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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顯示器面板產業的高度景氣循環特性,往往讓投資人不易掌握投資時點.尤其

面臨不確定性較高的總體環境及來自大陸紅色供應鏈的威脅,更讓廠商不易穩定

獲利。但面板產業中專注在中小尺寸廠商卻異軍突起地獲利(如晶采、光聯、凌巨、

久正、中日新、全台、眾福等)，然有別於大廠如友達、群創著墨於中、大尺寸之

電視及監視器及瀚彩、華映著墨於中、小尺寸之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工控用

之中小尺寸廠商則聚焦於工業控制用顯示面板,迴避競爭激烈的消費性電子產品

之殺戮紅海,且其屬性為工業電腦之重要零組件，性質較接近工業電腦組群,但其投

資 PE 卻被歸屬於具景氣循環特性之面板產業,以致於影響其投資價值。因此藉由

本研究進行個案公司(晶采)之商業模式、競爭策略及財務比率分析來探討其投資

價值,並與同業(全台公司)之狀況進行比較分析。 

 本研究擬以質性之個案法及歸納法來研究個案公司之歷年開發產品狀況、銷

售狀況、營業代理商通路狀況、產品應用市場等基本資料，運用 Alexander 

Osterwaider 及 Yevs Pigneur 所提出之「商業模式圖」為分析架構，再運用司徒達

賢教授所提出之「策略矩陣分析法」策略型態六大構面為分析基礎，藉策略矩陣

的解構分析，來闡述創價流程及產業價值鏈與經營績效管理上的策略涵義及競爭

優勢。並且利用 ROE 暨杜邦方程式(主要產品的銷售狀況、資產報酬率、權益乘

數)及其他相關財務比率分析，來探討個案公司之經營績效、企業資源使用效率及

報酬率。再綜合用以評價個案公司暨產業合理之投資價值。進而思考在面對全球

景氣循環不佳環境下，面板產業競爭激烈，如何以商業模式、競爭策略來創造其

市場價值與市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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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 TFT LCD 產業結構以製程做區隔，從上游到下游，分為材料暨關鍵零

組件、面板生產(Array+Cell)、模組段組裝，及終端系統產品。因而形成龐大的產

業鏈，由面板廠商投入生產，進而帶動上游關鍵零組件在地化發展，創造出所謂

「兩兆雙星」之面板兆元商機。台灣大型面板主力廠商包括兩隻大老虎(友達 AUO、

群創 nnolux)，兩隻小老虎(瀚彩 Hannstar、華映 CPT)，以及為數眾多的中小型廠

商，故形成產品、產線多元化之現象。目前量產的生產線從 G3.5 至 G8.5 都有，

供應全球大型至小型面板所需。其中兩隻大老虎(友達 AUO、群創 Innolux)，大、

中、小尺寸皆有生產，但聚焦在中、大尺寸之電視及監視器；而瀚彩、華映聚焦

在中、小尺寸之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其他中小尺寸廠商則聚焦於工業控制用

顯示面板。大型面板廠商之共同特點為資本密集、技術含量高、資本支出龐大、

產品生命週期快速、競爭激烈；其他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廠商其特點則相反。

目前全球 TFT LCD 生產廠商主要以台灣、韓國、日本及中國大陸面板廠為主，

各國競爭優劣勢不同，韓國有最終產品出海口，日本研發技術能力強，大陸有國

家政策補貼價格，強調大量生產。故各國各家之商業模式 、競爭策略亦有所不同。 

 在各地區面板廠在大尺寸市場競爭上，因其終端應用於電視、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平板型電腦、車載面板，因屬消費性產品市場，市場相當龐大，競

逐者眾，是為各大型面板廠商之決戰市場。而韓國面板廠致力於 AMOLED 面板

技術開發及導入生產，日本面板廠則已逐步退出大尺寸市場競爭轉入中小尺寸市

場，中國廠商仍持續建置高世代產線，而台灣廠商在新增產能有限下，持續推出

新尺寸(如以 7 代線切割之 50 吋電視面板)及高技術含量產品(如 UHD 4K 面板)與

韓、日、中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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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費型中小尺寸市場部分，由於應用層面廣，呈現少量多樣生產特質，大

體上產品生命周期較短，因此開發及量產的速度要快於大尺寸面板進度。故「客

戶關係」及「技術能量」是中小尺寸廠商最重視之競爭力。總體而言，中小尺寸

面板的成長動能來自手持行動裝置用面板(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我國中小

尺寸 TFT LCD 產業，經過整併、轉型，目前以十二家為主：規模較大者--友達、

群創(這兩家其重心在大尺寸面板)、瀚彩、華映、元太，規模較小者：晶采、光

聯、凌巨、久正、中日新、全台、眾福等。以「客戶關係」及「技術能量」之能

力而言，大廠應較小廠為優,然而證之 2015 年各家財務數字，卻是小廠優於大廠，

尤其個案公司(晶采)與其他專注於工業控制用之中小尺寸面板廠商，至為明顯。

故本研究欲著重在製程屬於後段模組組裝廠商之相關探討，且更深入比較晶采與

全台公司在產品研發、產品應用、市場定位、通路開拓等所形成之商業模式 、競

爭策略及其投資價值之優劣異同。希望為台灣面板廠商提供企業成長、永續經營

的商業模式 、策略選項思考切入點。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市場上應用到的 LCD 主要有 TN、STN 及 TFT 三種。TN(Twisted Nematic,

扭轉向列型)結構最簡單，其顯示品質、反應速度及視角較差，主要應用於顯示簡

單數字與文字的小尺寸螢幕，如：電子表、呼叫器及寵物機等。STN(Super Twisted 

Nematic,超扭轉向列型)其顯像品質、反應速度較 TN 為佳，主要應用於：個人數

位助理、行動電話、低階筆記型電腦等等。而 TFT(Thin-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TFT-LCD)具有輕薄短小、省電及無輻射的優點，加上應用廠商對

於面板對比度、色彩、厚度乃至於觸控功能等規格的要求提高，再加上 TFT 價格

持續滑落，促使 TFT-LCD 面板逐步取代 TN、STN、CSTN，成為面板的主流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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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廠友達、群創其產品線齊全兼具大、中、小尺寸 TFT-LCD，但營收中

大尺寸占較大比例；瀚彩、華映雖是中小尺寸 TFT-LCD，但卻聚焦於消費性產品

(如手機)。 

 中小尺寸 TFT-LCD 面板除手機市場應用外，近年來包括 Netbook、衛星導航

機、數位相框、數位相機、掌上型遊戲機、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車用顯示器

等新興應用亦陸續導入。在主流市場的明星產品下，雖可帶來快速、大量的營收，

大廠需投注大量資本購買設備提升技術，但其效益反而不易呈現；但台灣有另一

群組，其資本額及規模相對較小，卻專注於工業控制用顯示面板。這樣的產品屬

性及市場與消費性產品不同，以致市場規模較小，屬於小眾市場。但這樣較小量、

獨立封閉的業務類型，卻可以讓這些廠商保持獨特的商業模式及競爭策略，進而

逆向獲利，而讓其他競爭廠商不願也不能進入此領域，因而形成局部的競爭優勢。 

 在本研究中，希望藉由 2005 年，Alexander Osterwaider 及 Yevs Pigneur 所提

出之「商業模式圖」為分析架構，用九個構成要素來描繪之。繼而再以 Mark 

W.John,Clayton M. Christensen 及 Henning Kagermann 所提出之「成功商業模式的

要素」為分析架構為主---1.創造商業模式的三種選擇：政策選擇、資產選擇、治

理選擇；2.架構商業模式的四種要素：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關

鍵流程(由九大要素加以濃縮彙整)；3.優良商業模式的三大特質：是否符合企業目

標、是否會自我強化、是否健全而強勁。藉以分析對個案公司(晶采)聚焦於工業

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與其他消費性中小尺寸面板廠商，其商業模式 、競爭策略及

其投資價值有何不同。 

 並輔以司徒達賢教授的策略矩陣，更深層的找出個案公司與同業差異、特性

及真正影響競爭策略關鍵因素。再從公司實際營運的功能政策角度來解釋為何不

是所有的中小尺寸廠商都可採取此商業模式來運作，以及怎樣的廠商適合採取此

商業模式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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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個案公司的選擇上，優先考量在此一領域經營已久，可做為產業的代表，

