and 

Sengupta (1998)則認為由於企業可透過策略聯盟去獲取其本身所缺少的

核心能力與資源，而小型新創公司因擁有創新及研究能力，而容易由大

公司身上獲取資源，更因保有彈性而能靈敏地回應市場機會，故擁有較

大的議價力，從而可獲得較多利益。 

由於夥伴的能力與規模對於聯盟發展有決定性影響，學界因而提出許多選擇

夥伴的指標，進而被 Weber and Chathoth (2008)歸納為一循環圖，其因素包括： 

1. 企業獨特能力：與結盟目標相關的知識技能 (Yoshino and Rangan, 1995) 

2. 企業資源：涵蓋有形資產、金融資產、無形資產(含技術、管理、及商譽

等)(Hitt et al., 2000) 

3. 共同合作的專業資產(Co-specialized assets)：包含獲取這些資產或互補能

力的途徑 (Yoshino and Rangan,1995) 

4. 企業進入市場之能力 (Child and Faulkn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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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盟夥伴間的相容性 (compatibility)：包括文化適應度、戰略契合度、及

對聯盟目標的貢獻意願度 (Child and Faulkner, 1998) 

6. 夥伴間學習能力 (e.g., Kale et al., 2000) 

圖 2-7 聯盟夥伴的選擇指標 

資料來源：Weber and Chatho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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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事業的組織變革 

一、新事業組織樣態 

企業在新事業發展時，除了外部合作模式與聯盟夥伴的揀選，進行由外而內的成長

之外，如何使組織架構具體化，亦屬同等重要。Chesbrough and Teece (2002)認為由

於創新型態及所需技能來源的不同，可將新事業組織變革劃分為四種型態： 

1. 走向虛擬：當企業自主創新，且技能須自企業外部獲取，企業應虛擬分權。 

2. 結盟或自行創新：當自主創新，但技能須由內部創造，應結盟或獨立創新。 

3. 謹慎結盟：當創新為系統性，且技能須自企業外部獲取，企業應進行結盟。 

4. 自行創新：當創新為系統性，但所需技能須自內部創造，企業應自行創新。 

由上述組織分類可知，除非企業是採納系統性創新且內部資源即可自給自足，

否則對外結盟、拓展合作關係，將是新事業創新的必然途徑。 

表 2-4 組織與創新之適配 

資料來源：Chesbrough and Teece (2002) 

Christensen and Raynor (2003)則導入資源基礎理論，將新事業組織以流程及

價值角度切入以探討其歸屬，並歸納為兩大理論： 

1. 資源流程與價值理論：「資源」是組織可以買入或售出、建立或撤除的資

產，透過「流程」以轉化為產出更高「價值」的作業方法，組織再根據

這些價值高低進行企業的資源分配。 

2. 價值鏈演進理論：價值是組織最終產出，因此價值鏈中顧客最關切的產品

性能或服務之層面，即是組織最應掌握的關鍵活動。 

Christensen and Raynor (2003)之理論，串聯了資源、流程、及價值，形成遞

迴的邏輯循環，不但為組織的功能加以闡述，更提出了由終端價值來檢討頂端資

源配置的概念，進一步協助組織調整到位。 

 創新型態 

所需技能  自主性 系統性 

企業外部  走向虛擬 謹慎結盟 

企業內部  結盟或自行創新 自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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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組織結構與歸屬 

資料來源：Christensen and Raynor (2003) 

以組織規模而言，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與外部合作廣泛，而大型企業則由

於高度結構化而不易推動創新。為了對抗科層化的影響，大型企業因而傾向將新

事業組織形式定為獨立部門，或由創業投資機構來專門執行創業活動。對於廣泛

多元的組織創業活動，各許多學者皆提出不同的考量面向，詳述如下： 

1. 技術所有權與控制權之權衡 

從企業所有權與參與程度出發，Burgelman and Maidique (1988)以企業的技

術獲取為切入點，認為「技術所有權」的安排方式的不同，將影響企業對新事業

控制程度的高低。企業可藉內部安排或外部安排來取得技術，因而可由內部安排

來探討新事業組織型態，而由外部安排來探討外部合作模式與聯盟策略。 

表 2-5 技術取得方式與控制程度 

資料來源：Burgelman and Maidique (1988) 

內部安排 高控制程度 1. 直接整合        3. 特別單位或部門 

2. 新產品事業部門  4. 公司層次的新事業部門 

低控制程度 獨立事業單位 

外部安排 高控制程度 1. 收購其他事業    5. 創業投資 

2. 合資成立新公司  6. 有限之合作研發 

3. 技術授權        7. 創業培養與事業衍生 

4. 共同研發 

低控制程度 產學合作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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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與市場熟悉程度之權衡 

相較於控制力之探討，Roberts and Berry (1985)則提出了「技術及市場熟悉

度矩陣」的內部創業發展模式：該矩陣分別以「市場」、「技術」為兩軸，依其與

本業的關連性高低，劃為熟悉至陌生的三個層次，共架構出九種情境來闡釋最適

之創業組織，包含內部發展、併購、授權、內部創業、合資、創業投資、教育性

併購等七種形式。 

當企業對市場及技術皆十分陌生時，應採行創業投資；若僅是對市場或技

術其一陌生、而另一稍熟悉時，則可透過教育性併購方式進入新事業；但若對市

場或技術其一陌生、而另一非常熟悉時，則合資為合適途徑；直至對市場與技術

皆達一定熟悉度後，才應實施內部發展、授權、或收購。不過，若創新之技術與

市場性質產生改變，則新事業組織定位也將引發變革，在矩陣上進行移動。 

表 2-6 創新活動的採用模式 

資料來源：Roberts and Berry (1985) 

3. 策略重要性與營運相關性之權衡 

Burgelman (1984)則在新事業的組織設計上，提出「策略重要性」及「營運相

關性」兩個軸度，分別依重要性及相關性高低，區分出九類情形。「策略重要性」

提示了企業對新事業的控制程度之考量：若新事業的策略重要性很高，則必須有

高度的行政連結；當重要性不顯著時，應給予其一定程度之策略彈性；重要性低

時，則新事業可與企業分離。 

市場熟悉度  

新且不熟 合資 教育性併購 
創業投資 

教育性併購 

新但熟悉 
內部發展、 

併購、合資 

內部創業、 

併購、授權 
教育性併購 

核心 併購 併購、授權 合資 

 核心 新但熟悉 新且不熟 

 技 術 熟 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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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相關性」則揭示了公司在管理新事業與既有事業上之效率考量：當新

事業與本業的營運相關性高時，應以整合或契約方式強化新、舊事業間的資訊及

技術交流；相關性一般時，新、舊事業的工作流程傾向分離，事業調整亦不應透

過高層經理人，而宜由各自之整合者或任務機制分別為之；相關性低時，則新事

業與既有事業高度分離，避免彼此干擾並降低溝通成本。 

當新事業的策略重要性及營運相關性皆高時，企業傾向進行「直接整合」。

而當事業在策略及營運的模糊性皆大時，公司應採取「新事業單位」(new venture 

division)；新事業單位在行政及營運上的連結須保持彈性，才能讓順利轉移技術

及資訊，提供過渡的內部環境以評估新事業的潛力。若新事業的策略重要性及營

運相關性皆低時，「完全衍生」能降低投資風險，並讓新事業有最大發揮空間。 

表 2-7 新創事業之組織設計 

營運相關性  

非相關 專門事業單位 獨立事業單位 完全衍生 

部分相關 新產品事業部門 新事業單位 
與新公司建立 

契約關係 

高度相關 直接整合 小型新事業單位 
扶植並與新公司 

建立企業關係 

 極重要 不確定 不重要 

 策 略 重 要 性 

資料來源：Burgelman (1984) 

張永昇(1993)則認為依主導單位不同，可將企業內部創業活動分為三類： 

1. 企業主導：由管理高層本於策略性考量所推動的創業活動，包括購併、創

業投資、技術授權、合資、創設子公司等。 

2. 內部創業單位主導：如設立新事業部、創業投資基金、內部創投機構等 

3. 員工主導：如鼓勵員工自創新事業、提供創業輔導基金，而母公司加以持

股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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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變革 

在企業確立新事業組織的型態基礎、協調外部合作模式後，如何進行組織

調整與變革，以達到由內而外的成長，亦是新事業的下一個目標。Hofer and 

Schendel (1978)認為組織變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是指組織隨時間變遷而與

外部環境在連結形式、特性、和狀態上的改變；其中之連結是組織為達成目標

的內部資源配置及與環境的互動模式。Dessler (1980)提出：組織變革是為了增

進組織績效，而改變組織結構、技術、或人員之方法，對環境因素的考量較

少。Lant and Mezias (1992)指出若組織架構、權力分配、與控制體系三者其中其

二發生變化，即為組織變革。Jick (1993)則歸納出組織變革為組織欲因應內外環

境挑戰的自我調適。 

進一步細分組織變革架構，Levy and Merry(1986)將組織變革區分成組織典範、

組織使命與目的、組織文化、組織功能與流程(functional processes)等四個面

向。若是組織變革到牽涉組織典範，即組織發生整體性、多元性、跳躍性、不

可逆性的變化，則稱做革命式變革，近於組織轉型；相效之下，若是主要涉及

組織目的、文化、與流程等部分要件之更改，則稱做漸近式變革，即典型的組

織變革。 

而針對組織變革的成因，Lundberg (1984)提出了整合四大要素的理論模型： 

1. 內部條件 (Internal Permitting Conditions)： 

(1)組織剩餘資源：組織進行變革時所需投入的時間、精力與財務資源。 

(2)變革準備度：組織成員對變革的接受度，若準備不足易成為變革阻力。 

(3)系統連結度：組織內部所需一定程度之系統整合。 

(4)領導者權力與能力：組織須建構穩定、具備長期策略能力的領導團隊。 

2. 外部條件 (External Enabling Conditions)： 

(1)領域有利度：組織的資源豐富度、穩定度、與分散度。 

(2)領域配合度：組織與領域配合度須適中，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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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催化因素 (Precipitating)： 

(1)結構壓力：組織成長或縮減 

(2)績效壓力：不尋常的績效改變。 

(3)利益關係人壓力 

(4)實質或意識的危機：競爭者行動、產業科技、與顧客偏好改變。 

4. 觸動事件 (Trigger Events)： 

(1)環境災難：市場景氣下挫、天災、或競爭者的破壞性行動。 

(2)環境機會：新科技突破、新市場出現、新資金挹注。 

(3)管理危機：激烈管理衝突、高層人事動盪、高層決策重大疏失。 

(4)外部革命：法令改變、政策干預、競爭者合併或併購。 

(5)內部革命：新領導團隊出現。 

Steers et al. (1985)則認為迫使組織變革的主因，來自績效落差(performance 

gaps)，而績效落差由組織外部與內部力量所致。組織外部力量包括：經濟與市

場環境、產品或生產技術、法律或政策情勢、及可用性資源的改變；而組織內

部力量則涵蓋：員工組成或個人目標、工作技術、組織結構、組織氣候、及組

織目標之改變。 

圖 2-9 組織變革的內部與外部力量 

資料來源：Steers et a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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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變革的不確定認知 

在組織變革認知上，組織之主體－人員往往不免對變革過程產生抗拒。因

此 Lewin (1947)年發展出「力場分析模式 (Force-Field Analysis)」來說明了抗拒

變革的來源因素。若抗拒變革之壓力大於變革推動力，則企業的生產及競爭力

將下滑；若變革推動力大於抗拒變革之壓力，則亦可能抵銷企業的生產及競爭

力。因此，如何維持兩方力量之平衡，是變革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 

圖 2-10 變革力場分析模式 

資料來源：Lewin (1947) 

而在組織變革中，另一大類的認知來自對組織的不確定性。Downey and 

Slocum (1975)指出：個人的主觀認知會直接影響其對整體環境的解讀，而決策

過程的不確定性認知，主要源於認知環境特徵 (perceived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個人認知過程 (individual cognitive process)、行為反應類型

(behavior response repertoire)、及社會期望 (social expectations)。 

圖 2-11 不確定性認知的基本模式 

資料來源：Downey and Slocum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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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不確定性的劃分上，Buono and Bowditch (1989)提出外部、組織、及

個人等三層次的不確定性，並強調是由變革所導致： 

1. 外部：由科技與市場變革所引起的不確定性。 

2. 組織：由組織變革所引起對組織架構與文化之不確定性。 

3. 個人：由組織變革所引起對工作角色關係、工作地位的不確定感。 

近期學者則多半聚焦於個人層次的不確定感，如 Hui and Lee (2000)認為在

變革的預期心理下，個人不確定感包括：變革後既有地位喪失、工作不安定、

角色衝突、角色負荷、與可用資源減少等。Hobman, et al. (2004)則認為變革的

不確定性包含策略上、結構上與工作關係上的不確定性。 

關於角色關係的不確定性，Kahn et al.(1964)提出有關角色衝突之理論： 

1. 角色傳遞者自身衝突：同一角色傳遞者對不同角色接收者有相衝突的期望。 

2. 角色傳遞者之間衝突：不同角色傳遞者對同一角色接收者有相衝突的期望。 

3. 角色接收者自身衝突：同一角色接收者須符合不同期望與規範而難以調適。 

4. 個人與角色之間衝突：角色接收者期望與扮演該角色的個人期望產生矛盾。 

欲帶領有不確定感的成員投入組織變革，除了角色關係的協調，Tichy and 

Ulrich (1984)更認為：組織變革階段與成員心理反應是一體兩面，因此管理者須

洞察及掌握組織面對變革時之心境變化，在每個階段建立正確的變革認知，透

過結束、中性過渡階段的調整，以達到組織的活力再現。 

圖 2-12 組織成員的心理變革歷程 

資料來源：Tichy and Ulrich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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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變革途徑與階段 

就組織變革的階段而言，Lewin (1947)提出有關組織成員的行為變革，是由

組織員工的價值觀、態度、與理念的角度所進行的組織調整，分為三大階段： 

1. 解凍階段 (Unfreezing)：透過內、外部警訊引發組織中個人或全體的認知，

以消除其對既有態度或行為的支持。 

2. 行動階段 (Movement)：採行新機制以轉變組織行為，進而達到創新標準。 

3. 再凍結階段(Refreezing)：新機制獲得支持後，將強化組織新型態，形成共識

的政策與結構，使組織達到新均衡狀態。 

表 2-8 三階段變革模式 

資料來源：Lewin (1947) 

而就組織變革的類型與途徑來說，Leavitt (1964)認為其大致可透過結構、技

術、任務、與人員四大構面交織互動而組成變革模型： 

1. 結構途徑：經由指導方針、程序步驟、及政策計畫以達變革；具體作法包

括：組織架構圖、預算程序、及組織章程改善。 

2. 技術途徑：著重工作流程，包括物品、工作方法、及工作水準的重新安排。 

3. 任務途徑：聚焦於個人工作履行，強調工作動機及工作設計層面之改變。 

4. 人員途徑：強調員工態度、動機行為、技能之改變；具體作法包括：甄選、

培訓計畫、及績效評估等。 

解凍階段 透過外部環境或內部效能降低等刺激營造改變氣

氛，引發成員的變革動機，使組織達成變革共識。 

轉換階段 透過事前的有效溝通、邀請參與、及賦予自我管

理，降低成員對變革的阻力，再實施組織的分析、

設計開發、與導入等變革活動，形成新行為模式。 

再凍結階段 藉由改革評量，將成效回饋給成員，進而以獎勵、

支持、增強等途徑，加以穩定及保留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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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組織變革類型之相互依賴關係 

資料來源：Leavitt (1964) 

Harvey and Brown (1988)認為可透過三種方式進行： 

1. 技術性策略：偏重生產方式及作業流程的改變，以提昇工作效率與績效。 

2. 結構性策略：強調組織設計的結構轉變，藉由新的工作關係達到價值改善。 

3. 行為性策略：對人員態度和價值之轉化，形成新行為模式而提昇工作效率。 

Burke and Litwin (1992)進一步根據 Lewin (1947)的理論推演出組織變革的

管理模型，除了說明組織變革結構的動態關係，更提示管理者如何對其中構面

進行選擇與操作，以提昇組織效能。該模式由 12 個構面組成，其中較頂層的外

部環境、領導、使命及策略、組織文化等 4 個構面為組織經歷內外部壓力後的

價值深層轉變，會將價值推動到較底層的組織內部構面群，並接受來自底層執

行面的組織反饋，形成動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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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組織績效與變革模式 

資料來源：Burke and Litwin (1992) 

O’Neil and Hugh (1995)經由個案研究，歸納出組織變革的四種推動策略： 

1. 管理策略：高階管理者與團隊之更換、員工士氣塑造、及事業重新定義。 

2. 刪減策略：虧損單位縮編、成本與費用控管、存貨註銷或出清、及部分退出

市場。 

3. 成長策略：進入新市場、推出新產品、新行銷手法、併購、及新設備投資。 

4. 重組策略：重定調事業核心、採用新製程、改善配送方式、及新組織結構。 

Robbins (2001)則認為組織的計畫性變革，是由「改革媒介」 (Change 

Agents)來負責。而改革媒介可進一步分為： 

1. 結構改革：減少垂直層級、加寬管理幅度、合併部門職責、增訂正式化程

度、改變組織設計、重新設計工作、引入彈性工時等。 

2. 技術改革：修正工作程序、設備使用方法、引入組織例行性自動化等。 

3. 實體擺設改革：考量工作、正式互動、及社交需求，以制定空間規劃、設備

擺置、及室內設計等決策。 

4. 人員改革：透過溝通、參與決策，及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來改變員工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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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技能、期望、與效率等。 

就組織變革的修正而言，Kotter (1995)則透過對十年間近百家企業的觀察，

歸納出八種可能的錯誤：過度自信、低估願景、變革領導力不足、願景溝通不

佳、姑息變革阻力、忽略近程成果、過早宣布成功、及未將改變深植於組織文

化。為了矯正以上錯誤，Kotter 提出組織成功變革的八個步驟： 

1. 建立危機意識：組織要全面檢視潛在危機或機會，繼而建立須改變的認知。 

2. 成立領導團隊：領導團隊推動變革，除了須減少抗拒、增進團隊合作，更應

審慎決定權力與獎酬的分配，以穩定組織成員。 

3. 提出願景：提出具體而有吸引力的願景，並擬定達成願景的行動依據。 

4. 溝通願景：除了持續傳遞新願景外，應不斷澄清員工疑慮，確保充分溝通。 

5. 授權員工參與：鼓勵成員的創新想法，除了有助行動落實與調整，更能消弭

異議。 

6. 創造近程戰果：彰顯短期成效，以公開表揚有功人員，增強動機與執行力。 

7. 鞏固成果並持續精進：改善不符轉型願景的系統和政策，堅持一貫變革標準

以看待績效表現。 

8. 深植變革於組織文化：明定評鑑變革成效的方式，透過定期獎懲將變革概念

培養成習慣與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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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組織變革之修正歷程 

資料來源：Kotter (1995)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組織變革的階段往往強調變革共識的建立、變革

行動的執行與檢討、及變革後新組織架構的穩健維持。雖然在實務操作上，變

革流程通常是由企業高層與專業顧問所主導，但組織成員的參與度、認同度、

與反饋程度，反而才是變革願景能否達成的基礎。因此，不論是結構上、技術

上、或行為上之變革活動，建立溝通平台以維持策略彈性，同時緊扣變革核心

以避免願景失焦，是組織能否持續成功挑戰變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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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事業的動態能力 

一、動態能力 

企業發展新事業時，透過外部的合作與內部的組織變革，目標乃在於建構

其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以回應環境挑戰與市場需求，甚至為下一波的

發展培養潛力。Teece (1994)將「動態能力」定義為企業整合、建立、及重新建構

內部與外部能力以快速回應環境變動的能力。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則

將動態能力進行區分為「動態」和「能力」，其中「動態」是指組織能力的更新，

「能力」則著重企業的適應、整合、重新配置內外部技能、資源、及能力，以在

恆變的市場中取得平衡。 

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則認為「動態能力」是企業為了配合甚至創造市

場改變，所進行資源整合、重建、獲取、及釋放的過程，並強調動態能力是由企

業之歷史經驗所形成。Zott (2003)指出動態能力為引導企業從事資源配置，與執

行組織營運規範的發展過程。Shan, Gary and Ming (2006)則強調動態能力為企業

在多變環境中快速反應並創造改變的能力。Erin, Steven, and Mehmet (2007)更提

出：動態能力所架構的競爭優勢不須完全藉企業資源以產生，而是在於管理者如

何調度資源。由上可知，動態能力為企業藉多樣的資源運用方式呼應環境變動之

能力，且所衍生的競爭優勢端賴領導人的資源配置能力，以適應外在的複雜變化。 

Teece et al. (1997)進一步將動態能力加以解構，拆解出三大構面：「程序」、

「定位」、及「路徑」。「程序」是指企業執行活動之方法、過程、步驟、例規、

與有關之活動或學習；「定位」是企業的獨特技術資產、智慧資產、互補性資產、

及企業與供應者及互補者的外部關係；「路徑」則為企業可選擇的策略，以從現

有程序及位置移動至新資產與流程的軌跡。各構面詳述如下： 

1. 程序 (Process)：包含協調/整合、學習、及重置/轉換等三大角色： 

(1) 協調/整合 (coordination/ integration，靜態概念)： 

企業需協調內外部活動，以持續更新企業的動態能力；同時，企業亦須注重

外部活動與技術之整合，以提升產品開發之績效、取得策略優勢。 

(2) 學習 (learning，動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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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為透過重複與實驗，使任務執行更順遂與迅速的過程，使企業能藉由

一次次的經驗累積及環境偵測來修正現存問題、持續改善、甚至發現新的

產品機會。企業間亦能以許多外部合作方式進行學習。 

(3) 重置/轉換 (reconfiguration/ transformation，轉換觀念)： 

重置與轉換的能力本身就為一種經由學習而獲取的企業技能。資源重置在

動態能力中最具關鍵，需同時透過外在與內在的轉換，以在急遽變動的環

境中創造價值。藉由持續的市場監控、技術精進、及採用最佳實務，企業

愈能熟練重置/轉換能力，即能保持愈高的彈性，並愈早達成目標。 

2. 定位 (Position)：為企業具有的專屬性資產(firm-specific assets)，可細分為： 

(1) 技術資產：不易透過交易取得的內部資產，須保護所有權以建立差異性。 

(2) 互補資產：可外部合作取得的外部資產，技術創新需要以建立品牌服務。 

(3) 財務資產：反映營運績效的內部資產，以現金流量變化呈現企業狀態。 

(4) 信譽資產：呈現企業評等的無形內部資產，對企業的事業推動十分重要。 

(5) 結構資產：企業的內部結構及外部連結，影響創新速度及能力提升。 

(6) 機構資產：法規政策、智財制度、反競爭法等環境因子，屬外部資產。 

(7) 市場資產：市場環境若變化快速則技術定位不易確保，屬外部資產。 

(8) 企業疆界：水平及垂直整合的程度會影響企業的層級控制，屬外部資產。 

張志堅 (2000)指出：內部資產涵蓋企業本身有擁有的核心能力、資源、長

期累積的商譽、及對核心能力的保護；外部資產則強調企業所在的總體環境中

法律、文化、社會規範等是否有助於競爭優勢的建立。 

3. 路徑 (Path)：企業由現有位置找尋新流程與定位的策略軌跡，可進一步區分： 

(1) 路徑相依性 (Path Dependencies)： 

組織目前的定位通常是反映出過去的策略路徑；未來的定位發展更將受現

在策略之影響。 

(2) 技術機會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指企業過去的科技機會將影響其未來在特定領域中產業行為的持續表現，

而競爭者之間的研發活動亦會衝擊彼此間技術機會的深度與廣度。 

近期，Teece (2007)更結合不同學者對動態能力的解讀與補充，認為動態能力

會受到組織章程及結構的影響，並需透過高階主管來構築；同時，動態能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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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須與外在環境進行連結，並且藉由機會的覺察與掌握來轉換成企業內部能耐。

因此，他將動態能力的產生途徑進一步歸納為三大構面：  

1. 察覺機會 (sense opportunity)： 

廠商會持續在技術與市場中進行掃瞄、搜尋企業內部與外部機會。 

2. 抓住機會 (seize opportunity)： 

廠商在不確定性情況下，透過投資例規、資訊收集、管理制度以協助正確決策。 

3. 重新配置資產 (reconfigure asset)： 

意指意指廠商中高階主管透過資產間的調和與企業革新來維持動態能力。 

二、動態能力之構成 

Pavlos (2004) 認為動態能力是具有多構面的資源重新構型能力

(reconfigurability)，而「重新構型能力」是指能重新配置程序 (deployment process)，

以達成創新構型的能力，以應對環境變化。王友民、張宏榮(2007)進而由其架構

整合出動態能力的構成：市場感應、吸收、協調、整合、及網絡能力，詳述如下： 

1. 市場感應能力 (Sensing)： 

「動態能力」為企業整合、建立、及重新配置內外部能力來因應快速變動

環境的能力(Teece et al.，1997)；因此，能感覺環境變化、了解顧客需求的市場

感應能力，能使企業更快反應並維持策略彈性 (Bierly and Chakrabarti ，1996)。

同時，對於環境變化的持續觀察，也才能讓動態能力呈現多樣化面貌 

(Elsenhardt et al.，2000)。當組織發現市場機會時，則是將透過組織調整本身資

源的能力配置能力以取得機先 (Luo，2000)。企業處理環境改變主要由組高階

管理者領導，因此若領導者能掌握動態能力以推動轉換，則能力的生命週期分

支可較流暢進行(Helfat and Peteraf，2003)。 

2. 學習能力 (Learning)： 

組織需整合不同領域的知識以運用至新產品發展、改善製程、組織決策上

的能力(Bierly and Chakrabarti，1996)，因此需要能探索、鑑別、轉換、及產生

知識的學習能力。學習能力乃是藉由共同的編碼，來溝通與協調不同的知識

搜尋程序，從而由組織的新邏輯、活動、及例規中產生(Teece et a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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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ㄧ種學習能力模式係因應變革之威脅與機會(Ron，2004)，而在成功挑戰變

革後，動態能力更透過學習創造新的優勢資源(Luo，2000)。 

3. 協調能力 (Coordinating)： 

Volberda (1999)詳述組織的彈性能力是來維持組織與環境之間的一種動

態配適狀態 (dynamic fit)，並指出結構彈性來自組織的跨功能團隊設立、管理

規則及控制系統改變、水平或垂直工作擴大、及權責關係釐清。而上述的彈性

要素要成立，皆需要組織對資源和任務加以管理，以產生新的活動績效之協

調能力。此外，由於企業在不同流程與領域的勝任能力有所差異，故組織內部

的「協調」能力才更有助於合作創新。 

4. 整合 (Integrating)： 

以外部而言，組織的策略性優勢需要整合內部活動和外部科技，包含策

略聯盟、虛擬組織、買者與供應商關係(Teece et al.，1997)；以內部來說，組

織除了將能力或資源重新組合，亦應整合知識以提升資源的善用能力，甚至

整合策略彈性並協助正確決策(Eisenhardt et al.，2000)。是以，整合能力不但

是藉著深度分配多樣的投入要素，專注於成果貢獻與呈現的能力，亦是透過

統整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管理認知三大要素，以建立與重置資源的動態能

力(Ander and Helfat，2003)。 

5. 網絡連結 (Networking)： 

在高度動態市場下，環境的改變並非線性，市場障礙較為模糊，供應鏈的

參與者亦是可隨時移動的，產業結構並不穩定 (Eisenhardt et al.，2000)。故為

了因應環境的高速變化，企業必須運用其建立的價值網絡能力(Moller et al.，

2003)，例如透過策略聯盟的共識與同步行動，即時回應價值鏈，才能使動態

能力持續演進。 

參、動態能力之面向 

動態能力除了可向上解構為五種構成能力外，更能向下推演出包括環境變

化、知識基礎、策略彈性、能力構成、資本構成、能力生命週期、產業網絡等不

同面向，茲詳述如下： 

1. 動態能力的環境變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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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0)延伸了資源基礎理論，將動態能力定義為組

織運用資源進行營運的過程，更是一種組織制定產品創新、流程創新、及策略

聯盟等策略的過程，而這些能力需要透過組織學習來取得： 

(1) 在一般動態市場下，環境改變多半是線性而可預測的，具有明確的供應商、

競爭者、顧客、及市場限制。在如此市場中，組織例規主要源於現存知識

的應用，管理者依靠深度的理論基礎來籌劃組織活動，並發展出富有效率

的流程，屬於先學習後執行的線性模式(Helfat，1997)。同時，此時的動態

能力屬於複雜但可說明分析的流程。 

(2) 在高度動態市場下，環境改變非線性且難以預測，市場區隔模糊，且價值

鏈的上下游關係機動性高，成功的企業模式亦不清楚，產業結構並不穩定。

在這種市場中，動態能力不易依靠現存知識或過往經驗，而需創造較多的

新知識以因應，此時動態能力深度較淺卻不易剖析。 

2. 動態能力的知識基礎面向： 

 Leonard-Barton (1995)由知識基礎面向出發，將核心能力視為提供或區別

公司競爭優勢的知識集合，包含實體系統、技術系統、管理系統、價值常規： 

(1) 實體系統 (Physical System)：經過多年累積、編碼、及結構化而形成的組

織內隱知識，來源往往是組織成員的個人知識，加總形成一整體系統。 

(2) 技術系統 (Technical System)：可具體呈現在設備上的軟硬體外顯知識，包

括資訊、程序、產品測試資料、顧客資訊等。若此系統可被建立成為資料

庫，則成為有助長期發展的核心能耐。 

(3) 管理系統 (Managerial System)：創造知識、控制知識、資源分配及應用的

正式及非正式方法，包含學徒計畫、內部網路、激勵系統、及報告結構。 

(4) 價值及常規 (Values and Norms)：企業的知識內涵、結構、匯集知識的方式、

及價值觀，皆公司文化。此價值常規決定組織知識如何被尋找及培育。 

3. 動態能力的策略彈性面向： 

Bierly and Chakrabarti (1996)指出策略彈性 (Strategic Flexibility)可作為動

態能力之代理，較競爭者更快對外部環境劇烈變動，如競爭範圍的擴大、技術

創新等提出反應；策略彈性可區分為以下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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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製造彈性 (Manufacturing Flexibility)：對高科技產業而言，由於量產需大量

資金投入，產品生命週期變化又易使訂單量大幅震盪，故製造彈性格外重

要。換言之，愈是產品導向的組織，製造彈性愈小，組織策略也愈難反映。 

(2) 財務彈性 (Financial Flexibility)：現金資源的可使用性愈高、或資產的變現

性愈高，再搭配管理能力時，組織較能靈活調度資金以回應外部環境變化。 

(3) 行銷彈性 (Marketing Flexibility)：透過行銷所建立的品牌形象與忠誠度較

能確保消費基礎，同時增進顧客的黏著度，在變化的環境中穩固客層。 

(4) 知識廣度 (Breadth of Knowledge Base)：組織整合不同領域的知識並運用

到新產品發展、改善製程、及組織決策上的能力。 

4. 動態能力的能力構成面向： 

Luo (2000)延伸 Teece et al. (1997)的動態能力面向，提出動態能力的三種

能力構成：能力取得、能力配置、能力更新等三方面： 

(1) 能力取得 (Capability Possession)：是組織透過獲取資產以掌握競爭優勢的

方法。企業尤其需取得內嵌於組織中、競爭者難以模仿的獨特性資產。在

進行海外投資時，企業的獨特能力取得關鍵，乃同時移轉這些知識性資產。 

(2) 能力配置 (Capability Deployment)：能力配置是當組織發現機會時，調整資

源以搶得先機的能力。為了將知識資產予以最佳化，組織必須瞭解什麼樣

的知識配置、流通。與整合方式最佳，以使得組織資源分配的效率最大化。 

(3) 能力更新 (Capability Upgrading)：能力更新是藉由動態學習為組織創造新

的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不只著重取得及分配組織資源，尚包含吸收新知

識的學習能力。學習能力亦不只是將新概念或創意整合成組織知識，尚須

讓知識可在組織內分享流轉、提升組織資源地位。並促進組織更新。 

5. 動態能力的資本構成面向： 

Ander and Helfat (2003)主張組織建立、整合、與重置資源的動態(管理)能

力需要管理者做出高水準的決策，而提出動態能力的要來自下三大要素：管理

的人力資本、管理的社會資本、及管理認知，作為制定營運決策的基礎(Walsh，

1995)，進而決定了企業組織的績效。一群科技先驅所組成的團隊傾向發展全

新技術，而由風險歸避者所組成的團隊卻可能選擇改進既有技術 (Helfat and 

Peteraf，2003)。 



 

40 
 

6. 動態能力的能力生命週期面向： 

動態能力會透過對營運能力的影響間接改變企業產出，領導者的決策會

影響動態能力的發展路徑，而能力生命週期則可勾勒出動態能力的演變歷程： 

(1) Helfat and Peteraf (2003)認為在能力自建立、發展、至成熟的過程中，為因

應環境變化會產生六種可能的轉換分支：衰退能力、縮減能力、再生能力、

複製能力、新配置能力、及重組能力；若組織擁有動態能力，則能力生命週

期的分支轉換會較為流暢。 

(2) Ron (2004)則提出為因應不同變革之威脅與機會，所發展出的五種能力模式，

以說明每種能力之交互作用與關係： 

(a) 能力模型 I：高階主管的策略邏輯能力(strategic logics) 

(b) 能力模型 II：機能部門之程序管理能力(process management) 

(c) 能力模型 III：經理人進行資源型態鑑別與配置的合作彈性能力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d) 能力模型 IV：資產運作層面之資源彈性能力(resource flexibility) 