且其經營期間曾經歷經興盛、沉潛然後再起，進而轉型成功。在選擇一個相對個

案公司(全台)來做比對。分析兩者在商業模式、策略競爭及投資價值上之異同與

優劣。 

 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廠商在此市場都已耕耘多年，期間雖各有興衰起落，

但也因有特定的經營模式而能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晶采公司曾經面臨產品開

發問題、技術開發問題，也曾引進 OEM 之業務型態，又回歸專業經營通路自有

品牌。財務表現更從盈轉虧再從虧轉盈，不只業務型態有所變化，產品開發、生

產型態亦隨之變化。連帶使得資本結構也產生相當大的變化。在這轉變對應期間，

其營運之商業模式、策略競爭及投資價值,亦隨之變化。 

 2014、2015 年大型面板廠商盈虧狀況不一(如友達、群創、瀚彩、華映等)，

且獲利不易穩定。但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廠商卻連續兩年獲利(如晶采、光聯、

久正、全台等)，希望經由對這兩家公司(晶采、全台)的分析比較，找出工業控制

用中小尺寸面板廠商在商業模式 、競爭策略及其所創造出的投資價值的成功關鍵

因素，以及其背後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因此在本研究將針對下列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 

壹、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與一般消費性中小尺寸面板在商業模式 、競爭策略

上，有何差異？ 

貳、分析晶采、全台的商業模式 、競爭策略及其所創造出的投資價值，並比較其

差異？ 

參、歸納晶采的成功關鍵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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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環境暨文獻探討 

第一節 產業環境 

壹、 產業概述： 

一、大型 TFT LCD 產業 

 台灣 TFT LCD 產業結構以製程做區隔，從上游到下游，分為材料暨關鍵零

組件、面板生產(Array+Cell)、模組段組裝，及終端系統產品。由於面板前段製程

為面板技術與資本密集的部分，因此高度集中於我國本地，而後段模組組裝的部

分，則因人工成本考量，外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如東歐、中國等地。 

二、中小型 TFT LCD 產業 

 台灣中小型 TFT LCD 產業，發展至今，經過整併、轉型，目前以十二家為

主：規模較大者--友達、群創、瀚彩、華映、元太；規模較小者：晶采、光聯、

凌巨、久正、中日新、全台、眾福等。友達、群創產品線包括電視、桌上螢幕、

筆電螢幕、中小型面板及觸控相關產品；瀚彩、華映、凌巨則是生產中小型面板

為主，輔以觸控產品；元太以電子紙為主要發展對象。其他規模較小者：晶采、

光聯、凌巨、久正、中日新、全台、眾福，則聚焦於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顯示面

板。 

 2014 年我國中小型 TFT LCD 平均毛利率約 11.5%；研發費用佔營業額比率

3%；下游產品市場以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需求最強勁，車用面板 2014 年則有

兩位數的成長；而其他應用類別面板則是呈現衰退狀態，原因為手持裝置功能整

併，造成其他產品需求下跌，譬如數位相機、遊戲機、導航裝置等。但工業控制

用顯示面板其應用面持續擴大，且有換機效應由 TN、STN、CSTN 換成 TFT、TFT 

touch，且尺寸大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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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產業發展沿革與趨勢 

 2009 年：年初由於金融海嘯衝擊全球，導致全球經濟景氣疲弱，使得全球中

小尺寸 TFT LCD 面板廠皆面臨嚴峻的挑戰，下半年在手機、數位相機、低價筆

電市場明顯回溫下，帶動中小尺寸 TFT LCD 面板需求持續增溫。而在韓國次世

代面板新廠及中國新世代生產線逐步進入市場下，全球 TFT LCD 面板的產出面

積達 1.57 億平方公尺，年增率達 17%。 

 2010 年：全球 TFT LCD 面板供給明顯增加，市場需求優於原先預期，加上

玻璃基板持續缺貨，而且手持式裝置越發普遍，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興起，創

造一波市場需求浪潮。 

 2011 年：中小尺寸 TFT LCD 面板市場總體出貨量約 1,866M 片，按產品類別

分佈如下：手機 1,555M 片約占總量之 83.3%；數位相機 131M 片約占總量之 7%；

平板電腦 37.3M 片約占總量之 2%；可見工業控制用顯示面板占比極低，乃屬利

基之小眾市場。 

 2012 年：台灣平面顯示器總產值 1 兆 2,893 億元，比 2011 年衰退 8%，其中

大尺寸 TFT LCD 面板產值衰退 7.22%，但 10 吋以下中小尺寸 TFT LCD 面板產值

年增 11.53%。 

 2013 年：全球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持續維持高成長趨勢，全球智慧型手機

銷量達 9.7 億台，平板電腦銷量達 2.27 億台。 

 2014 年：全球平板電腦成長趨緩，而智慧型手機持續維持高成長趨勢，平板

電腦銷量達 2.43 億台，成長僅 7%。智慧型手機銷量達 12.8 億台，成長僅 32%。 

 2015 年：全球平板電腦成長趨緩，而智慧型手機持續維持高成長趨勢，平板

電腦銷量達 2.43 億台，成長僅 7%。智慧型手機銷量達 12.8 億台，成長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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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 競爭策略之文獻探討 

一、策略是甚麼？ 

 策略是指企業經營的形貌，以及在不同時間點，這些形貌改變的軌跡。形貌

包括了經營範圍與競爭優勢等重要而足以描述經營特色與組織定位的項目。其作

用，首先可幫助企業做重點的選擇，其次可為組織創造、開拓生存空間，最後可

指導組織內各種功能政策的取向。 

 企業在制定策略時，必須自我檢視「策略形態」，以進行分析： 

1. 描述企業現在是甚麼樣子？ 

2. 目前的樣子將來還能有效延續嗎？ 

3. 將來想變成甚麼樣子？ 

4. 為什麼要變成這個樣子？ 

5. 現在採取甚麼行動，才可以從現在的樣子變成未來理想的樣子？ 

 「策略形態」分析可分三個層次：網路定位策略、總體策略、事業策略，其

中網路定位策略係：強調企業如何與機構或個人建立維持合作與交易的關係，以

及如何設計、調整這些網絡關係的內涵與性質。 

 總體策略係當經營走向多角化或多元化時，就必須慎重決定事業之間應如何

劃分，以及資源分配比重與績效的要求水準。並考慮各事業間的風險分散、生命

週期交替、共同核心能力建構等課題。 

 事業策略係強調企業如何整合資源創造價值以滿足顧客，進而獲得生存發展

與競爭力之道，其重點在單一企業之競爭策略之分析。 

 故本研究著重於事業策略之探討，並依此架構分析，並思考如何與商業模式

之運用作結合，以創造其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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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策略的策略形態 

 可以將企業之事業策略的策略形態歸納出六個構面：1.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2.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 3.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 4.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5.地理

涵蓋範圍 6.競爭優勢。以此為縱軸分析架構。 

 另外可拆解企業之經營流程，即是企業從上流原料到產品，一直到下游顧客

的一連串創價流程關係，即所謂之企業價值單元及產業價值鏈之鉤串與連接。以

此為橫軸分析架構。以個案晶采公司為例之經營流程為：研發→原料→零組件→

採購→製造→外包→倉儲運輸→代理商通路→主品牌-AMPIRE→副品牌-SINO→

TN、STN、TFT-LCD、TP TFT-LCD→歐洲市場、美國市場、大亞洲市場。 

 所謂策略矩陣即是由事業策略的六項策略形態構面與產業價值鏈所交叉形成

的一個矩陣空間，策略點則是矩陣中的每一個交叉方格或位置。如下圖： 

圖 1 晶采事業策略矩陣圖 

研發 原料 
零組

件 
採購 製造 外包 

倉儲運

輸 

代理商

通路 

品牌

-AMPI

RE 

品牌

-SINO 

TN

、

STN 

TFT-L

CD 

TP 

TFT-L

CD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產品線廣

度與特色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目標市場

區隔與選

擇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垂直整合

程度之取

決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相對規模

與規模經

濟 

E01 E02 E03 E04 E05 E06 E07 E08 E09 E10 E11 E12 E13 

地理涵蓋

範圍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F11 F12 F13 競爭優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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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可以此縱軸六大策略形態構面並連接橫軸各項創價流程，來進行策略分

析： 

1. 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在產業所有可能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項目中本企業可提供那些？產品線是否齊

全？其特色是甚麼？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企業如何創造這些特色？ 

2.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 

 如何界定及選擇現在及將來的目標市場？目標市場中的客戶在採購行為及需

求特性上是否與公司的產品線廣度與特色相配合？所選定的目標市場將來成長潛

力及持續性如何？企業的資源有限，故在市場區隔選擇上必須有聚焦考量。 

3. 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決： 

 企業的經營流程中，有些活動可以自製也可以外包。有些活動若對競爭優勢

之形成極具關鍵性，則應盡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若與競爭優勢或核心能力關聯不

大，則可以考慮外包，以精簡組織及成本。 

4. 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企業考量經濟規模時，必須注意生產規模要多大，才能產生明顯的成本效益？

銷售額要多高，才能負擔得起自創品牌？產量要多少，才能分擔研發及設備成本？

又要導入多少的自動化設備及資訊設備，以提高經營績效？ 

5. 地理涵蓋範圍： 

 企業可將各個價值活動分散到不同的地理區域，有可能是為了接近市場，也

有可能是為了接近原料產地，也有可能是為了追求國際間產銷的比較利益。 

6. 競爭優勢： 

 有些競爭優勢是從以上五個策略型態構面所延伸出來的。如品質好、交貨快、

客戶忠誠度高、產銷一貫化、具規模經濟量、能掌握國外訂單等。有些則由非策

略型態因素所造成的。如綜效、關係、時機、獨佔力、財力、資訊科技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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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業策略下之「功能政策」探討 

 策略的構想必須透過「功能政策」，才能與實際的活動結合在一起。因此功能

政策的內涵、彼此的協調、支應及配合便十分重要。「功能政策」的作用是指導行

動，及組織內日常行動的準則。由於企業的策略形態千變萬化，所以功能政策也

必須從策略分析中找出因應之道。可從企業營運之各個功能領域中探討其「功能

政策」。簡述企業之主要功能政策要點如下： 

1. 產品政策：產品特性的選擇、產品差異化之層面、設計的特色、客製化

的程度、品牌政策、委外與否。 

2. 顧客政策：顧客之集中程度、顧客組合政策、為顧客犧牲短期利潤之意

願。 

3. 通路政策：通路之長度、通路之密度、通路之廣度、通路之激勵政策、

通路之關係密切程度。 

4. 定價政策：定價方法、長、短期利潤的考量、差別訂價。 

5. 生產政策：生產特色(成本、交期、品質、彈性)、產能政策、自製或外

包、生產方法、存貨政策、自動化程度抉擇、廠址選擇。 

6. 研究發展政策：研發類型、方向、創新程度、攻擊或防禦、技術來源、

技術合作對象之選擇。 

7. 採購政策：採購來源之分散程度、採購對象之選擇、與供應商之關係維

持方式。 

8. 財務政策：財務結構與槓桿政策、流動性水準、投資決策依據、資產租

賃或自購、存貨政策、應收帳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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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商業模式之文獻探討 

一、「商業模式」圖： 

 所謂商業模式，就是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值的手段與方法。

依 2005 年，Alexander Osterwalder 與 Yevs Pigneur 提出商業模式圖：將整個商業

模式的組成，歸納成九個構成要素：目標客層(CS, Customer Segments)、價值主張

(VP, Value Propositions)、通路(CH, Channels)、顧客關係(CR, Customer 

Relationships)、收益流(RS, Revenue Streams)、關鍵資源(KR, Key Resources)、關

鍵活動(KA, Key Activities)、關鍵合作夥伴(KP, Key Partnerships)、成本結構(CS, 

Cost Structures)。這九個構成要素是企業創造商業模式的基石，商業模式就像一張

藍圖，使得策略可以在組織化的結構、流程、系統中順利實行。此九個構成要素，

其具體定義如下： 

1. 目標客層的定義為：一個企業鎖定為目標，要接觸或服務的個人或組織

群體。亦即企業為誰創造價值？誰是企業最重要的顧客？ 

2. 價值主張的定義為：一個企業可以為特定的目標客層，創造出價值的整

套產品與服務。亦即企業給顧客的價值是甚麼？企業能幫助顧客解決甚

麼問題？企業滿足了顧客那些需求？企業提供給每個目標客層甚麼樣的

產品與服務？ 

3. 通路的定義為：一個企業如何與目標客層，溝通、接觸以傳達其價值主

張。亦即企業透過那些通路與目標客層接觸？企業的通路如何整合？企

業的那些通路最有效？哪個通路最符合經濟效益？ 

4. 顧客關係的定義為：一個企業與特定的目標客層，所建立的關係型態。

亦即企業要跟目標客層建立或維繫甚麼類型的關係？建立新的關係要花

多少成本？維繫舊的關係要花多少成本？而這些關係要如何融入企業的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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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流的定義為：一個企業從每個客層所產生的現金流(收入必須扣除成

本才能得到利潤)。 

6. 成本流的定義為：一個企業相對應於所產生現金流所必須支應之付出。

包括關鍵資產的成本、直接成本、間接成本、規模經濟。 

7. 關鍵資源的定義為：要讓一個商業模式運作所需要的最重要資產。亦即

為目標顧客創造符合企業價值主張時，所需的人員、技術、產品、設施、

設備、通路和品牌。 

8. 關鍵活動的定義為：一個公司要讓其商業模式運作的最重要之必辦事項。

如何傳遞企業價值主張給目標客層，亦即企業的的價值主張、配銷通路、

顧客關係、收益流、成本流需要怎樣的關鍵活動呢？ 

9. 關鍵合作夥伴的定義為：要讓一個商業模式運作，所需要的供應商及合

作夥伴網絡。 

 以此九大構成要素描繪出商業模式圖，用以描述、分析及設計企業之商業模

式，如下圖： 

圖 2 商業模式圖 

KP 關鍵

合作夥伴 

KA 

關鍵活動 

VP 價值主張 

CR 顧客關係 

CS 目標客層 

KR 

關鍵資源 
CH 通路 

CS 成本結構 RS 收益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商業模式再創新」--「創新地圖」 

 2008 年十二月，Mark W. Johnson, Clayton, M. Christensen, Henning Kagermann



 

13 
 

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商業模式再創新」一文，提出對商業模式的看法：企業要

維持欣欣向榮的秘訣之一，是認清甚麼時候要從根本改起，不只技術要創新、設

計要創新，連商業模式也要創新。企業經營要成功，商業模式創新會比產品或服

務創新更重要。 

 商業模式創新雖可帶來新成長，卻很難實現，其中有兩個問題。第一、缺乏

定義：沒有正式研究商業模式發展的運作動力和流程。第二、極少公司充分了解

他們目前的商業模式：發展這種商業模式背後依據的前提、各環節的相互依存關

係，以及優勢和限制。故企業需要一張「創新地圖」來規劃商業模式，「創新地圖」

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思考有甚麼機會能滿足顧客真正的需求，第二、畫出藍圖，

描述如何在有利潤狀況下，滿足客戶需求。第三、比較前、後商業模式，觀察需

改變多少作法、流程，才能抓住機會。根據三位學者看法，商業模式是由四個相

互連動的要素構成，合在一起才能創造價值。顯而易見，此四項要素乃根據前所

述商業模式圖揭櫫之九大因素濃縮彙整而成。 

 要素 1：顧客價值主張(CVP, 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此項涵蓋了目標客

層、價值主張、通路、顧客關係。亦即要知道目標顧客何在？如何來供應物件

(offering)，用以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不只指賣顧客需要的東西，也包括怎麼方

便的賣給顧客。亦即解決目標顧客的重要問題，或滿足目標顧客的重要需求。 

 要素 2：利潤公式： 此項涵蓋了收益流、成本結構、利潤率模式，即每一筆

交易應該淨賺多少，才能達到希望獲得的水準。收入-成本=利潤。收入模式：能

賺多少錢，係由價格﹡數量所產生。數量可以從市場規模、購買頻率、附屬銷售

等角度來思考。成本結構：成本如何分攤：包括關鍵資產的成本、直接成本、間

接成本、規模經濟。其中必須考慮到企業的資源周轉率：資源要使用的多快，才

能達到目標數量。包括前置時間、產出、存貨周轉率、資產利用率等。 

 要素 3：關鍵資源或資產：此項涵蓋了關鍵資源、關鍵合作夥伴在有獲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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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交付顧客價值主張會用到的資源包括：人、技術、產品、設備、資訊、