(e) 能力模型 V：執行運作層面力之作業彈性能力(operating flexibility)。 

7. 動態能力的產業網絡面向： 

Moller et al. (2003)整合了產業網路理論(Industrial Network Theory)而提出

價值系統連續帶觀念(Value-System Continuum)，其內涵包含核心價值產生

(Core Value Production)、附加價值產生(Additional Value Production)、及未來價

值產生(Future-Orientated Value Production)。企業要從事價值創造，則須須在動

態能力中嵌入網路視野、網路流通與管理、及網路規劃等面向，強化組織內部

管理及外部企業網路之經營能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動態能力之內涵在於快速回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在

基礎層面上強調資源調度、流程的重新安排、與貫通今昔的學習能力；在進階層

面上，則聚焦對內部組織與策略的彈性，及對外部產業夥伴的合作網絡建立，才

能使動態能力持續優化。在新事業發展上，企業如何從外部尋求合作、從內部變

革組織、進而創造出動態能力、達成內部與外部創新，方能使事業面對下次市場

遽變時，有能力持續新事業開展，形成正向的動態創新循環、穩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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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進行，透過個案訪談的資料基礎、文獻的概念回

顧、及研究課題的建立，提出一觀念性的研究架構，藉以剖析與探討明基材料

如何針對新事業發展建立外部合作模式，並調適其內部組織型態，以構築其動

態能力，持續回應市場與產業變遷，使新事業不斷成長。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謝安田(1979) 認為個案研究(Case Study)屬於敘述性研究，雖是專注於有限

數量事件和情況的探討，但由於能深度連結事件間的相互關係，並對樣本有全

面性檢視和詳細論述，故可以作為決策、判斷、並延伸至相似事件的依據。 

Eisenhardt (1989) 將個案研究法之步驟歸納為：定義研究問題、選擇研究個

案、 安排程序與細節、進入研究領域、分析個案相關資料、尋求橫跨個案之型

態、產生假說、形成理論、研究結束。 

Hachmias and Nachmias (1992)認為個案研究法是一種邏輯求證過程，能在

收集、分析、和解釋現象的過程中，引導研究者推導出變項間的因果關係。而

個案研究的設計則決定了概化範圍，抑即研究所得之結論能否推衍至更大的母

體或不同的情境中。 

個案研究是一個 2 Χ 2 的矩陣模型，其中第一軸度為個案組成，分為單一個

案或多重個案，第二軸度則為分析單元，可分為整體式(Holistic)和嵌入式

(Embedded)設計。此外，個案研究法之研究設計應該包括五個元素：研究問

題、研究命題、研究分析單元、連結資料及命題邏輯、解釋研究發現之準則。 

同時，個案研究採取「分析式概化」(Analytic Generalization)，與根據「抽

樣單位」(Sampling Unit)去推論母體的「統計式概化」(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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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由於個案並非抽樣單位，因此個案不是為了要抽樣而被選取，而是整體

實驗主題的選取，故多重個案應被視為多重實驗。 

個案研究相較於統計研究，具有以下優點：  

1. 研究推論範圍：個案研究由整體情況和完整個體進行判斷，結論得並非

任意挑選某樣本群體、少數情形、或可能悖離事實分布的平均值。 

2. 研究情況描述：個案研究乃針對真實狀況及事件加以描述，而統計研究

僅是針對具有顯著性的現象作解釋。 

3. 研究資料深度與可靠性：由於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有較長時間而深入的第

一線接觸與訪談，彼此間熟悉與信任程度的增加，將能提升資料的正確

性與機密性，而相較於根據次級資料進行分析的統計研究更有優勢。 

然而，個案研究的主要缺點在於客觀性的不足，常見包括主觀的訪談記錄

方式、分析方式、或現象的一般化解釋等，仍需加以克服。 

以個案數量來說，選擇單一個案較多重個案研究具有諸多優勢： 首先，單

一個案較適合呈現重要理論的關鍵性測試及時間序列之比較。接著，若單一個

案具有可彰顯的獨特性或代表性，則適宜作為多重個案研究的先導個案。同

時，單一個案設計亦適用於揭露式個案(Revelatory Case)，即所收集到的資料具

有揭露性，有利於研究者接觸到過去觀察所無法探討的情境。 

據上述個案研究法基礎，本研究選擇單一個案研究法，除了有利於研究理

論探索，更由於研究標的－明基材料是隸屬於明基友達集團、獨特而有指標性

的個案：除了可進行十多年的完整資料蒐集，明基材料的事業重心更經過多次

轉變，由原本的電子裝置製造業，歷經兩次全然迥異的新事業發展： 分別是價

值鏈上游的材料元件製造業、與價值鏈終端的品牌服務業。同時，兩次新事業

的經營時間有所差距，高科技產業為主時期達約 10 年，而發展品牌醫療產業僅

約 5 年，相距達 5 年以上，卻皆有經營績效，值得深入探討其動態能力之養

成、及能力如何促進每次新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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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先彙整了過去學界對於新事業發展、外部合作、組織變革、及動態

能力之相關文獻，在探討學理上既有架構與認知後，接著對明基材料的前任及

現任董事長、總經理、行銷經理進行實際訪談，收集並統整十多年來關於明基

材料及相關產業的次級資料，包括歷年年報、產業分析報告、報章雜誌、出版

刊物、及網路文章等，作為撰寫個案的主要內涵，再將內容進行分類與歸納，

化為概念化的分析圖表。 

在研究方向上，本研究以明基材料的兩次新事業發展： 由電子業跨入材料

業、由材料業跨入品牌服務業，來探討企業如何透過對外的合作模式，及對內

的組織變革，來建構其動態能力，同時該動態能力如何應用於下一次的新事業

發展，藉以建構出明基材料的新事業成長地圖，歸納其發展脈絡與相應的組織

策略和動態能力養成，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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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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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觀察明基材料的最初本業與兩次新事業發展： 分別為光碟產

業(電子業)、偏光片產業(材料業)、生醫產業、及隱形眼鏡產業(皆品牌服務

業)，經由產業特性的異同，再以明基材料在不同事業的外部合作模式(包含與

友達集團或其他企業的互動)為背景，來探討兩次新事業發展的在組織層面的調

整，進而觀察明基材料的動態能力累積，及其如何呼應環境變化，啟動新一次

新事業開展的契機，形成動態能力帶動新事業成長的正向循環。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由動態能力之觀點，對於企業如何在面對市場競爭情勢與法規環境

變化之下，透過不同的外部合作模式、及內部組織變革，達成新動態能力的建

構，進而回應市場的新需求，並釐清本研究之核心議題。是以，本研究由三大

構面切入：  

首先，第一構面在於探討變革事件建構動態能力的過程，故本研究參考

Chesbrough (2003)的開放式創新模型，將其原本界定之研究、發展、及市場化

之過程，改造為外部合作、組織變革、及動態能力形成等階段，並加以矩陣

化，以事業事件為單位，詳加探討動態能力的建構軌跡。 

圖 3-3 動態能力建構矩陣－構成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6 
 

動態能力建構矩陣可分為三大部分： 首先，外部合作階段包含兩個層面: 

1. 垂直合作：企業透過與母集團在價值鏈的垂直方向上進行整合與互動。 

2. 水平合作：企業與同業夥伴合作或異業結盟的水平跨界方式來發展新事業。 

接著，在組織變革階段，根據 Leavitt (1964)，企業可能在結構、技術、任

務、與人員四個層面進行調整： 

1. 結構途徑：包含指導方針、預算程序、及組織章程與政策等 

2. 技術途徑：涵蓋技術製程、物品管理、及工作水準流程安排等 

3. 任務途徑：包括工作履行、工作設計、價值鏈管理等 

4. 人員途徑：指員工態度、動機行為、培訓及績效評估等 

最後，在動態能力養成階段，新形成的動態能力可能聚焦於新事業之程序

改革(Process)或是定位調整(Position)，而動態能力在變革事件中的路徑(Path)則

體現於此三階段之整體移動軌跡。同時，每次變革事件所促成的動態能力，皆

可進一步回應下一次的環境變動，形成動態能力的適應性及演進連續性，持續

推動整體新事業之成長。 

【圖例說明】 

1. 動態事件之變革始點       ○ 

2. 動態事件之變革中繼點     ◇ 

3. 動態事件之變革成熟點     ☆ 

圖 3-4 動態能力之演進連續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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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第二構面同樣以事件為單位，參考 Teece et al. (1997)對動態能力之

解析，探討新事業事件中各自動態能力之定位與程序特性，歸納出最主要的動

態能力內涵，進而檢視其分布情形是否與該產業特質相呼應，而得以支持該新

事業發展。本特性座標軸以動態能力之程序及定位為兩軸，區分出四大軸度： 

1. 靜態程序：企業透過內外部合作，以協調/整合既有資源之能力。 

2. 動態程序：企業透過試誤與調整以持續改進產品之學習能力。 

3. 內部定位：為企業之內部資產，包含技術、財務、信譽、及結構資產。 

4. 外部定位：為企業之外部資產，包含互補、機構、市場資產、及企業疆界。 

圖 3-5 動態能力坐標系－程序與定位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在第三構面上，由於確認了動態能力的定位與程序，將更易於瞭解

動態能力的演變途徑，繼而帶動新事業部之間的協同成長。故本研究以新事業

為單位，參考 Teece et al. (1997)所提出的策略軌跡，及吳珮甄 (2005) 以企業凝

聚的整體性角度剖析動態能力之推進，進而將動態能力的路徑分區如下: 

1. 路徑相依性：企業未來定位受過去策略走向的影響度，故主要取決於策略的

垂直整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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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機會：  企業未來行為受到其面對科技機會的方式所影響，故基本上取

決於技術的水平引進程度。 

圖 3-6 動態能力與新事業發展－路徑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聚焦於具有代表性與對比效果之單一個案，雖考量到個案整體情況和

內涵，而能提供較全盤的分析架構，推論所得結果亦非刻意挑選特定情形，

但由於個案獨特性的限制，無法進一步與其他個案加以比較。 

2. 本研究雖直接訪談明基材料之第一線個案領導高層，但所探討時間軸之起訖

點主要為： 個案進行第一次新事業發展前夕的 2002 年，至訪談結束之 2013

年 9 月，因此對於個案企業之創立初期沿革或未來最新發展敘述可能仍有未

竟之處。 

3. 本研究所根據之搜集資料來源廣泛，包括明基材料陳董事長、游前董事長、

林總經理等之訪談記錄、歷年年報、經濟部及工研院之產業分析報告、專業

市調公司的全球分析報告、及諸多報章雜誌與網站報導等次級資料加以彙整

與推演，但因研究者的專業知識有限，仍可能有不甚嚴謹或疏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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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業分析 

第一節  光碟產業 

一、產品特性 

光碟是儲存電子資訊，尤其影音資料的重要裝置，除了可依儲存空間大小

分為 CD 及 DVD 之外，亦可依可編輯程度分為一次性的 CD-R/ DVD-R 及可複

寫的 CD-RW/ DVD-RW。在製作上，CD 是在模板經過以電鑄及刻板後，以射

出成型及濺鍍技術在精密設備中壓製而成。 

在資料燒錄上，CD-R 上塗有一有機染料層，該層上佈滿凹槽(儲存點)，經

過燒錄機的高功率雷射後，會與下層金屬產生反應，該反應並不可逆，故僅能

一次性燒錄。CD-RW 的基底片則由特殊合金組成，當燒錄機放出 600oC 高溫雷

射時，會使特殊合金去結晶化而形成凹槽；當燒錄機放出 200oC 低溫雷射時，

卻會使合金再度形成結晶而抹去凹槽，因此可複寫而多次燒錄。 

於 1996 年研發的 DVD 之技術源於 CD，因此除了外觀尺寸的相同，製程原

理亦相近。不過，DVD 的磁軌間距(0.4 μm僅為 CD 的一半，使其資料容量提升

至 7 倍；同時，DVD 燒錄機使用紅光雷射(650 nm)，較 CD 燒錄的紅外線雷射

(780 nm)能量更高，以便產生更小的凹槽，並提升除錯效率。 

隨著時代演進，光儲存技術更演進到高畫質的 HD-DVD (High-Definition 

DVD)及藍光光碟(Blu-ray Disc, BD)兩大技術陣營，除了容量及解析度大幅增

加、能支援的影音格式亦大開。過去支持藍光技術廠商包括 Sony、Philips、先

鋒、Dell、及若干電影公司，支持 HD-DVD 的則有 Toshiba、Microsoft、與 Intel

等業者，而目前則以藍光光碟為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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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光碟之種類與特性 

特性比較 CD DVD HD DVD BD (blu-ray) 

解析度 240i, 288i 480i, 576i 480i, 576i, 1080i, 

720p, 1080p 

480i, 576i, 1080i, 

720p, 1080p 

雷射波長 780 nm 紅外光 650 nm 紅光 405 nm 藍光 405 nm 藍光 

最小訊坑長 0.8 μm 0.4 μm 0.2 μm 0.15 μm 

軌距 1.6 μm 0.74 μm 0.4 μm 0.32 μm 

儲存容量 650/700 MB 

(僅單層) 

4.7 GB 

(雙層 8.5 GB) 

15 GB 

(雙層 30 GB) 

25 GB 

(雙層 50 GB) 

(四層 128 GB) 

支援視訊碼 MPEG-1 MPEG-1 

MPEG-2 

MPEG-2 

MPEG-4/ H.264 

AVC 

VC-1 

MPEG-2 

MPEG-4/ H.264 

AVC 

VC-1 

支援音訊碼 MPEG-1 II Dolby Digital 

DTS 

Linear PCM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True HD 

DTS 

DTS-HD HR 

DTS-HD Master 

Linear PCM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True HD 

DTS 

DTS-HD HR 

DTS-HD Master 

Linear PCM 

資料來源：工研院光電所與 PIDA (2004)，本研究整理 

二、產業價值鏈 

光碟產業價值鏈可分為上游零組件製造商、中游的光碟機系統商、及下游

的光碟片製造商及軟體開發商。以 2001 年左右的台灣為例，就上游的零組件廠

商而言，主要依光學讀取頭之元件進行分類：除了有擅長鏡頭的大立光、生產

主軸馬達的建準、裝配模組的建興、專精 IC 晶片設計的聯發科，更有兼擅光電

與光學讀寫頭的亞洲光學等業者。中游的光碟機廠商亦可分為兩類，除了如明

基、建興等生產燒錄機的模組商，更包含製造播放機的雅新、億碩等廠商。 

下游部分的光碟片生產商，則可分為製造空白光碟與已燒錄光碟兩類。其

中，中環與錸德同時橫跨兩類光碟生產，而專注空白光碟的尚包含精碟等廠

商，專注已燒錄光碟製造者則含訊碟等業者。在應用端的軟體研發業者，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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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驅動程式與操作介面的整合，以訊連、英特維等廠商為首。 

圖 4-1 光碟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MoneyDJ.com，本研究整理 

三、產業環境 

1. 生命週期短，價格競爭激烈 

以 CD-R 為例，雖然於 1994 年甫由 Sony 與 Philips 公司開發上市時，電腦

配套仍不足，但至 1996 年時，CD 系列軟體已能與大部分 CD-R 光碟機相

容，，且價格大幅下降，因而成為個人電腦的基本配備。同時，光儲存產業的

興起帶動技術的快速進階，光碟的資料傳輸率由 2 倍速、4 倍速、進展至 16 倍

速以上，呈現指數型成長，以相對使得市場不斷汰舊換新、產品跌價迅速。 

2. 產品利潤相蝕，建立進入障礙 

由於光碟的材料成本佔整體成本的 80%以上，因此廠商為保持營利與市佔

率，在降價空間極有限的情況下，只能不斷搶先推出高倍速的新產品，爭取願

付價格高的初期使用者以獲得高額的初期利潤。然而，高倍速新產品的替代性

強，會立即破壞舊產品市場，不只造成利潤相蝕，更有存貨大增的風險，對於

技術不足的潛在進入者構成威脅。 

3. 規模經濟顯著，大廠掌握關鍵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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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消費者採購光碟機的模式日趨複雜化，加上每一代產品的破壞性強

烈，具經濟規模的大廠因具有成本優勢，而有削價競爭的空間。同時，光碟機

的三大關鍵零組件：專用 IC 晶片組(chipset)，光學讀寫頭(pickup)、與主軸馬達

(spindle)，其產能皆掌握在日系或荷蘭大廠手中，使大廠對產品價格與倍速進展

居於主導地位。大廠多在產品上市初期嚴格防止關鍵零組件外流，待產品生命

末期、獲利殆盡時，才將組件釋出給中小型廠商，亦大幅墊高產業進入成本。 

4. 自有品牌銷售 

相較於他類電子資訊產品，光碟與光碟機廠商的自有品牌(OBM)比率較代

工(OEM/ ODM)比率為高。雖然自行銷售的利潤較高，且不易在產品的生命週

期末期面對下游客戶的抽單風險，但由於須建立後勤通路與前線行銷，同時存

貨壓力增加，因此若對產量或產品生命週期預估錯誤，都易遭致嚴重損失。 

四、全球市場分析 

1996 年起，光碟產業隨著電腦產業而興起，光碟機的全球產量已達到 4,800

萬台以上，2000 年時突破 1 億台，並於 2004 年達 2.5 億台，平均年複合成長率

達 7%以上。其中，相對應的光碟片銷量也呈現高度成長：DVD 銷量由 2003 年

的 6.6 億片，2004 年增至 15.4 億片，2006 年更突破 60 億片。2006 年，藍光光

碟問世，加上筆記型電腦價格下跌促使終端需求勁升，更使光碟機銷量於 2007

年突破 3 億台；2008 年起，受到薄型電腦機種需求帶動，及藍光規格確立所影

響，CD-R/ CD-RW 的銷量逐年遞減，而 DVD-R/ DVD-RW 及藍光光碟銷量則

逐年遞增；其中，藍光光碟的 2008 年銷量近 2,500 萬片，占比約 10%。2010 年

來，隨著數年的供需調整，使得二線廠商相繼退出後，供需轉趨平衡。 

1. 日本市場 

日本於 1996 年是全球光碟機零組件的主要供應國，在 CD-R 市場享有七成

的全球市佔率，其餘三成則來自台灣、新加坡、韓國等地。隨著 Philips 積極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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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包括零組件與整機)給台灣廠商，日商亦逐漸移至海外生產，1996 年的海外

生產比例達 57%。1998 年後，日商將焦點移至 DVD 系列產品；2006 後，更聚

焦於藍光產品，藍光產品年增率達 1 倍以上，藍光播放機更佔整體光碟播放機

比率達 91.4%。 

2. 韓國市場 

韓國主要生產廠商多屬於垂直整合型的集團企業，一方面積極開發上游的

關鍵零組件，另一方面也加速進行下游的系統整合，尤其又善於以低價進佔市

場，對整體市場影響大。2010 年來，由於韓國品牌業者大幅下殺藍光播放棄之

售價，更加速了藍光取代 DVD 的進程。 

3. 歐美市場 

歐美地區由於 2010 年來數位影音內容發展成熟，使其光碟市場隨著藍光光

碟的發展而擴大，尤其深入家庭娛樂領域。同時，連鎖通路 Wal-Mart 及 Target

等業者對藍光播放器(ODD)的大幅低價促銷，也帶動播放器市場成長快速，使

2011 年美國整體光碟及光碟機營業額增長率雙雙超過 5%，其中藍光光碟銷售

較前一年增長 58%，藍光產品的家庭用戶亦增長 52%，但主要受日、韓系一線

品牌壟斷。此外，相較於播放器，美國的藍光燒錄器市場仍不如日本活躍。 

4. 台灣市場 

台灣光碟機產業從 1996 年的產量 675 萬台、全球市佔率 14%一路急速成

長，2001 年出貨量突破 5,000 萬台、全球市占率 32%，隔年 2002 年甚至達

7,800 萬台，佔全球 45%，緊追韓國之後。然而，光碟機價格卻從 2 倍速的

6000 元以上，一路跌到 52 倍速的 800 多元。台灣廠商亦積極擴產台灣廠商雖

然市場敏銳度高，但產品技術的自主性低，且無法掌握關鍵零組件，對長期發

展構成阻礙。面對 DVD 市場，台灣廠商多半面是前有專利障礙，後有大陸低

價產品追趕；而面對藍光市場的崛起，台灣廠商則選擇積極擴產、爭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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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全球光碟片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PIDA (2011)，本研究整理 

表 4-2 全球光碟片市場變化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CD-R 6,779 10,802 13,000 14,042 14,293 12,860 10,050 8,900 7,890 7,000 

CD-RW 288 235 157 180 193 161 135 105 86 75 

DVD-R 72 588 2,193 3,420 4,443 7,533 9,100 9,900 11,020 11,990 

DVD-RW 0 118 157 273 360 379 386 396 440 550 

BD-R - - - - - 9 25 55 109 210 

資料來源：PIDA (2011)，本研究整理 (單位：百萬片) 

圖 4-3 全球資訊用光碟機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PIDA (2011)，本研究整理 



 

55 
 

表 4-3 全球資訊用光碟機市場變化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CD-ROM 38 31 24 18 9 7 6 6 4 
CD-RW 27 23 19 16 8 8 8 7 5 
DVD-ROM 69 72 75 77 79 72 66 62 60 
DVD-RW 53 110 148 177 191 181 176 175 160 
DVD Combo 19 25 34 41 44 48 50 53 51 

BD-ROM - - - - 1 3 7 20 51 

資料來源：PIDA (2011)，本研究整理 (單位：百萬台) 

五、競爭者分析 

1. Sony (索尼) 

Sony 集團跨入光碟事業，始於藍光技術的開發：Sony 首先邀集 Philips (飛

利浦)、Pioneer (先鋒)等科技廠分別研發可複寫藍光光碟(BD-R)技術，並於

2002 年聯合了共 9 家企業成立藍光聯盟。但同年，電影業龍頭華納對藍光光碟

的成本與相容性提出抗議，促成 Toshiba (東芝)與 NEC (日本電氣)為首的 HD-

DVD 技術陣營，引發標準戰爭。但另一方面，Sony 於 2006 年與 NEC 合資成

立 Sony NEC Optiarc，並於 2008 年藍光被定為全球統一規格後，收購 Sony 

NEC Optiarc 全數股權。然而，隨著 DVD 及 BD 需求趨緩，加上出售桌上型電

腦部門的損失，2014 年 Sony 持續調降財務目標預測。 

2. Panasonic (松下) 

Panasonic 身為藍光聯盟的一員，除了 2007 年以來在半高型藍光燒錄器市場

享有 45%的高市佔率，更積極研發薄型燒錄器，於 2008 年上市。2008 年 2

月，Toshiba 所推動的 HD-DVD 規格退出市場後，Panasonic 即於 2009 年 2 月

與 Sony 及 Philips 共同宣佈成立藍光專利池的授權平台，使平台加入廠商所負

擔的藍光技術權利金大幅下降，同時使光碟機(ODD)與光碟片廠商受惠。2010

年，Panasonic 更將焦點移至 3 ~ 4 層的 BDXL 藍光光碟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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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錸德 (Ritek) 

從 1988 年的 CD 製造起家，錸德於 1996 產出台灣首片 CD-RW 及 DVD-

R，2000 年起跨入光電領域，進行 OLED 之生產。2006 年，錸德再次多角化，

積極轉進觸控面板產業，轉投資成立安可光電，主要產品為導電玻璃及薄膜等

觸控面板原料，應用廣泛，切入終端智慧型電子產品市場。隨著藍光成為主

流，錸德亦於 2010 進行 1 ~ 2 層藍光光碟之擴產，使 2011 年底藍光已佔營收

15 ~ 20%。2013 年，錸德更與美商 Millenniata 共同開發出通過美國軍方測試的

「千年光碟 M-Disc」，拓展企業資料備份市場。 

4. 中環 (CMC) 

中環於 1978 成立後開始製造光碟，並於 1990 年起跨足錄影帶及磁碟片生

產。2000 年後，中環甚至開始投資影視媒體產業，陸續成立中環娛樂、亞藝影

音、得利影視等公司，同時掌握光碟產業的軟硬體發展。同時，中環亦在 2000

年與日商富士通(Fujitsu)合資成立富晶通，進行觸控面板的製造。富晶通以生產

5.7 吋以上面板為主，鎖定中大尺寸市場，出貨給富士通、群創光電、無敵科

技、及友達光電等廠商，應用於多功能事務機(MFP)、全球定位統(GPS)、POS

機、及工業電腦等。2010 年以來，中環亦持續擴大單、雙層藍光光碟機之產

線。於 2011 年底藍光佔營收約 10%。隨著近年來全球光碟片廠陸續淘汰，中環

與錸德目前在光碟片市場之全球市佔率共計達 90%。 

六、未來展望與威脅 

1. 快閃記憶體與虛擬分享 

2003 年以來，隨著隨身碟、記憶卡(SD 卡) 、隨身硬碟的出現，電子資料

的可攜性、可編輯性、與容量都較光碟片大幅提升。光碟的複寫性限制、燒錄

時間、與倍速演進快速，都使消費者的黏著度降低，即使藍光市場仍緩步成

長，DVD 系列產品銷量卻遞減。同時，隨著虛擬社群分享與雲端儲存空間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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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上近年來數位串流等服務的興起，都使得實體光碟愈來愈遠離數位內

容，光碟市場將走向停滯與萎縮。 

2. 數位電視帶動藍光市場 

由於數位訊號具有高畫質、多頻道等特性，取代傳統類比訊號已是確定趨

勢；美、德、義、日、台、英、中等國政府皆於 2010 ~ 2015 年間分別陸續終止

類比訊號播送，數位電視需求量也將因此逐步增加：2008 年全球數位電視用戶

突破 3 億戶，2013 年時更已達 9.1 億戶。數位電視的普及提升了消費者對互動

選單及節目預錄的需求，將進而提升對藍光錄放影機的消費意願。以台灣為

例，持續耕耘數位影音平台的中環，將更有發展空間。然而，藍光市場成長卻

仍難阻止跌價趨勢：2010 年的藍光播放器價格跌至 200 美元，2014 年更跌破

100 美元，藍光市場薄利化已成趨勢。 

3. 遊戲產業採用藍光規格 

2008 年 Sony 主導的藍光確立為產業標準後，Sony 所推出、藍光規格的遊

戲主機 Play Station 3 (PS3)銷量即急速成長：該年的消費性藍光產品總銷售量

1835 萬台中，PS3 即佔了 65.4%。2013 年底，微軟的 Xbox One 亦升級藍光，

加上中國恰對遊戲機生產跟銷售解禁，銷量至 2014 下半年達 500 萬台，Sony

的 PS4 銷量更突破 1000 萬台。對於寡占光碟片市場的台灣廠商錸德與中環來

說，假定單層 BD-R 50G 單價 100 元，預估銷量 2000 萬片將可貢獻 20 億新台

幣營收；再加上中環長期投入媒體娛樂事業，錸德又參與 Apple 之 iWatch 的數

位科技研發，可能對於在藍光市場發展更具優勢。 

4. 企業資料與雲端備份需求 

2011 年的日本 311 震災使日本政府與企業在硬碟與記憶體的資料庫損失慘

重，因而重新正視資料的保存性與耐候性。因此美日大廠競相投入企業與雲端

資料庫專用的 Archive 等級光碟，並在規格上分為兩類：一是保存取向，如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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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與 Millenniata 開發的 M-Disc，將光碟壽命增至千年、容量提昇至 25G；另一

則容量取向，如 TDK 的 16 層 BD 及美商積極開發的全像光碟，容量達 1 TB。

因為 Archive 光碟鎖定品質導向的 B2B 市場，進入門檻極高，二、三線廠不易

跨足，未來若進入成長期，可能創造可觀的營收與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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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偏光片產業 

一、產品特性 

偏光片是液晶顯示器面板重要材料之一，全名為偏振光片，可將自然光部

分吸收或反射而成為直線偏光，實現液晶顯示高亮度、高對比的特性。而所有

的液晶面板都需要有前後兩片偏振光片緊貼在液晶玻璃上，組成總厚度 1mm 左

右的液晶片，才能使液晶顯示器成像。 

以結構而言，偏光片主要組成為 PVA 膜（polyvinyl alcohol，聚乙烯醇拉伸

膜）和 TAC 膜（triacetyl-cellulose，三醋酸纖維素膜），經過多次複合、拉伸、

塗布等工藝，將具有偏光性，而能與液晶及驅動 IC 共同控制面板的明暗變化。

而偏光片由外而內的膜層結構依次為：表層保護膜、TAC 膜、PVA 膜、AG 膜

（防眩層）、LR/AR 膜（低/不反射層）、TAC 膜、感壓黏著膜、WVDLC 光學補

償膜、及離型膜。 

表 4-4 偏光片結構與製程 

 

 

前段製程 1. TAC 膜蝕刻處理 後段製程 5. 表層保護膜與離型膜貼合 

 2. PVA 膜拉伸延展  6. 偏光片成品裁切 

3. TAC 膜與 PVA 膜貼合 7. 光學檢驗與保裝 

4. PVA 膜塗佈光學膠 *製程 1-5 均涉及卷對卷技術 

資料來源：寶來證券，偏光板產業概況之評論(2003)，本研究整理 

層別 英文名稱 材料 功能 

表面保護膜 Protective film PET＋PSA 保護偏光片結構 
保護層 Triacetyl cellulose film TAC 支撐與保護偏光膜 

偏光層 Polyvinyl alcohol film PVA 產生偏光機制 
保護層 Triacetyl cellulose film TAC 支撐與保護偏光膜 
感壓黏著層 Adhesive glue PSA 黏著 LCD 基板 
離型膜 Release film PET＋silicon 保護感壓黏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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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品而言，一般來說偏光片種類主要有三：TN 面板型、STN 面板型、及

TFT-LCD 面板型，每種又可分為碘系或染料系的偏光膜。其中，由於碘系的

TFT 型偏光板開發技術較成熟，偏光度及透過率都接近理論值，故常被用於製

作液晶顯示器（LCD）面板，是偏光板市場中最受關注、最高階、也最具市場

性的產品。以 TFT 偏光片產品特性而言，液晶電視所需面積最大，所耗玻璃基

板亦最多；筆記型電腦注重薄型化需求；顯示器價格彈性高、平板電腦則需耐

久性、光特性、及厚度等多重條件相互配合。 

表 4-5 偏光片種類與產品 

類別 TN 型偏光板 STN 型偏光板 TFT 型偏光板 

碘系 計算機、太陽眼

鏡、手錶、遊戲機 

PDA、傳統手機 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

桌上型顯示器、液晶電視 

染料系 車載低階顯示器、 

船舶用低階顯示器 

低階汽車導航器 投影機、高階汽車導航器 

資料來源：寶來證券，偏光板產業概況之評論(2003)，本研究整理 

 

圖 4-4 面板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STPI資料庫，TFT-LCD 產業供應鏈，本研究整理 

二、產業價值鏈 

以面板的成本結構而言，偏光片約占 TFT-LCD 面板成本的 11%左右，單位

成本之高僅次於玻璃；且隨著面板尺寸的增加，偏光片所佔的成本比重也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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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由 15 吋面板的 12%，提升至 30 吋面板的 15%。 

在生產偏光片所需的各膜層中，各種膜層的技術門檻皆高，尤其是 TAC 膜

和 PVA 膜為最，分別占偏光片原材料成本的 54%和 17%，合計占偏光片成本達

70%以上。由於此兩種膜材料的供給集中，加上日韓廠商的技術壟斷，又偏光

片的多層膜加工技術須彙集高分子、微電子、光電、薄膜、電腦控制等多種人

才，使新進者欲切入中游的偏光片製造十分困難。 

圖 4-5  TFT-LCD 面板與所用偏光片的成本結構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 (2002)，本研究整理 

以上游供應商來說，全球 TAC 膜及 PVA 膜皆主要由日本的底片大廠供應，

市占率分別高達 90%及 65%，形同原料寡占，一旦這些上游原料商有意跨足偏

光片生產，將對中游的偏光片廠商形成強烈衝擊。 

就中游偏光片廠商而言，全球主要偏光片供應商集中於日本、韓國、臺

灣、及近期新興的中國地區，偏光片企業超過 15 家，生產線約達 81 條。日本

主要廠商為日東電工、住友化學、日本三立子等，韓國主要廠商為 LG 化學、

第一毛織，中國主要廠商為盛波光電，臺灣主要廠商則為明基材料、奇美電

子、及力特光電，彼此之間各產品的市占率互有消長。 

就下游面板廠而言，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面板廠純粹從其他偏光片廠購

買偏光片，不事偏光片生產：日本的夏普集團主要偏光片來源為住友化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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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群創光電的偏光片則來自有持股關係的奇美材。第二類的面板廠向上垂直整

合，以子公司或轉投資形式同時生產偏光片：不論友達集團、奇美電子、三星

電子、樂金（LG）集團等大廠，皆持有對應的明基材、奇美材、第一毛織、

LG 化學等偏光片廠商，對產業鏈掌握度高。 

三、產業環境 

1. 雙頭寡占與規模經濟 

偏光片的關鍵上游原料皆來自日本大廠，其需求又取決於下游的面板廠，

形成上下游廠商議價力皆大的雙頭寡占局面，使產能較小的新進者常難以突

破。除了來自上游的進貨壓力，偏光片廠商面對下游的面板的快速跌價，更難

以提升獲利。 

2. 設備封鎖與技轉困境 

日本偏光片原料廠多半亦生產偏光片，卻一度在將 TFT 技術技轉放出後，

即面臨 TFT 產業崩盤的情形。故日本廠商合作檢討後，決定不再對外技術轉

移，連帶拒絕設備出售，對外部偏光片廠商形成技術與設備的雙重封鎖，加上

偏光片研發與量產的難度高，築起又一層的進入障礙。 

3. 良率控制與存貨管理 

偏光片交貨都要求 A 級貨，有亮點等瑕疵的 B 級貨的市場規模很小。故即

使在面板缺貨下，若偏光片廠的良率未達水準，仍僅能選擇交出 A 級貨、囤積

B 級貨，使存貨過多與週轉天數過長，容易形成資金缺口。 

4. 政策影響 

因為偏光片產業倚重規模經濟，因此各國政府對產業的態度往往對產品成

本有決定性影響：台灣政府阻止面板業前進大陸投資；而中國則相反地大舉招

商，大力推動偏光片產業國有化：自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底止，國內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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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偏光片關鍵原料、與零部件的生產企業向國外進口必需原料時可免徵關