通路、夥伴關係、結盟、品牌等。 

 要素 4：關鍵流程：此項涵蓋了關鍵活動以規定、評估標準和準則來營運及

執行流程，才能在有獲利的情況下，一再重複地執行各種作業，交付顧客價值主

張。 

 流程用以規範設計、產品開發、原物料採購、生產行銷、招聘和訓練、資訊

科技。規定、評估標準用以規範投資的保證金要求、信用條件、前置時間、供應

商的條件。準則用以規範評估要有多大的機會，才能展開投資、接觸顧客和通路

的方法。 

 然而要如何建立出色商業模式呢？在此篇文章具體提出如下步驟： 

1. 提出顧客價值主張 

 不先建立明確的顧客價值主張，就不可能提出或翻新商業模式。價值主

張往往起源於一個簡單的發現。其特質就是必須具備精準度，也就是一針見

血地判斷顧客需要做的工作。其方法就是排除四大障礙：財富、通路、技能

或時間不足。 

2. 設計利潤公式 

 根本改變利潤公式中的所有主要要素，收入流要評估定價、授信額度、

收款期限以及如何估算銷售量。成本結構要精算資產的成本、直接成本、間

接成本、規模經濟等問題。資源速度要注意支援性活動、利潤率和交易速度

的變化。 

3. 確認關鍵資源及流程 

 先盤點、確認公司的關鍵資源及流程為何？基本上可分為四類： 

(1) 實體資源：生產設備、廠房、配銷系統。 

(2) 智慧資源：品牌、專業知識、專利權、夥伴關係、客戶資料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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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資源：業務行銷人才、研究開發人才、後勤支援人才。 

(4) 財務資源：良好資本結構，能提供財務支援給客戶。 

 企業必須以獨特的方式把關鍵資源及流程整合起來，將公司的價值主張傳遞

給客戶。 

三、「建構贏家競爭力」 

 2011 年一月，Ramon Casadesus-Masanell,Joan E. Ricart 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

「建構贏家競爭力」一文，提出對商業模式的策略看法：大多數公司在建立和評

價商業模式時，只考量自家的商業模式，沒有考慮到他們的商業模式會如何地與

競爭對手的商業模式作互動，以及互動所帶來的影響。良好的商業模式設計，可

以產生良性循環，進而強化競爭優勢，並減弱對手之商業模式所帶來的競爭優勢，

甚至能把對手變成與自己互補的對象。 

 企業在創造商業模式時，必須作三種選擇：政策選擇、資產選擇、治理選擇。

其要旨分述如下： 

1. 政策選擇：決定組織在營運上採取的行動。 

2. 資產選擇：企業如何佈署有形、無形資產。 

3. 治理選擇：企業如何安排上述兩種選擇的決策歸屬權。 

 以此三項選擇作為商業模式抉擇依據。 

 如何檢視企業之商業模式是否具有良好成效呢？良好之商業模式必須符合三

個條件：是否符合企業目標？是否會自我強化？是否健全而強勁？其要旨分述如

下： 

1. 是否符合企業目標？ 

 設計商業模式時，各項選擇所造成的結果，應該要能協助企業達成目標。 

2. 是否會自我強化？ 

 高階主管在創造商業模式時所做的選擇應該要能彼此互補，以及內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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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以達到自我強化的目的。 

3. 是否健全而強勁？ 

 優良的商業模式應能防堵 Pankaj Ghemawat 所指出的四個威脅： 模仿、

攔截、懈怠、取代，其要旨分述如下： 

(1) 模仿：競爭對手是否能複製你的商業模式？成為你的競爭對手。 

(2) 攔截：顧客、供應商或其他業者，能否靠著議價能力，而擷取你創

造的價值。 

(3) 懈怠：組織的自滿，阻礙進步。 

(4) 取代：新產品是否會降低舊產品在顧客心目中的價值，而產生替代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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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傳統個案研究方法往往偏重最終之量化資料來佐證論點，其所採用的方法若

過於單一，往往無法清楚勾勒、描述問題的癥結，因為純量化畢竟有其適用上的

範圍，而誤導出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著重在商業模式、競爭策略及投資價值的分析，希望藉由資料分

析與論證的方式，以個案公司為主，與同組群另一家中小尺面板廠商作比較分析，

來驗證探討個案公司之商業模式、競爭策略及投資價值。 

 而在個案研究方法中，又可分為多重個案與單一個案的研究方法。在本研究

中選擇採用雙個案的方式，針對兩家公司的商業模式、競爭策略及投資價值進行

深度的分析。其所採用的分析方法為事業策略矩陣分析法、商業模式圖分析法及

各項財務比例分析，逐一比對兩者之間的異同，藉由個案間的相似與相異處之分

析與歸納，找出整體產業未來成功之契機及其真正投資價值之所在。 

第二節 研究流程 

 在研究的流程設計上，首先從相關的文獻著手，了解過去有關面板產業尤其

是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產業的探討，並尋找適合的理論及模型。其次為建立

研究架構，之前，必須對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做一個明確的定義。以及清楚

描述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產業的產業結構及特質，從而能找出適合的研究架

構。 

 由於研究方法採用個案分析法，因此會在第四章先針對主要個案的背景及發

展歷程作說明，及其在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產業扮演的角色，並探討說明經

營現況、通路、銷售地區別、客戶別。再針對個案的商業模式、競爭策略、功能

政策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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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五章將針對個案的商業模式、競爭策略、投資價值與同業全台做比較分

析。產業策略矩陣分析法以事業策略的六大構面與產業價值鏈所構成的策略矩陣

用以描述、分析、驗證個案公司的策略構想及功能作業情形。商業模式圖分析法，

其目的在描繪出現有公司的經營模式，作為經營模式探討的基礎，找出成功商業

模式的要素。 

 最後結論與建議中，藉由策略競爭點與商業模式圖的比對分析，找出個案公

司在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產業中如何善用現有的成功關鍵因素及發展未來可

能之改善計畫，以求最大之經營績效。 

 其研究流程圖如下： 

圖 3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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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台灣面板產業的主力，包含友達 AUO、群創 Innolux、華映 CPT、瀚彩 Hannstar

等公司。其中友達、群創產線多元，涵蓋大、中、小尺寸面板，目前量產中的生

產線 G3.5 至 G8.5，供應全球小型至大型面板所需，其中大尺寸面板運用於電視

及監視器及中小尺寸面板運用於 Pad、手機等消費性電子產品。大廠的生產階段

含面板生產(Array+Cell)、模組段組裝；而小型廠則專注於後段的模組段組裝。且

小型廠更聚焦於工業控制用顯示面板。故與大廠在資本結構、產品開發、產品應

用、通路型態皆有所不同。 

 本研究範圍設定於晶采、光聯、凌巨、久正、中日新、全台、眾福等我國中

小型 TFT LCD 產業，且聚焦於工業控制用顯示面板之廠商，並以晶采與全台公

司作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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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晶采光電) 

第一節 公司沿革與背景介紹 

 晶采公司創立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設立時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三億

六仟萬元，實收資本額為一億八仟萬元，主要從事液晶顯示器模組之研發及製造。 

表 1 晶采重要大事紀 

民國 92 年 

(1) 一月十五日本公司於興櫃市場掛牌交易。 

(2) 十一月二十五日盈餘轉增資 71,027,00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431,027,000 元。 

民國 93 年 

(1) 二月二日本公司正式上櫃交易。 

(2) 五月二十四日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

360,000,000 元，發行期間 93.5.24~98.5.23。  

(3) 八月六日盈餘轉增資 41,973,00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  新台

幣 473,000,000 元。 

民國 103 年 

(1) 97 年之私募普通股公開發行 

(2) 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轉增資及買回庫藏股註銷股

本，變更後之股本為新台幣 1,314,443,080 元。 

民國 105 年 買回庫藏股註銷股本，變更後之股本為新台幣 1,178,643,080 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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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晶采關係企業組織圖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係企業間經營業務之往來分工情形說明： 

一、ASIA AMPIRE(H.K.) CO.,LTD.係從事液晶顯示模組之買賣業務，負責拓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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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區之業務。為晶采公司設立於香港之子公司，因應韓國手機業者在中國

大陸之業務發展而能提供就近服務，在 91、92年晶采透過ASIA AMPIRE(H.K.)