稅，僅徵進口環節增值稅，全面扶持國內偏光片產業。 

四、全球市場分析 

2001 年起，全球偏光片市場因 TFT 面板需求上揚而持續成長，從該年的

8.1 億美元規模，隔年成長 46%來到 11.7 億美元，一路維持高於 10.5%的年複

合成長率，至 2007 年時規模已來到 56.4 億美元。其中，TFT 面板用偏光板規

模也從 2001 的 6.3 億美元一路成長，占總產值比例也從 80%不斷提高；而 TN/ 

STN 面板用偏光板從 20%不斷下滑。 

然而，2008 年的金融海嘯及次貸風暴使歐美需求疲軟，偏光片市場成長大

幅趨緩，規模停滯於 57.6 億美元，至 2010 年僅緩慢提升為 65 億美元。但 2011

年起，全球偏光片需求又回復成長動能，來到 77.3 億美金；2012 年及 2013 年

的偏光片市場則分別達到 99.4 億及 118 億美金，且根據 Displaybank 市調報告

指出，2016 年偏光片市場規模更可能高達 140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約 6％。 

以產品類別來說，大型偏光片市場（包含電視、筆記型電腦、及顯示器等

產品）在 2012 年的市場規模為 86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約 4%，預計 2016 年

市場可望成長至 99 億美元。然而，雖然大尺寸偏光片佔整體市場的 77%，但隨

著智慧手機與平板輕薄化需求興起，其占比將逐年下降，預計止步於 71%；而

AMOLED、PMMA （壓克力薄膜）等中小尺寸偏光板市場則將快速成長；

PMMA 的比重將也從 2014 年開始成長，逐漸壓縮傳統 TAC 膜的市場比例，甚

至估計 2016 年將占比達 20%左右。 

1. 日本市場 

日本不只是偏光片原料供應的主要來源國，技術更是居於領導地位。不只

關鍵原料 TAC 膜全球主要由日本廠商進行供應；而在其它原料膜層方面，90%

以上的 AG 膜（防眩層）市場亦由日本電工和大日本印刷出貨，居於壟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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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整體而言，日本企業佔有率超過 50％。不過近年來，傳統偏光片生產廠商

已開始放慢擴展的速度。 

2. 台灣市場 

過去受限於技術與生產良率，台灣廠商多生產 TN/ STN 型偏光片；但在良

率改善下，也漸漸投入液晶面板用生產 TFT 型偏光片為主，在 2000－2007 年

市場穩定成長，於 2007 年來到 21 億美金。但由於 2008 年的景氣衝擊及競爭加

劇，TFT-LCD 面板供過於求，使偏光片在價格與需求上都持續低迷，產值亦低

至 18.9 億美元。即使 2009 年有急單效應，使各偏光片廠皆急拉產能，但至

2010 年，台灣偏光片市場也僅緩步回升至 21 億美元。不過 2013 年起，因日幣

貶值使採購成本下降，同時面對國內與中國面板廠的訂單增加，使台灣偏光板

廠因此受惠而開始轉虧為盈。 

3. 韓國市場 

韓國大廠的偏光片產品，除了供應國內需求外，亦出口至中國地區，一直

與台灣廠商處於高度競爭狀態。以中國市場自台灣及韓國的進口情況來說，在

面板市占率部分，韓國為 36%，台灣為 31%；在偏光板市占率部分，韓國占

25%，台灣則占 33%，比率接近。截至 2014 年，中國對進口面板與偏光板分別

課徵 5%及 8%關稅，但一旦中韓 FTA 簽署生效，對台灣每年輸陸約 154 億美元

的面板、及約 12 億美元的偏光板產業將產生替代效應。 

4. 中國市場 

在產值方面，根據 NPD Display Search 發佈的最新報告，過去 5 年中國平板

顯示器產能增長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51%。2013 和 2014 年，其國內液晶面板廠

商對偏光片的需求量在分別為 3186 萬平方米和 4345 萬平方米，增長率分別達

44.2%和 36.4%；預計到 2015 年，中國平板顯示器的產能將占全球 21%以上。 

然而產品方面，由於目前全球偏光片市場主要由日本、韓國、和臺灣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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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而高階 TFT 型偏光片大多從上述地區進口，使技術取得困難，故中國偏

光片產品以技術層次低的 TN 和 STN 型、中小尺寸偏光片為主，附加價值低。 

在產能方面，2011 年中國共有 10 條高世代液晶面板產線，包含 3 條完工與

7 條在建，至 2014 年粗估需要 8~9 條 TFT-LCD 偏光片產線，而國內在 2012 僅

有兩條，與市場需求相差甚遠，國產液晶面板廠商不得不從國外採購。因此為

降低成本，中國面板廠商正努力推動偏光片國產化。 

五、競爭者分析 

1. 日東電工（Nitto Denko） 

日東電工從 1975 年起開始製造 TFT-LCD 偏光板，在 2003 年的 STN/TFT

年產能即高達 2,400 萬平方公尺。目前日東電工側重平板電腦與電視面板用偏

光板，在 2012 年的整體市佔率高達 25.3%，其中平板電腦用偏光板的市佔率高

達近 70%。由生產佈局來看，日東電工的前段製程仍僅設於日本，共有 13 條生

產線；而後段製程方面，則配合客戶於韓國、台灣、中國、與東歐設立裁切生

產線。2012 年新增的產線有 2,000 萬平方公尺的產能。 

除了持續拉升產能，近期日東電工亦開始在產品上轉型，選擇開發高機能

的次世代偏光板，並強化智慧財產管理，與夏普合作在其工廠試行 Roll to Panel

的新營運模式；此外，日東電工更結合其在觸控用 OCA （Optical Clear 

Adhesive）的技術優勢，推出結合 OCA 與偏光板的產品，應用在小尺寸的蘋果

iPad 等領域。 

2. 住友化學（Sumitomo） 

住友化學於 2003 年起投入偏光片事業，該年的 STN/TFT 年產能雖僅有 325

萬平方公尺，但至 2012 年，已在日本、韓國（與 Sumika 共有）、台灣（與住華

共有）擁 13 條產線，且新增的產線有 1,500 萬平方公尺的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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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化學目前產品以筆電平板應用為主，市佔率高達 50%以上；整體偏光

片產品而言，在 2012 年的市佔率達 25.0%，與 LG 化學相近。然而為了因應日

幣貶值，住友化學近期已減緩其成長速度，而提出一些轉型策略：建立更嚴密

的原料採購機制、擴展攜帶式電子產品用的偏光板、朝向高分子 OLED 照明與

觸控事業發展。  

3. 三立子（Sanritz） 

三立子的產品以電視和監視器用偏光板為主，主要客戶是 LG Display，在

2011 年的市佔率為 2.8%，呈現下降趨勢。三立子在 2003 年的 STN/TFT 年產能

雖僅有 1000 萬平方公尺；但在 2012 年新增的 5 號產線卻有 1,500 萬平方公尺

的產能，且幅寬達 1960mm，月產能增加 150 萬平方公尺，產能近乎倍增。不

過日本三立子近期因資金問題，使新研發項目處於停滯狀態。 

4. LG 化學（LG Chem.） 

LG 化學於 1999 年開始量產偏光片，以供應給 LG Display 面板為主，也供

應給台灣面板廠。LG 化學在 2009 年時整體市佔率為 19.7%，與住友化學相

近，但近年則成長快速，於 2012 年以 27.7%躍居第一。 

其前段生產原本以在韓國的清洲跟梧倉為主；2012 年新增的梧淪 18 號產線

年產能達 1,800 萬平方公尺，2013 年在中國大陸南京設立的前段生產線，月產

能更提升至 160 萬平方公尺，成為第一家將前段生產線設於中國大陸的國際大

廠，未來有可能配合 LG Display 的廣州廠量產，在華南設立新的生產線或後段

切割線。 

5. 第一毛織（Cheil Industries） 

隸屬三星集團的 Cheil Industries 其生產線係由 2007 年購併 ACE （Ace 

Digitech）而來，在產品上以監視器用偏光板為主，主要客戶為三星電子，但已

打入 BOE、彩晶等面板廠商的供應鏈。ACE 在 2003 年的 STN/TFT 年產能雖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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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0 萬平方公尺；但在 2012 年新增的兩條產線卻分別有 1,000 和 1,500 萬平

方公尺的產能，可見其技術及規模追趕之快。目前，韓國 ACE 因為資金問題，

新線項目暫時擱置。 

6. 盛波光電 

就中國的液晶面板用偏光片而言，盛波光電、三利譜光電等深圳廠商為中

國目前僅有的 TFT 生產業者。盛波與三利譜皆有投產中國國內最先進的寬幅

（1490mm ）TFT-LCD 用偏光片生產線，年產能為 880 萬平方米，但與國外主

要偏光片廠商相比仍差距較大，未達龐大經濟規模，而無法成為主流供應商。 

為強化中國本土偏光片產業鏈，盛波光電和華星光電於 2012 年 10 月就偏

光片產品及相關服務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合作方式包括產品採購、服務採購、

技術支援與交流、及新產品共同開發等，希望能成為行業合作典範，為中國的

偏光片國產化跨出第一步。 

7. 奇美材料 

奇美材料為 2005 年由奇美實業及奇美電子轉投資創立，主要股東為奇美實

業與群創光電，產品則以液晶顯示器用偏光板為主，涵蓋大、中、小尺寸，供

應全球液晶面板大廠，在 2012 年的市佔率為 7.5%。 

在 2014 上半年的產品營收比重上，則為顯示器 51%、筆記型電腦 10%、電

視 24%、中小尺寸（手機與平板電腦）15%，尤其佔群創電視的出貨比重約

32%。奇美所開發 39 吋/50 吋新尺寸的產品，除了以群創光電為主要客戶，尚

供應彩晶、華映、勝華等客戶，並積極開發中國大陸新客戶。 

產能方面，奇美材在台南共有四條生產線，並在中國寧波設有後段切割檢

驗線。其中，2012 年新增的台南 4 號線有 1,440 萬平方公尺的產能；而 2014 年

新建的中國昆山廠年產量亦可達 1,200 萬平方米，預計將在 2016 年第 1 季開始

量產，供應中國內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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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力特光電 

力特的技術來源為日本三立子，分別於 1998 年、2000 年與其簽定

TN/STN、TFT-LCD 偏光板技術合作協定，而在 2003 年擁有一條生產 TN/STN 

LCD 產線及二條 TFT LCD 產線，產能分別約是 300 和 400 萬平方公尺，為當

時國內最大、全球第二大的偏光板製造廠商。然而隨著偏光片產業發展，力特

的產能規模已逐漸被日東電工、LG 化學、及住友化學所取代。 

力特早期的 TFT-LCD 偏光板產品分為全製程及後段加工裁切，而其後段加

工的半成品大多為三立子的 17 吋以上偏光片。但近期，力特利用與三立子的合

作關係，逐步從 OEM 轉型為自有品牌，使其替三立子的代工比例，也由 2000

年的 45%下降到近年的 1.35%。2013 年以來，力特將蘇州廠進行處分，為資產

進行活化，同時尋找新客戶、開發新應用產品以推動公司轉型。 

表 4-6 偏光片整體市場近年品牌市佔率 

廠商/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Q1 

LG 化學 19.7% 20.5% 27.4% 27.3% 27.7% 

日東電工 29.0% 26.3% 25.9% 25.3% 25.6% 

住友化學 20.0% 22.0% 23.6% 25.0% 26.0% 

奇美材料 6.5% 6.9% 6.5% 7.5% 7.1% 

明基材料 6.4% 6.5% 8.0% 6.6% 6.8% 

日本三立子 5.3% 4.6% 2.8% n/a  2.2% 

Optimax 5.2% 4.4% 0.7% n/a  0.5% 

資料來源：IHS Displaybank, Polarizer Market and Industry Trend Analysis (2012) 

IHS Displaybank, Small and Medium Polarizer Market on the Ris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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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TFT-LCD 用偏光片 2012 年品牌市佔率 

廠商/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Q1 

LG 化學 19.7% 20.5% 27.4% 27.3% 27.7% 

日東電工 29.0% 26.3% 25.9% 25.3% 25.6% 

住友化學 20.0% 22.0% 23.6% 25.0% 26.0% 

奇美材料 6.5% 6.9% 6.5% 7.5% 7.1% 

明基材料 6.4% 6.5% 8.0% 6.6% 6.8% 

日本三立子 5.3% 4.6% 2.8% n/a  2.2% 

Optimax 5.2% 4.4% 0.7% n/a  0.5% 

資料來源：IHS Displaybank, Small and Medium Polarizer Market on the Rise (2013) 

六、潛在競爭者－上游供應商 

偏光片產業的潛在進入者，主要為上游的偏光片原料供應商，可能向下進

行垂直整合跨足偏光片生產： 

在日本方面，全球 TAC 膜主要由富士寫真（Fujifilm，市占率 70%）、柯尼

卡（Konica，市占率 20%）、及柯達（Kodak）進行供應；而全球 PVA 膜市場，

則由日本廠商 Kuarary 佔據了 65%的市占率。目前，富士及柯尼卡都有意生產

偏光片。 

在中國方面，樂凱光電為目前製造 TAC 膜的唯一中國廠商，但出貨量仍

低。樂凱與富士、柯達等有歷史的競爭淵源，加上經過多年努力，樂凱集團已

掌握了部分偏光片關鍵薄膜的製造技術，故若樂凱進入偏光片產業，不只富

士、柯達皆敏感，更可能因此突破國外企業的技術與原料封鎖，從根本上推動

偏光片產業本土化發展。 

七、未來威脅與展望 

1. TFT 偏光片的市場趨勢 

台灣廠商近年的 TFT-LCD 偏光片客戶，從既有的集團大廠擴大至中國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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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廠，產線擴增速率卻未同步成長；反觀中國偏光片廠，技術能力雖不足，卻

積極提升產能、廣設產線，加上日、韓的偏光板大廠將中國的面板廠視為潛力

客戶，未來將可能陸續至中國設廠或擴產以就近服務客戶。展望 2014 年，偏

光片產品趨勢將著重於薄型化、增光度與穿透度、前段製程中貼合與卷對卷技

術的自動化改良、及替代材料之開發。 

2. 光學膜與 3D 顯示發展趨勢 

隨著電視節目與電影所支援 3D 數位內容增多，電視品牌包括三星、

Sony、Panasonic 等業者，皆大力推動 3D 薄型電視的需求成長。研究機構

DisplayBank 預估，3D 薄型電視佔整體電視市場的需求比重將由 2010 年之

3% ，增長至 2014 年時近 30%左右；其出貨量也可望由 2010 年之 620 萬

台，提升至 2014 年之 8,400 萬台。 

明基材長期運用材料與塗佈等偏光板核心技術於平面顯示領域，在 3D 光學

膜與觸控領域，開發出 AR/AG 防眩技術與觸控用透明光學膠（OCA）等產

品。尤其明基材目前已開發完成了裸視與非裸視相關光學膜產品，若配合 3D

電視的需求量明顯上漲，加上友達集團在電視面板的完整佈局與客戶關係，其

營收將有相當可觀的成長。 

3. OLED 與軟性顯示技術趨勢 

軟性顯示器依可彎曲程度，可分為「曲面」、「折疊」、及「捲軸」顯示器，

目前著重於輕薄耐摔的訴求、及卷對卷製程的成本效益。OLED 與 EPD 都是目

前被認為較有機會商品化的顯示技術，而當中又以主動式 OLED 

（AMOLED）為技術開發主流。 

韓國主要投入業者為三星及 LG，在 OLED 產品發展的趨勢上，是先以小尺

寸 PMOLED 為基礎，再向上發展大尺寸、高精細畫質的 AMOLED；但對於顯

示器周邊的軟性彩色濾光片及軟性背光模組等套件的開發較不積極。日本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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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有廠商開發 LCD、OLED 及 EPD 等三種技術，其中以投入 OLED 者為最大

宗。EPD 的主要開發商為 Fujitsu，PMOLED 的的主要開發商為 TDK，

AMOLED 的主要開發商則為 Sony，其餘包括 Pioneer、NEC 及 Toshiba 等則陸

續淡出。台灣的軟性顯示器研發在 2005 年起步，但主要技術並非來自業界，而

是 2010 年以「多用途軟性電子基板」技術獲獎的工研院；偏光片廠商大多觀

望，直至 2008 年友達集團重啟 OLED 事業，2009 年投資電子紙開發廠商 SiPix

後，才開始在國際上展現能見度。目前投入軟性顯示器開發之廠商主要為友

達、元太、新奇美及華映。 

政策方面，韓國政府自 2001 年起即陸續提出三個國家級計劃，日本從 2002

年開始啟動軟性電子國家型計劃，台灣工研院在 2005 年推動成立「軟性電子產

業推動聯盟」。近年來軟性顯示器需求再度崛起，明基材是否跟進 OLED 開

發，備受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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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醫產業 

一、產品特性 

醫療器材種類涵蓋廣泛，少量多樣而附加價值高。就 2011 年來說，以其他

類（30.0%）及診斷影像類（25.8%）產品的占比最高，其次是醫用耗材類

（14.7%）產品。其中，醫療耗材類產品包括傷口護理器材（縫合、急救、與包

紮材料）、個人防護器材（手套、防護衣、面罩）等；而其他類醫材產品則以隱

形眼鏡為大宗。 

同時，醫材產品依據風險程度的低至高，可依序分為第一、二、三級：第

一級由於醫材本身已具備可靠性，只要合乎 GMP 優良製程即可；第二級除了

GMP 規範外尚需查驗登記，方能證明其安全性；第三級則不僅須符合 GMP 及

查驗登記，更須提供科學臨床實驗資料，規定最為嚴謹。 

從醫療耗材中傷口護理產品的角度出發，可依癒合時間的長短而分為急性

與慢性傷口照護產品。急性傷口主要來自面皰 （青春痘）、外傷、外科手術，

復原時間較短；而慢性傷口則可能來自燒燙傷或慢性病所引起的潰瘍，且可能

有其他併發症增加治療難度，因而復原時間漫長。 

而傷口護理市場中，傳統的成熟型傷口護理產品雖占有大部分市場，但受

技術與競爭飽和所限制，其市場成長已趨緩。相對地，結合生化科技、生醫材

料、及組織工程的先進傷口護理產品，則為此市場未來成長的主要領頭羊。目

前先進傷口護理產品可再細分成濕性敷料（Moist Wound Dressing）、銀敷料

（Silver Dressing）、生醫材料（Biomaterials）及負壓傷口治療（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NPWT）四類。 

二、產業價值鏈 

傷口護理產業的上游部分，由於一般敷料的原料包含不織布，貼附成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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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膠、纖維素、與銀粒子等，故原料供應商可能包含一般紡織廠或化學加工

廠；而先進敷料中應用的各式生醫材料，則可能來自各學術機構的實驗室。整

體而言，傷口護理產品上游近似壟斷性競爭市場，原料來源廣泛而多元。 

就傷口護理產業中游部分，一般而言可分為傳統或新創傷口護理產品的製

造商。其中，先進敷料製造商以生產濕性敷料及銀敷料為主，主要歸因於產品

技術發展成熟，且其價格相對其他敷料便宜（約為負壓敷料的 1/4），且臨床上

適用範圍較為廣泛，故接受度最廣。 

下游業者主要為醫材專業代理商及通路商，銷售對象包括醫院、診所、與

藥房；其中傷口護理等敷料耗材更以醫院、藥房為主要銷售對象。以台灣的敷

料使用科別而言，主要使用者依次為一般外科（57.8％）、骨科（32.3％）、及整

型外科（9.9％）。雖然整型外科所佔比例不高，卻因競爭激烈、必須更積極尋

求更佳服務，而成為新產品的先鋒使用者。 

圖 4-6 傷口護理醫材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工研院 IEK 及台經院，邱昰芳(2010)， 

       2011 年醫療器材及設備製造業產業分析（預測），本研究整理 

三、產業環境 

1. 製造門檻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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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護理耗材一般約 2 至 20 人即可進行生產，進入市場之資本要求亦較

低。中國因人力成本相對於全球極低，現今儼然成為世界工廠，但也因此市場

易因仿冒造成削價競爭，歐美、日本多不願於中國大陸生產高價醫療器材。台

灣法治制度成熟，國內發展此產業可由權責單位藉由通路及驗證制度分配市

場，避免惡性競爭。 

2. 認證成本與風險 

第二與第三級醫材的開發易面臨認證申請的龐大成本，與取得認證後不見

得獲利的風險，從研發投入到上市常須花費 5 - 10 年不等的時間，使得多數新

進者在經營上可能須忍受經年的虧損才能獲利，退出市場的可能性高。 

3. 基礎醫材產品為主流 

由於上述認證的成本與風險，台灣醫材產品有八成為第一級的基礎醫材，

背後原因有二：首先，先進國家老年化人口增加、居家醫療照護意識抬頭，使

簡便自助式的居家生理檢測儀器需求增加。其次，台灣醫材廠商大多以小規模

為主，資金調度有限，從而傾向對認證標準低而獲益穩定的第一級醫材進行研

發或代工。 

4. 大廠併購盛行 

雖說新進者在境外的醫材銷售常須倚賴當地經銷商，但如嬌生、西門子、

飛利浦、奇異等國際醫材大廠大多選擇併購當地製造商，除了直接獲取其產線

與通路佈局，更能承襲該廠商所擁有的專利與認證，並加入自身專利交織形成

龐大專利池，大幅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使其所建構起的進入障礙難以突破。 

5. 終端使用者與行銷模式 

醫材銷售牽涉到各國法律規章、當地文化、與醫生信任等議題，故多半只

能靠在地經銷商作為橋樑與醫生、醫院採購、甚至一般消費者溝通。而國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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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往往會對有潛力的醫生在學生時期就給予大量資源協助，建立情感層面的黏

著度，為醫材銷售鋪路。加上國際大廠於醫材領域各有所長，容易形成變相寡

占，壓迫小廠的成長空間。 

6. 法規與政策影響重大 

伴隨高齡化趨勢，慢性病人口增加，對醫療器材需求可望持續增加，但受

到各國保險給付陸續調降，對醫材銷售價形成壓力。以台灣來說，近年來台灣

國內醫材廠商有產品品項與製造力的提升，加上總額給付的政策驅動下，雖然

使國內醫院採購國產耗材的比例大增，但礙於國內需求市場小且價格高不易銷

售，醫材產品仍有六成為外銷導向。 

四、全球市場分析 

全球人口結構趨於高齡化，帶來龐大的醫療需求，使全球醫材市場以約

5.25%之年成長率擴張，2008 年的全球規模約 1952 億美元，2011 年市場規模增

至 2,733 億美元，每人平均醫材支出約 49 美元，預估 2016 年更將達 3,487 億

美元，每人平均醫療支出上看 69 美元。 

同時，社會高齡化使得糖尿病等慢性病患人數、甚至臥床人數增加，進而

使慢性傷口的治療需求上升，使醫療耗材類中的傷口護理市場規模由 2007 年約

100 億美元，2008 年的 133 億美元，至 2010 年成長為 149 億美元，且於 2013

年的年成長率達 4.5％。其中，全球先進傷口護理市場規模，也預計從 2007 年

的 46 億美元，達到 2015 年的 125 億美元。 

但隨著 2008 年以來陸續爆發的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全球經濟成長持續趨

緩，促使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對整體醫療支出也相對於往年來得保守，對傷口護

理耗材的給付亦相對減少，而更傾向鼓勵新創傷口護理產品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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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先進傷口護理產品分類與佔比 

類型 英文名稱 成分 功效 2012 年 

產品佔比 

濕性敷料 Moist wound dressing 水膠、膠體、褐藻膠 保持濕傷環境 34% 

銀敷料 Silver dressing 抗生素、銀、奈米銀 抗菌活性  5% 

生醫敷料 Biomaterials  仿生材料、生長因子 組織工程、去疤技術  6% 

負壓敷料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NPWT) 

醫用泡沫、半透膜、 

負壓引流裝置 

自動清創、促進循環

與生長 

23% 

註：2012 年整體傷口護理產品中傳統敷料占比為 31%，其他敷料占比為 1% 

資料來源：Frost & Sullivan (2012），工研院 IEK (2012)，本研究整理 

1. 美洲市場 

美洲地區的先進敷料市場於 2008 年為 15.5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達

11.3%，主要與美國近期失業人數持續減少，經濟狀況持續回溫有關。由於美國

長期以來醫療占 GDP 的支出比例高達 17%，對於財政造成龐大的負擔，因此

在控制預算赤字的前提下，未來也將刪減醫院與醫療保險提供者的部分支出，

預期給付價格調降將會率先反映在醫用耗材或洗腎耗材等非耐久材產品上，而

對耐久性器材或大型設備的採購上，也將略趨保守。不過，以整體戰後嬰兒潮

的高齡人口需求評估，未來整體醫療支出仍呈現長期穩定成長的態勢。 

2. 歐洲市場 

西歐地區的先進敷料市場於 2008 年為 25.9 億美元，其年複合成長率更高

達 16.2%，雖受到 2011 年爆發歐債危機，歐洲國家普遍減少國家醫療支出來降

低政府負債，如法國與德國政府即降低藥物與醫療器材價格，並透過降低疾病

診斷相關族群定額給付（DRG）價格，以及減少大型高階醫材設備的方式來降

低整體醫療支出。但對於重視醫療品質的歐洲而言，高性價比的醫材未來更容

易獲得青睞。建議外銷歐洲地區的廠商，需持續觀測相關醫療制度的變革概

況，以對未來產品定位與行銷佈局規劃有較通盤的考量。因此，歐洲市場上傳

統創面敷料產品將逐漸減少，而功能性醫用敷料，如水凝膠、水膠體、泡沫敷

料、透明敷貼等將強勢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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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亞洲市場 

亞太地區 2011~2016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達 5.6%，其中日本經濟成長趨緩，

2011~2016 年每人每年平均醫療費用之年複合成長率僅為 0.94%，醫療器材市

場的年平均成長率低於 3%。但反觀新興市場因經濟好轉，大幅帶動醫療需求湧

現；中國、印度、越南等新興國家，也陸續推動相關醫療改革政策，也帶動醫

材採購需求，和日本市場間互有消長，也帶動新一波的發展機會。 

(1) 中國市場 

中國於 2009 年推動新醫改，分為「城市醫療系統」與「基礎農村醫療系

統」雙軌進行，不只帶動醫院基礎建設之影像診斷器材需求快速攀升，也反映

在全球醫材市場的產品結構。 

(2) 台灣市場 

台灣的醫材產品以血糖機與試紙、隱形眼鏡、和消費性電子醫材為主要出

口項目，且由於擁有 410 萬糖尿病患，且其中約 15%有足部潰瘍，故傷口護理

產品市場亦不容小覷。2010 年，台灣整體醫材產業的營業額為 662 億新台幣，

較 2009 年成長 17%；而其中，醫療耗材類的先進傷口護理市場總值為 16.7 億

新台幣，總用量達 101.5 萬個，而 2010～2017 的年複合成長率達 6.5%，高於全

球平均。在傷口護理產品中，台灣以濕性敷料（79.8%）為主，且各類敷料中用

於急性照護（81%）的比例皆較用於慢性照護（19%）的比例為高。 

表 4-9 先進傷口護理市場規模     （單位：億美元） 

地區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e) 

西歐 22.5 25.9 26.8 31.1 36.7 35.0 40.7 

美國 13.2 15.5 17.4 19.6 22.3 25.1 27.9 

台灣 n/a n/a n/a 3.6 4.0 4.3 5.6 

資料來源：Joanne Tibballs；Epicom Business Intelligence (2012)，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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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競爭者分析 

依全球敷料廠商之分布區隔而言，可大略分為三個群集：第一領先群為

Kinetic Concepts Inc.（KCI）、Smith & Nephew、及 ConvaTec，第二群為嬌生、

Coloplast、Molnlycke、及 3M，而第三群則由全球市佔率小於 2%的小廠商所組

成。三群廠商皆會針對產品的給付政策、產品市場性、及提供醫師的訓練課程

等層面進行不同的布局。 

1. Smith & Nephew 

Smith & Nephew（S&N）的前身為 1856 年於蘇格蘭成立的化學藥品商，

但其成長轉捩點在於 1998 年的策略重整：轉而聚焦骨科（55%）、傷口護理

（23%）、及內視鏡（22%）三大核心，並著重客戶關係維護，使 S&N 在隔年

順利於紐約上市。2012 年，S&N 在全球先進敷料市場市佔率達 18.7%，首次超

越 KCI而躍居第一，年營收則達 38 億美元。近年來，S&N 鑽研組織再生工

程，藉由購買 Advanced Tissue Sciences（ATS）技術而開發出有助燒燙傷修護

的膠原蛋白銀敷料；並利用與 Ncryst 的授權協議，研發出奈米銀粒子敷料。

S&N 的策略在於：積極尋求策略聯盟，而不擴增自身研發部門以降低風險，並

利用核心的經銷能耐將產品推向全球。 

2. Kinetic Concepts Inc.（KCI） 

KCI於 1976 年成立於美國德州，在 1995 年引用 Wake Forest 大學的專利

後自己發展出負壓傷口敷料（NPWT），並於 2008 年併購 LifeCell 後將核心業

務延伸至傷口高級護理、再生醫學、及治療支援系統，分別開發出銀粒子負壓

敷料、組織修復產品、及護理病床。KCI在 2008 營收達 18.8 億美元，在負壓

敷料市場的市占率更達八成以上，近乎壟斷；而其銀粒子負壓敷料，是利用銀

粒子的抑菌作用，加上負壓治療增加傷口血管的氧氣通透性，使傷口癒合更加

完整，尤其能降低潰瘍復發率，針對足部潰瘍盛行的糖尿病患市場，KCI 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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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擦掌。 

3. ConvaTec 

ConvaTec 於 1978 年成立於美國紐澤西, 為施貴寶（Squibb and Sons）藥

廠旗下品牌，由於發明了第一個人工皮成分－水膠體（hydrocolloid），而以此

產品線聞名全球。1989 年，必治妥（Bristol-Myers）與施貴寶兩大藥廠合併為

必治妥施貴寶 （Bristol-Myers Squibb, BMS），ConvaTec 也跟著併入 BMS 旗

下，負責研發和銷售傷口護理與造口產品。ConvaTec 在 2002 年推出開創性的

銀粒子吸收性敷料，可用於治療術後傷口、褥瘡、燒傷、及糖尿病足等。雖然

ConvaTec 在 2007 年為 BMS 貢獻約 19%營收，相當於 11.6 億美元，仍在 2008

年被出售予瑞典 Nordic 集團，但營收上衝 27 億美元。近期，ConvaTec 再次被

售予 Aspen Surgical。 

4. Coloplast 

Coloplast 公司在 1957 年成立於丹麥，1983 年在哥本哈根上市。Coloplast

是醫護用品領域的主要供應商，其產品包含造口、失禁、傷口、義乳、和皮膚

護理五大領域，在丹麥、中國、美國、德國、匈牙利、及哥斯達黎加均設有生

產基地。2001 年 Coloplast 推出水膠銀敷料，2006 年更推出第一個具止痛效果

的泡棉敷料。雖然 2008 年在求先進傷口護理市佔排名第四，但 Coloplast 在歐

洲和中國造口和失禁用品市場皆是排名第一的主導品牌。 

5. Molnlycke 

Molnlycke 的前身為 1849 年創立於德國的 Molnlycke Vaferi，於 1985 年開

發出使敷料不沾黏傷口的軟矽膠技術，其產品於 1990 年上市。1997 年，瑞典

Nordic 集團併購瑞典包裝集團 SCA 及芬蘭藥品物流業 Tamro，於 1998 年成立

Molnlycke Healthcare。Molnlycke 將產品主軸定調為傷口敷料（品牌 Tendra）及

拋棄式手術用品（品牌 Klinidrape），並在 1999 年推出不黏傷口的泡棉敷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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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於 2001 年買下嬌生的手術產品部及品牌 Barrier，邁開轉型的腳步，成為歐洲

領導廠商。在 Nordic 集團經過一連串被併購後，Molnlycke 的產品品項大開，

並挾其泡棉第一大廠的優勢，推出泡棉銀敷料，使 2008 年營收高達 7.9 億歐

元，其中先進敷料佔營收 20-30%。 

6. 3M 

3M 於 1902 年成立於美國明尼蘇達，原為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1905 年

首次轉型砂紙生產而獲利，1925 年二次轉型則發明遮蔽膠帶，開啟 3M 的膠帶

事業。1948 年 3M 推出無菌紙膠帶後，更於 1981 年研發史上第一款防水透氣

的濕性敷料。 

7. Johnson & Johnson（嬌生） 

嬌生集團源於 1885 年的英國，從消毒紗布起家，於 1921 年開發出 OK

繃，1930 年起更進軍嬰兒用品市場。嬌生集團在 1990 年代不斷藉由併購擴

張，成為至今全球最大醫材商與藥廠，於 2008 年總營收達到 637 億美元。雖然

嬌生在傳統傷口護理市場居於領導地位，但在先進傷口護理市場卻屈居 S&N 及

ConvaTec 之後。嬌生近期開發出結合銀粒子、氧化纖維素、及膠原蛋白的敷

料，藉由纖維素來吸收傷口分泌物，以銀粒子來防止感染，並由膠原蛋白達到

促進組織再生的功效。目前嬌生旗下子公司 Ethion 亦持續投注先進敷料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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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7 先進傷口護理市場各品牌產值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游朝慶(2014)，2013 年先進敷料產業市佔率分析，本研究整理 

 