出貨給韓國廠商 Standar, Intercube，階段式功能達成後，目前已幾乎沒有運

作營運了。 

二、本公司透過 AMPIRE CO.,LTD(B.V.I.) (持股 100.00%)及 SINO ADVANCE 

INC.(間接持股 100%）間接轉投資中國大陸棠裕電子(東莞)有限公司(持股

100%），轉投資大陸之目的在於利用大陸地區充沛及低廉之勞工從事生產，

以收國際分工之利，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競爭力。 

三、AMERICAN AMPIRE INC.係從事液晶顯示模組成品之販售，負責拓展本公

司之美洲地區業務。 

1. SINO ADVANCE INC.：晶采公司 100%控制之投資公司，透過其轉投資

棠裕電子(東莞)有限公司，並作為進、銷貨之轉介站。 

2. 棠裕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為晶采公司 100%控制之投資公司，將部分

技術層級較低、量大不，需經常換線之液晶顯示模組委由其生產，主要

係利用其較為低廉之勞工及土地成本以降低製造成本。 

第二節 營業項目與產品簡介 

壹、 營業項目 

 晶采自 87 年成立以來，即聚焦於以自有品牌開拓工控用中小尺寸面板市場。

迄今，亦是以此品項為主要之營收來源。期間因應產業環境之變化，在 92 年--98

年期間因手機需求爆發而跨入製造銷售韓國、大陸之低階手機，曾經大放異彩，

然又因智慧型手機崛起，大廠紛紛跨入，經營不易，而結束此項業務。自 94 年起

即察覺此手機市場即將萎縮而被取代，固於 94 年起引進代工業務，幫友達、群創

等大廠之中小尺寸產品部門做代工，但由於獲利不易，於 104.11 結束此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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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自 104.11 起，晶采即百分之百做自有品牌產品。(請參表 2 晶采 92-104 年度

主要產品別營收變動表，即可看出代工業務之營收變化) 

表 2 晶采 92-104 年度主要產品別營收變動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主要產品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液晶顯示模組 977,925 1,658,738 1,227,370 1,315,047 1,201,992 

TFT 代工   105,184 63,698 166,181 

其他 34,898 113,434    

合計 1,012,823 1,772,172 1,332,554 1,378,745 1,368,173 

主要產品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液晶顯示模組 1,199,195 767,706 1,115,775 1,119,277 1,101,629 

TFT 代工 137,324 288,935 333,135 273,312 102,981 

其他      

合計 1,336,519 1,056,641 1,490,910 1,392,589 1,204,610 

主要產品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液晶顯示模組 1,213,104 1,261,630 1,475,609   

TFT 代工 172,190 78,806 29,308   

其他      

合計 1,385,294 1,340,436 1,504,9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 產品簡介 

 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液晶顯示器模組之設計、製造及應用。包括大、

中、小、TN、STN、TFT，電容 TP 模組之設計、製造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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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目前主要從事液晶顯示器模組(TN、STN/TFT LCM)之設計、製造及銷

售，而液晶顯示器模組主要應用於非消費性應用面板。如白色家電，HMI(人機介

面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刷卡讀卡機、工業用儀器設備、醫療用儀器設備，

特殊車用顯示面板，touch panel PC/Monitor，船用資訊顯示面板，機上娛樂用面

板，智慧家庭控制顯示面板，Kiosk(無人販售機)，多功能事務機等應用產品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服務，分類彙整如下表： 

表 3 主要產品之用途及服務 

主要產品 用途及服務 

TN、STN 顯示器 

音響、儀器、玩具、計算器、通訊器材、

傳真機、醫療用品、手錶、手機、其他設

備 

液晶顯示器 (TFT-LCD) 

電子字典、電子書、OA 機器、通訊器材、

電腦螢幕、醫療用品、MP3 撥放器、汽

車用顯示器、Pocket PC、Netbook 

觸控面板(Touch Panel) 

食物調理機、電冰箱、微波爐、咖啡壺、

web pad、NB、電子字典、洗衣機、OA

機器、通訊器材、醫療用品、數位相機、

ATM、GPS、POS、工業控制用面板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經營現況 

壹、 晶采所處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黑白 STN 模組除產品單價急劇下滑外，客戶在設計新世代產品時多考慮彩色

LCD 方案並結合觸控方案達到人性化設計需求，預估未來，彩色中小尺寸面板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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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持續取代黑白模組。除既有終端產品（手機、電玩、液晶電視、數位相機…等）

的應用外，預期觸控智慧手機，平板電腦，4K2K TV，穿戴式裝置…等新興產品

將進入高成長期與滲透期。晶采公司已針對觸控模組與 TFT 模組結合進行開發，

將其標準化，觸控模組整合方案已在 2013 陸續設計導入，續將逐漸量產，另工

控市場對觸控整合方案有高度需求，在產品線已建立完整狀態下，晶采公司工控

領域上，預計可持續領先。另也會持續開發高解析方案，以便持續領先市場。 

 以全球中小尺寸面板市場趨勢來說，在工業產品應用上，在 TFT LCM 價格

快速下降之影響下，與產品世代交替下，TFT 除將大量取代原來黑白模組設計外，

新應用的導入如白色家電面板將擴大 TFT 的使用，預估每年還有超過 10%以上的

出貨量成長率。 

貳、 晶采之產品競爭情形 

 全球中小型 LCD 市場供需及產品結構已趨穩定，上下游之關鍵零組件品質價

格亦趨完整與透明。故各廠之競爭力在於本身之產品設計能力、行銷通路、成本

掌控、製造良率及設備稼動率。一般而言，台灣廠商在車載、工業用儀器、醫療

器材、中高階通訊產品及特殊利基型產品方面，仍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至於量大

標準型之消費性電子產品，台灣廠商已較無獲利空間。故晶采會持續深耕於少量

多樣的工業控制用面板之利基市場。 

 因應 TFT LCD 產品應用的多樣化需求，滿足客戶需求，致力於各項新產品

開發及製程能力改良，以便滿足工控 LCD 市場需求。以新產品方面，將專注開發

利基尺寸如 11.6”、12.3”、17”並提供 TFT AD Board kit、mini SBC，電容方案 solution

系列，以品質、彈性生產供貨及合理價格取代日商與台灣大廠，並避開削價競爭

市場。 

 除優化原本 LCD 模組，提高競爭力外，晶采也將提供低價產品線，因應低價

競爭，並區隔原本晶采主品牌(AMPIRE)LCD 模組，並提供副品牌(SINO)以因應



 

26 
 

之。晶采品牌產品線計畫提供更多附加價值選擇如 start kit，ARM 主板，提高品

牌附加價值。 

參、 計畫開發之新商品 

 由於公司成立至今，均以歐、美、日產業用市場為主要客戶，各國的主要通

路商也以提供全方位技術支持，售前、售後服務給工業用目標客戶，故預計會陸

續開發出各尺寸利基面板如廣視角，高解析與觸控方案以提供工控模組市場。 

 因產業用客戶對於 TFT 整合方案需求日益增加，將會開發更多整合方案，除

符合客製需求並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及毛利率。 

肆、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圖 5 面板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晶采是位於此產業供應鏈中的液晶顯示器模組組裝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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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通路、銷售地區別、主要銷售客戶 

 晶采之自有品牌通路採代理商通路模式。晶采因產品係屬工業控制用中小尺

寸面板，考量其最終產品應用端主要係在歐洲及美國。為因應歐美市場戰線過長，

開拓及管理不易，故而採代理商模式。而在歐洲地區，因為除了德、法、義以外，

均屬小國寡民，為節時省力及分散風險，故採取一國多代理之多家代理商制度，

其中德國市場是工業儀器設備為主，而東歐市場仍需低階的 TN、STN 產品，故

須以齊全之產品線供應之。而美國為單一之大市場，量大但價格競爭激烈，目前

由 AMP 公司負責代理銷售，目前美國市場是以加油機應用市場為主，未來會開

發網路電話的應用，以提高美國市場之營收佔比。利用代理商通路銷售方式能讓

最終產品應用端客戶更加了解晶采的產品和服務，並協助其正確評估晶采的價值

主張，進而購買晶采的產品與服務，進而節省晶采的佈建成本。目前各地區別之

營收占比為歐洲 60%，美國 20%台灣及大亞洲地區為 20%。 

 各地區之營收及客戶變化說明如下： 

壹、 台灣地區 

 在手機爆發期，曾於 93 年，營收占比高達 48.84%、94 年高達 28.5%，在此

時期主要客戶為仁寶、華寶、TELSON；在 OEM 代工期，曾於 98 年，營收占比

高達 34.85%、99 年高達 33.46%。但隨手機及代工業務結束，於 104 年營收占比

只達 7.88%，在此時期代工主要客戶為友達、群創及瀚彩。 

貳、 美國地區 

 自創立以來，一直以自有品牌透過主要代理商 AMP，銷售其主要客戶

GILBARCO(為世界最大加油機製造商)，業績一直穩定成長，目前營收占比約 20%。

未來希望透過網路電話產品擴大美國的營業額。 

參、 歐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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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市場是晶采公司營運銷售重心，其市場特性是多國分眾市場，故多以一

國多代理商方式拓展業務。其營收占比由 99 年的 30%，增至 104 年的 60%。其

中德國市場為最大宗，其營收占比由 100 年的 19.24%，增至 104 年的 29.38%。

德國市場的最大客戶MSC(其前身為Gleichmann)，其營收占比由100年的 7.53%，

增至 104 年的 16.85%。(請參表 4 晶采 91-104 年度銷售地區別、主要銷售客戶

佔比，即可看出各年度之變化) 

表 4 晶采 91-104 年度銷售地區別、主要銷售客戶佔比 

單位：千元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台灣 356,837 11.46 307,293 22.46 180,593 13.51 368,254 34.85 

大洋洲 20,543 0.43 8,165 0.6 8,239 0.62 4,967 0.47 

亞洲 305,385 65.18 483,670 35.35 593,740 44.42 182,189 17.24 

美洲 331,482 6.44 226,714 16.57 190,445 14.25 208,814 19.76 

歐洲 364,496 16.49 342,329 25.02 363,502 27.2 292,417 27.67 

 
91 年度 92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台灣 111,894 11.46 239,550 23.65 865,588 48.84 380,530 28.56 

大洋洲 4,183 0.43 9,003 0.89 10,712 0.6 11,751 0.88 

亞洲 636,506 65.18 405,336 40.02 416,195 23.49 433,471 32.53 

美洲 62,837 6.44 181,910 17.96 250,930 14.16 222,997 16.73 

歐洲 161,050 16.49 177,022 17.48 228,743 12.91 283,802 21.3 

合計 976,473 100 1,012,823 100.00 1,772,168 100 1,332,551 100 

TELSON 314,628 32.22 99,554 9.83     

ASIA 

AMPIRE 
175,503 17.97 89,109 8.8     

仁寶 79,447 8.14 167,110 16.5 730,226 41.21 284,745 21.37 

AMP     165,845 9.36 176,485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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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378,743 100 1,368,171 100 1,336,519 100 1,056,641 100 

AMP 281,727 20.43 164,659 12.03% 114,055 8.53 170,744 16.16 

華寶 209,267 15.18 66,614 4.87 357,116 26.72 24,905 2.36 

瀚彩     47,585 3.56 169,679 16.06 

友達     75,741 5.67 113,786 10.77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台灣 498,813 33.46 326,912 23.48 157,226 13.05 95,083 6.86 

大洋洲 1,280 0.09       

亞洲 226,418 15.19       

美洲 328,222 22.01 278,824 20.02 286,337 23.77 238,143 17.19 

歐洲 436,177 29.26       

德國   267,908 19.24 251,640 20.89 365,822 26.4 

大陸   207,364 14.89 140,799 11.69 333,415 24.06 

其他   311,581 22.37 368,608 30.6 352,831 25.47 

合計 1,490,910 100 1,392,589 100 1,204,610 100 1,385,294 100 

AMP 275,466 18.48 211,594 15.19 212,445 17.64 152,115 10.98 

華寶         

瀚彩 120,022 8.05 140,438 10.08 41,104 3.41   

友達 196,610 13.19 79,579 5.71     

Gleichmann   104,856 7.53 131,857 10.95 198,655 14.34 

群創       172,097 12.42 

 

 
103 年度 104 年度   

金額 % 金額 %     

台灣 112,011 8.36 118,826 7.88     

大洋洲         

亞洲         

美洲 245,101 18.29 304,810 20.2     

歐洲         

德國 424,791 31.69 443,261 29.38     

大陸 164,043 12.24 151,0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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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94,490 29.43 490,872 32.53     

合計 1,340,436 100 1,508,809 100     

AMP 159,443 11.89 221,113 14.65     

華寶         

瀚彩         

友達         

Gleichm

ann 
246,657 18.4 254,160 16.85     

群創 43,891 3.27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第五節 晶采商業模式分析 

 所謂商業模式，就是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值的手段與方法。

要描述商業模式的最佳方法，就是透過商業模式圖中的九個構成要素，來顯示一

個公司如何賺錢的邏輯。這九個構成要素是企業創造商業模式的基石，涵蓋了晶

采公司資本結構、產品定位、市場通路、產品研發、市場開拓、生產策略等六大

領域。商業模式就像一張藍圖，使得策略可以在組織化的結構、流程、系統中順

利實行。 

 依 Alexander Osterwalder 與 Yevs Pigneur 提出商業模式圖：將整個商業模式

的組成歸納成九個構成要素：以晶采之架構逐項分析 

壹、 目標客層(CS, Customer Segments) 

 目標客層的定義為：一個企業鎖定為目標，要接觸或服務的個人或組織群體。

亦即晶采為誰創造價值？誰是晶采最重要的顧客？以此定義衡諸晶采：全世界製

造各式車輛、船舶相關附屬產品、加油機設備及相關製品、數位家庭控制面板、

自動化機械設備人機界面、醫療器材、產業用儀器設備、商業用影音控制器面板、

門禁/停車系統、大型販賣機、工業用印刷機器設備、商業用電器產品、量測設備、

手持裝置、其他等之廠商，其會使用到中小尺寸面板顯示器者及其銷售通路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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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晶采之目標客層。其屬性為一個利基市場及區隔化市場，乃是一個明確而特

定的目標客層。爾後之價值主張、配銷通路、顧客關係，都是針對此市場的特定

需求而量身訂做。晶采與客戶彼此之間的關係界定為供應商-採購商的關係。 

貳、 價值主張(VP, Value Propositions)： 

 價值主張的定義為：一個企業可以為特定的目標客層，創造出價值的整套產

品與服務。亦即晶采給顧客的價值是甚麼？晶采能幫助顧客解決甚麼問題？晶采

滿足了顧客那些需求？晶采提供給每個目標客層甚麼樣的產品與服務？以此定義

衡諸晶采之價值主張，此為商業模式中最重要的部分，茲臚列每一項全台與晶采

之比較： 

一、客製化能力強：可提供產品應用的多樣化需求，特殊應用規格(如耐高、低溫，

抗酸、鹼，陽光下可閱讀，廣視角)，亦即可配合顧客開發、生產客製化產品。

晶采客製化比重為 65%，全台為 50%。在未來的產品開發上，晶采要加強與

上游 IC 設計公司與下游工業電腦公司共同開發產品，提高客製化之產品比

率。 

二、可提供低成本產品、高性價比產品。讓顧客可取代日系及台系大廠之產品。

區隔主產品(AMPIRE)與副產品(SINO)之客戶及應用市場。藉此與全台公司產

品做有效之市場區隔，以維持高毛利率及產品替換之可能影響。 

三、出貨交期快且準時，售貨天數約 89 天，較同業為快。亦可接受顧客非計畫性

急單出貨，約四個星期可出貨，尤其可配合歐美假期及大陸年假之急單出貨。

交期亦是一項重要的競爭優勢，充分配合客戶對其下一手客戶之交貨承諾。 

四、可提供品質穩定之綠色產品，ISO16949 認證通過。早期因有承接代工業務更

已通過 SAMSUNG、友達、群創等國際大廠認證通過，奠定了優異的品質、

製造系統。 

五、售後服務好，產品保固三年，可接受產品不良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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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與代理商一同配合終端應用客戶，共同開發產品。(客戶開出特殊應用規格

及時程，共同 DESIGN IN,SPEC IN)，其開發時程約六個月。 

七、為台灣上櫃公司，財務透明，產能具經濟規模、且充足，具相當程度之承擔

財務風險能力。能提供顧客良好適當的授信額度(CREDIT)及付款條件

(PAYMENT TERM)，減輕客戶的財務壓力。 

八、一站式購足：產品線齊全，可提供顧客一站式購足的效率及便利性，晶采產

品線涵蓋 TN、STN、TFT、TP TFT-LCD 各種尺寸產品。 

九、少量多樣式生產及開發：可配合顧客專案開發，即便量很小。少量多樣生產

與客製化能力息息相關，更是提供客戶一佔式購足之基石。因全台有自己的

玻璃廠，故其固定成本較高，生產上需要一定之經濟規模，故生產選擇及彈

性較小。 

十、具備開發符合未來趨勢、潮流的產品能力： 業務行銷及研發能力強，歷年來

已由 COF 逐步開發至 TP-TFT 產品。晶采可開發特殊規格之面板，而全台則

偏向開發較大尺寸面板。 

參、 通路(CH, Channels) 

 通路的定義為：一個企業如何與目標客層，溝通、接觸以傳達其價值主張。

亦即晶采透過那些通路與目標客層接觸？晶采的通路如何整合？晶采的那些通路

最有效？哪個通路最符合經濟效益？以此定義衡諸晶采之通路要素為：採代理商

通路模式。為何晶采採間接通路而不採用直接通路？因自有通路和直接通路的利

潤雖然較高且可直接接觸客戶，但需要付出較高的籌建和營運的成本。晶采因產

品係屬工業控制用中小尺寸面板，考量最終產品應用端，在東歐市場仍需低階的

TN、STN 產品，德國是儀器設備的牛耳，美國市場是加油機、網路電話的重鎮，

故這些區域是晶采目前的目標市場區域。為因應歐美市場戰線過長，開拓及管理

不易，而美國為單一之大市場，量大但價格競爭激烈，目前由 AMP 公司負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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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銷售。而歐洲地區，除了德、法、義以外，均屬小國寡民，為節時省力及分散

風險，故採取一國多代理之多家代理商制度。利用代理商通路銷售方式能提高最

終產品應用端客戶更加了解晶采的產品和服務，並協助其正確評估晶采的價值主

張，進而購買晶采的產品與服務。各國家代理商如下： 

一、Germany： MSC/AVNET, DATA MODUL AG, BECK 

二、France： EUROCOMPOSANT 

三、Italy： Digimax, CPF, 

四、Austria： Codico 

五、England： IGS, Advantech Europe, B.V. 