表 4-10 先進傷口護理市場各品牌市占率 

品牌/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S&N 16.6% 16.0% 16.7% 16.6% 18.3% 16.5% 18.7% 

KCI 27.3% 26.4% 27.7% 25.6% 25.4% 21.1% 18.1% 

ConvaTec 10.4% 5.9% 10.4% 9.2% 9.2% 8.4% 7.3% 

Molnlycke 7.8% 8.4% 9.7% 9.2% 9.8% 11.6% 10.4% 

Coloplast 5.0% 5.2% 5.8% 5.7% 4.5% 4.3% 3.8% 

3M 5.6% 5.0% 5.2% 4.6% 5.9% 4.3% 3.7% 

嬌生 5.6% 4.9% 5.0% 4.6% 4.6% 3.3% 3.1% 

其他 21.6% 28.2% 19.5% 24.4% 22.2% 30.6% 34.9% 

資料來源：游朝慶(2014)，2013 年先進敷料產業市佔率分析，本研究整理 

六、未來威脅與展望 

1. 結合生醫材料的機能性先進敷料 

隨著傳統無附加價值的傷口敷料產品市占下滑，使用生醫材料（如：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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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甲殼素、中草藥）等具有生物相容性及療效的先進傷口照護產品則逐步

站穩市場。英國貝德福 Insense 公司開發出以酵素敷料，可藉酵素釋出氧氣提高

抗菌效果，更以水膠材質控制濕傷環境、加速癒合，產品目前已在北美及歐洲

上市。 

2. 敷料主流設計尚未出現 

傷口照護市場的主流產品尚未確立，亦未有統一規格。因此，在這樣的發

展型市場中，中小型廠商有機會尋求創新，且不易受到品牌大廠的通路力量影

響。同時，由於敷料產品仍有重要的科技成分，故新興廠商亦能藉由專利布局

堆高門檻，進而維持差異化與競爭力，擺脫開發中國家低階廠商的仿冒威脅。 

3. 產品差異化 

儘管國際大廠具有大者恆大的技術與規模優勢，但高階廠商仍會基於機會

成本考量而放棄部分低階商品。因此台灣突圍關鍵，就在於如何於中低階產

品，利用核心能力取得差異化競爭優勢。以手術縫線市場為例，嬌生於全球市

場有 75%的市占率，然而台灣某醫用療縫線廠的產品卻以抗拉強度、表面處

理、與較低價格樹立市場區隔，成功抵禦嬌生而占有剩下的部分市場外，更以

商品差異化阻絕其他低階縫線廠商的滲透。 

4. 審查標準有彈性空間 

以水膠敷料與燒傷覆蓋材料的審查分類為例，可依使用情況不同，選擇申

請第一級或第二級產品，傷口照護產品的可因此有機會以較低階等級提出申

請，降低審查風險並提高 FDA 核准率。 

5. 通路限制的突破 

相較於其他高階醫材多半需要行銷醫療通路，貼近一般使用者的敷料產品

更容易打入居家照護市場，而能避開被大廠壟斷、難以突破的醫院及藥局，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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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的市場區隔與利基。 

6. 給付政策的支持 

高品質的傷口照護體系能有效縮短傷患的住院天數及社會成本，因此各國

對先進敷料的給付態度趨於樂觀。以占醫材市場僅 2.5%的助聽器為例，由於丹

麥政府的重視，使其成為全球第一個免費提供助聽器予重聽病患的國家，甚至

在全球助聽器市場享 50%高市占率，與大廠西門子互別苗頭。這顯示在小規模

的醫材領域也能打造國家形象；反映到傷口照護市場，台灣即便是小規模的國

家，仍有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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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隱形眼鏡產業 

一、產品特性 

隱形眼鏡與傳統眼鏡功能同為視力矯正，且兼具方便與美觀等優點，發展

歷史悠久。依照使用期限，隱型眼鏡可分為：日拋、週拋、雙週拋、月拋、季

拋、半年拋，及一年以上之長戴型鏡片。就外觀而言，隱形眼鏡從早期的透明

片，發展至方便辨識的水藍片，近期更因裝飾性功能的強化而研發出角膜變色

片等產品。以材料來看，隱形眼鏡亦由早期使用之玻璃、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透氣性半硬鏡片 RGP（Rigid Gas Permeable）、及聚甲基丙烯酸羥

乙酯（HEMA），發展至近期使用的水膠（Hydrogel）、矽水膠（Silicon 

Hydrogel）、GMMA 等。就趨勢而言，則以增強透氧性、保濕度、舒適度、與

易戴取卸除為主。 

二、產業價值鏈 

隱形眼鏡屬於生醫器材，使得此產業具有高度的專業與差異化。就製造層

面，隱形眼鏡之生產製程大分為三類：車削、注模、與旋模：第一類的車床切

削為傳統製法，研磨出的鏡片較不易破損、結構嚴謹，可訂做之屈光範圍寬

廣；此方法投資資本低，但製造成本過高，較不具價格優勢，適用硬式眼鏡。

第二類的注模及第三類旋模皆需開模製作。其中，注模成型法之良率偏低，必

須大量生產以降低成本，製造之鏡片因抗韌度低、破片率高，較適合作為短天

期拋棄式鏡片或醫療使用。第三類的旋模成型法則是將特殊配方之液態單體注

入設定轉速的模型內，液態單體因模具經高速離心而形成薄膜，具足夠研發能

力的隱形眼鏡製造商可自上游供應商購買化學原料，再依配方自行調配隱形眼

鏡鏡片原料後進行製造，適用長戴式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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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隱形眼鏡各製程差異 

資料來源：林道燊 (2008)，隱形眼鏡產業發展概況，本研究整理 

在銷售方面，隱形眼鏡係透過製造商之分公司、子公司、代理商、聯合採

購商等中間通路，再將鏡片轉售至終端通路如：眼鏡行、眼科醫師、驗光師(尤

其車削式鏡片)等。尤其車削式鏡片需先由驗光師或醫師驗光後，再開出處方籤

交予廠商生產。另外，郵購或網路也是其銷售通路之一，惟因部分國家嚴格執

行隱形眼鏡購買需有處方籤的政策，消費較不易透過郵購或網路購買。 

圖 4-8 隱形眼鏡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林道燊 (2008)，隱形眼鏡產業發展概況，本研究整理 

 

 

方法 車床切削法 注模成型法 旋模成型法 

程序 以圓塊毛料於精密

車床做局部切削，

並加研磨劑研磨。 

將既成模具設定光度

與弧度，再以高壓將

液態單體注入模內。 

將特定配方之液態單

體注入模具，再高速

旋轉成型。 

特性 必須水化、結構嚴

謹、易進行訂作 

短期或醫療鏡片適用 

，抗韌性不高 

設定轉速以藉離心力

旋出薄膜及調整光度 

破片率 低 高 稍高 

投資成本 低 高 稍高 

製造成本 高 稍高（需量產） 低 

市場區隔 客製化鏡片、 

硬式鏡片 

日拋鏡片、 

週拋鏡片 

長戴式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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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環境 

1. 成本與法規 

由於隱形眼鏡為侵入式醫材，品質審核須拉高到醫療級規格。業者若想進

軍大陸，則不只隱形眼鏡、連護理液生產都須登記註冊，及早布局的廠商才有

競爭基礎。若想向歐美等規範更嚴、市場更成熟的地區叩關，廠商更可能需要

聘請顧問公司來專門處理專利佈局與臨床測試等事宜；一旦等待認證的時間拉

長導致上市初期成本過高，就容易造成許多新進小廠因此被淘汰。 

2. 生產良率控管不易 

由於隱形眼鏡在屈度、柔軟度上只容許極微誤差，稍有配戴不適情形，就

可能釀成消費糾紛。因此，尤其面對於需求龐大的日拋或月拋式鏡片市場，如

何同時精確兼顧產量與良率，又符合衛生法規，對嘗試量產的業者來說，就是

一項不小的挑戰。 

3. 上下游合作關係 

同時，為了符合多樣的近視與散光度數，不同材質的鏡片，其生產線也皆

不同，幾乎是量身設計，故每家業者的產品規格與特性皆相異；故不能像電子

廠一般分散訂單，而使品牌商與代工廠的合作程度甚深，不輕易更換，深化隱

形眼鏡產業的學習與轉換成本。 

4. 品牌經營 

從包裝到行銷廣告，隱形眼鏡品牌除了遵守衛生法規，更需要大力投資消

費者服務。在通路布建上，隱形眼鏡傳統通路分為單點直營店與連鎖經銷店，

市佔率相近而各有消長，鎖定的客群與行銷手法也有所異同。而品牌經營與行

銷操作，對不熟悉銷售的代工業者而言，往往是相當陌生的課題。在供給面須

嚴格把關安全，而在需求面的消費者對大品牌忠誠度亦高，雙邊因素擠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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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潛在競爭者不易進入。 

四、全球市場分析 

全球配戴眼鏡人數一直緩慢穩定成長，2000 年時全球隱形眼鏡市場為 30 億

美元，2004 年為 40 億美金 ，2008 年達 50.5 億美元，2012 年更成長至 72 億美

元。2007-2012 年之年成長率（CAGR）達 6%。 

1. 歐美市場 

分析區域市場可知，2012 年歐美市場市占率達 69.4%，是隱形眼鏡產品的

主要消費市場。由於歐美市場氣候普遍乾燥，故較偏好訴求高保濕的長周期隱

形眼鏡並養成定期採購模式，帶動產品持續穩定銷售。其中，尤以加拿大市場

具有潛力，2013 年規模約 19 億美元，成長率約 1.9%。同時，2013 年加拿大之

眼鏡及隱形眼鏡類產品的進口總額約 7,769 萬美元，而台灣為加國眼鏡類產品

第 5 大進口貿易夥伴，對加拿大之進口額約 261 萬美元。 

2. 亞洲市場 

2012 年亞洲區域市占率約 18.5%，僅台灣、香港、中國、東南亞等地就達

61%，規模高達 210 億新台幣；其中，台灣、香港、大陸以及東南亞地區銷售

額就占 61%，達 132 億新台幣。預估 2015 年亞洲市場成長率仍高達 13%，

2017 年全球市占率將成長至 22.1%， 2012-2017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達 9%。亞

洲氣候與歐美不同，消費者對價格也較敏感，短周期的日拋式隱形眼鏡較受青

睞。未來隨著個人所得成長，以及隱形眼鏡技術成熟後的價格下降，都將成為

亞洲市場的成長動能，消費量與接受度的增長可期，值得廠商積極布局。 

以台灣市場來說，隱形眼鏡從 2010 年出口醫材產品第五大、占總出口比

重僅 6%，到 2013 年 8 月時已躍為出口醫材第二大、比重攀升至 10.2%，僅次

於血糖監測產品（11.9%），逐步成為出口重點品項，也使 2013 年台灣隱形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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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產值近乎 100 億新台幣。就中國市場而言，其近視人口高達 3.2 億，但隱

形眼鏡滲透率低於 5%，預計於 2015 年滲透率將達 12%，相當於市場規模達

117 億新台幣，成長力道穩健；而東南亞及印度等亞洲新興國家市場，其隱形

眼鏡滲透率亦低於 10%，發展空間大。 

圖 4-9 隱形眼鏡 2013 年全球消費族群分析 

註：1. 台灣市場材質占比：水膠 93%、硬式 RGP 8%、矽水膠 1%、長戴式 1%。 

2. 全球人口結構中，女性平均占 63%，重新驗配者（非常態配戴者）為 36%。 

3. 台灣人口結構中，女性占比 76%，配戴均齡 26 歲，重新驗配者占比 10%。 

資料來源：Contact Lens Spectrum (2013)：International Contact Lens Prescribing 

 

五、競爭者分析 

1. 國際成熟品牌，全球寡占 

依據 2014 年 Euromonitor 資料顯示，2012 年全球前四大隱形眼鏡品牌均為

美商，分別為嬌生（Johnson & Johnson，品牌 Acuvue，市占 38%）、諾華

（Novartis, 品牌 CIBA Vision 視康，市占 20%）、酷柏（Cooper Cos, 品牌

Cooper Vision，市占 12%）、及博士倫（Bausch & Lomb，品牌同名，市占

11%），雖然四大領導品牌在 2007- 2012 的市占率略有下降：嬌生由 39%降至

38%，諾華由 25%降至 20%，酷柏由 16%降至 12%，博士倫由 16%降至 11%，

但市占率加總起來超過 80%。 

年拋

2%
季拋

4%

月拋

45%
雙週拋

30%

週拋

2%

日拋

17%

配戴週期：

矽水膠

49%
水膠

34%

硬式RGP

12%

長戴式

5%

驗配材質：

21-25歲

7%

26-30歲

35%

31-35歲

32%

36-40歲

23%

> 40歲

3%

年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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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國際品牌主要生產矽水膠產品，嬌生等大廠多半挾其規模經濟與成

本優勢，將高成本矽水膠鏡片價格壓低至與低成本水膠鏡片相仿，價差不大的

情形下，使亞洲與歐美消費者對矽水膠產品接受度漸增、進而使其毛利增高。 

2. 傳統鏡片業者，穩定成長 

這一類本業即是深耕隱形眼鏡的專注型廠商，多半以代工模式起家，長期

精進技術、提升良率，包括：精華光學（品牌 Ticon 帝康，市占 2%，全球第

五）、金可國際（品牌 Hydron 海昌，全球市占 0.8%）、上海衛康（品牌衛康，

全球市占 0.3%）、優你康等。以穩定的品質與產量維持高毛利率與市佔率，是

傳統廠商最大的競爭優勢，不但能爭取到國際大廠的訂單肯定，鑑於產品技術

的穩定，有些廠商也從台灣市場出發，開始走自有品牌之路，培養銷售能力。

在經年的產業耕耘下，台灣的隱形眼鏡製造廠已有能力進行鏡片的毛胚製模、

製鏡、脫模、水化等前半段過程的代工，累積的技術成熟優勢也將持續帶動台

灣隱形眼鏡產業的成長機會。 

3. 科技大廠轉型，創新發展 

第三類廠商，是看好隱形眼鏡成長潛力的科技大廠，憑藉以往在他業的製

造彈性能力與高良率維持經驗，欲跨入隱形眼鏡領域，以此多角化點燃整個集

團的成長引擎，包含：明基友達集團旗下明基材料及其投資的視陽光學、景碩/

和碩旗下的晶碩光學、應華能率集團旗下的精能光學、大立光旗下的星歐光

學、仲琦旗下的昕琦科技、台灣光罩旗下的昱嘉科技、及精碟科技旗下的精鼎

光學等。  

這些新興業者有母公司的豐沛資源挹注，且往往積極切入自有品牌，企圖

複製在電子科技本業的 OEM、ODM 強項，進而延伸品牌競爭力。然而，隱形

眼鏡的三大門檻： 成本與法規、良率與合作關係、及品牌推廣，都與科技廠商

的本業經驗大相逕庭、難以複製過去模式，使其投入時間短則 4 年，長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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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學習曲線都很長。也讓更讓擅長代工、卻對銷售布局陌生的科技廠商們，

感到戰線長而獲利有限。至今，明基材料、星歐光學、及晶碩光學等公司雖仍

在虧損，但隨著各自的銷售策略漸上軌道，都樂觀預測能在近年內轉虧為盈、

甚至上市。考驗著廠商們的突破與學習能力。 

競爭者簡介 

1. 精華光學 

精華光學成立於 1986 年，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業者，初期以隱形眼鏡代工

為主，與日本三大隱形眼鏡品牌有深長的合作關係。由於代工訂單穩定，精華

也憑藉其高良率所帶來的高營收，開始發展自有品牌－帝康。在產品面而言，

精華較專注生產短周期的拋棄式隱形眼鏡，並未跨足眼鏡周邊的護理液產品。 

在策略面，精華採雙軌模式：在台灣市場，精華以自有品牌為主，占營收

30%，其品牌帝康在 2013 年的台灣市佔率約 6%、全球市占率近 2%。在海外市

場，精華則仍以幫國際大廠代工為重，營收比重分散均勻：日本訂單占營收

35%，歐美等國共計約 30%，中國則僅占約 5%。然而近年來，精華的毛利率卻

從 2009 年近 60%下滑至 2013 年不到 45%，原因在於精華的市場鎖定先進國

家，而先進國家民眾對短周期鏡片的需求不斷提高，但短周期鏡片毛利偏低所

致；相對地，由於對管銷成本持續削減，精華的股東報酬率仍逐年穩定提升。 

2. 金可國際 

金可國際（俗稱 F-金可），是由美國海昌（Allergan）於 1985 年引進中國，

初期由傳統車削方式的硬式鏡片起家，並代理國際大廠為主，爾後亦開始發展

自有品牌－海昌，近年更購併永勝公司成為該集團在台投資子公司。在製造

面，金可早期仰賴委外代工，近年則不斷擴廠以提高自製率。在產品面，金可

主攻長戴式鏡片，專為東方人的眼球弧度進行模具設計，日拋及月拋產品比重

偏低的（鏡片共佔營收 59%），同時生產長戴式鏡片護理液（佔營收 4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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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面，金可掌握了中國內寶島眼鏡的千家據點，透過大中華區的綿密通路及

及銷售策略，加上較高的性價比，在中國市場快速躍為第一大品牌，市占率大

幅領先嬌生等國際大廠，其 2013 年營收的 95%皆來自中國。 

2011 年金可在中國的隱形眼鏡市占率達 35%、護理液市占率更達 41%，雙

雙居冠，大幅領先嬌生（20%）、博士倫（18%）等國際大廠。同時，由於中國

的主力客群對毛利低的短周期隱形眼鏡偏好比重仍不高（20-30%），金可的毛

利率走勢相當穩定，6 年來皆維持在 60~65%之間；但金可的管銷費用過高，卻

使其股東報酬率持續走低。 

3. 星歐光學 

星歐光學是由光學鏡頭龍頭－大立光於 2004 年透過子公司大陽科技轉投資

成立，目前的以製造代工為主，經營路線與大立光的光學鏡頭模式相近。在星

歐切入隱形眼鏡市場的 9 年過程中，身為領導人的大立光董事長林耀英清楚感

受到隱形眼鏡進入障礙之高及學習曲線之長，因此於 2010 年 6 月將已成熟的大

立光交由其子林恩平擔任執行長，而自己則專注投入星歐光學，希望在隱形眼

鏡市場有所突破。練兵多年的星歐光學，即使在 2009 年的試產階段仍虧損達

5000 萬新台幣，但伴隨規模擴大與良率提升，目前已預計 2014 第三季出貨，

第四季量產，加入市場戰局。 

4. 精能光學 

而由應華能率集團旗下應華精密與日本精工技研轉投資成立的精能光學，

則主打愛能視（iLens）品牌，捨棄傳統眼鏡行通路，而以藥局通路作為佈局重

點：除了藉由代理商打入中國連鎖藥局，也已與台灣博登藥局簽約，正式與醫

藥經銷商合作 。透過如此不同的銷售思維，精能擴大了消費者的接觸機會，也

拓展到可能的利基族群，帶來新的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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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晶碩光學 

晶碩光學由和碩聯合科技與景碩科技於 1999 年轉投資設立，經營採取雙軌

策略： 除代工生產，也在台灣經營自有同名品牌（Pega Vision），並以直營方

式自建銷售通路。在銷售面，晶碩的品牌直營店大多集中台灣北部，包含中

部、南部各 2 個，目前共達 36 個；其通路策略在於：據點大多選擇於人潮多的

捷運站或地下街等處落腳，並搭配會員半價制度、訴求低價以維持回購率。目

前，晶碩的累積會員數目已突破八萬人，在和碩董事長童子賢的主導下，晶碩

於 2014 年轉虧為盈，並進一步規畫申請興櫃，2015 年後再朝上市櫃邁進。 

6. 昱嘉科技 

昱嘉科技是由台灣光罩於 2000 年轉投資成立，但若計算更早的研發時期則

已有 18 年歷史，號稱是全世界第二家推出角膜變色片拋棄式鏡片的公司。昱嘉

推出的彩韻與英若華品牌，在台灣也已有一定口碑，而且早從多年前就已開始

獲利，算是具有一定實力的公司，2013 年淨利達 2917 萬元，EPS 達 0.63 元。 

圖 4-10 隱形眼鏡 2013 年全球品牌市占率分布 

資料來源： 

全球部分：Euromonitor (2014)，Contact Lens Report Worldwide. 

中國部分：Euromonitor (2014)，Country Report：Contact Lenses in China 

財報狗網站，隱形眼鏡產業分析－精華 vs 金可，Apr. 2, 2014. 

台灣部分：i-Buzz Research，蔡旻淳(2013)，隱形眼鏡霸主爭奪戰；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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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隱形眼鏡 2013 年全球品牌市占率 

品牌 (廠商) 全球 中國地區 台灣地區 

Acuvue（嬌生） 44.0% 18.0% 41.6% 

視康（諾華） 22.0% 2.0% 16.0% 

酷柏 17.0% n/a n/a 

博士倫 13.0% 20.0% 20.0% 

帝康（精華） 2.0% n/a 8.0% 

海昌（金可） 0.8% 35.0% n/a 

晶碩 n/a n/a 12.6% 

衛康 n/a 12.4% n/a 

愛爾康 n/a 6.0% n/a 

眼力健 n/a 3.2% n/a 

美若康（明基材） n/a n/a 0.5%1 

其他 1.20% 3.4% 1.0% 

註：1. 明基材之市占率，乃據明基材料 2013 年報產值粗估 5,200 萬， 

除以台灣 2013 年總產值約 100 億而得 

資料來源：同 圖 4-10 

 

表 4-13 兩岸隱形眼鏡廠商之營運分析 

廠商 精華光學 金可國際 晶碩光學 明基材料 昱嘉科技 星歐光學 精鼎光學 

資本額 5.1 億 9.0 億 3.6 億 32.1 億 4.6 億 7 億 2.4 億 

事業定位 品牌 

兼代工 

品牌 

欲跨代工 

品牌 20% 

代工 80% 

品牌 代工 代工 代工 

自有品牌 帝康 海昌 晶碩 美若康 － － － 

支援集團 － 寶島眼鏡 景碩/和碩 明基友達 台灣光罩 大立光 精碟科技 

註 1：目前精華光學、金可國際、晶碩光學、明基材料、昱嘉科技皆已獲利。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賺醫美財 科技廠搶賣隱形眼鏡，Aug. 26, 2012. 

 

六、未來威脅與展望 

1.市場持續成長 

基於全球近視人口的增加，加上經濟發展與美觀需求，隱形眼鏡市場的成

長率仍將持續攀升，僅僅日拋鏡片市場，在 2014 年的預估規模就達到 100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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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同時，隨著散光鏡片、角膜變色片、甚至老花鏡片等產品的市場接受

度與日俱增，隱形眼鏡的多樣化程度也將成為廠商成長的驅動力之一，與開發

速度同步加快，讓未來產業面向不只規模經濟，更有範疇經濟的效應。 

2. 鏡片機能提升 

 當產品的舒適度與多樣化需求在全球市場日益增加，提升鏡片的透氧性與

保濕度將是未來的研發重點。由於矽水膠可提供更高的透氧性、減輕眼睛乾澀

與紅腫，因此仍是國際品牌大廠採用的主要材質，產品占比最高，具有未來

性。在 2012 年的軟性隱形眼鏡材質中，矽水膠占 64%、一般水凝膠約 24%，

而硬式鏡片原料 RGP 占約 9% 。 

對台灣廠商來說，在新興市場的銷售布局上仍不足：南韓的隱形眼鏡製造

能力雖低於台灣，但其隱形眼鏡確有 20%出口至東南亞、25%至金磚四國、

10%至中東地區，相較台灣廠商目前多半僅考慮布局東南亞市場來說，顯得更

為積極。台灣廠商可考慮拓展跨洲銷售據點，進而開拓更寬闊的利基與客群。 

3. 低價競爭態勢 

雖然目前隱形眼鏡產業的毛利率仍高，但當兩岸競爭者持續加入、學習曲

線逐漸成熟，成本的大幅壓低不無可能；加上短周期鏡片的需求增加，高毛利

時代將逐步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漫長的價格戰 ，業者皆須有心理準

備。即便如此，不論是具品牌優勢的國際領導廠、具備生產彈性而跨足品牌的

傳統代工廠、以通路優勢向上整合的一條龍製造商、或透過產品與通路差異化

來開創品牌的轉型科技廠等，若能找到利基切入點並克服三大門檻，則都有機

會能各據一方，在隱形眼鏡產業的不同市場區隔中穩健發展。 

4. 法規形勢的掌握 

台灣的驗光師法尚未通過，不須處方籤即可購買隱形眼鏡，不若需要處方

籤歐美市場容易透過醫生推薦來帶動矽水膠鏡片銷售。另外，台灣的水膠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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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已被壓至過低，使消費者的價格彈性過高，矽水膠的相對高單價使市場接

受度不高。因此，開發隱形眼鏡新材質的業者，往往需突破成本與法規課題。 

5. 通路的選擇 

隱形眼鏡目前的單點與連鎖通路市佔率各約 50%，形式卻愈趨兩極化： 若

非服務極高端客戶，即是以價格戰吸引消費力低的族群。況且，提升銷售量的

重點不完全在於產品，而更高度倚重門市銷售人員的口才與人脈。這使得通路

商不易建立銷售人才的培養模式，且往往形成明星銷售員議價力高的失衡現

象。 

有鑑於此，國際大廠嬌生選擇透過中盤商經銷，卻也無法避免中盤商私下

操作存貨與價格的風險；而台灣的晶碩則選擇捨棄舊有通路，進駐捷運及大賣

場等建立直營門市，原本不被看好，卻出乎意料地可能快速轉虧為盈。相較之

下，選擇傳統通路而沒有台灣總代理的廠商，雖避免與特定通路商合作會遭其

他廠商抵制，但銷售之路仍未免艱辛。因此，如何走出不一樣的通路策略，考

驗著各家隱形眼鏡業者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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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明基材料之緣起－光碟事業 

光碟產業起家 

明基材料原名明碁電腦，前身為自 1998 年由宏碁集團旗下事業部獨立而出

的達信科技（下簡稱達信）。早期達信為宏碁的代工廠，主掌電腦 ODM 業務，

進軍全球 28 國，共擁有 40 間辦公室。但達信不願僅專職代工賺取微利，開始

思索如何跳脫代工思維、擴大研發，恰逢 2000 年宏碁集團改組，明基友達集團

因此獨立而出，讓達信開始往電腦周邊如鍵盤等產品發展，以成為全方位的裝

置（device）製造商為目標。 

配合 2001 年友達集團大舉踏入電子周邊領域，由佳世達科技（下簡稱佳世

達）生產電視、顯示器、投影機、相機、MP3 player、鍵盤、和手機等，一步

步以 B2C 模式往電子裝置（device）之路邁進；而擅長電子化工材料領域的達

信，則專注光碟片事業，以 B2B 模式成長：達信不只國內最早量產 CD-RW（4

倍速）光碟的公司，其產品包括一次燒錄式光碟（CD-R 及 DVD-R）與可複寫

式光碟（CD-RW 及 DVD-RW）等，達信甚至因光碟事業的比重而再進一步切

割為達信光碟及達方電子。 

同時，友達集團旗下與飛利浦集團合資成立「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公

司，投入 DVD 光碟機之製造。明基材由於有光碟機的規格參考，更易於掌握

業界對光碟產品的效能需求，進而加速市場趨勢掌握及新世代、更高倍速與容

量的產品開發，提高技術的互補性綜效、並強化與集團中團隊進行互動與交

流，讓光碟在產量與銷售預測上都能更加確實。 



 

97 
 

  圖 5-1 明基友達集團架構圖 

資料來源： 有物報告，產業轉型：BenQ，從賣手機到開醫院，Apr.1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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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一次新事業發展－偏光片事業 

一、發展契機 

電腦的普及化讓光碟產業在 2000-2003 年起飛，也讓明基材在這片榮景中快

速成長。2003 年，原任職於佳世達、了解電子裝置製造與產品多元性的游克用

先生，在集團領導人李焜耀先生的指導下，接掌了明基材。但游克用即使看到

當時光碟片市場的擴大，仍覺光碟片前景堪憂： 

1. 消費者行為轉變 

「人因無線而自由」 （wired to mobile/ portable），是明基材觀察 iPod、

PDA 問世後，投入製造手機的信念。但首先，無線概念中的可攜性（portable）

訴求的是體積小，但光碟與光碟機體積皆大，悖於潮流。其次，消費者對影像

輸入（image input）的需求，需高容量配合，但光碟片尚難提供此龐大儲存空

間。同時，消費者的分享導向，讓相片由實體沖印變虛擬上傳，而光碟片須放

入電腦讀取，難實現分享的即時與方便性。 

2. 分享需求變化 

上述的需求面的轉變，亦反映到了實際的業界技術變動：隨著網路不斷進

階升級，當時 Wifi 的規格由 802.1B 進展至 802.1G，無線網路將取代未來許多

電子裝置而成為主流分享模式，而令相片的實體分享需求及明基材開發的熱熔

式（熱轉印）印表機銷量（即使不會有點狀雜訊而優於傳統矩陣式列印）不斷

下降，間接降低對光碟片的儲存需求。 

3. 產業標準變動 

除了消費導向轉變，硬碟體積亦開始縮小：除了可攜式硬碟出現，硬碟容

量亦最初的 400Mb 快速放大，導致其價格崩盤。同時，記憶卡及隨身碟的容

量，卻由 256Kb 大增至 Mb、Gb 以上，加上體積小、隨插隨用、複寫容易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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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是光碟所無法比擬，因而快速成為產業標準。即使當時明基材投入開發

的光碟機結合記憶體（RAM）與藍光（blu ray）雙層結構，且佳世達仍以光碟

機（ODD）營利，卻不見未來性。 

4. 裝置生產沒落，元件製造崛起 

明基材的光碟片製造屬於電子裝置產業，以往可將 A 級貨光碟交給 Sony，

B 級貨則投入印尼、巴西等燒錄蓬勃的次級市場；但隨著消費行為轉變與價格

透明化，電子裝置無法再做地區性差別取價，毛利率也只能節節敗退。 

同時，電腦產業從美、日來到台灣，再從台灣搬移至大陸，遷移過程導致

產能過剩與跌價。面對中國的山寨電子業者循著過去台灣電腦產業的發展腳

步，約花 10 年建立技術基礎、再花 5 年進行國際化訓練，即可擺脫山寨而成為

台灣主要競爭者，游克用更看清明基材不應再投入缺乏未來性與獲利性的光碟

事業。 

二、發展前評估與盤點 

當時明基材的人力與財力皆不足，故新事業發展須從核心能耐的盤點開

始，利用還原工程的方式將明基材的技術能耐進行拆解：光碟片事業養成光學

人才基礎，加上有 DVD / RW/ blu ray 染料的混合層配方能力，故可歸納出以下

多種核心能力：以光照射及溫控使特定染料層反應的混合層高分子技術、光碟

的染料鍍膜（coating）技術、RW 碟片的塗佈（sputtering）技術、光碟的膠貼

合技術、模具射出與自動化生產技術、以及從無塵生產（clean room）到微塵控

制（dust control）、成本降低而環境提升的生產管理。 

三、第一次新事業發展標的 

1. 面板產業的發展 

盤點了核心能耐後，明基材進一步思索新事業發展應如何切合友達集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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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需求，達到垂直整合與下游需求穩定的綜效，因而看到了友達光電的面板製

造上游有切入點。當時映像管一吋約 100 美金，面板僅需 40-50 美金，且開始

應用於電腦運算，因此業界皆期望由面板取代映像管、前景可期。將面板進型

拆解，其中單位成本最高者為濾光片，而偏光片為單價第四高，其生產需集合

光學、多層貼合、薄膜、高分子、無塵與精密生產等多種特性，技術層次皆高

又與明基材的核心技術有高度正相關，故成為新事業發展的理想目標。 

2. 偏光片產業的突破機會 

就以偏光片的供應面而言，當時多為日本廠商供應；韓國廠商 LG 化學甫進

入該產業，技術仍不成熟；而台灣廠商僅唯一力特光電當時雖日正當中，但明

基材前董事長游克用卻看出力特僅交出 A 級偏光片，使 B 級偏光片庫存過多的

財務隱憂，故明基才有機會超越力特，以與日本產業看齊並競爭為目標。另

外，從《京都式經營管理》一書，游克用了解到過去友達集團擅長的裝置製造

產業已沒落或外移大陸，反而是元件製造業者在業界才有生存空間，故明基材

也應從光碟這樣的裝置製造，新事業發展為材料元件製造。 

3. 集團支援與材質選定 

從友達集團的角度出發，由於偏光片上游材料皆自日本進口，而日本上游

業者皆擅長成本控制、不願殺價，使集團過去只能因而忍受高面板成本；但如

今明基材決定轉進偏光片，讓集團能以扶植第二供應商的方式培養明基材，讓

明基材專攻 TFT-LCD 面板專用的偏光片製造。 

從材質出發，當時有 PET、TAC、高分子膠等材料可擇一切入。明基材實

地至日本勘察後，發現 PET 塑膠薄膜的營收僅與成本相當，且自動化生產易產

能過剩，在考慮折舊後幾乎無獲利可言；而 TAC 膜源料又把持於日商手中，故

明基材決定專注高分子膠，繼而籌建雲林偏光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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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挑戰與調整 

1. 技轉困境 

由於日本廠商不願提供技術轉移，明基材的偏光片設備進口皆被封鎖，是

首當其衝的進入障礙。明基材最早於 2003 年投入偏光片製造，極不容易才在日

本找到一家未達量產等級的小廠，發展其生產線；直至第二條生產線，才找到

具量產能力的廠商合作，於 2005 年 5 月開始偏光片出貨，開始站穩腳步。 

2. 進出貨幣別差異 

相較過去明基材的光碟片客戶多在台灣、進出貨單純，偏光片產業的上下

游廠商則多在不同國家，議價力又皆大，成本控管難以突破。偏光片原料由日

本進口，以日幣為單位，而客戶則多是國際面板廠，以美金為單位，如此銷貨

與進貨的幣別不一致，在雙頭寡占情形下，一旦相對匯率稍微波動，就使明基

材獲利受損。 

3. 難度低估與良率管理 

除了量產能力，明基亦疏忽了偏光片製程的高難度：由於各層膜之間的塗

佈、貼合、及卷對卷技術，加上偏光片需要上百公尺的產線，在廠地空間有限

下只能以上下樓層方式彎折產線，使良率保持難度更高。另外，製程難度加上

面板的快速跌價，明基材在摸索良率的過程中偏光片價格已跌掉 30%，因而錯

失偏光片產業「甜蜜點」。 

4. 生產思維的衝擊 

過去友達集團以組裝為主的電子業，重視效率快速，會隨景氣高低而關閉

產線並集中生產；但偏光片生產是化工業，注重穩定，一旦換線集中生產，就

會導致良率下降。明基材在未調整電子業思維前，因良率的起伏而損失了自家

友達集團外不少客戶的信賴，緩步學習適應化工產業後，良率才漸次提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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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7 年 12 月起先後進駐了新竹與龍潭科學園區，並在 2008 年 9 月獲准成立

雲林廠，更專注於高分子光學膠的生產。 

5. 財務與人力資源不足 

在財務結構方面，明基材的偏光片事業虧損兩年才建立技術，2005 年的

EPS 甚至一度因產品良率低而慘跌至-6.27 元/股，加上 2006 年友達集團割捨本

業，將光碟機製造部門交由光碟機大廠建興進行整合，因而同時大量移轉來自

微軟的 Xbox 光碟機訂單，使明基材的間接資金流更加匱乏，堪稱第一次新事

業發展亂流，使其元氣大傷。同時，在人才養成方面，即使光碟片與偏光片有

許多相似特性，技術差異仍相當巨大；明基材從原光碟事業部借調人員、從公

司內部土法煉鋼，而不從競爭者挖角人才，雖降低文化衝突產生，但技術建立

之路十分艱辛。 

6. 友達集團的信任建立 

在友達集團的支持下，集團內不少有光學背景的廠長與副總轉入明基材任

職。對明基材來說，光學自動檢驗（AOI）製程困難度因此降低許多；對這些

人才來說，明基材也給予升遷的舞台，促成門神效應。集團雖給予新事業支

持，但對於品質要求卻毫不馬虎：相較於日東電工的偏光片在集團內測試僅需

300 小時，明基材偏光片測試卻須 500 小時，品質起初不被友達集團信任，只

能慢慢以良率建立信任，超越磨合期。 

7. 政策阻礙 

台灣政府阻止面板業前進大陸投資，而中國則招商環境優渥，由於招商數

目是各省考核指標，不但土地免費，政府更協助建置廠房、廠商可直接進駐。

故一旦有突破口，就能吸引廠商大量湧入，催生金東方等低價廠商，威脅台灣

偏光片產業發展。 

8. 技術與市場趨勢錯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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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光片製程中的卷對卷技術，牽涉到各層膜的張力與收縮力；而高分子精

密雕刻技術，則牽涉到 3D 顯示器的製造。明基材即使同時關注上述兩種技

術，甚至開發出 3D 柱狀透鏡膜技術，但 3D 顯示器市場不如預期中樂觀，未帶

動偏光片製造往卷對卷、薄膜式生產技術發展，使顯示器價格無法壓低到終端

消費者願買單的 100 美金，使明基材在錯估技術趨勢下獲利受限。 

五、人才策略 

1. 人才移動與共識 

明基材切入偏光片從 2003 年研發與生產部門的人力移轉開始，雖然當時光

碟片事業仍是主力部隊，雖產業跳躍度高，但未遭遇內部反彈。公司內部的共

識凝聚，從與研發人員的溝通著手，密集討論技術能延伸出的新領域，透過探

討未來性與創造危機迫切感，以有形討論與無形溝通快速凝聚公司配合度與目

標一致性，順利跨過台灣企業新事業發展最常遇到的第一關卡－內部阻力。 

2. 內部文化與研發團隊 

友達集團旗下事業團隊刻苦耐勞、習慣獨立發展，更相信領導人眼光，故

一直衍生分割（spin off）出友達光電、達方電子、達信科技、瑞鼎科技、景智

電子等新公司，而明基材亦創業能力強而文化鮮明。當時明基材也曾挖角一些

未達量產規模的小廠人才，卻因文化適應度與技術貢獻度有限而離職，因此後

來，就外部人才部分，明基材只鎖定需服務五年、有高技術背景、又不被經驗

所囿的國防役人員，由光碟片事業的研發主管帶領內部團隊及國防役人員一步

一腳印地進行研發。 

3. 人才銜接與協調 

投入偏光片事業時，恰逢明基材的 DVD 技術成熟，光碟片事業不再需要高

端人員密集投入，加上藍光光碟事業亦停止投入，故剛好將閒置的技術人才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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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投入偏光片研發。由於沒有外部招聘人員，使早期團隊創業革命情感強，甚

至可隔夜在無塵室生產；加上在光學領域（CTO）具有很強號召力，亦吸引不

少非同業的外部光學博士來改變企業體質。同時，由於一方面，轉進偏光片事

業的皆為光碟事業部資深技術主管，使光碟部門的資淺人員亦較不會對績效制

度抱持異議、內部不會產生雜音；另一方面，國防役人員待遇亦比照正職員

工，也使其留任率高、凝聚團隊向心力。 

六、第一次新事業發展的成功關鍵 

1. 鎖定未來性，停止藍光事業投資 

為了強化團隊的改革士氣，前董事長游克用以未來性為訴求軟硬兼施：在

軟性層面，他不斷積極溝通並強調光碟事業沒有市場性；在硬性層面，為了斷

絕明基材的回頭路，他在明基材仍技術領先的當時，就斷然拒絕對藍光（blu 

ray）光碟事業的資本支出，規定藍光光碟生產只用 RW 設備改裝，而不再添購

新機器，避免資本支出的回收遙遙無期。2005 年藍光光碟問世後，其容量果然

不足，使業界仍以 DVD 為主要儲存載體，明基材的形勢評估正確。 

2. 人才績效的評定策略 

偏光片需要大量電子、機構、軟體人才，協調戰功未顯著的偏光片事業與

主力戰將的光碟片事業的利益分配是重要議題。在員工分紅未費用化的當時，

明基材認為具有未來性產品才能為股東創造獲益，故選擇將股票分紅是給具未

來性的偏光片單位；而績效獎金則是給予有營利性的光碟部門（performing 

unit），使獲利高的主力戰隊不會因此眼紅。 

同時，明基材為營利部門與新興事業部所訂定的考核標準（KPI）亦不同：

前者以量產程度、A 級貨百分比為考量，後者則以產品研發與未來性規劃為目

標、即使虧錢亦不影響，藉以清楚衡量兩個部門表現，使其效能雙雙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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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團優勢與資源挹注 

此次新事業發展為製造導向，以技術為主要考量，所需的是建立技術的時

間，恰好有友達集團的技術人才加以協助，讓明基材的偏光片生產相較其他沒

有技術基礎的新進者更快上軌道。同時，明基材進軍平板市場，能借助友達集

團這位富爸爸在面板市場已有的市占率，加上當時第五代的龍潭廠優勢，讓產

品出口順暢，享有出海口優勢。另外，由於日本偏光原料廠亦生產偏光片，且

直接或間接將偏光片賣給友達，因此友達只要開口，就能要求日本廠商將原料

售予明基材，讓明基材的原料來源不致匱乏。 

由於整個集團已在大尺寸面板事業站穩腳步，為致力於上游垂直整合與材

料成本的節省，因此偏光片採購已逐步由過去的日廠為主，轉向集團內部的明

基材料，帶動明基材料最近兩年全球市佔率明顯的攀升。依照產值而言，明基

材料偏光片事業市佔率已由 2007 年的 5.8%，逐步提升至 2009 年之 6.4%，

2010 - 2012 年則約在 6.6%至 8.0%間，呈現緩慢穩定的成長。 

4. 購得力特光電生產線 

2009 年底力特光電的財務出現問題，欲將兩條最好的新產線（第 7, 8 號）

轉賣並技轉至中國，明基材因而想著是否應藉著買產線，以避免技術外流至中

國、使偏光片產業竄起。但真正購買產線，是明基材的審慎決定：首先，當時

恰巧友達集團宣布要投資第八代面板廠，需要快速擴充產能與廠房面積，買下

力特產線至少能維持產能 10 年。其次，明基材可因此專線專用、不須彎折產線

即可提升良率。再者，明基材已虧損兩年而體質未恢復，無資本再買地建廠。 

這三大因素使明基材決定買下產線、租借包含無塵室等力特廠房，並於

2010 年 4 月趁勝追擊，設立南科廠。然而，明基材取得力特的南科廠產線其實

有好有壞：雖然產能拉升讓明基材更有議價力，也因此能提早搶進中國訂單，

即使面對如今中國偏光片價格被殺低，在中國的營收比率仍較 LG 化學等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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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南科的龐大產能也讓明基材需要更多時間加以消化與調整步伐。 

5. 避開台灣與中國的競爭 

2003 年的台灣，產業紅海是電子、機構、半導體，而偏光片屬於冷門產

業；在中國，當時只有一家低階 TN 偏光片廠商，沒有高階偏光片廠商。明基

材一開始就選定技術難度最高的 TFT 偏光片，自然避開較低階的 TN、STN 偏

光片市場的競爭。同時，偏光片需要類比經驗（analog）累積以提升良率，比

如風口角度調整、超過 500 公尺的產線配置、軸線校對與就位，都是明基材的

經驗累積；而中國偏光片廠習慣按圖施工，學習力有限，良率自然難以提升。 

圖 5-2 明基材歷年產品佔營收比重 

資料來源： 大華投顧，整理自明基材料 2005-2011 年報，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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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二次新事業發展－生醫事業 

一、發展契機 

1. 偏光片的低價趨勢 

隨著中國偏光片產業崛起，低價導向也應勢而生，良率改善將到極限，因

此需有新材料的研發。其中，以往偏光片的最重要組成－TAC 膜，須由棉花萃

取而成本高；而目前看好的壓克力（PMMA）偏光片，供應鏈又把持在日本廠

商手中，台灣廠商缺乏切入點。同時，國際偏光片大廠不論是日東、日立、或

LG，在新材料研發都有垂直整合優勢，更是台灣偏光片商所缺乏的基礎。 

2. OLED 的威脅 

相較於一般顯示面板需要兩片 TFT 偏光片， OLED 只用一片 TFT 面板，

一旦普及將使 TFT 多達一半的產能過剩。同時，由於 OLED 是主動發光，不像

TFT 是背光板，因此不用 LED、CCL、與導光板等多樣面板元件，且色彩飽和

度、色溫、景深皆較 TFT 更佳，機構件更便宜、成品亦更輕薄。明基材早期即

投入 OLED 研發，甚至應用於手機。雖然目前業界 OLED 一直無法克服殘影衰

退問題，故至今未成氣候，但 OLED 的崛起卻是 TFT 市場遲早需面對的議題。 

3. 原料無法在地取得 

不論是 TFT 或 PMMA，偏光片原料皆須進口，無法由在地廠商提供，使毛

利率無法穩定；即使友達集團可增加明基材在 TFT 原料上對日本原料商的議價

力，但對於 PMMA 偏光片等友達集團進貨量較低或未進貨的新興材質，明基材

即不存在議價優勢，其競爭力在產品低價的壓力下也就持續下滑。 

4. 技術與人脈的落差 

明基材看似光學核心技術到位，似乎許多光學產品的組裝觸手可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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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潛在商機；但實際上，過去的代工經驗雖讓明基材的技術力順利養成，組

織力卻不足；即使是第一次新事業發展，明基材仍是對應友達集團的內部需

求、在集團的羽翼下成長，缺乏對外的商業互動，在缺乏策略夥伴的情形下，

對外進一步多角化的難度高，無形中亦促成新事業發展壓力。 

二、標竿企業 

1. 企業特質 

明基材參考了競爭對手、友達集團的客戶，分別找到了日東電工、3M 公司

兩間標竿企業。之所以選中此兩間企業，在於兩者都兼具多產品、多通路、高

毛利等特色。同樣是偏光片廠商的日東電工，產品卻達 20000 多種，通路亦十

分多元；而 3M 公司的產品更達 60000 種產品，通路遍布各大賣場及連鎖書

店，毛利率更高達 36%，而淨利率亦高。在兩者之中，明基材對於能持續成功

多角化的 3M 公司尤其好奇。 

2. 3M 公司 

3M 的核心技術聚焦於膠產品與光學精密雕刻（V-cut 增亮膜），多元產品線

源於 3M 文化對創新能力的極度重視：不僅研發人員有 15%的自由時間，可自

行開發至銷售與公司無關的產品；甚至公司的規章制度明定：3M 的 30%營收

要來自新產品、並依創業成功的比例獎勵分紅。 

但多元產品並未讓 3M 的品牌策略失焦：3M 從多品牌收斂至單一大品牌，

以 B2C 優勢去強化 B2B 能力；例如其痘痘貼於美國研發後，原本的傷口護理

用途在醫院通路難以行銷，卻在台灣找到除痘的新功能與商機，其創新力與品

牌力可見一斑。 

而明基材之所以有向 3M 學習的機會，是因友達恰為 3M 的客戶，且明基材

幹部與 3M 高層熟識，故不僅前董事長游克用能帶領團隊去參觀 3M 在桃園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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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的研發部門，由 3M 高層講解公司經營；《你不知道的 3M》一書，更成為明

基材主管的工作坊及度檢討會的標準教材。 

在向 3M 借鏡後明基材發現：3M 雖然技術領先，但最強的是其行銷導向及

對通路的掌握度；面對網路時代來臨，虛擬交易的盛行，更有賴企業建立信賴

與品牌知名度。反觀明基材，游克用發現其材料研發能力無法由「達信」一詞

展現，故將「達信科技」改名為「明基材料」，讓明基材能去槓桿利用

（leverage）友達集團的 BenQ 品牌知名度，不只省下建立能見度的額外廣告

費，更能以集團下的共同品牌，增加對人才的吸引力。 

三、發展前評估 

1. 產業革命 

從最早的電腦「1C」（computer）出現，隨後的手機「2C」（communication 

）問世，來到最近的平板「3C」（consumer）革命，產品紛然競起。但 2006 年

起 3C 匯流，使單一支智慧型手機就有以上三種功能，衝擊太大，會使數位相

機、印表機、光碟機、MP3、鍵盤等許多電子產品逐漸被取代而消失，造成電

子業產能過剩。 

2. 穿戴式科技與智慧機器人 

以新興電子裝置來說，市場目前多看好穿戴式科技商品及智慧機器人。然

而明基材認為：穿戴式商品因其體積過小，僅是過渡性產品，不易成為主流；

而智慧機器人由於生產量太小，無法量產而普及家庭市場，加上開發速度緩

慢，未來性不足。 

3. 醫療產業： 不受經濟影響 

2008 年金融風暴後電子業哀鴻遍野，連 3M 公司的電子部門也未能倖免；

但 3M 卻有兩大事業部仍屹立不搖：一為反射板與電纜工程等政府採購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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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政府為挽救 GDP 而大量投入基礎建設的需求支持；另一則為醫療產業，因

病患人數增加不受經濟好壞影響，使該市場持續成長。 

4. 醫療市場成長 

全球醫療支出成長率平均為 GDP 的兩倍，加上二戰後人均壽命延長 20

年，會使醫療支出在 20 年間增加 40%。同時，相較於已開發國家市場中歐洲 4

億人、美加 3 億人、日本 2 億人，加總不到 10 億人口，中國即擁有 13 億人，

改革開放後的其近年人均所得大增，加上其他新興國家的龐大市場（南部非洲

地區平均壽命由 37 增至 58 歲），是明基決定跨入醫療產業的主因。不過，醫療

產業又可分為醫療設備、藥品、與醫療器材（下簡稱醫材）三大產業，明基材

對於如何選擇又多加分析。 

5. 醫療設備與藥品產業概況 

首先就大型醫療設備來說，如 CT、MRI等設備都須倚重醫生的信賴。醫生

的酬薪近似論件分紅，最怕機器誤診而增加醫療糾紛；但採購方是醫院，醫生

在無權決斷的情況下多半只信任大品牌，因此設備業者要一家家醫院打品牌戰

難度高，故大型設備製造不是明基材的機會。 

就新藥開發來說，2005 年在 FDA 的通過率僅 1/25000，核准率逐年降低；

2008 年僅不到 30 項新藥可上市，核可數量亦逐年遞減。因此，資本投入與風

險皆高的藥物產業亦非明基材考慮的方向。 

四、第二次新事業發展標的 

1. 友達集團跨足醫院管理 

友達集團曾在 2003 年蘇州的經銷商大會上遭遇食物中毒事件，洞見兩岸醫

療品質的落差。數年後集團恰有機會接管南京港口醫院，就從人才籌建策略著

手：在短期上聘請台灣醫生至中國改善醫病關係，長期上則與南京醫大和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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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作：由醫大在硬體面上提供技術專業、友達集團則在軟體上導入管理思

維，培育出在地的明基醫生，才能陸續在 2008 年及 2013 年開花結果，分別成

立南京明基醫院及蘇州明基醫院。 

2. 明基三豐進行醫療設備製造 

為了進一步投入醫療設備製造，友達集團看準三豐醫材的通路行銷能力，

及其手術台、手術燈等手術設備產品，而決定於 2010 年進行收購並改名為明基

三豐。友達集團的資源挹注，一來讓三豐原有的設備產品能在直接明基醫院測

試、由醫生提出第一手反饋；二來更導入佳世達的科技，協助明基三豐開發如

超音波系統等醫療顯示器與資訊系統。明基三豐以其深化的在地化保固與服

務，掌握國際醫療設備大廠無法顧及的客製化需求而站穩利基，深獲台灣各大

醫學中心肯定。 

3. 明基材切入生醫材料研發 

在資源配置下，由集團本身進軍醫院經營，藉明基三豐跨足醫療設備製

造，而明基材則本於對膠材料的核心技術切入醫材研發，即為友達集團建構了

完整的醫療生態系。雖然醫材種類包羅萬象，但明基材看見其中傷口護理市場

的全球規模超過 1800 億新台幣，市場廣而產品多；在行銷上，新興市場對新品

牌接受度也較高。同時，傷口護理敷料為體外使用而較易通過 FDA 檢驗，投資

時間與風險易控制，進入與退出成本皆低，對明基材當時體質而言，是進可

攻、退可守的理想標的。 

五、新事業產品發展 

明基材的醫護產品主要有三大面向：分別是止血產品、傷口護理產品、及

痘痘護理產品，分別針對手術前與術中醫療、術後護理、及平時保養需求，提

供完整的傷口照護產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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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止血產品 

明基材調查發現：隨著中國等新興國家經濟崛起、飲食富足，心血管疾病

市場也開始擴大；心血管疾病首重動脈，而動脈常是傷口止血的作用點，故止

血材料是手術前及術中的關鍵，從而使明基材開始關注止血材料市場。在市場

層面，當時全世界經營動脈止血紗布的僅三家大廠，而台灣僅一技術不足的小

公司，明基材因認為其品牌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技術層面，當時多半在股動

脈以紗布止血，除了以螺絲持續加壓固定，病人更需打點滴 8 小時並接受導

尿，苦不堪言。 

明基材找到了紡織研究所合作技轉，以「安適康」品牌開發出幾丁聚醣

（即甲殼素）敷料，以帶正電的甲殼素氨基（NH3
+），吸引帶負電的血小板快

速於傷口凝聚紅血球，加上其多孔性設計、高度生物相容性、並搭配「安適

康」撓動脈止血器，病人只需 2 小時就可離開病床。明基材所開發的止血敷貼

與紗布，不只能臨床應用於導管移除後止血，在急救應用上更因幾丁聚醣能被

快速吸收並形成凝膠，有效控制出血。 

2. 傷口護理產品 

在傷口護理產品部分，由於膠帶產品需運用到卷對卷、高分子、裁切技

術，故是明基材最早投入的項目，開發出嬰兒膠帶、美容膠帶、及酒精滅菌膠

帶等；針對如何確保不殘膠、磅數輕而撕除無疼痛感等目標，明基材也致力精

進。 

近年來，明基材採用雙軌的品牌策略：以「安適康」品牌開發水膠敷料、

含生醫成分的藻酸鹽敷料，提供濕性環境，加速細胞表皮化及傷口癒合；以

「美若康」品牌開發高階的除疤矽凝膠，利用矽凝膠穩定皮膚電場與膠原排

列，減少疤痕厚度，往全方位術後的養護需求邁進。 

3. 皮膚護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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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般消費者，明基材也推出痘痘護理產品。其中，痘痘貼需要膠相關

技術投入，其水膠材質與專利設計，讓貼片能完全貼合肌膚，吸收傷口膿液而

加速終結發炎反應；另外，相關的抗痘精華液能調理膚質，去逗遮瑕筆則有高

親膚性、能與底妝結合，皆切合大眾市場，拓寬明基材的品牌之路。 

 

  



 

114 
 

第四節 第二次新事業發展－ 隱形眼鏡事業 

一、發展契機 

在跨足醫療產業後，明基材體認到：耗材要走自有品牌，難的是通路推

廣。因此，在投入生醫材料 2-3 年後，明基材又進一步尋找下一個能發揮材料

專長、又能建立完整品牌的醫材市場。偶然間聽聞有過去的光碟片廠商投入隱

形眼鏡製造，加上當時恰巧受託接管製造隱形眼鏡的視陽光學，讓明基材仔細

分析了隱形眼鏡一番。 

1. 核心技術延伸 

隱形眼鏡難度高，包含光學、高分子、精密模具、滅菌抗敏、光學檢測、

精密雕刻等技術，這些核心技術在小公司難以發展起來，但在明基材皆備，才

決定投入隱形眼鏡產業、接掌視陽光學。 

2. 產品認證門檻 

由於屬於侵入性醫材，隱形眼鏡需花較長時間取得政府認證。雖然認證加

深了投資隱形眼鏡的沉沒成本，但反過來說，由於明基材有高分子材料研發的

核心能耐，加上投入傷口護理市場後對醫材的了解，不須如其他電子本業新興

廠商從頭摸索技術；一旦通過認證，明基材就能拉開與其它新事業發展廠商的

差距、更容易搶進市占。 

3. 市場動態 

歐美市場慣用透氧度與品質更佳的矽水膠鏡片，但亞洲隱形眼鏡市場卻以

水膠鏡片為主。相較於目前欲跨進矽水膠的台灣廠商都沒有光學基礎、舉步維

艱，明基材本於對矽水膠的技術掌握，對於將矽水膠鏡片帶入台灣市場具有信

心，恰好能創造新市場以切入隱形眼鏡的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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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標的 

1. 製造層面 

明基材於 2008 年轉投資視陽光學，由明基材專注研發矽水膠鏡片、視陽則

進行鏡片 OEM/ODM 生產。廠房位在馬來西亞的視陽光學原本只製造水膠鏡

片，但明基材的矽水膠包括注模、旋膜、決定弧度的車模仁等技術皆與水膠不

同，因此視陽僅能提供製造設備，而明基材則在技術上自行研發並改善製程。 

2. 研發層面 

由於明基材具備高分子材料的核心技術，故不論隱形眼鏡或生醫材料，皆

是由內部研發團隊發起並主導。在便利導向的一般鏡片產品上，明基材則是取

得視康集團（Ciba Vision）高透氧矽水膠的專利授權，在此基礎上獨家開發出

「親水矽科技」，成為台灣第一家以矽水膠材質鏡片為主的廠商。親水矽科技不

只使鏡片透氧度達 DK/t 150，逾一般水膠鏡片的 6 倍，更首創全球第一個無溶

劑配方製程，減低消費者配戴時接觸保養液的不適刺激感。在美觀導向的角膜

變色片上，明基材亦運用獨家全隔色科技，推出「美若康綻美」系列，以三道

精密的膜層貼合工法，將花紋色料包覆在中央，使眼睛得以與色料完全隔離，

剔除掉色疑慮，成為世上首款的矽水膠角膜變色片。 

3. 品牌與行銷層面 

為了不讓電子形象過強的 BenQ 使消費者抗拒，明基材改用美若康作為品

牌，不過在鏡片包裝盒上仍有 BenQ 的小標示，保有品牌影響力，卻又與集團

的品牌主體保持距離，進退得宜。美若康在 2012 年 3 月進入台灣隱形眼鏡市

場，在銷售面上主打矽水膠鏡片產品，並積極布局國內各大眼鏡通路。 

4. 通路層面 

明基材的隱形眼鏡銷售投入傳統眼鏡行通路，但台灣不少連鎖隱形眼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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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是認為有架眼鏡利潤較高、未了解到有架眼鏡生命週期較長，就是完全低

價導向，缺乏品牌推薦的忠誠度，更不願花時間進行門市及消費者教育。但明

基材的矽水膠鏡片不只對台灣是新材質、單價亦偏高，因此在合作對象的搜尋

上，明基材花了不少心力。 

最後，明基材看中專業度高、配有驗光師、不開放加盟、且隱形眼鏡業績

占比高的小林眼鏡。小林能精準預測每店庫存，包括散光、近視度數的貨量配

比，提高回客率。而嚴謹度高、注重消費者教育的大學眼科，亦成為明基材

2013 年起的合作對象，除了在矽水膠推廣上成效顯著，更甚至與中國的明基醫

療體系院方有雷射手術合作，在友達集團的醫療生態系中扮演更多重的角色。 

明基材不只有總經理林恬宇親自一一拜訪門市，與專業眼鏡通路建立互

信，更推派講師去門市教育銷售員，先強調矽水膠鏡片的舒適與透氧度，再讓

有興趣的消費者回頭去探討材質，以期打破傳統通路中銷售員口才決定業績的

瓶頸。隨著明基材一步一腳印地耕耘品牌，光是 2014 上半年，美若康在台業績

就已超越 2013 全年業績。 

5. 次要標的： 能源膜相關事業 

除了看到生醫市場的穩健成長，隨著環保意識抬頭，明基材亦看到再生能

源發展帶動環保電動車及能源膜市場的擴大。同時，發展生醫產業過程中，在

行銷上選擇了品牌與多角化，但在製造上卻主要僅採用明基材的膜層拉伸、高

分子、及光學檢驗等技術；若同時發展能源膜事業，則偏光片製程中的卷對

卷、射出成型、精密雕刻等能力，更能有效地於能源材料研發與製造上加以運

用，更有技術相容性與綜效。 

因此，明基材的觸角，也能伸入綠能與能源膜產業： 在綠能產品方面，明

基材最早是研發出太陽能模組用背板，雖在 2009 年 12 月通過 TUV 及 UL 測試

而開始出貨，但綠能產品因保固期長，不易取得客戶信任，使通路難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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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膜方面，明基材則在 2010 年與中國車廠奇瑞集團旗下的蕪湖奇瑞科

技，合資成立達尼特公司，合作開發鋰電池隔離膜。雙方所研發的單層、多

層、及塗佈隔離膜吸油能力強，能增強油電利用效率，於 2012 年正式量產出

貨，瞄準前景看俏的電動車能源市場，可望成為明基材的新成長獲利來源。 

三、發展挑戰與調整 

1. 新事業發展共識不足 

明基材第一次新事業發展偏光片，是從電子業跨入化工業，雖是激烈的急

轉彎式新事業發展，但仍為製造導向（B2B）。第二次新事業，明基材發展生醫

事業，選擇走多產品策略、從應用端著手；雖是採用微調的漸進式新事業發

展，並策略聚焦，遵循類似日東、富士（Fuji film）等化工公司的轉型軌跡，貌

似適合明基材的體質，卻是從製造導向轉為銷售導向（B2C），難度提高甚多，

內部共識未如以往強烈。 

2. 企業文化衝擊 

由於第二次新事業發展為行銷導，因此迫切需要行銷人才擔任產品經理

（PM）。相較於 3M 公司有 44%是行銷人才，明基材只有 4%。過去，明基材文

化為精簡製造的成本導向，強調扮演好 B2B 的垂直整合角色，只要符合客戶所

提規格即可。但如今的銷售導向注重與客戶溝通、了解需求，明基材的製造本

位反而成為阻礙，使新招募的行銷先鋒容易與研發團隊產生價值衝突。 

3. 組織與規章協調待加強 

同時，明基材的治理規章不若 3M 公司對行銷部門有獎勵的彈性，對行銷

人才的激勵又更少一層。另外，如何維持偏光片、生醫、隱形眼鏡等各大事業

團隊都保有主軸，專業獨立又能協調互助、產生綜效，更是領導者的難題。因

此，不只製造本位的管理階層需要思路轉變，公司規章更需同步調整，才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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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品牌經營。 

4. 新事業發展的兩次亂流 

明基材由製造跨入行銷的第二次新事業發展，不免遇上「大船難轉彎」的

窘境，而接連於 2011、2012 年遭遇的兩次經營亂流： 

2011 年，明基材頂著剛上市的光環，毅然退出光碟片市場；雖然第一次新

事業發展後的偏光片事業已占營收九成，但即使光碟片事業的當時營收占比僅

4.8%，明基材仍低估了光碟片事業的退出成本：儘管明基材第一季營收達 48.4

億新台幣，較去年同期成長 10.2%，但處分完光碟片設備等的固定資產、庫存

品、及原料後，卻虧損達 3.7 億元。 

2012 年，全球經濟嚴峻，使面板業景氣疲軟，面板的供過於求造成價格持

續低同迷。同時，明基材尚未完全擺脫電子業思維，於年初調整部分偏光片產

線以集中生產，導致製程轉換後新產品放量的良率下挫。再者，偏光片成本因

高價日幣而持續走高，而明基材又尚有醫材新事業需大量投資，這諸多因素亦

造成公司大幅虧損、獲利跌跤。 

四、人才策略 

1. 行銷人才招募 

面對的第二次新事業發展中隱形眼鏡與生醫事業部的行銷人才缺口，明基

材沒有如第一次新事業發展般自友達集團借調技術人力，而是以明基材內部人

員與外部人才占比各半的混血團隊打品牌戰：明基材內部團隊主攻新案開發

（RD），部分來自台北與中國明基的 BenQ 品牌人才則主打產品行銷（PM）。 

2. 行銷與研發的人才融合 

過去 RD 工程師談規格、品質不良率 （DPPM）的製造文化，與如今 PM

和應用工程師接觸客戶以定義產品介面的應用導向文化產生衝撞；PM 談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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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滿意度難以量化，而 RD 常問規格錯在哪裡，雙方難在同一頻率溝通。 

面對衝突，明基材以建設性辯論來協調：規定 PM 與 RD 一同合作產品計

畫，讓工程師有外部觀點，而外部業務員則要學習內部指標化，透過訪談量

化、統計去極值、及情境複製，確實掌握客戶需求並轉化為規格。同時，明基

材也鼓勵從 RD 人員裡培養 PM，這樣的人才具備內外觀點，更能了解規格與需

求的平衡。 

3. 事業單位協調 

第二次新事業發展後，明基材的事業群橫跨偏光片、光學膜、生醫材料、

隱形眼鏡、及能源膜，協調各事業單位（BU）是應保留在公司內部，或衍伸分

割為新公司（spin-off）以發揮綜效，是明基材的重要議題之一。 

過去友達集團內的達方曾為蘋果代工 iPod，而 iPod 團隊曾一度因獲利高而

希望分家未果；但明基材過去的鍵盤事業部，卻在領導人認為深具潛力下分割

予達方電子，可見友達集團對於事業部是否衍伸分割，乃因案制宜。相較於

此，明基材則有事業部合一的共識，雖然不同事業團隊間須花更多心力協調，

卻也更有包容力與向心力，在多產品策略上有統一的前進方向。 

五、第二次新事業發展的可能成功因子 

明基材的二次新事業發展仍在進行式，由於並非如第一次新事業般的產品

大轉彎，而是建立多元而完整的產品組合（portfolio），故沒有一定的終點。不

過，此次新事業發展仍有一些突出的特點，有助於讓新事業發展更快達陣： 

1. 資源配置 

在目標上，醫材新事業主攻發展產品，建構產品組合和動能，持續多角

化；而偏光片本業則持續進行技術與客戶投資，即投資客戶所投資技術、合作

研發。在內部資源投入上，目前偏光片占 60%，而生醫與隱形眼鏡事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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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但從營收來看，相較於成熟的偏光片占 90%，而新創的生醫材料占比約

僅 10%，故如此的配置方式給予了生醫事業相當大的資源彈性與發展空間，顯

見明基材對此次品牌導向新事業發展的重視。 

2. 產品整合與概念推動 

面對第二次新事業發展的多產品、多應用路線，明基材進一步加強產品組

合能力，以拼積木的方式，整合不同產品：除了現階段同時推出止血敷料與止

血器等互補性產品，未來更可望整合止血（急性）與傷口護理（慢性）產品，

提供更完整的術後傷口治療 total solution。同時，秉持「不怕少、不嫌小」的精

神，激勵內部員工不要怕新事業的營收少或市場小，持續挺進 B2C 消費市場。 

3. 綜效創造 

第二次新事業發展的的品牌導向，讓明基材能呼應到明基友達集團的 BenQ

品牌，帶來些許綜效：在技術層面，由於光學核心技術可應用於各事業部，因

此如第一次新事業發展般，綜效不小；在通路層面，則因各產品差異甚大，各

事業部間綜效不易產生；在市場層面：生醫產品可利用明基醫院的平台與明基

三豐的市場，隱形眼鏡則可利用明基友達（BenQ）品牌，綜效最大。 

4. 注重女性與年輕世代需求 

面對生醫產業，明基材發現：隱形眼鏡的消費客層 70-80%是年輕女性、除

痘產品的消費主力亦為女性，因此未來目標之一，將是注重女性需求，由女性

主管來主導銷售，更能建立規格與消費觀感的連結、精準掌握市場的細膩需

求。同時，隨著 Y 世代步入職場、成為關鍵消費族群，明基材也注意到需配合

世代差異所引起的需求轉變調整步伐，不只包括實體店鋪的模式轉變，更考慮

新技術或新平台應用。 

5. 製程能力與危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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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2011 和 2012 年的亂流，明基材旋即展開一系列改善活動：林總經理