六、USA： AMP 

肆、 顧客關係(CR, Customer Relationships) 

 顧客關係的定義為：一個企業與特定的目標客層，所建立的關係型態。亦即

晶采要跟目標客層建立或維繫甚麼類型的關係？建立新的關係要花多少成本？維

繫舊的關係要花多少成本？而這些關係要如何融入晶采的商業模式？晶采與目標

客層彼此之間的關係界定為供應商-採購商的關係，與其說是上下游之供應鏈關係，

不如說彼此之間是一種共生的生態關係。晶采與目標客層維繫關係的主要方式與

管道有下列兩種： 

一、拜訪客戶及邀請客戶來訪：晶采業務會定期及不定期拜訪客戶，了解客戶及

終端客戶之經營狀況，商討彼此對未來產品的開發方向及市場的脈動。(拉力

策略) 

二、參與主要國際性展覽：晶采每年會參加美國加州拉斯維加斯 CES 展及德國漢

諾威 CeBIT 展，展示主要新產品並與客戶討論未來的合作方向。(推力策略) 

 一言以蔽之，晶采係以一站式購足、高性價比產品、交期快且準時、少量 

樣式生產、共同開發產品，來驅動與目標客層的關係，獲得客戶的青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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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維繫客戶，並提高營業額。 

伍、 收益流(RS, Revenue Streams)/ 成本結構(CS, Cost Structures)：利潤公

式 

 收益流的定義為：一個企業從每個客層所產生的現金流(收入必須扣除成本才

能得到利潤)。 

 收入的定義為：一個企業運作一個商業模式銷售產品和服務所產生的所有收

入。收入的模式，能賺多少錢：價格*數量。價格即銷售單價，代表顧客真正願意

付錢購買的是甚麼價值；數量可從市場規模、購買頻率、客戶需求等角度來思考。 

 成本結構的定義為：一個企業運作一個商業模式會發生的所有成本。成本如

何分攤，包括關鍵資產的成本、直接成本、間接成本、產能利用率、規模經濟等。 

 利潤率公式：每一筆交易應該淨賺多少，才能達到希望獲得的利潤水準。 

 資源動速：資源要使用的多快，才能達到目標數量。包括前置時間、產出、

存貨周轉率、資產周轉率等。 

 晶采目前與目標客層往來的交易條件為：T/T45 天(出貨後 45 天付款，採 T/T

付款)，並以每月平均銷售額*1.5，給予授信額度。 

 如何賺取利潤只是商業模式的一部份而已，最有用的方法，是先按顧客價值

主張設定定價，再決定變動成本、邊際貢獻和毛利應為多少。最後再決定要得到

想要的利潤，應該要有多大的規模和多快的資源速度。因而「利潤公式」和「商

業模式」是可以交替運用的，進而產生良性循環。目前晶采之利潤公式為客制化

生產，配合客戶少量多樣生產，不以一定的經濟規模為接單考量，但希望與客戶

維持長期的夥伴關係。 

陸、 關鍵資源(KR, Key Resources) 

 關鍵資源的定義為：要讓一個商業模式運作所需要的最重要資產。亦即為目

標顧客創造符合企業價值主張時，所需的人員、技術、產品、設施、設備、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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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牌。衡諸晶采的價值主張、配銷通路、顧客關係、收益流最需要的關鍵資源

可以分為下列幾類： 

一、實體資源 

 包括各種實體資產。舉凡廠房、製造設備、建築物、車輛、機器、系統、銷

售管理系統等都是。其製造基地有二，製造基地一--台灣汐止廠，負責少量多樣

式的生產方式，客戶指定生產，毛利率較高產品，技術層次較高產品，客製化程

度高的產品。製造基地二--大陸東莞清溪廠，負責單一量大，不太需要換線，技

術層次較低的產品生產。目前台灣產能利用率約 80%，大陸產能利用率約 30%。

故產能非常充沛，足以承接未來增加的訂單量，無需再擴廠。兩廠的生產方式乃

採彈性調配支援的方式，以符合目標客層的需求。 

二、智慧資源 

 智慧資源很難開發，但一旦創造成功後，就可為企業帶來巨大價值。舉凡品

牌、專業知識、專利和版權、夥伴關係、顧客資料庫等都是。 

1. 品牌： 

 以 AMPIRE 為主品牌，專攻高階客戶，以 SINO 為副品牌專攻中、低階

客戶。 

2. 專業知識： 

 晶采公司自 87 年開始即引進當時最尖端 IC 覆晶封裝技術 COF，並率先

導入正開始蓬勃發展的韓國行動電話市場，陸續取得許多大廠的認可使用並

大量生產。同時品質也陸續獲得業界大廠如 AUO，Kyocera 所肯定。目前推

廣 TFT 控制 IC的產品來搶佔黑白模組轉換 TFT各式中小尺寸面板之市場。

 除 TFT 各式中小尺寸，電容 TFT 模組，本公司進一步發展廣視角、高

解析、高亮度之 TFT，也發表各式陽光下可視面板，以便進一步在工控領域

上，持續提供利基產品。 因應 TFT LCD 產品應用的多樣化需求，滿足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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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致力於各項新產品開發及製程能力改良，以便滿足工控LCD市場需求。

以新產品方面，將專注開發利基尺寸如 12.3”、11.6”，17”並提供 TFT AD Board 

kit、mini SBC，電容方案 solution 系列，以本公司著稱品質、彈性及合理價

格取代日商與台灣大廠，並避開削價競爭市場。 

3. 夥伴關係： 

 晶采與目標客層彼此之間的關係雖為供應商-採購商的關係，與其說是上

下游之供應鏈關係，不如說彼此之間是一種共生的生態關係。以垂直整合的

角度而言，上下游間往往必須共同開發產品，如晶采結合上游端之 IC 設計公

司提供更客製化的觸控方案；或晶采結合下游端之工業電腦公司提供更客製

化的 OPEN FRAME 方案，以幫助目標客層執行更彈性化的採購策略。 

三、人力資源 

 擁有專業的經營團隊，晶采經營團隊涵蓋各專業經營領域優秀人才，經理人

才均在電子業及 LCD 領域有超過 15 年以上經驗，隨時能掌握市場需求脈動並導

入新生產技術，並由經驗豐富業務團隊將產品行銷全球。 

四、財務資源 

 為台灣上櫃公司，財務透明，易於在資本市場募集資金或取得銀行融資額度，

具相當程度之承擔財務風險能力。能提供顧客良好適當的授信額度(CREDIT)及付

款條件(PAYMENT TERM)。且台灣最大創投集團—益鼎創投為其長期支持之大股

東，極具市場號召力。 

柒、 關鍵活動 

 關鍵活動的定義為：一個公司要讓其商業模式運作的最重要之必辦事項。如

何傳遞企業價值主張給目標客層，亦即晶采的的價值主張、配銷通路、顧客關係、

收益流需要怎樣的關鍵活動呢？ 

一、找對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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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產品，有高毛利、生命週期長、不易有競爭者進入、不易被替換等

特性，且能提供企業大量的收益流。如何找呢？ 

1. 遠的來看 

 拜訪客戶及邀請客戶來訪： 

 晶采業務會定期及不定期拜訪客戶，了解客戶及終端客戶之經營狀況，

商討彼此對未來產品的開發方向及市場的脈動。(拉力策略) 

 參與主要國際性展覽：晶采每年會參加美國加州拉斯維加斯 CES 展及德

國漢諾威 CeBIT 展，展示主要新產品並與客戶討論未來的合作方向。(推力

策略) 