忍痛關閉南科廠一個月以釐清製程問題，停止集中產線、並簡化製程，使偏光

片良率大幅改善。同時，由於有效掌握大陸新增面板產能的機會，加上日幣於

2012 年底開始跌價，儘管短期上使產品跌價與匯兌損失，但長期卻利於原料成

本壓低、增加競爭力。另外，光學膜事業在 OGS 觸控面板中供應防爆膜與光學

膠，所投入開發的異方性導電膠也順利銷售。 

這些效應同時帶動明基材的偏光片（及光學膜）、隱形眼鏡、和生醫材料這

「黃金三角」的營收推升，使 2013 年每股盈餘達 4.42 元，不只賺回前一年虧

損額的 1.5 倍，更是近 5 年來的盈餘新高。 

6. 進軍新市場 

2012 年以來，明基材的生醫事業大有斬獲： 

在生醫材料方面，安適康止血棉已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快速

審核，在 2012 年 8 月進軍美國及泰國市場，美若康的淨痘貼則與屈臣氏合作

進入中國及泰國，而動脈穿刺止血器則在 2013 年於中國多省通過醫保審核而能

正式入院使用。 

在隱形眼鏡方面，矽水膠鏡片雖在歐美的市佔率已達七成，但在台灣的市

佔卻不到 2%，中國市占率亦頗低，大有開拓空間。東南亞布局方面，美若康在

2013 年 9 月進駐了馬來西亞市場。相較於國內不少隱形眼鏡品牌商只是假品牌

之名的代工思維、目標多半仍在於取得國際大廠的 ODM 訂單，明基材則實際

想進行品牌紮根。選擇馬來西亞為東南亞首要據點，有以下考量： 

就製造面，視陽光學的工廠在馬來西亞；就市場面，馬來西亞市場小容易

掌握、對新品牌接受度亦高，更是前往新家坡市場的墊腳石；就文化面，星馬

兩國以華人為主，員工管理相對容易；在產品面，矽水膠、月拋產品在馬來西

亞的市占率較台灣高，一旦建立品牌信任度，較台灣更有機會搶進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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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策略面上，明基材不只與馬來西亞最大連鎖店合作推出試戴服務，

強化品牌形象、說服經銷商、與多家連鎖眼鏡行合作，更藉由了解星馬文化以

致力於產品深耕，希望在馬國打下口碑後，再轉進鄰國新加坡、直攻多區域多

文化的東協市場。 

六、展望 2020 年 

經歷兩次新事業發展，明基材為 2020 年的公司定位立下目標： 

1. 資源鏈結與成長策略 

明基材的第二次新事業發展，能與友達集團的通路及 B2C 行銷經驗有更強

化的連結。在速度上，陳董事長提到：「『快』是目標不是手段，而醫療之路由

於產品生命週期長，需關注安全性問題、花時間取得認證，更是快不得。」在

成長上，面對「buy, borrow, bulid」三大途徑，林總經理則總結：「過去明基材

太強調技術面的 build，未來會更活用 buy 及 borrow 策略，讓新事業發展更全

面。」 

2. 本業優勢維持 

偏光片本業仍需維持成長與材料研發，且為了呼應薄型化、可觸控、中小

尺寸的產品趨勢，明基材需要投入更多以尋求新材料研發與技術突破。在能耐

延伸部分，卷對卷技術可應用至銅箔基板，濕製程延伸技術可應用至隔離膜

（separator）事業，光指向技術則可應用於 FPR 偏光 3D 技術等。2020 年，明

基材希望偏光片及光學膜的營收占比約仍要達 80%，以確保在偏光片價格的快

速侵蝕下，本業仍能維持獲利。 

3. 新事業持續開展 

新事業將持續擴張版圖：在中國市場，品牌成長雖易受高市佔的金可國際

阻礙，但因中國的隱形眼鏡滲透率仍低於 10%，明基材的矽水膠鏡片在中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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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發展仍大有可為；在東協市場，明基材的止血紗布與除疤產品更將於 2015

年初取得大部分東南亞國家註冊證，前景可期。展望未來，隱型眼鏡、生醫材

料、能源膜等新事業群的營收總和預計從目前不及 10%，提升到 2020 年的 20-

30%，約是增加 1 億美金營業額。 

面對二次新事業發展，明基材仍在調整；待學習曲線二度上揚後，明基材

的下一步、甚至下個新事業發展標的，仍充滿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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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財務分析 

表 5-1 明基材料 2001-2007 年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料來源：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ec. 31. 2002 & 2003 年財務報表，p4-5 

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度年報，p35-36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流動資產 1,221,953 1,464,317 2,246,411 1,533,247 2,699,395 3,263,733 4,032,433 

基金及投資 35,020 428,710 1,544,291 1,635,136 1,404,784 1,476,929 3,744,340 

固定資產 1,826,080 1,535,997 2,576,465 4,163,718 4,350,490 4,764,929 3,744,340 

無形資產 － － － － － 8,220 7,574 

其他資產 271,815 273,654 4,159 152,062 275,722 47,726 40,834 

資產總額 3,354,868 3,703,678 6,371,326 7,484,163 8,730,391 9,560,862 9,651,1003 

流動負債 507,297 834,341 1,582,211 1,486,520 3,168,874 3,013,950 2,885,336 

長期負債 556,272 675,736 1,030,004 2,095,000 2,950,653 3,707,143 3,150,000 

其他負債 2,950 1,283 14,170 － － － － 

負債總額 1,185,983 1,391,896 2,626,385 3,579,115 6,119,527 6,695,338 6,035,336 

普通股股本 1,000,000 1,161,350 1,590,155 1,946,326 2,155,389 2,155,389 2,369,373 

股東權益 

總額 

2,168,885 2,311,782 3,744,941 3,902,643 2,610,864 2,839,769 3,615,667 

營業收入 1,235,674 1,836,129 3,152,554 3,900,791 4,447,415 9,305,871 13,826,955 

營業毛利 257,665 439,958 858,225 633,127 (231,939) 756,557 1,529,092 

營業利益 10,631 90,770 516,783 214,453 (732,397) 190,993 983,540 

業外損益 50,607 2,467 282,460 (52,012) (619,768) 53,842 (234,877) 

稅前淨利 61,229 93,237 799,243 162,441 (1,325,165) 244,835 748,663 

每股盈餘 

(元 / 股) 

0.53 0.80 3.76 1.24 (6.27) 1.0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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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明基材料 2008-2013 年合併財務報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資料來源：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度年報，p37-40 

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度年報，p37-38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流動資產 5,007,073 4,701,607 5,870,276 5,387,061 6,066,618 5,162,900 

基金及投資 0 － 105,387 276,699 275,002 291,000 

固定資產 5,058,213 7,808,489 8,057,412 6,681,477 5,982,144 5,000,906 

無形資產 5,789 110,076 104,002 105,675 99,218 11,779 

其他資產 68,896 335,095 268,302 634,693 209,922 245,633 

資產總額 12,210,000 12,955,267 14,405,379 13,085,605 12,632,904 10,922,022 

流動負債 6,377,342 5,069,938 4,775,035 4,644,895 6,180,816 4,993,953 

長期負債 3,151,246 5,067,001 5,748,194 5,347,617 4,467,260 2,460,640 

其他負債 － － － － － － 

負債總額 9,528,588 10,136,939 10,523,229 9,992,513 10,648,076 7,454,593 

普通股股本 2,665,301 2,665,301 3,101,301 3,206,745 3,206,745 3,206,745 

股東權益 

總額 

2,681,412 2,818,328 3,882,150 3,093,092 1,984,828 3,467,429 

營業收入 13,103,340 14,691,977 18,087,292 17,730,452 14,912,358 18,065,124 

營業毛利 450,768 1,244,973 1,322,407 810,177 (236,494) 2,286,570 

營業利益 (118,744) 168,453 30,339 (212,425) (1,045,297) 1,350,931 

業外損益 (644,219) (111,330) 21,756 (181,871) (5,939) 87,137 

稅前淨利 (762,963) 57,123 52,095 (394,296) (1,051,236) 1,438,068 

每股盈餘 

(元 / 股) 

(3.49) 0.21 0.49 (2.18) (3.38)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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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長歷程與財務表現 

明基材從 1998 年成立至今，從原本的光碟事業，至今發展高潛力的生醫醫

材產業，共經歷兩次新事業發展、四種不同的事業變遷，同時衍生出四次的財

務亂流、EPS 跌至負值，分別是： 2005 年投入偏光片事業、2008 年投入生醫

事業、2011 年結束光碟事業、2012 年投入隱形眼鏡事業，多半都在新舊事業部

交替或並存的過渡時期，茲於各類財務指標下加以分述： 

圖 5-3 明基材料之成長歷程與財務轉折 

資料來源： 天下雜誌 (2014) 第 556 期 p146 -150，本研究整理 

表 5-3 明基材料歷年財務指標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毛利率 20.9% 24.0% 27.2% 16.2% -5.2% 8.1% 11.1% 

營益率 0.9% 4.9% 16.4% 5.5% -16.5% 2.1% 7.1% 

淨利率 5.0% 5.1% 25.4% 4.2% -29.8% 2.6% 5.4% 

營收成長率 48.6% 71.7% 23.7% 14.0% 109.2% 48.6% -5.2% 

稅前 ROS 5.0% 5.1% 25.4% 4.2% -29.8% 2.6% 5.4% 

稅前 ROE 2.8% 4.0% 21.3% 4.2% -50.8% 8.6% 20.7% 

稅前 ROA 1.8% 2.5% 12.5% 2.2% -15.2% 2.6% 0.8% 

資產周轉率 36.8% 49.6% 49.5% 52.1% 50.9% 97.3% 14.3% 

資本周轉率 57.0% 79.4% 84.2% 100.0% 170.3% 327.7% 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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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毛利率 3.4% 8.5% 7.3% 4.6% -1.6% 12.7% 

營益率 -0.9% 1.1% 0.2% -1.2% -7.0% 7.5% 

淨利率 -5.8% 0.4% 0.3% -2.2% -7.0% 8.0% 

營收成長率 12.1% 23.1% -2.0% -15.9% 21.1% - 

稅前 ROS -5.8% 0.4% 0.3% -2.2% -7.0% 8.0% 

稅前 ROE -28.5% 2.0% 1.3% -12.7% -53.0% 41.5% 

稅前 ROA -6.2% 0.4% 0.4% -3.0% -8.3% 13.2% 

資產周轉率 107.3% 113.4% 125.6% 135.5% 118.0% 165.4% 

資本周轉率 488.7% 521.3% 465.9% 573.2% 751.3% 521.0%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二、財務指標分析 

明基材最初發跡的光碟生產，從 2000 - 2003 年間皆穩定獲利成長，雖然毛

利率僅小幅上升，對應到規模經濟的漸次展開，但隨著管銷研費用下降使得營

益率提升，業外投資獲利更使得淨利率、EPS、及 ROE 衝高。 

然而，隨著 2003 年起的光碟跌價趨勢，毛利率開始帶動營益率陡然下滑；

同時，由於明基開始關注到光儲存產業技術與行動化的演進劇烈，進而思索轉

進偏光片製造，大幅的業外技術投資亦導致獲利進一步虧損。2005 偏光片出貨

時，核心技術、良率、及生產思維皆未到位，更慘賠而使淨利率跌至新低的-

30%。2006 - 2007 年，隨著學習曲線上揚，明基材才站穩化工產業，毛利率及

淨利率皆回升至 5%以上。 

然而，2008 年金融海嘯使得面板需求勁跌，毛利率下滑，加上明基材又開

始投入第二波的生醫新事業發展而研發費用略增，營益率與淨利率亦低。2009 

– 2010 年，雖然面板市場緩步回溫，但新材質崛起的威脅仍加劇偏光片跌價，

明基材的獲利率再度回跌。2011 年，明基選擇終結不具潛力的光碟片事業，更

由於資產大量處分，使淨利率及 ROE 變為負值。值得注意的是，隨著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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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08 年兩次事業亂流後的回穩，ROA 與 ROS 的差距會逐漸拉大，直到下一

次的亂流來臨，兩個指標材會再次拉近，顯示在企業狀況良好時，單位營收獲

利大體上高於單位資產獲利。 

2012 年，轉投資視陽光學已 4 年、蓄積了技術動能，明基材以全新材質投

入台灣隱形眼鏡市場，卻仍因量產良率壓力、加上偏光片事業獲利的遲滯，而

使虧損跌得更深。2013 年，所幸隱形眼鏡的通路與品牌壓力獲得緩解，加上獲

得認證可前進多國市場，終於轉虧為盈，交出獲利成效、淨利率達 10 年新高。 

以周轉率來看，雖然明基材經歷四次的事業低谷，但資產周轉率近年來仍

持續緩慢爬升，顯示單位資產帶來收益仍是持續成長，資產利用效率有持續精

進。相對的，明基材的資本周轉率則不斷快速成長，顯示在每次新事業發展

後，明基材都能為每單位股東權益帶來更高的營收、進入更有未來性及潛力的

市場發展。 

圖 5-4 明基材料之財務指標表現 

(1) 獲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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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酬率指標： 

(3) 周轉率指標：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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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果 

明基材料由最初草創的光碟事業，經歷過兩次的新事業發展，不但由電子

業跨入化工業，更由化工再轉進生醫產業、由 B2B 模式跨入 B2C 市場。其

中，除了需要許多外部合作的創新能量，更需要進一步轉錄成內部的組織變革

模式，最後才能轉譯出的動態能量，持續透過每次環境挑戰的試煉加以活躍與

優化，不斷帶動企業在事業部的遞嬗與衡平發展中獲得成長。因此，以下分別

就各次事業發展的關鍵事件加以剖析，藉以了解其中的外部合作、內部變革、

及所孕育的動態能力如何演進： 

 

第一節 光碟事業之動態能力形成 

一、動態能力事件分析 

事件 1. 明基友達自宏碁集團獨立 (2000 年)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友達集團因而成

立： 在行銷部分，於 2001

年創立 BenQ 品牌，由明基

電通掌管；在製造層面，

明基材(時為達信)原本的電

腦周邊製造轉交佳士達，

達信則投入光碟事業。 

明基材進行技術及結構

性變革：在技術上，由製造

鍵盤、傳真機等轉為製造光

碟，技術需從頭建立；在結

構上，組織預算的重心由生

產移向研發，組織章程亦隨

之調整。 

動態能力主要在於組

織程序的改變： 隨著組

織不再是被動的接單生

產，而是主動研發，明基

材養成了市場與技術預測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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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 明基材投入光碟片研發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在光碟研發上，明基

材除了直接受友達集團支

援，更於 2003 年獲得日系

夥伴「Green Partner」認

證，間接獲取規格肯定。 

    在組織結構上，明基材

內部設立「前瞻性技術實驗

室」；在技術上，研發卷對

卷貼合、濺鍍、塗佈等技

術，全力驅動光碟事業。 

    成功研發出高倍速

CD-R/W 及 DVD-R，掌握

卷對卷、濺鍍、塗佈等製

程技術能力。 

 

事件 3. 「飛利浦明基儲存科技」公司成立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由明基電通與飛利浦

合資所成立，飛利浦明基

投入 DVD 光碟機製造，硬

體技術得以與明基材的光

碟載體技術進行交流 

在結構上，飛利浦明基

的成立雖未有直接影響，但

在任務及技術層面上，飛利

浦明基的外部資源與互補技

術交流，可強化明基材員工

的研發與工作績效。 

飛利浦明基成功研發

出高倍速的次世代光碟

機，增加明基材利用技術

互補性、強化與集團外部

團隊合作計畫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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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能力構成分析 

圖 6-1 動態能力建構模組－光碟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綜觀光碟事業，可發現自從與宏碁集團分家以來，明基材即運用其在電子

裝置的製造與技術優勢，投入光碟片研發。透過垂直(集團整合)及水平(外部廠

商)等方式，不只在內部組織上平均地進行結構、技術、與任務流程的調整，更

獲取技術面的互補性資產，不斷進行產品世代(倍速)與載體(CD /DVD/ BD)的程

序改進、帶動光碟與光碟機產品推陳出新、提高定位。 

在動態能力的構成上，本研究以參考 Teece et al. (1997)對動態能力之定位

與程序探討而統整出四大象限進行歸納: 

1. 靜態程序：企業透過內外部合作，以協調/整合既有資源之能力。 

2. 動態程序：企業透過試誤與調整以持續改進產品之學習能力。 

3. 內部定位：為企業之內部資產，包含技術、財務、信譽、及結構資產。 

4. 外部定位：為企業之外部資產，包含互補、機構、市場資產、及企業疆界。 

同時，在動態能力的路徑上，本研究亦參考 Teece et al. (1997)所提出的演進

軌跡，進而將動態能力的路徑分區如下: 

1. 路徑相依性：企業定位受過往策略的影響性，主要在於垂直外部合作程度。 

2. 技術機會：  企業行為受科技機會的影響性，主要在於水平外部合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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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動態能力的具體分類上，本研究亦以 Teece et al. (1997)所提出的八

種定位資產為基礎，並結合 Leavitt (1964)所提出包含結構、技術、任務、與人

員四大層面的組織變革模型，進一步將動態能力歸結為市場預測能力、技術製

程能力、人才匯流能力、通路後勤能力、品牌行銷能力、及技術互補綜效等六

種動態能力，其對應分別如下： 

表 6-1 六大動態能力之對應內涵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三、定位與程序分析 

表 6-2 動態能力內涵與構成－光碟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在光碟事業中，明基材廣泛地藉由垂直(友達集團)及水平(飛利浦、日系認

證)的合作方式，持續深化其市場與技術預測能力外，更能獲取許多互補性的技

術靈感或介面支援，強化其由電子產品所拆解出的多樣技術製程能力，推進產

品開發。在動態能力內涵上，這些事件所培養出的動態能力，是平均地散布於

動態能力坐標系中，包含透過資源與視野整合、靜態內部的技術與市場預測能

內部變革層面 動態能力之定位 具體動態能力 

結構層面 市場資產 市場預測能力 

技術層面 技術資產 技術製程能力 

人員層面 結構、信譽資產 人才匯流能力 

任務層面 結構、財務資產 通路後勤能力 

結構、人員層面 機構、企業疆界 品牌行銷能力 

技術、任務層面 互補資產 技術互補能力 

光碟 

事業事件 

外部合作 動態能力內涵 具體 

動態能力 垂直 水平 靜態程序 動態程序 內部定位 外部定位 

1 V  V  V  市場 

2 V V  V V  製程 

3 V V V   V 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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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透過試誤與學習、動態內部的技術製程、及透過合作而拓展、靜態外部的

技術互補能力，都能進而衍生出更多動態能力、成為後續新事業發展的基礎。 

圖 6-2 動態能力坐標系－光碟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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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偏光片事業之動態能力形成 

一、動態能力事件分析 

事件 1. 光碟儲存空間不足、難差別取價、跌價趨勢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雖然明基材的光碟事

業及飛利浦明基的光碟機

事業仍獲利，卻推知光儲

存事業無未來性，應發展

新事業。 

    明基材的光碟事業部此

時仍為營利中心，卻開始醞

釀新創事業部的籌組，開始

有結構上的調整跡象。 

    明基材本身養成技術

分析與市場預測能力，能

針對現有產品的趨勢與調

整有更深遠的視野。 

 

事件 2. 明基材轉入偏光片產業 (2003 年)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面對友達面板成本

高、在台灣市場有原料突

破口，故友達集團協助明

基材進行技術與人才盤點

以研發偏光片。 

    在技術，明基材掌握光

碟染料的混合層配方、高分

子溫控、多膜貼合、光學檢

驗等能力；在任務上，能延

續其製造 SOP、持續改進。 

    本於原有的卷對卷、

濺鍍、塗佈等精密製程的

動態能力，明基材能加以

應用至偏光片生產，持續

精進其製程與研發能力。 



 

136 
 

事件 3. 偏光片材質與產品類型選定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受友達集團協

助至日本勘察，從而剔除

低獲利的 PET 塑膠、及原

料封鎖的 TAC 膜，決定專

注高分子膠的 PVA 膜。 

研發主管對於偏光片的

各層膜分離技術進行探索，

在技術層面持續推動變革；

在任務面上，日本考察亦有

助於技術人才之素質訓練。 

明基材由技術預測與

市場區隔能力，進而衍生

出新產品的材質選擇能

力，以確認其事業定位。 

 

事件 4. 偏光片原料被日商把持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友達集團以下游客戶立場

的議價力，要求日方偏光

片原料廠釋出原料給予明

基材。 

以工作任務層面而言，在進

貨部分，明基材可確保原料

供應，確保研發與量產基礎

穩定無虞。 

透過友達集團，明基材的

取得原料的後勤能力因此

獲得提升，有助於加速研

發與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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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5. 偏光片技轉困境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先向未達量產

等級之日本小廠尋求技術

轉移，待達量產規模後再

與日商富士通合作擴增產

能。 

在結構上，生產時程、

智財歸屬皆須配合雙方所定

章程；在任務上，技術人員

進駐廠房的教育訓練與研發

等，皆有企業文化共識。 

技術轉移著重於研發

與生產流程，能協助明基

材建立技術的互補性與開

發能力。 

 

事件 6. 良率低落、光學檢驗時程拉長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在製造上，友達集團

協助評估產線設計；在品

管上，友達增加測試嚴謹

度，以客戶角度督促明基

材。 

過往明基材將偏光片產

線彎折，使卷對卷製程良率

明顯下滑。故在技術上，進

行生產動線與風口角度等設

備調整；在任務上，加強品

管與技術人員的交流，良率

才逐步回升。 

明基材依據經驗與類

比調整產線，進而培養製

程改善能力與技術溝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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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7. 第一次事業亂流 (2005 年)： 偏光片生產模式衝擊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承襲自友達集團的電

子製造思維，使明基材在

訂單繁多時集中產線生

產，卻影響偏光片良率，

故須共同調整。 

在結構上，明基材將決

策排序進行調整，平均分配

每條產線的產量與產率，不

因急單而集中換線生產，才

不致因規模放大使原料反應

不全，進而能穩定良率。 

明基材重新定義生產

哲學，扭轉電子業思維，

在定位上正式跨入化工

業，增強其製程改善能

力。 

 

事件 8. 友達同時採購日廠與明基材偏光片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友達集團維持部分內

購(明基材)、部分外購(日

廠)模式，敦促明基材的品

管與產品優化。 

在零組件採購上，友達

透過採購進行錐形整合，帶

動明基材在競爭下成長。；

在出貨部分，明基材因友達

的面板產品而形成出海口效

應，並得以承襲市佔率。 

在製造程序上，明基材能

藉此維持量產與良率控制

能力；在產品銷售上，明

基材的通路布建能力也由

於友達集團而有效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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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9. 3D 電視市場成長不如預期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友達集團投入 3D 電視

市場，帶動明基材偏光片

的多層貼合及薄型化趨

勢，然而市場發展遲滯。 

在技術上，明基材的卷

對卷貼合技術開始尋求新標

的；而 3D 精密雕刻技術則

可及時回頭投資 OLED、防

眩膜技術，分別可開發軟性

顯示器、完整光學膜產品。 

即使初始的市場預測

有所偏誤，但明基材發揮

技術製程與預測能力的彈

性，仍能將即時將技術應

用於潛力市場、展現學習

成效。 

 

事件 10. 新事業推動共識不足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參考友達集團的

新事業推動模式，增加新

事業討論會議並強化雙向

溝通。 

在任務上，明基材管理

階層與研發人員溝通，密集

討論技術能延伸出的新領

域；在人員上，主管不斷探

討未來性並創造危機感，催

生新事業發展意願。 

積極進行概念溝通、

回應員工疑慮、並深入基

層會議，使明基材可累積

其人才匯流能力、催生新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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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1. 偏光片研發人才斷層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友達集團協助人才缺

口協調，找出企業文化對

人才流動率之影響與幹部

離職的癥結。 

    為因應任務上長時間的

研發挑戰，明基材選定高技

術背景、在職期長的國防替

代役男；在人員上，役男不

被經驗所囿、更具創意與彈

性，為基層研發主力部隊。 

    藉由訓練流動率低的

高科技人才，明基材除了

可穩定技術，更可藉養成

體制、薪資比照正職等，

提高服役期滿後的留任

率，增強人才匯流能力。 

 

事件 12. 偏光片與光碟事業部間角力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面對新舊事業部間的

合理資源分配與關係對

等，明基材借重友達集團

對多重事業部的人才配置

策略進行調整。 

在人員上，為避免偏光

片部門以新人為主而與光碟

部門的資深團隊互動不對

等，明基材讓光碟部主管恰

能在光碟部門閒置時接軌並

領導偏光片研發。 

讓本業主管帶領新事

業部門，能穩定階層，降

低光碟部門的雜音；恰在

光碟事業成熟後切入偏光

片研製，更譨打鐵趁熱、

避免技術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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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3. 偏光片與光碟事業部的績效評定爭議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參考友達集團

的新、舊事業部門間的評

價指標，以符合公允合理

原則、增進部門間的良性

競爭。 

在任務評鑑上，明基材

為本業及新事業設定不同

KPI： 光碟事業著重良率與

產能，以獎金激勵；偏光片

事業則評鑑其產品研發與執

行力，以股票獎勵。 

為本業與新事業設定

不同的獎勵措施、評價指

標，彰顯不同定位，更能

有效促進部門和諧，強化

人才凝聚能力。 

 

事件 14. 藍光光碟趨勢崛起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借重過去友達

集團成立時的事業群擘

劃，運用技術預測與市場

評估，審慎評估藍光技術

的未來。 

在結構上，明基材定調

藍光缺乏未來性，故拒絕加

碼藍光事業，對舊有光碟事

業的投資劃下休止符。在技

術上，則規定藍光光碟生產

只用 RW 設備改裝，而不再

添購新機器以維持量產。 

明基材展現出洞見產業趨

勢與技術預測之能力，不

盲從而全面跟進藍光；藉

調整製程能力，以最低成

本延續藍光光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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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5. 力特光電出售產線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友達集團對於明基材

介入力特之資產處分，可

以其身為偏光片客戶的立

場，可擔任重要的談判與

中介者角色。 

在結構上，明基材已虧

損兩年而無資本再購地擴

廠。在技術上，力特廠能維

持產能 10 年，同時更可專

線專用、不須彎折產線。因

此明基材購買力特之產線，

並挾此優勢設立南科廠。 

明基材透過關注對手

行動，來順勢介入甚至擴

張資產，充分掌握了動態

競爭能力及搶占市場的能

力。 

 

事件 16. 中國面板廠崛起，日韓偏光片廠搶先布局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透過友達集團的客戶

身分，明基材較容易取得

中國偏光片廠的訂單轉

包、寡占技術優勢。 

針對中國面板廠，明基

材藉由取得力特的產線，阻

絕技術外流至中國。針對日

韓偏光片廠，明基材雖因政

策而難進中國擴廠，卻在結

構上接單中國偏光廠的二手

外包，間接爭奪市占率。 

明基材透過技術阻斷

來箝制潛在競爭者，並以

低姿態的接受外包方式保

護高階技術，表現出動態

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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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能力構成分析 

圖 6-3 動態能力建構模組－偏光片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觀察偏光片事業這第一次新事業發展，可發現隨著從電子業跨入材料業，

明基材大量引進來自友達集團的協助，透過集團打通整條新事業的價值鏈： 在

這條價值鏈上，事業結構的調整固然不少，但技術及任務上有更大幅度的變

革：  

在技術上，雖要突破技術封鎖、建立產線、並穩定良率，但來自光碟事業

的射出與延伸技術有助於產線設計、光學檢驗能力能提升品管、卷對卷貼合能

力更能對應到良率控制，恰能共同促成量產；在任務上，從源頭的原料取得、

製造面上的生產思維、及銷售面上的出海口建立，都讓明基材能建立起後勤能

力；在人員上，明基材更首度面對研發人才斷層與事業部間的資源爭奪，因而

透過深度溝通、相異而合理的績效標準、階層關係的微妙轉移等方式，首建其

人才統合能力。 

透過定位與程序並重，明基材不只持續強化其技術製程的動態能力，更養

成通路後勤與人才匯流能力；加上對市場與技術預測能力的延伸，持續投資前

瞻性事業，都使其能在偏光片產業中穩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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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位與程序分析 

表 6-3 動態能力內涵與構成－偏光片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若將上述動態能力以座標軸加以歸納，可發現： 在偏光片事業中，明基材

的發展有兩大主要基礎： 分別是將動態內部的技術製程能力加以延伸、及將靜

態外部的技術互補綜效加以深化： 以製程能力來說，射出成型、卷對卷貼合、

光學及高分子等能力可直接應用於偏光片生產；以互補綜效而言，友達集團所

提供的面板 knowhow、傳達的內部規格需求，都能間接協助偏光片研發、提高

交貨水平。 

同時，首次新事業發展中，明基材在技術製程與技術互補能力在既有位置

偏光片 

事業事件 

外部合作 動態能力內涵 具體 

動態能力 垂直 水平 靜態程序 動態程序 內部定位 外部定位 

1 V   V  V 市場 

2 V   V V  製程 

3 V  V  V  市場 

4 V  V   V 通路 

5  V V   V 互補 

6 V   V V  製程 

7 V   V V  製程 

8 V  V   V 通路 

9 V   V  V 市場 

10 V   V V  人才 

11 V  V  V  人才 

12 V  V  V  人才 

13 V   V V  人才 

14 V   V  V 市場 

15 V  V   V 市場 

16 V  V   V 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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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市場預測能力則由靜態內部位置，開始循著動態程序拓展外部定位、透

過出海口建立外部連結。同時，通路後勤及人才匯流能力更是透過這些既有能

力基礎、於此次新事業生成。不僅靜態的後勤能力能與動態的市場能力能共同

拓展企業的外部疆界，靜動態兼具的人才協調能力更能成為技術製程與市場分

析能力的後盾，帶領明基材通過第一次亂流，逐步成長。 

圖 6-4 動態能力坐標系－偏光片事業 

註： 無標註者為光碟事業 

標示底線者方為偏光片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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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醫事業之動態能力形成 

一、動態能力事件分析 

事件 1. 偏光片的低價趨勢、新材料威脅、技術與人脈落差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面對產業挑戰，明基

材除了向友達集團諮詢新

材質原料的取得管道，更

尋求外部人脈交流的可

能。 

明基材的原料無法在地

取得，垂直整合亦不若日韓

廠商徹底，即使良率達極

限，價格難再壓低，促成結

構上再發展新事業的動機。 

透過市場與技術剖析

能力，明基材面對後勤與

人脈的限制，決定評估定

位之再次調整。 

 

事件 2. 建立標竿企業與更名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透過明基材管理階層與

3M 公司的友好關係，3M

公司能提供明基材參訪與

領導經驗分享。 

參訪 3M 後，明基材將

原名「達信科技」改為「明

基材料」，以槓桿友達集團

的 BenQ 品牌，節省廣告之

餘，更增人才招募能見度。 

明基材向 3M 取經的

品牌行銷能力，有利於其

定位與方向之重新定義，

重塑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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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3.  3M 的技術能力應用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3M 公司藉由參訪闡述

產品策略如何呼應技術基

礎，使其所擅長的膠產品

製程與光學精密雕刻技術

能有效對應產品。 

3M 的技術能耐恰提醒

了明基材亦擁有相近的核心

能力，遂能在技術上進一步

研發出光學增亮膜，並思考

在膠產品上如何創新。 

明基材透過 3M，再次

檢視其在技術流程上的卷

對卷及精密雕刻能力，進

而提升產品開發動能。 

 

事件 4.  3M 的品牌能力應用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3M 公司分享其品牌對

應通路策略之應用，讓明

基材首窺消費導向的品牌

布局。 

3M 擁有多元產品，卻

從多品牌收斂至單一大品牌

以強化通路，讓明基材思考

若跨入 B2C，則通路與品牌

如何建構。  

明基材藉由 3M 而開

始了解如何針對消費者去

規劃通路與行銷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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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5. 友達集團恰接管南京港口醫院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觀察到金融海

嘯後僅醫療市場逆勢成

長，加上友達集團不只跨

足醫院管理，更期望建構

完整醫療生態系，皆給予

明基材發揮的舞台。 

在結構上，明基材開始

思索進軍醫療產業的可能

性。同時，友達集團建設明

基醫院、併購三豐以研發醫

療設備，更暗示了明基材可

往軟體面的醫材研發前進。 

友達的醫療生態系層

次分明，使明基材能在此

架構中找出環節缺口，運

用其技術互補能力，進一

步在其中抓住合適定位與

產品方向。 

 

事件 6. 明基材成立生醫材料事業部 (切入 B2C 市場)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為了與明基醫療生態

系產生互補綜效，同時進

入消費市場，友達集團及

3M 公司的產品策略即具有

應用之空間。 

明基材之核心能耐在於

膠產品之製程與化學能力，

而生醫材料產品多元，法規

與檢驗門檻較低、市場對新

品牌接受度亦較高，是跨產

業進入者的理想切入點。 

明基材除了盤點自身

競爭能耐，更能結合其市

場分析能力，找出最適合

其投入研發的優勢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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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7. 醫材產品的製造端優勢建立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友達集團旗下因併購

成立的明基三豐製造大型

手術與電子檢測醫療設

備，間接有利於明基材的

醫材研發與交流。 

參考明基三豐在硬體面

的設備研發，明基材在軟體

面、相配套的醫療耗材製造

上，有機會更快同步改進、

提供互補性支援，創造整體

醫療產品面 total solution。 

明基材的生醫材料研

發能參考明基三豐的醫療

設備研發步調，即是利用

技術互補能力，是明基材

發展生醫材料的關鍵助力

之一。 

 

事件 8. 醫材產品的銷售端優勢建立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友達集團旗下的南京

明基醫院培養出在地的明

基醫生，能給予明基材醫

材最直接的測試與回饋。 

明基醫院除了在技術上

是明基材產品臨床試驗的理

想場所，更反轉醫師對醫材

業者的客戶對供應商關係、

讓醫生成為員工，在任務上

可提供第一手反饋，讓產品

改良走在實務前端。 

明基材的醫材產品發

獲得明基醫院醫生的銷售

端支援與回饋，因而建立

起的產品修正與通路後勤

能力，無疑是友達的醫療

生態平台最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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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9. 止血醫材的開發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由台灣紡織研究所提

供的技術轉移，使明基材

對於布料機能與生化技術

的專業理解能大幅躍進。 

明基材與紡織研究所在

技術上共同研發出以甲殼素

敷料及創新止血器，完善止

血系列醫材產品線；而在結

構上，雙方對於技轉合作與

智財歸屬上均有所共識。 

明基材將原有的高分

子能力結合紡織研究所的

技術而加以進階，不只技

術製程能力更上層樓，更

確立了止血產品定位的利

基。 

 

事件 10. 醫美膠材之研發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透過掌握既有的膠產

品製程能力、加上與明基

醫院的臨床合作，明基材

的生醫產品開發進程將因

此縮短。 

運用既有之膠財複合能

力，明基材在技術上研發出

針對嬰幼兒、術前清潔、與

術後養護的膠帶產品，以卷

對卷方式貼合與裁切，確保

撕除時無殘膠及疼痛感，提

升使用體驗。 

明基材提升原有卷對

卷、膠拉伸、與高分子等

製程能力，開發出更技術

應用綜效更高的醫美膠帶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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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1. 生醫敷材、肌膚護理產品之研發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藉由強化以往偏光片

事業中對高分子及親水膠

之製程瞭解，明基材可將

產品拓展至更寬廣的消費

市場。 

應用對高分子膠產品

之專業，明基材在技術上研

發出傷口敷料及痘痘護理產

品，展現水膠的高貼合度及

高親膚性，甚至營造癒合環

境，提升產品效能。 

明基材持續延展其高

分子製程能力，應用至生

醫消費品上，產生定位上

之技術綜效。 

 

事件 12. 醫材品牌策略擬定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才採用 3M 公司

的多品牌策略，適時切割

副牌、主牌形象以打入通

路，應用於其多元的醫材

產品行銷。 

為了與具有面板業形象

的「明基」做切割，組織在

結構上分別以「安適康」品

牌開發水膠、藻酸鹽敷料；

以「美若康」品牌推出高階

的除疤矽凝膠。 

借鏡 3M 的品牌行銷

能力讓明基材能以全新身

分進入 B2C 市場、面對消

費者，雖然初期能見度較

低，卻較不易被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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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3. 生醫事業共識不足、行銷人才缺乏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第二次新事業發展中

明基材切入不熟悉的 B2C

模式，故除了參考 3M 的行

銷人才養成，更要向明基

電通尋求資源。 

面對生醫事業的行銷人

才缺口，明基材以內部與外

部人才各半的混血團隊打品

牌戰：由內部團隊主攻新案

開發，來自台北與中國的明

基品牌人才則主導行銷。 

明基材透過引進外部

人才、以內外各半的方式

平衡產品發展，不只展現

人才匯流能力，更使品牌

力能平均拓展。 

 

事件 14. 企業文化衝擊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行銷人才思維與過去

製造掛帥的明基文化有所

落差，使明基材引用明基

電通的行銷導向轉型經驗

加以改善。 

明基材在結構上規定

PM 與 R&D 一同合作產品計

畫，使 PM 有內部概念、

R&D 則有外部觀點；在任

務上，更透過訪談量化、統

計去極值、及情境複製，掌

握客戶需求並轉化為規格。 

在人才管理能力上，

明基材除了鼓勵合作，更

期待從 RD 人員裡培養

PM，更能了解規格與需

求的平衡，有助於產品開

發與反饋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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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能力構成分析 

圖 6-5 動態能力建構模組－生醫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從化工業轉入生醫產業，明基材在發展第二次新事業的首部曲中，除了友

達集團下明基醫院、明基三豐持續的技術支援與反饋機制，更重要的是來自

3M 公司、紡織研究所等水平外力的比例大幅提升，協助明基材由 B2B 接軌

B2C。 

 垂直與水平並重的外部合作模式，所轉化出的內部變革更為全面與深入： 

結構上明基材的改變在於品牌與行銷整合，同時掌握在友達醫療生態系中的定

位。在技術上，膠拉伸、精密雕刻、高分子等製程能力進一步結合生化專業，

催生出止血、膠帶、敷料、與凝膠等多元產品。在任務上，除了價值鏈終端－

明基醫院的採購與產品回饋、對於通路布建有重要幫助外，更關鍵性的是結合

人員層面，明基材首度試圖融合行銷與研發人才，由感性的使用者體驗著手，

輔以理性的統計分析，全面探索需求以反映於產品介面。 

就整體動態能力部分，生醫新事業發展對於定位的追求比例有大幅提升，

除了帶動結構面的調整，更反映在任務與人員層面上。透過讓行銷思維大量注

入，不但讓明基材在生醫事業首度開啟了品牌行銷能力，更能夠透過偏光片事

業所建立的通路後勤與人才匯流能力加以推動與落實。同時，程序構面的動態

能力反映在技術上的成長，更是所有產品的基礎，與行銷方法相輔相成，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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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基材在生醫領域走出自己的路。 

三、定位與程序分析 

表 6-4 動態能力內涵與構成－生醫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明基材投入生醫事業，看似與本業的技術與領域大相逕庭，但實則延續了

先前偏光片事業，持續對動態能力進行累積：  

首先，市場預測、技術製程、及通路後勤能力在原有領域持續深耕：市場

預測能力以動態外部方式，讓明基材能發現生醫市場的成長率高、進入門檻

低、品牌認同度高，進而對未被滿足的利基市場推出止血產品，對被過度服務

的客群推出敷料與抗痘產品。技術製程能力則廣泛應用卷對卷、膜層拉伸、膠

雕刻等技術、以光學檢驗進行品質把關、使高分子專業能力更上層樓。通路後

勤能力的進階在於與醫院採購的溝通、與醫療通路商的合作、及不同通路消費

生醫 

事業事件 

外部合作 動態能力內涵 具體 

動態能力 垂直 水平 靜態程序 動態程序 內部定位 外部定位 

1 V   V  V 市場 

2  V V   V 品牌 

3  V V  V  互補 

4  V V   V 通路 

5 V  V  V  互補 

6 V V  V  V 市場 

7 V V V   V 互補 

8 V  V   V 通路 

9  V  V V  製程 

10 V   V V  製程 

11 V   V V  製程 

12  V V   V 品牌 

13 V V  V V  人才 

14 V   V V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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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接觸。 

同時，部分動態能力的領域產生改變：技術互補綜效與人才匯流能力同時

在坐標系上有逆時針的位移。技術互補綜效產生內部化，透過友達的醫療生態

系布局而發揮效應，不僅與生產設備的明基三豐進行的軟硬體產品溝通，更能

與明基醫院獲得實質產品回饋，具有一般醫材業者所難及的網絡及整合優勢。

在人才匯流能力的熟成上，則是導入需求端的行銷人才，使產品開發平台更能

反映供需的雙向訴求、並透過動態的專案合作增進人才的活躍。 

最後，新動態能力在此事業中誕生：品牌行銷能力的建立，使明基材整體

形象統合以「BenQ」品牌銷售偏光片產品，卻以「美若康」、「安適康」品牌銷

售不同產品線的生醫產品，雖然初始能見度較低，卻能有效降低進入新市場的

形象包袱，能讓品牌間分進合擊、適時彼此拉抬。 

圖 6-6 動態能力坐標系－生醫事業 

註： 無標註者為光碟事業，標註單點者為偏光片事業， 

標示底線者為生醫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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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隱形眼鏡事業之動態能力形成 

一、動態能力事件分析 

事件 1. 接管視陽光學而跨入隱形眼鏡產業、第二次事業亂流 (2008 年)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視陽光學為生產水膠

鏡片的 OEM 廠商，納入明

基材體系後，可為其建立

隱形眼鏡生產的技術基

礎。 

明基材在生醫事業的通

路養成仍舊緩慢，又面臨金

融海嘯衝擊，但恰能接管視

陽光學，雖讓金流更吃緊，

卻有鏡片生產的墊腳石。 

明基材透過視陽光學

的技術基礎，能加強其市

場及技術預測開發能力，

以技術基礎來協助挺進隱

形眼鏡產業。 

 

事件 2. 隱形眼鏡之產研分工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視陽光學使明基材不

只能學習鏡片製程，更透

過認識 GMP 的廠房規格，

建立更全面的製程規劃與

改善基礎。 

有了視陽所具備的水膠

注模與旋膜等技術與設備基

礎，明基材能專注研發，而

視陽則持續生產，用銷售額

去支援研發、無營收斷層。 

雖然明基材欲研發的

鏡片在本質上與視陽的水

膠鏡片大異其趣，但視陽

的技術基礎，仍能增強明

基材的技術互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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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3. 鏡片研發基礎建立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對面市場競爭，明基

材與明基電通的行銷團隊

合作，共同挖掘未被滿足

需求，並將既有的光學製

程能力導入鏡片開發。 

明基材的射出成型、光

學檢測、及精密雕刻技術，

不僅是其他水膠鏡片廠所不

及，更是明基材投入新利

基、創造藍海的優勢所在。 

光學檢驗與精密雕刻

能力使明基材從光碟、偏

光片、到隱型眼鏡產品皆

能有效發揮、並提升產品

檢驗標準與良率。 

 

事件 4. 水膠鏡片市場飽和，明基材開發矽水膠鏡片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引進大廠視康

的專利授權為基礎，應用

於矽水膠鏡片研發，不止

主攻對舒適度有高追求的

客群，更是亞洲市場所缺

乏。 

站在品牌大廠的成熟技

術之上，加上明基材的高分

子及光學技術，因而能自行

研發出獨家親水矽技術，使

鏡片透氧度達水膠 6 倍，打

破水膠鏡片的含水量迷思。 

明基材的高分子能力

加上視康專利的技術互

補，大幅提升使用者體

驗，得以切入被過度服務

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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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5. 鏡片的良率考驗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將既有的高分

子與無菌室製程能力加以

應用於承繼了視陽光學的

廠房、進行鏡片量產。 

面對鏡片的高認證門檻

及沉沒成本，明基材結合對

高分子材質的專業及滅菌抗

敏檢測，首創出全球第一個

無溶劑配方製程，降低眼睛

敏感。 

高分子材料及無菌製

程能力使明基材的隱型眼

鏡產品有更高規格的保

障，加快自身學習曲線的

同時，更墊高進入障礙。 

 

事件 6. 角膜變色鏡片蔚為流行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承襲了視陽原有的水

膠變色鏡片產品線，明基

材將多層膜貼合及精密雕

刻能力加以應用，開發首

款矽水膠角膜變色片。 

面對坊間變色鏡片的透

氧不足，明基材以矽水膠親

氧材質回應；而針對色素脫

落問題，明基材則以膜層貼

合技術包覆精密雕刻色素

層，確保產品品質。 

卷對卷貼合能力及精

密雕刻能力使明基材的角

膜變色鏡片有更高標準把

關，並以材質增進配戴體

驗，提高產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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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7. 隱形眼鏡品牌建構不易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利用 3M 公司

的整合品牌策略，並借重

友達集團的 BenQ 品牌影響

力，逐步建立銷售通路。 

明基材的隱形眼鏡產品

雖自創品牌美若康，但卻仍

於包裝上槓桿運用 BenQ 商

標，顯示其仍符合 3M 的多

品牌合一的統整策略。 

借重 3M 的品牌行銷

能力，使明基材能以大、

小品牌相互烘托的方式拉

抬產品能見度、相得益

彰。 

 

事件 8. 銷售導向的通路布建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首次跨進消費品市場

的明基材，除了與小林眼

鏡共同建構 B2C 通路，亦

應用原本生醫事業的 B2B

通路能力。 

小林眼鏡有驗光師、加

上不開放加盟以維持專業，

開啟明基材的合作意願。結

構上，明基材高層會定期親

蒞門市視察；任務上，更不

定期進行行銷實驗與觀摩。 

小林眼鏡的通路後勤

能力及專業度，讓明基材

的通路與行銷人才能藉由

頻繁駐店而實務培訓、由

銷售端反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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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9. 通路後勤能力提升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與大學眼鏡合作，使

明基材能學習其通路能力

及準確的存貨控管系統，

進而使自身面對多元產品

的調度能力獲得提升。 

大學眼鏡注重消費者

教育、不抽傭金，同時掌握

不同度數、不同週期的鏡片

配貨量與周轉率，加上明基

材進一步派遣講師去門市教

育銷售員，都能提高銷售。 

大學眼鏡的通路後勤

能力及專業度，讓明基材

的通路及行銷人才能藉門

市教育來養成，同時藉消

費者教育達到業績成長。 

 

事件 10. 銷售業務議價力過大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面對業務員銷售能力

不同導致業績差異的現

象，明基材導入明基電通

的管理思維進行改善。 

透過門市的交互評鑑與

持續教育，明基材致力提升

業務員平均專業水平，降低

「明星業務員才帶來高銷

售」的現象，減少業績壟斷

與業務員出走的損失。 

透過增加人員的專業

一致性進行人才匯流，明

基電通的協助使人才不再

是高流動風險的外部資

產，而是能持續生成的內

部專屬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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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1. 第三次事業亂流： 結束光碟事業 (2011 年)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終結不具未來性的光

碟事業，導致了設備汰換

成本與營收短少，明基材

選擇增強委外合作、增強

新事業的研發來補足。 

明基材將光碟部門出

售、同時移轉微軟的大量訂

單，低估了光碟事業的退出

成本。正因如此，明基材增

加外部的光學膜事業合作、

投資客戶所投資技術。 

透過精準的市場預測

能力，明基才雖即時割除

冗贅事業，但彌補營收缺

口的相關配套及資產處分

制度確需由此經驗建立。 

 

事件 12. 第四次事業亂流： 南科廠短暫停工 (2012 年)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面對資金短缺及良率

低迷的困境，明基材透過

結合內部、並協調友達集

團的技術幹部，對工廠進

行全面視察與指導。 

面對面板業景氣持續疲

軟，尚有醫材新事業需大量

投資，而南科廠又因產線配

置出現製程瓶頸，明基材決

定關廠一個月以釐清問題，

停止集中產線與簡化製程。 

明基材持續調整其技

術製程及危機應變能力，

使得各事業群的生產排程

與設備都能透過此經驗達

到最適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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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3. 資源配置與協調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明基材能參考友達集

團眾多新舊事業部的配置

比例進行調整，並槓桿集

團內部關聯性強的品牌或

市場。 

生醫事業營收占比雖僅

10%不到，卻享有 40%資

源，展現龐大發展空間： 

生醫產品可槓桿明基醫院與

明基三豐，提供術前至術後

total solution；隱形眼鏡則可

透過明基電通牌創造綜效。 

透過與友達集團更緊

密互動，明基材在品牌及

通路能力上能節省更多資

源並接收更多回饋，有利

新事業產品不斷創新。 

 

事件 14. 女性與年輕世代需求抬頭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觀察到女性在生醫

市場的消費潛力，明基材

可借重小林與大學眼鏡的

行銷經驗，探索女性與年

輕消費者心理。 

在外部上，明基材除了

與通路門市緊密合作，更將

進行店鋪年輕化、引進新銷

售平台。在內部，明基材更

在結構上提升銷售女性主管

比例，增加產品感性訴求。 

    藉由在通路後勤能力

及行銷品牌能力上導入女

性力量、尋求女性代言

人，明基更能進行品牌年

輕化與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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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5. 隱形眼鏡進軍東協市場 

 

外部合作 內部變革 動態能力 

由視陽光學在東南亞

的廠房及通路基礎，明基

材能降低其進入障礙，直

接切入市場。 

承繼視陽在馬來西亞的

廠房，使明基材的後勤物流

不成問題；與具有 400 個據

點以上的馬來西亞賣場合作

推出試戴服務，更能大開能

見度，瞄準新加坡市場。 

由視陽光學獲取的通

路後勤能力，加上明基材

自身拓展的行銷品牌能

力，成為新品牌進攻東協

市場的兩大利器，市占率

潛力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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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能力構成分析 

 圖 6-7 動態能力建構模組－隱形眼鏡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由生醫產業跨入更專精、貼近消費大眾的隱形眼鏡產業，明基材在第二次

新事業發展的二部曲中，透過異業合作的水平方式驅動新事業的態勢更加顯

著： 不只是以轉投資視陽光學取得技術基礎、以明基電通的品牌平台強化行

銷，更透過結盟小林眼鏡、大學眼鏡、甚至馬來西亞連鎖賣場等通路業者，持

續強化其通路後勤與統合供需兩端訴求。 

在外部水平合作更勝集團垂直支援的本次新事業中，明基材相對應的內部

變革也因而轉變：  

在結構上，最顯著的挑戰莫過於 2011 年結束光碟事業、與 2012 年南科偏

光片廠停工及大量投資而未獲認證，因而遭逢連續虧損的強烈打擊。透過資源

重分配及技術升級，明基材在沉澱後再次出發，終於在 2013 年獲多國授證、財

務終於傳來捷報。技術上，站在視陽光學的基礎，加上引進視康的授權技術，

讓明基材不僅能開發出矽水膠鏡片並引進台灣，更打造出首款矽水膠角膜變色

鏡片，獨步全球。 

任務上，因應「美若康」的品牌推廣，明基材透過與通路商合作門市教

育、降低業務素質的標準差，不僅直接有利於行銷人才於門市實戰，更間接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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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通路商保障業務人才。同時，在人員上，在供給端提高女性主管比例，可加

入軟性與細膩思維；在需求端推動業務年輕化，更可強化消費者語言，形成正

向回饋、加快 B2C 學習曲線的上揚。 

三、定位與程序分析 

表 6-5 動態能力內涵與構成－隱形眼鏡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詳細觀察實際的動態能力展現，可發現明基材的能力主軸仍在於持續擴展

動態內部能力與靜態外部能力，茲分述如下： 

首先，技術製程、人才匯流、市場預測、及品牌行銷能力在既有領域部段

強化：技術製程能力上，明基材本於高分子、光學、精密雕刻、膜層貼合，以

動態內部方式讓鏡片產品呈現高度創新、跳脫低價競爭。在人才匯流能力上，

隱形眼鏡 

事業事件 

外部合作 動態能力內涵 具體 

動態能力 垂直 水平 靜態程序 動態程序 內部定位 外部定位 

1  V V   V 市場 

2  V  V V  互補 

3 V   V V  製程 

4  V  V V  互補 

5 V   V V  製程 

6  V  V V  製程 

7 V V V   V 品牌 

8  V V  V  通路 

9 V  V  V  通路 

10 V   V V  人才 

11  V  V  V 市場 

12 V   V V  製程 

13 V   V  V 品牌 

14  V  V V  人才 

15  V V   V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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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生醫事業中的內部合作經驗，這些核心技術能透過 R&D 傳達給 PM 與行

銷人員、再傳遞到消費者，不僅讓人才間溝通更順暢、也建立產品忠誠。在品

牌行銷能力上，以提昇業務員專業為基礎，並加強消費者教育建立，不僅能切

合被過度服務的利基市場、更以動態外部方式鎖定高端客層。在市場預測能力

上，取得各國認證、並依法規環境不同擬定銷售策略，都讓「美若康」鏡片能

搶先其他科技大廠、切入東協市場。 

此外，技術互補與通路後勤能力在座標軸上都有逆時針的位移：技術互補

能力方面，視陽光學的水膠鏡片技術、加上視康集團的技術授權，都能更確實

反映在內部製程、創造更大技術綜效。而在通路後勤能力方面，通路門市中眾

多規格產品的進出貨管理，及帶給通路業者的利多，更能穩定門市的人才網

絡、創造雙贏。 

圖 6-8 動態能力坐標系－隱形眼鏡事業 

註： 無標註者為光碟事業，標註單點者為偏光片事業 

標註兩點者為生醫事業，標示底線者為隱形眼鏡事業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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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隨著新事業發展，動態能力對於內部定位及動態程序更加著

重： 這些動態能力的定位與程序，來自更有彈性的組織結構，及更高度整合的

供需價值鏈。除了技術開發的穩紮穩打，更關鍵的是明基材與通路的共同成

長、創造互利共生的銷售平台，擴大業績、更留住人才，為下一次的新事業持

續開展能量、也為明基材的 2020 年發展目標秣馬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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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動態能力演進綜合分析 

一、動態能力建構模組分析 

表 6-6 動態能力建構模組內涵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明基材由光碟事業起步，而後轉入化工領域的偏光片領域，在近來更切入

醫材領域的生醫事業及隱形眼鏡事業；隨著事業群的更迭，動態能力的建構內

涵亦不斷變化：  

首先，以外部合作型態來說，第一次的新事業發展中，絕大多數以引進集

團資源的垂直整合方式進行；但在第二次新事業、跨入醫療相關事業後，垂直

合作的比例漸低，而與同業或異業夥伴進行水平合作的比例則逐步升高，甚至

超越垂直合作模式。這除了顯示由 B2B 跨入 B2C 市場，需要引入更多跨界創

新進行激盪，更凸顯了銷售模式轉變須大力構築的品牌行銷及通路後勤能力。 

接著，就內部變革途徑來說，第一次由電子跨入化工業，部門資源重配

置、產線與生產理念亦須重新調整，引發結構上的大幅變革；由 B2B 跨入

B2C，引入更多品牌思維，結構上的調整更是有增無減，呈現上升趨勢。同

時，每次新事業發展的產品間差異龐大，技術開發與量產皆是一大挑戰，明基

材往往以水平方式引進外部技術基礎加以改良，再以垂直方式的集團經驗提高

  光碟 

事業 

偏光片 

事業 

生醫 

事業 

隱形眼鏡 

事業 

外部 

合作 

垂直 3 15 9 7 

水平 2 1 8 10 

內 

部 

變 

革 

結構 2 6 7 9 

技術 2 8 6 7 

任務 2 8 3 4 

人員 0 4 2 2 

動態 

能力 

定位 1 7 9 9 

程序 2 9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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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率，維持高度的技術活躍。 

循著價值鏈探討，明基材在偏光片事業面臨原料供應與銷售的雙頭寡占，

在任務上有許多突破點；在第二次新事業發展中，通路建立與使用者回饋則是

任務改變的首要目標。雖然生醫、隱形眼鏡事業單獨的任務變革較少，但總和

來說，仍與偏光片事業的任務比例相當。要達成這些任務，人力資本至關重

要，從第一次的新事業發展以來，隨著組織變革，人才安排及績效設定更需要

調整，加上第二次新事業中要引入行銷及品牌人才，也讓人才改革占整體變革

的比例相近。 

最後，在動態能力上，隨著明基材愈來愈往消費市場靠攏，加上由第一次

完全捨棄本業的全面性新事業發展，到第二次維持本業兼容並蓄的漸進式新事

業發展，在定位掌握上愈發重要、較程序調整更加深刻、能力占比也更高。 

二、動態能力演進分析 

由外部合作、內部變革所轉化的動態能力上，可進一步區分為市場預測能

力、技術預測能力、人才匯流能力、通路後勤能力、品牌行銷能力、及技術互

補綜效。這些動態能力不僅在不同的新事業發展階段被養成，更因應不同的事

業挑戰而質變與演進，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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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預測能力： 

圖 6-9 動態能力演進－市場預測能力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1) 程序與定位演進分析： 

市場預測能力由本業的光碟事業起即養成，在每次新事業發展的交界，都

被加以活用以找尋利基市場、有利於找出最適的產業環境切入點，呼應了 Teece 

et al. (1997)所提出的市場資產。同時，市場預測能力也從一開始的靜態內部面

向，從偏光片事業起大幅向外擴展，尤其往動態外部面向移動，顯示明基材更

重視與外部夥伴在市場上的互動。 

(2) 路徑演進分析： 

觀察市場預測能力之演變路徑，可發現明基材由最初僅接受集團的垂直支

援而以靜態方式評估市場、進入偏光片產業。接著，由偏光片跨入生醫事業

時，明基材開始廣納水平合作，讓技術預測的視角不只在靜態部分由內而外發

展、更開始發展動態試誤性的觀察與實作。進入隱形眼鏡事業後，不僅完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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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合作的水平方式建立市場觀點，更將預測能力全面外部化，跨越事業疆界

並展現更大彈性，隨時依需求動態調整。在路徑相依性上，明基材的策略愈來

愈不受垂直外力影響，顯示過去策略愈來愈不能反映未來市場定位；相反地，

明基材面對技術機會，以水平合作取代競爭，更能發揮互補綜效、共享市場。 

 

2. 技術製程能力： 

圖 6-10 動態能力演進－技術製程能力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1) 程序與定位演進分析： 

技術製程能力隨著光碟事業而建立，最初著重於卷對卷貼合、塗佈濺鍍、

射出成形等技術。進入偏光片事業後，精密雕刻、膜層拉伸、光學檢驗技術則

被大量應用以提升良率。接著在生醫事業中，高分子、無塵製程、滅菌抗敏等

能力亦被彰顯，並持續在隱形眼鏡事業中發揚光大。在不同新事業中分別有其

應用與延伸之處，讓對應到 Teece et al. (1997)所謂技術資產的技術製程能力持

續在動態內部面向進行深耕，並於跨入不同產業時，在質與量上皆有所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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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不同市場(偏光片、生醫、隱形眼鏡市場)都展現研發動能、支援明基材愈

發多元的產品與品牌策略。 

(2) 路徑演進分析： 

由技術製程能力之演變路徑可看出： 此動態能力基本上持續於動態內部

層面進行深耕。由最初光碟事業開始，即大量透過集團在垂直面上的技術引

導，逐步調整以轉入偏光片產業。但當跨進生醫事業時，過往偏向電子與化工

的技術專業無法完全支援，使明基材開始接受水平合作，才順利養成醫療與生

化知識、切入消費市場。在隱形眼鏡事業中，則由於醫學專業已完整建立，反

倒是鏡片生產需要回頭強化既有化工領域的製程能力，因此垂直合作再度掛

帥、掌控技術主軸。在路徑相依性上，明基材的策略持續受垂直力量影響，顯

示過去技術策略始終對未來技術能力定位有關鍵影響；同時，面對技術機會，

明基材會斟酌是否需加入水平合作，以確保核心技術保護並維持製程效率。 

 

3. 人才匯流能力： 

圖 6-11 動態能力演進－人才匯流能力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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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序與定位演進分析： 

人才匯流能力於偏光片事業中形成，對應到 Teece et al. (1997)的信譽資產，

著重於內部的人才定位： 在靜態方面參考友達集團及明基電通進行資源協調，

加上動態方面提出彈性績效指標及巧妙階層調度，讓明基材在第一次新事業裡

上下一心。在第二次的新事業中，人才匯流能力更加動態化，不論是生醫事業

以人才「混血」方式執行專案，或隱形眼鏡事業讓年輕及女性族群發聲，皆使

明基材能持續創新企業文化、朝品牌之路邁進。 

 

(2) 路徑演進分析： 

人才匯流能力之演變路徑顯示出： 由第一次新事業發展起，明基材即採

用水平與垂直合作並重的方式進行人才管理： 在初期的偏光片事業中，著重於

穩定技術人才，強調垂直面、靜態內部的階層控管。進入生醫事業，明基材開

始引入行銷人才，透過與技術人才的專案合作方式進行溝通，擴展動態層面的

人才能力。在隱形眼鏡事業中，明基材將行銷人才派至通路前線，並由技術人

才培養行銷專長，以替補原本產品行銷人員的空缺，讓人才分布更往價值鏈下

游位移，持續以動態方式培育跨界思考的人才。在路徑相依性上，明基材的人

才策略持續受明基電通的垂直力量影響，顯示有連貫性的人才布局會與未來策

略及定位連動；在切入技術機會時，水平合作的運用也能及時協助產品開發至

銷售的流程，使價值鏈更完整與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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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路後勤能力： 

圖 6-12 動態能力演進－通路後勤能力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1) 程序與定位演進分析： 

通路後勤能力因偏光片事業而建立，對應到 Teece et al. (1997)的結構資產，

最初著重於外部定位，透過友達集團的靜態支援而架構起原料進口與產品出口

的路徑。在生醫事業中，則延續了類似的程序與定位，藉由明基醫院的靜態回

饋打通醫材銷售的通路。不過，在隱形眼鏡事業中，通路後勤卻開始進行內部

化： 明基材與通路商的關係不如過往般僅限於單向或雙向溝通，而是經由門市

教育、駐店評比的方式與小林眼鏡、大學眼鏡緊密合作，透過直接面對銷售前

線，建立更及時的配貨能力，不只關注業績、更與通路商決策同步、創造價值

雙贏。 

(2) 路徑演進分析： 

由通路後勤能力的演化軌跡可看出： 在偏光片事業中，明基材聚焦於靜

態的供應鏈管理，透過集團的垂直力突破進出貨源的瓶頸。但進入生醫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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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產品研發需要異業的紡織研究所投入合作，醫療通路則可藉由垂直力建

立，持續專注於 B2B 銷售的通路管理與建構外部連結。在隱形眼鏡事業中，明

基材開始學著將通路後勤內部化，透過與眼鏡門市的水平通路合作，強化 B2C

銷售、架構更完整的價值鏈管理，使通路後勤能力更往價值鏈下游移動。在路

徑相依性上，明基材的通路策略受到垂直合作的影響漸弱，顯示集團所提供的

通路選項對於愈來愈往 B2C 市場靠攏的明基材幫助有限；相反地，看到新技術

機會時，明基材擁抱水平合作的模式能大幅提升通路的彈性、並促進外部通路

演化為內部專屬資產，與後勤能力更加相輔相成。 

 

5. 品牌行銷能力： 

圖 6-13 動態能力演進－品牌行銷能力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1) 程序與定位演進分析： 

品牌行銷能力來自第二次新事業發展，明基材藉生醫產品由 B2B 跨入 B2C

市場，基礎在於以 3M 公司為標竿進行品牌整合，協助其建立外在的品牌定

位。轉進隱形眼鏡事業後，更透過明基電通的靜態資源協調、甚至視陽光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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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通路人脈，讓品牌順利走出台灣、挺進東協市場。明基材透過將偏

光片、生醫敷料、肌膚護理與隱形眼鏡產品分別歸屬於明基、安適康、美若康

三大品牌，更能有效進行形象區隔與目標行銷、加速建立消費者認同。 

(2) 路徑演進分析： 

就品牌行銷能力的演進路徑來說，其緣由為從 B2B 跨入 B2C 的生醫事

業。初期品牌的建構仰賴 3M 公司的水平面標竿策略及友達集團的醫療生態系

在垂直面的援助，以靜態方式建立品牌疆界。隨著跨足隱形眼鏡事業而行銷日

漸成熟，水平面與垂直面的合作雖然減少，但重要性仍相近，並成為更動態

化、需求導向的能力，務求更即時回應顧客體驗、穩固品牌價值。在路徑相依

性上，明基材的行銷策略持續受到明基電通的垂直力影響，顯示集團的品牌走

向與明基材的未來定位具有一致性、利於醫療生態系的協同發展；面臨技術機

會時，明基材同樣重視水平力，抓準技術產品與品牌的適配，有助於切入不同

市場，營造更彈性的行銷佈局。 

6. 技術互補綜效： 

圖 6-14 動態能力演進－技術互補綜效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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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序與定位演進分析： 

技術互補綜效由明基材成立以來即扮演重要角色： 在光碟事業中，飛利

浦明基生產的光碟機，能在技術規格上進行相容、共同促進研發，展現靜態協

調的外部能力。在偏光片事業中，除了友達集團給予的一定面板 knowhow 協助

研發，更有技轉合作的日本廠商，協助量產。在生醫事業中，友達集團的醫療

生態系是最主要的互補網絡，讓生醫產品不只有明基三豐的設備研發可參考，

有明基三豐醫院可進行測試與取得回饋，更能參考 3M 公司水平面的膠產品能

耐，建立 total solution，讓互補綜效愈發內化為專屬資產。在隱形眼鏡事業中，

視陽光學則提供主流的鏡片製程基礎，加上視康所提供的矽水膠技術啟發，有

利於明基才研發互補性技術，形成更加動態的內部能力。 

(2) 路徑演進分析： 

由技術互補綜效的演化途徑看來，最早在光碟事業中，是著眼於集團垂直

力所提供的相容性規格溝通。但進入偏光片事業中，水平力的引入讓明基材能

掌握高端的製程規格、達到量產，持續以靜態外部方式成長。在生醫事業中，

集團中硬體商在垂直面的互補性技術，加上水平面上品牌大廠的產品能力，啟

發明基材更廣泛的技術應用，讓技術綜效內部化。隱形眼鏡事業中，以垂直轉

投資方式獲得的技術基礎，加上以水平方式取得的專利授權，更使得互補能力

內化為更具動態的專屬資產。在路徑相依性上，技術互補性不斷受到明基友達

集團的垂直力影響，從早期、中期的互補廠商建立，到近期的技術轉投資，都

協助明基材站穩未來定位。面臨技術機會時，明基材則以水平外力著力於製程

提升，以現有技術推估整體解決方案，讓技術運用更動態、產品組合更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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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態能力的輸入與輸出分析 

綜觀明基材兩次新事業的發展、四個產業的跨度，不論是透過靜態的資源

協調或是動態的試誤學習來建構動態能力，該能力的輸入來源及輸出成果都同

樣關鍵。每次的外部合作都如同培養基，影響動態能力的果實；而每一顆果實

中的種子，又可能因不同的環境挑戰而萌芽，並藉由不同動態能力的混種與結

合，產生動態能力的新品種，不斷進化並延續企業的 DNA，形成動態能力的永

續性。 

圖 6-15 動態能力與外部合作變遷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以市場預測能力的來源而言，友達集團由明基材成立以來即不斷給予市場

的趨勢預測： 在光碟事業中，友達在市場面上協助解析藍光技術的未來性；在

偏光片事業中，以面板跌價趨勢推估偏光片的剩餘利基；在生醫事業中，友達

對醫療體系的瞭解與實務運作，讓明基材在多元海量的醫材產品中找到切入

點；在隱形眼鏡事業中，更透過友達對歐美市場的需求探詢，讓明基材想到將

矽水膠鏡片引進台灣、創造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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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術製程能力的輸入來說，更多水平面向的異業合作，讓明基材的能力

內涵更豐沛： 在偏光片事業中，日本大廠富士通協助推動量產而強化卷對卷貼

合能力；生醫事業中，與紡織研究所共同開發高效止血敷料而提升高分子能

力；隱形眼鏡事業中，更透過視陽光學的鑄模技術深化射出成形能力等，都讓

明基材的製程能力更加全面而穩健。 

以人才匯流能力的來源而言，面對新事業的人才斷層，明基才首先在偏光

片事業中，引入穩定而高專業度的國防替代役；接著在生醫事業中，引入明基

電通的行銷人才，以 3M 公司為標竿，與研發、製程人員去進行專案合作；甚

至在隱形眼鏡事業中，讓行銷人才前進通路前線，讓產品從研發者規格導向，

逐漸轉為使用者經驗導向。 

就通路後勤能力的輸入來說，在偏光片事業中，明基材透過友達開啟進出

貨的管道，通路概念尚不明確；於生醫事業中，更透過明基醫院的採購而能從

不同視角認識通路；在隱形眼鏡事業中，則直接與小林、大學眼鏡產生鏈結，

共同探索產品需求與回饋，透過與通路商高度合作以掌握銷售。 

以品牌行銷能力的來源而言，在生醫事業中所導入的 3M 公司多品牌概

念，讓明基材在產品上大力採行安適康、美若康品牌；在隱形眼鏡事業中，明

基材卻又再次思索品牌整合效益，槓桿使用明基電通的品牌，在品牌的分、合

行銷策略中取得平衡，讓各事業之產品站穩其利基。 

最後，就技術互補綜效的輸入來說，明基材首先透過飛利浦明基的光碟機

部門，共同推動光碟運作倍速的進展；在偏光片事業中，藉面板的製程規格敦

促上游的明基材產品提升良率與進階規格；在生醫事業中，由明基醫院建議通

路、明基醫生提供回饋；在隱形眼鏡中，視陽光學在水膠材質的拋棄式及角膜

變色鏡片等製程，亦有助於明基材在矽水膠材質上開發相對應產品，縮短技術

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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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動態能力與產品變遷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以動態能力的輸出來說，除了組織內部結構、任務、與人員的持續修正與

優化以外，最主要還是歸結到產品面的產出。因此，茲由技術製程能力出發，

以產品變遷呈現能力的深化與延伸： 

以卷對卷能力而言，最早是應用於 CD/ DVD 光碟母片與刻蝕片之貼合，進

而延伸到單、雙、多層藍光光碟之多層疊合技術。在偏光片事業中，則恰能應

用到偏光片的 TAC、PVA 膜等多膜貼合技術。生醫事業中，不論是護理敷料中

機能性布料與不織布的縫製工法、或醫美膠帶中黏性層與護膚層的接著方式，

都有此能力應用之處。加上隱形眼鏡事業中，角膜變色片的色素層與親水層疊

合，都讓卷對卷能力得以發揮。 

就塗佈濺鍍能力來說，是形成於 CD/ DVD 的反射層濺鍍與保護層塗佈，在

偏光片中則可同樣應用於 PVA 層之光學膠塗佈。雖然在後續的新事業發展中，

這樣的化工專業能力不再被採用，但仍能啟發無塵生產等精密製程相關的考

量，持續在生醫、隱形眼鏡事業中獲得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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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射出成型能力而言，強調的是工業設計的一體成型，因此在熱塑性原料

為主的光碟生產、偏光片膜層等量產層面皆被廣泛應用。進入生醫事業後，此

能力則主要用於止血器的專業設計上，並可延伸至隱形眼鏡的注模與旋模技術

等，產生更廣泛的生產綜效。 

就精密雕刻能力來說，最初的養成來自於光碟片的蝕刻技術。此能力延伸

到偏光片事業後，則成為 TAC 膜蝕刻、及光學膜中 AMOLED、OCA 等自體發

光技術及 3D 顯像技術的基礎。當明基材跨入生醫產業後，過往以光學面為主

的精密雕刻，又轉變為化學層面的雕刻，對於護理敷料中活性基團的聚合與排

列扮演重要角色。在隱形眼鏡事業中，角膜變色片的色素分布，則是精密雕刻

的另一應用。 

以膜層拉伸能力而言，光碟塑料的構型與拉伸是其發展基礎。在偏光片事

業中，不僅 PVA 膜的延展需要拉伸能力的掌握，使分子結構不因拉伸而排列不

均，光學膠的防眩、3D 功能要清晰無盲點，更需要均勻拉伸使成像寫實不失

真。進入生醫事業後，拉伸能力進一步應用在醫美膠帶的張力測試，避免撕除

時的不適或殘膠。在隱形眼鏡上，拉伸能力亦可延伸至鏡片的柔軟度與彈性，

影響其配戴體驗與服貼度。 

就光學檢驗能力來說，光碟的讀取原本即取決於雷射波長及碟面軌距，因

此光學檢測本即是生產光碟的最大基礎，同時有助於藍光技術開發。在偏光片

事業上，為了使偏光片沒有落塵、貼合平整、拉伸均勻，光學檢測能力大幅提

升。生醫事業中，光學檢驗可較輕易看出止血器使用時的血流狀況、敷料環境

下的細胞生長，有助於臨床試驗進行。在隱形眼鏡上，鏡片弧度與曲度的精確

度檢測，更是光學能力的高階運用。 

以高分子技術能力而言，最初來自光碟燒錄與讀取技術的開發；藉由提高

分子的光學可逆性，提升讀寫的速率。在偏光片事業中，不論是 PVA 分子的光

偏振性、或 AMOLED 的自體發光性，都使明基材對高分子活性的研究更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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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於生醫事業上，明基材往有機層面邁進，除了深入細胞成長與組織再生的

因子探討，更加入滅菌機制的研究，讓傷口敷料能協助快速癒合。在隱形眼鏡

上，矽水膠材質如何增加含水、透氧、親膚性，甚至鏡片保存液如何加入抗敏

感配方，都是明基材不斷精進高分子能力的關鍵。 

綜合以上各種技術製程能力，加上對型塑組織內部並協調外部的市場預

測、人才匯流、通路後勤、品牌行銷、及技術互補等能力，都隨著明基材所經

歷的兩次發展階段、四種新事業洗禮後，而不斷進化與茁壯，持續彼此互動以

策進營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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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明基材料為主題，探討企業在新事業發展過程中，如何建立動態

能力。明基材由光碟事業發跡，經歷兩次的新事業發展，分別孕育出偏光片事

業、生醫、及隱形眼鏡事業，因更能藉此研討動態能力形成後如何持續推動新

事業在不同產業中的開展與成長。基於上述研究分析，本研究所歸納出研究結

論如下: 

1. 企業可透過外部合作引發內部變革，以回應產業挑戰 

本研究觀察明基材自成立以來的事業軌跡，發現當在既有本業中面臨市場

未來性的挑戰時，明基材往往透過向明基友達集團尋求垂直支援、或向同業及

異業盟友尋求水平合作的方式來找尋出路、發展新事業。當上述外部合作模式

落實到企業組織，則引發了組織內部的結構面、技術面、任務面、及人員面的

變革。隨著明基材由電子業、轉進化工業、到跨足生醫產業，不只在外部的水

平異業合作比例逐漸提高，內部組織亦不斷轉變: 結構面的改變因應了由 B2B

進入 B2C 的品牌與產品管理而持續增長，技術面則本於核心製程技術而持續延

伸與深化，加上任務面的供應鏈管理與通路布建，加上人員面的持續引進行銷

人才並促進跨部門溝通以凝聚產品共識。這些內部變革，不只單獨產生影響，

更產生交互作用以整合出企業策略走向，成為新事業發展準則。 

2. 企業內部變革可進一步形塑企業資產，進而建構出動態能力 

根據對明基材料發展歷程的剖析及相關文獻比較，本研究發現上述不同的

內部變革構面，可對應到企業中各種定位資產的形成，進而構築出動態能力:  

(1) 以結構面而言，首先可呼應了企業的市場資產，而構成市場預測能力，

協助明基材在每次的新事業發展中找出具未來性的產品標的，並鎖定利

基客群、切入藍海市場。 

(2) 就技術面來說，可對應到企業的技術資產，形成技術製程能力: 明基材掌

握的卷對卷、塗佈濺鍍、射出成型、精密雕刻、膜層拉伸、光學檢驗、

及高分子技術，都能延伸至多元產品的開發，在跨產業的新事業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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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3) 以人員面而言，則呼應了企業的結構與信譽資產，構成人才匯流能力，

使明基材透過協調研發人才、引入行銷人才，並促進兩者溝通與合作；

穩固人才資本、採納不同視角，即能更客觀而全面開展品牌與產品。 

(4) 就任務面來說，可對應到企業的結構與財務資產，促成通路後勤能力，

讓明基材由電子及化工業的純粹供應鏈管理，進階到生醫及隱形眼鏡事

業的通路管理，藉由與通路商的深入合作，往更全面價值鏈管理邁進。 

(5) 另外，結構面與人才面的整合運作，則對照到企業的機構資產與企業疆

界，進而構成品牌行銷能力，使明基材在生醫及隱形眼鏡產業中，能從

需求端將產品理念反饋給研發端，將品牌概念落實於組織。 

(6) 同時，硬性的技術面與軟性的任務面結合，則切合了企業的互補資產，

形成技術互補綜效，讓明基材可藉由技術的互補性，持續探索產品規格

的相容性、相關技術的混搭與改良、甚至開發連結多樣產品的一站式整

體解決方案。 

圖 7-1 動態能力之建構循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動態能力會持續調整其定位與程序，不斷演進以回應新事業挑戰 

在發展新事業的過程中，動態能力會因外部合作來源、內部變革構面不同

而在定位的內部或外部、及程序的動態或靜態兩大軸度上產生變化，從而進化

與延伸以呼應多變的環境考驗持續深化新事業。茲就市場預測能力、技術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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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人才匯流能力、通路後勤能力、品牌行銷能力、及技術互補綜效的定位

及程序演進分述如下: 

(1) 市場預測能力在光碟事業是透過集團協調的靜態內部方式養成，但從偏

光片事業起，不但開始連結更多外部市場觀點，甚至在生醫、隱形眼鏡

事業中，分析程序亦更加動態化，顯示明基材能更即時反映市場變遷。 

(2) 技術製程能力雖然持續專注內部定位，但從光碟事業所注重的化工成

型、偏光片事業所著眼的光學與雕刻、到生醫及隱形眼鏡事業所看重的

高分子技術，明基材不斷動態方式應用技術、讓能力彈性延伸。 

(3) 人才匯流能力在偏光片事業著力於靜態內部的部門人員調動及招募，但

進入生醫事業後，行銷菁英的加入推進人才互動；隱形眼鏡事業中，人

才流向通路，更帶動研發人才跨領域行銷，促進人才融合及動態化。 

(4) 通路後勤能力最初乃藉集團的靜態支援而建立外部管道與定位，並延續

此方式，在生醫事業透過集團的醫療生態系開展外部通路。隱形眼鏡事

業中，明基材則主動深入通路、以人才共生方式互惠，使能力內部化。 

(5) 品牌行銷能力源於水平的標竿企業品牌精神及垂直的行銷人才挹注，讓

明基材在生醫事業建立靜態外部定位；在隱形眼鏡事業中，更因轉投資

公司的通路人脈，而得以更動態方式進行品牌整合及彈性的目標行銷。 

(6) 技術互補綜效來自集團靜態配置所提供的外部技術，在偏光片事業中亦

維持其外部定位。但在生醫事業中，集團的醫療生態系讓互補性開始內

部化；並在隱形眼鏡事業中，藉製程與專利的雙重互補而走向動態化。 

 

4. 隨著定位與程序的變遷，動態能力的路徑亦持續演化以最適化新事業發展 

動態能力的演進來自外部合作的來源不同、及內部變革的構面差異；其演

進不只體現在定位及程序的轉變，更反映於明基材決策軌跡的路徑相依性、及

其面對技術機會的動態能力運用。茲就市場預測能力、技術製程能力、人才匯

流能力、通路後勤能力、品牌行銷能力、及技術互補綜效的路徑演進分述如下: 

(1) 市場預測能力未有顯著的路徑相依性，顯示過去的垂直合作策略愈來愈

不能反映未來市場定位、進而影響明基材的市場決策；相反地，面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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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機會，明基材大增水平合作以取代競爭，更能彼此互補、共享市場。 

(2) 技術製程能力則具有高度的路徑相依性，顯示過往集團的垂直面技術策

略終究對明基材的未來技術定位有關鍵性影響；同時，面對技術機會，

明基材會斟酌是否需加入水平合作，以保護核心技術並維持製程效率。 

(3) 人才匯流能力亦展現顯著的路徑相依性，表示人才布局與未來策略的連

貫性仍然來自明基電通的垂直力影響；在切入技術機會時，提高水平人

才的合作採納能協助明基材的產品專案進程，使價值鏈更完整與暢通。 

(4) 通路後勤能力的路徑相依性逐漸降低，表示明基材的通路策略受到垂直

力的影響漸弱、集團的通路協助有限；但另一方面，明基材看到新技術

機會時選擇擁抱水平合作，大幅提升後勤彈性外、更促進通路內部化。 

(5) 品牌行銷能力的路徑相依性顯著，彰顯了集團的品牌走向與明基材的策

略定位具有一致性；面臨技術機會時，明基材同樣重視水平力，將品牌

與技術產品進行適配，切入不同利基市場外，更營造彈性的行銷佈局。 

(6) 技術互補綜效呈現高度路徑相依性，明基材不斷受到集團的垂直支援而

能與互補性廠商交流、站穩未來定位。面臨技術機會時，明基材則以水

平外力著力於製程提升，發想整體解決方案，提升技術動態性與彈性。 

綜上所述，明基材每每在事業面臨產業環境挑戰時，藉由引入垂直或水平

方向的外部合作，轉錄為內部組織在結構、技術、任務、或人員構面的變革，

最後轉譯出多種核心動態能力。動態能力不僅能應用在單一新事業上，更能回

應多樣考驗而持續進化: 透過定位與程序的持續調整，動態能力所建構出演進

路徑，不僅帶領明基材挺過四次事業亂流，更協助明基材持續開創新事業、走

出自己的未來。 

  



 

187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提供明基材料之建議 

明基材不只擁有多元並立的事業群，各事業部的價值鏈更是快速跨張其版

圖、橫跨全球。在不斷發展並取捨新事業的同時，明基材如何同步將全球化思

維導入其外部合作、內部變革、進而調整動態能力，都是重要課題:  

(1) 在研發部分，偏光片在面板業的發展已趨飽和，明基材在轉而加強光學

膜、OLED、及軟性顯示器開發時，應同時掌握日、韓競爭廠商動態，除了

在結構面上積極申請專利、搶進技術聯盟推動標準外，更可納入物聯網技

術，促成智慧化、一站式產品方案。就生醫敷料而言，由於缺乏標準化，

明基材更應開發利基技術，透過水膠材質改良、奈米離子透析、或再生因

子配方等切入點與歐美大廠較勁，擴大產品差異化優勢。以隱形眼鏡來

說，明基材可進一步強化射出及旋模技術，將矽水膠鏡片加上散光度數、

拉長使用周期，更能切合不同族群需求，搶先歐美及中國廠商攻下利基。 

(2) 在製造部份，明基材的偏光片廠進駐中國，除了在組織結構上如何與當地

法規環境配合、跳脫關稅障礙，在技術上產能及良率上能否維持水準等基

礎生產考驗，在任務面上如何搶進中國面板廠訂單、擺脫二手外包的窘

境，都是需要學習與努力的方向。 

(3) 在銷售部分，隨著醫療認證的取得，明基材的隱形眼鏡通路可前進東協、

生醫產品得以打入歐美。但在通路銷售端，不論是供貨後勤網絡的建立、

或當地的消費者語言掌握，都是需要著力的部分；在人才面上，不僅需促

進研發人員與跨文化行銷人才的溝通，行銷人員如何深入當地醫院或通路

進行消費者教育，更是要深入耕耘的基礎。 

二、提供國內企業之實務建議 

本研究以明基材料的發展歷程為基礎，探討企業在面臨環境考驗時如何養

成動態能力以因應，可給予國內廠商以下啟示: 

(1) 當企業面臨挑戰時，首先應考量外部可合作對象與合作形式，以尋求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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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途徑: 不論是透過垂直面的母集團支援、技術投資、交叉入股，或是

水平面的產學合作、共同研發、授權與技轉、轉投資、合資等方式，只要

能明定智慧財產歸屬、產研經費分攤、及獲利共享模式，都能適時導入動

態知識以提升程序、並協調靜態資源以找出定位。 

(2) 企業選擇外部合作方式後，接著應決定哪些組織內部構面須隨之調整: 結構

面上討論該技術專案須涉及哪些部門；技術面上探討該合作技術與企業既

有技術製程的相容性和互補性程度高低、進而決定既有研發與合作研發的

資源配比；任務面上分析該合作技術產品的上游供應鏈如何穩定、與下游

價值鏈如何佈建；人員面上則探詢跨企業文化的人材如何溝通、又如何訂

定公允的績效標準，確保新事業部門與既有部門的和諧。 

(3) 當外部合作成形，而內部變革到位，企業的動態能力將因此養成。然而，

不論該動態能力是市場預測能力、技術製程能力、人才匯流能力、通路後

勤能力、品牌行銷能力、抑或技術互補綜效，企業都都應考量: 在下一次的

考驗來臨時，該能力是否應就定位進行內、外位移，就程序進行動、靜態

調整，其路徑是否應依從上次的類似挑戰、或以全新決策面對技術機會，

以持續推動該動態能力的演進與優化，成為企業成長的堅實核心。 

三、提供後續研究之建議 

 (1) 本研究基於範疇及時間之限制，僅針對明基材料進行動態能力形成之探

討，而未針對明基友達集團旗下之佳世達科技、友達光電、明基電通、明

基三豐、明基醫院等其餘集團子公司及關係企業提出深入分析，然而這些

企業體不只是集團綜效的重要來源，更是集團中醫療生態系的重要推手，

值得更全面的研討與比較，以架構出明基友達集團的整合性動態能力成

長。 

(2) 本研究選擇單一個案的研究方式，仍在某些層面有個案的獨特性及偶發

性，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結合相似個案交互比較，除了有更宏觀視野外，亦

能架構出更客觀、具全面考量的論述，得到更穩固、具有更廣泛應用性的

研究成果，以提供學界更多的研討層面、及企業更多的參考與運用空間。  



 

189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 Mehrdad Baghai, Stenphen Coley, and David White (1999)，林小慧譯，《企業

成長煉金術》，台北：時報出版 

2. 王友民、張宏榮 (2007)，《動態能力與市場導向之構成因素比較》，2007 

全球化暨國際企業研討會論文集。 

3. 汪家禎 (2012)，《飯店業集團策略聯盟經營方式之探討－以喜達屋集團為

例》，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4. 吳珮甄 (2005)，《由動態能力觀點分析企業協同凝聚：以復盛集團成長策

略為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5. 施沛華 (2004)，《能耐基礎成長與垂直鏈佈局關係之研究－以台灣 TFT-

LCD 產業為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6. 侯嘉政、陳宜伸、張宏榮 (2010)，《企業動態能力、組織變革策略與組織

變革績效之探索性研究》, 經營管理論叢, 6 (1), 23-47 

7. 張永昇 (1993)，《組織內部創業活動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所碩

士論文 

8. 葉家馨 (2006)，《組織變革中員工預期不確定認知對變革態度影響之研究

—以經濟部為例》，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論文。 

9. 鍾依芳 (2005)，《策略聯盟宣告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碩士論文。 

10. 韓燕甯 (2007)，《從開放式創新觀點探討 NTT DoCoMo 平台型經營模

式》，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90 
 

二、英文部分 

1. Ander and Helfat (2003). Corporate Effects and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4, 1022. 

2. Bierly, P.E. and Chakrabarti, A.K.(1996). Technological Learning,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43, 368-380. 

3. Block, Z. and Subbanarasimha, P.N. (1989). Corporate Venturing：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 in the U.S. and Japan. Working paper of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Studie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ew York University. 

4. Block, Z. and MacMillan, I.C. (1995). Corporate Venturing：Creating New 

Businesses within the Firm.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5. Buono, A.F. and Bowditch, J.L. (1989). The Human Sid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6. Burgelman, R.A. (1984). Designs of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in Established 

Firm.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 Spring. 

7. Burgelman, R.A. and Maidique, M.A. (1988).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omewood, Illinois. 

8. Burke and Litwin (1992). A Causal Model of Organisation Performance and 

Chan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8 (3), 523–545. 

9. Chesbrough, H.W. and Teece, D.J. (2002). Organizing for Innovation：When Is 

Virtual Virtuous? MA：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0. Chan, S.H., Kensinger, J.W., Keown, A.J., and Martin, J.D. (1997). Do Strategic 

Alliances Create Valu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6, 199-221. 

11. Chathoth, P.K. and Heiman, B. (2004). Governance Costs in Alliances: 

Combining the Evolutionary and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Views. 



 

191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y Conference, Jan 8–11 

2004. 

12. Chesbrough, H. (2003). Open Innovations: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3. Chesbrough, H., Vanhaverbeke, W., and West, J. (2006). Open Innovation: 

Researching a New Paradig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Chesbrough, H. and Schwartz, K. (2007). Innovating Business Models with 

Co-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50 (1), 55-

59. 

15. Child, J. and Faulkner, D. (1998). Strategies of Cooperation: Managing 

Alliances, Networks, and Joint Ven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Christensen, C.M., Raynor, and Michael, E. (2003). The Innovator's Solutio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 NY：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7. Conner, K.R. and Prahalad, C.K. (1996). A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 

Knowledge versus Opportunism. Organization Science, 7, 477-501. 

18. Das, S., Sen, P. K., and Sengupta, S. (1998). Impact of Strategic Alliances on 

Firm Valuation. Academic of Management Journal, 41 (1), 27-41. 

19. Delvin, G. & Bleackley, M. (1988). Strategic Alliance Guidelines for Success. 

Long Range Planning, 21 (5), 18-23. 

20. Dessler (1980).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Contingency Approach. 

Englewood Geiff, NJ: Prentice-Hall. 

21. Downey, H.K., and Slocum, J.W. (1975). Uncertainty: Measures, Research and 

Sources of Vari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8, 562-577. 

22. Dyer, J.H. and Singh, H. (1998)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4), 660–679. 



 

192 
 

23. Eisenhardt, K.M.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 532-550. 

24. Eisenhardt, K. and Schoonhoven, C.B. (1996).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in 

Entrepreneurial Firms: Strategic Needs and Social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7, 136-150. 

25. Eisenhardt, K. and Martin, J. (2000). Dynamic Capability: What Are The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1105-1121. 

26. Erin, C., Seggie, S.H., and Mehmet. B.T. (2007). 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5 (2), 159. 

27. Freeman, C. (1982)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London: Pinter, 2nd 

ed., 66. 

28. Govindarajan, V. and Trimble, C. (2005). Building Breakthough Businesses 

Within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9955, 1-12. 

29. Hagedoorn, G. and Schakenraad, J. (1994). The Effect of Strategic Technology 

Alliances on Company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291-

309. 

30. Hamel, G., Doz, Y.L., and Prahalad, C.K. (1989). Collaborate with Your 

Competitiors and Wi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31. Hamel, G. (1991). Competition for Competence and Inter-Partner Learn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 83-

103. 

32. Hart, O. and Moore, J. (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119-1158. 

33. Harvey, D.F. and Brown, D.R. (1988).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Prentice Hall. 



 

193 
 

34. Helfat, C.E. (1997). Knowhow and Asset Complementaril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Accumulation：The Case of R&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5), 339~360. 

35. Helfat, C.E. and Peteraf M.A. (2003). The Dynamic Resource-Based View: 

Capability Lifecycl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4, 997-1010. 

36. Hitt, M.A., Dacin, T.M., Levitas, E. et al. (2000). Partner Selection i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Market Contexts: Resource-Based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449–467. 

37. Hobman, E., Jones, E., and Callan, V. (2004). Uncertainty dur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Types, Consequenc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18 (4), 507-532. 

38. Hofer and Schendel (1978). Strategy Formulation Analytical Concepts, West 

Publishing Co. 

39. Hui, C. and Lee, C. (2000). Moderat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Based Self-

Esteem on Organizational Uncertainty: Employee Respon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 215-232. 

40. James, B. (1985). Alliance: The new strategic focus. Long Range Planning, 18 

(3), 76-81. 

41. Jick, T.D. (1993), Managing Change. Boston: Richard D. IRWIN, Inc. 

42. Kahn, R.L., Wolfe, D.M., Quinn, R.P., Snoek, J.D., and Rosenthal, R.A. (1964),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New York: Wiley. 

43. Kale, P., Singh, H., and Perlmutter, H. (2000). Learning and Protection of 

Proprietary Assets in Strategic Alliances: Building Relational Capita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217–237. 



 

194 
 

44. Kazanjian, R.K. and Drazin, R. (1990). A Stage -Contingent Model of Design 

and Growth for Technology Based New Vent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5, 137-150. 

45. Kotter, J.P. (1995). Leading Change－ Why Transformation Efforts Fai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3 (2),59-67. 

46. Killing, J.P. (1983). How to Make a Global Joint Venture Work.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0 (3), 120-127. 

47. Lant, T.K. and Mezias, S.J. (1992). A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Model of 

Convergence and Reorient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3 (1), 47-71. 

48. Lavy A. and Merry U. (1988).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Revitalizing 

Organization for a Competitive World. Jessey-Bass Inc. 

49. Leavitt, H.J. (1964). Applied Organization Change in Industry: Structure, 

Technical and Human Approaches, New Perspective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50. Leonard-Barton, D. (1995). Well Springs of Knowledg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51. Lewin, K (1947).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Concept, Method, and Reality in 

Social Science: Social Equilibria and Social Change. Human Relations, 1, 5-41. 

52. Lundberg, C.C. (1984). Strategies for Organizational Transitioning. Kimberly 

and Quinn. Managing. 

53. Luo, Y. (2000).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5 (4), 355-378. 

54. Miller and Danny. (1983). The Correlat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ree Types of 

Firms. Management Science, 29(7), 770-791 

55. Moller and Svahn (2003). Managing Strategic Nets: A Capability Perspective. 

Marketing Theory, London, 3 (2), 209. 



 

195 
 

56. Ohmae, K. (1989). The Global Logic of Strategic Allian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7, 143-154. 

57. O’Neil, J. (1995). Four Lenses through which to View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ASTD. 

58. Parkhe, A. (1993). Strategic Alliance Structuring: A Game Theoretic and 

Transaction Cost Examination of Interfirm Coope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794–829. 

59. Pavlos (2004). IT-Enabled Dynamic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Build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Turbulent Environment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83. 

60. Porter, M.E. and Fuller, M.B. (1986). Coalitions and global strategy. 

Competition in Global Industrie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315–

344. 

61. Robbins and Steven P. (1990). Organization Theory：Structure,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Inc. 

62. Roberts, E.B. and Berry, C.A. (1985). Entering New Business ：Selecting 

Strategies for Succes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3-17. 

63. Robbins, S.P. (2001).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9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 

J.,Prentice Hall: 567. 

64. Ron, S. (2004). Understanding 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Identifying and 

Managing Five Modes of Compet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7 (5), 

518-532. 

65. Shan, P., Gary, P., and Hsieh, M.H. (2006).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boken: 57 (13), 1814. 



 

196 
 

66. Simonin, B. (1997).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Collaborative Knowhow: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 (5), 1150-1174. 

67. Steers, R.M., Ungson, G.R., and Mowday, R.T. (1985). Managing Effective 

Organizations: An Introduction. Boston, Mass.: Kent Pub.Co. 

68. Stevenson, H.H. and Jarillo, J.C. (1990). Preserving Entrepreneurship as 

Companies Grow.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6, 10-23. 

69. Teece, D.J. (1994).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Firms: An Introduc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5 (3), 537-556. 

70. Teece, D.J., Pisano, G., and Shuen, A. (1997)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509-533. 

71. Tichy, N.M. and Ulrich, D.O. (1984). The Leadership Challenge – A Call for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Classical Reading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omson-Wadsworth,Belmont, CA, 2008. 

72. Van de Ven, A.H., Hudson, R., and Schroeder, D.R. (1984). Designing New 

Usiness Start-ups：Entrepreneurial, Organizational and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0, 89-107 

73. Volberda, H.W., de Boer, M., and Bosch, F.A.J. (1999).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the Emerging Multimedia Complex.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6 (3), 379-398. 

74. Weber, K. and Chathoth, P.K. (2008) Strategic Alliances. Handbook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Management, 501-523,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75. Williamson, O. and Ouchi, W.G. (1981). The Markets, Hierarchies, and the 

Visible Hand Perspectives.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Behavior,  

347-370. 



 

197 
 

76. Yoshino, M. and Rangan, U.S. (1995). Strategic Alliance: An Entrepreneurial 

Approach to Globalisa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77. Zott, C. (2003).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ra-Industry 

Differential Firm Performance: Insights from a Simulation Stud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4, 97-125. 

 

三、訪談資料與網站資訊: 

1.  2014 年 8 月 15 日與明基材料游克用前董事長於明基材料桃園龜山總部的訪

談記錄。 

2.  2014 年 8 月 18 日與明基材料陳建志董事長、林恬宇總經理於明基材料桃園

龜山總部的訪談記錄。 

3.  DisplaySearch, Breakdown changes of panel costs toward large-size trend, Nov. 

2004. 

4.  IHS DisplayBank 之 2012 市場調查報告，http://www.eettaiwan.com/ 

ART_8800670704_480702_NT_ e0554b46.htm （Sep. 18, 2014）. 

5.  PIDA，全球光儲存市場與台灣產業，2010 

6.  中國偏光片行業發展現狀及市場分析，2012， 

http://blog.sina.com.cn/u/3481817544 （Sep. 18, 2014）. 

7.  工研院 IEK，張慈映，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趨勢與商機，2012 

http://www.instrument.org.tw/archive/101082401.pdf （Sep. 18, 2014）. 

8.  工研院 IEK，葉仰哲，韓國偏光片及材料發展現況，Jan. 26, 2007，

http://ieknet.iek.org.tw/BookView.do?rptidno=94AD548D961C257C4825726F00

0D8BB1  （Sep. 18, 2014）. 

9.  林道燊，隱形眼鏡產業發展概況，Aug. 2008.  

10. 林宏文，電子業搶賣隱形眼鏡 禍福難測，今周刊第 875 期，Sep. 26, 2013 

11. 明基材料網站，醫護產品簡介，http://www.benqmaterials.com/chinese/ 



 

198 
 

01_products/pro_detail.aspx?pid=4 （Sep. 18, 2014）. 

12. 財報狗網站，隱形眼鏡產業分析－精華 vs 金可，Apr. 2, 2014，

http://statementdog.com/blog/archives/7279 （Sep. 18, 2014）. 

13. 溫哥華台灣貿易中心，加國工業局貿易統計資料，Mar. 2014. 

14. 經濟部技術處，ITIS 計畫，陳婉玲，淺談當今先進敷料之抗菌敷料市場趨

勢，Sep. 28, 2012. 

15. 經濟部技術處，ITIS 計畫，金屬中心 MII，陳郁文，台灣先進傷口照護市

場面面觀，Dec. 21, 2011.  

16. 經濟部技術處，ITIS 計畫，黃博偉，傷口護理市場分析，Oct. 11, 2006. 

17. 經濟部技術處，ITIS 計畫，馬煌展，台灣醫療展器材產業的隱憂， Dec. 

31, 2013. 

18. 經濟部技術處，ITIS 計畫，葉仰哲，LCD 偏光板市場與廠商動態回顧，

Oct. 3, 2013. 

19. 經濟部技術處，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鍾曉君，全球數位電視浪潮下之

創新商業模式暨新興商品商機，2009  

新竹生物科學園區，台灣潛力品項 – 隱形眼鏡市場發展分析，June. 5, 

2014，http：//www.hbmsp.sipa.gov.tw：

9090/itri/tw/images/NewsList1030605_02.htm （Sep. 18, 2014）. 

20. 資策會 MIC，楊仲瑜，台日韓軟性顯示技術發展現況，Jan. 31, 2011，

http://mic.iii.org.tw/aisp/reports/reportdetail_register.asp?docid=2929&rtype=free

report（Sep. 18, 2014） 

21. 電子工程專輯 EET，薄型化需求帶動 壓克力薄膜在偏光片市場佔比漸增，

July 13, 2012 

22.《遠見雜誌》，江逸之，光碟產業突圍而出， 2003 年 7 月號第 205 期 

23. 劉常勇，光碟機王國的期待，1996 



 

199 
 

24. 寶來證券，偏光板產業概況之評論，Jan. 8, 2003，

http://www.moneydj.com/report/zd/zdc/zdcz/ zdcz_9F1DB5C8-0117-440C-

8DB1-E1538867838.djhtm （Sep. 18, 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