2. 近的來看 

 研發部門每個月招開研發會議，尋找產品、技術及如何導入生產。 

二、找對的市場、客戶、銷售方法 

 好的市場、客戶彼此是長期穩定的共生關係，依賴程度高，彼此皆不易

被替代。如何找呢？ 

1. 遠的來看 

 拉力策略：拜訪客戶及邀請客戶來訪，由客戶端找產品，商討彼此對未

來產品的開發方向及市場的脈動。 

 推力策略： 參與主要國際性展覽，由產品端找客戶，參與  主要國際性

展覽：晶采每年會參加美國加州拉斯維加斯 CES 展及德國漢諾威 CeBIT 展，

展示主要新產品並與客戶討論未來的合作方向。 

2. 近的來看 

 業務部門每個月招開業務會議，尋找市場、客戶、銷售方法。 

三、找對的生產方法 

 對的生產方法，可以提供顧客最低成本、最佳品質的產品，且能如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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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晶采如何提供對的生產方法呢？每周召開產銷協調會及生產排程會議，

安排產品在台灣或大陸廠生產？安排產線排程，安排出貨排程，安排量產排

程，以及如何 cost down？如何確保品質？ 

捌、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合作夥伴的定義為：要讓一個商業模式運作，所需要的供應商及合作夥

伴網絡。晶采的關鍵伙伴是誰？晶采的關鍵供應商是誰？那些關鍵資源是由合作

伙伴處取得？那些關鍵活動是由合作伙伴執行的？也可以將合作夥伴關係分為以

下四種類型： 

一、非競爭者之間的策略聯盟 

 晶采自 94 年至 104 年與國內四大 TFT-LCD 廠(友達、群創、瀚彩、華映)合

作，為其代工生產中小尺寸面板。當初想法是為晶采注入另一種業務模式、創造

營收，並經由與大廠合作提升製造及品保技術能力。但並不成功，究其原因，實

因彼此之利益並不一致。 

二、競合策略 

 競爭者之間的策略夥伴關係。競爭者的產品品項或有不足或生產不及或訂單

量不符經濟規模或非其專長之產品，以所長補不足，互通有無，創造雙贏。如非

晶采代理商之競爭同業的調貨即是。生產策略上，因成本考量可採取外包政策亦

是。 

三、共同投資以發展新事業 

 益鼎創投為國內最大創投集團，亦為晶采長期支持之大股東,彼此互相投資亦

會共同投資生技產業及 IC 設計公司，可讓彼此關係更加緊密。 

四、採購商與供應商之間的夥伴關係，以確保供貨無虞。 

1. 從原料供應端角度而言，晶采的關鍵合作夥伴如下： 

表 5 晶采主要原料供應情形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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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料名稱 主 要 供 應 商 市 場 狀 況 

LCD 

群創、信利、瀚彩、天馬、華映、龍

騰、凌巨、南亞、億都、LXD、富相、

億力 

品質及貨源穩定，長期

合作，供應情形良好 

IC 
奇景、矽創、奕力、友尚、Epson、

昭陽、東芝、禾瑞亞、Atmel 

品質及貨源穩定，長期

合作，供應情形良好 

LED 
先益、羚洋、偉志、帝光、匯晨、三

和、京東方 

品質及貨源穩定，長期

合作，供應情形良好 

CCFL 三和、帝光 
品質及貨源穩定，長期

合作，供應情形良好 

PCB 陳四、飛國 
品質及貨源穩定，長期

合作，供應情形良好 

FPC 同泰、廣和、日翔 
品質及貨源穩定，長期

合作，供應情形良好 

Touch Panel 
敦吉、等覺、洋華、富晶通、南亞、

錸洋、理義、萬達 

品質及貨源穩定，長期

合作，供應情形良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從產品出貨角度而言，晶采的關鍵合作夥伴如下：即各國主要代理商 

(1) Germany： MSC/AVNET, DATA MODUL AG, BECK 

(2) France： EUROCOMPOSANT 

(3) Italy： Digimax, CPF 

(4) Austria： Codico 

(5) England： IGS, Advantech Europe, B.V. 

(6) USA： AMP 

第六節 不同時期晶采之商業模式轉變 

 晶采自 87 年成立以來，即聚焦於以自有品牌開拓工控用中小尺寸面板市場。

期間因應產業環境之變化，業務型態及商業模式亦有所調整。依業務型態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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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可將發展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一、91 年度至 98 年度(手機爆發暨自有品

牌共存期)二、94 年度至 104 年度(OEM 代工與自有品牌共存期)三、105 年度起(自

有品牌期)。 

壹、 91 年度至 98 年度(手機爆發暨自有品牌共存期) 

 本公司自 87年開始即引進當時最尖端 IC覆晶封裝技術COF並率先導入正開

始蓬勃發展的韓國行動電話市場，陸續取得許多大廠的認可使用並大量生產。在

此時期全球手機市場呈現蓬勃發展，帶動了手機運用之液晶顯示器模組的需求。 

 此時期之商業模式圖如下： 

圖 6 晶采手機時期商業模式圖 

KP 關鍵合作

夥伴： 

LG、工研院、

敦吉、信利、

南 亞 、

TELSON、仁

寶、華寶、

AMP 

KA 關鍵活動： 

引進當時最尖端 IC

覆晶封裝技術 COF

並率先導入正開始蓬

勃發展的韓國行動電

話市場，進而開拓台

灣手機市場 

VP 價值

主張： 

擴大目前

行動電話

市場佔有

率 

CR 顧客關係： 

除現有韓國、台灣、大

陸手機製造商外，更藉

由開發高階 CSTN、

TFT 手機模組爭取歐

美大廠訂單 

CS目標客層： 

TELSON、仁

寶、華寶、

AMP 
KR 關鍵資源： 

通過韓國 LG 手機廠

認證，具備生產手機

顯示屏技術 

CH 通路： 

手機客戶：採用直接通

路及自有通路直接觸

大客戶；自有品牌：代

理商通路 

CS 成本結構： 

如表 6 晶采成本結構、收益流表 

RS 收益流： 

如表 6 晶采成本結構、收益流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6 晶采 91—98 年成本結構、收益流表 

單位：千元；%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TELSON 314,628 99,554       

仁寶 79,447 167,110 730,226 28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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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寶     209,267 66,614 357,116 24,905 

AMP    176,485 281,727 164,659 114,055 170,744 

毛利率

(%) 
22.17 19 16 11.95 14.73 13.57 4.9 9.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此 91年度至 98年度(手機爆發期)，最高峰時期是 93年，仁寶營收達 730,226

千元，個客戶合併毛利率 16%。但毛利率由 91 年：22.17%降至 97 年：4.9%，98

年：9.64%。自 94 年起，即面臨產品轉型之壓力。因其毛利率急降至 11.95%，故

而引進 OEM 代工業務。 

 此時期重要客戶及營收變化說明： 

一、TELSON 

 係韓國 KOSDAQ 掛牌之手機製造商，主要銷售韓國及大陸市場，89 年開始

出貨，91 年為出貨高峰達 314,628 千元，但 92 因其銷售狀況不佳，已降至 99,554

千元。 

二、仁寶電腦 

 是台灣手機製造商，其所產製之手機主要銷售至中南美洲及大陸，92 年度隨

著手機出貨量增加，使得晶采對其銷售金額增加至 167,100 千元。92 年度手機仍

以黑白機為主，93 年度因已由 CSTN 取代黑白手機，故銷售金額增加至 730,226

千元。94 年度因仁寶終端客戶之需求不如預期，故晶采對其銷售金額減少至

284,745 千元。 

三、華寶 

 95 年度因仁寶於 94 年 6 月將分割行動通訊產品事業群併入華寶，故 95 年度

晶采轉為承接華寶之手機訂單，晶采銷售金額減至 209,267 千元。96 年度因處於

舊案訂單尾聲與新案初期故營收減至 66,614 千元，97 年度新案進入量產期，故晶

采銷售金額增至 357,116 千元。98 年度原案進入尾聲，故晶采銷售金額減至 24,905



 

42 
 

千元。隔年起即不在接手機訂單，而專注於代工及自有品牌工控產品。 

四、AMP 

 為晶采在美國之代理商，其主要銷售客戶為 GILBARCO，GILBARCO 為加

油機製造商，其產量高居世界第一。94 年因美國風災重建，對加油機需求增加，

故晶采銷售金額增至 176,485 千元。95 年持續重建，對加油機需求增加，故晶采

銷售金額增至 281,727 千元。96 年度因市場需求減少，銷售減至 164,659 千元。

97 年度因受油價高漲及經濟衰退影響，致市場需求減少，銷售減至 114,055 千元。

98 年度市場需求增加，銷售增至 170,744 千元。 

貳、 94 年度至 104 年度(OEM 代工與自有品牌共存期) 

一、自有品牌客戶 

1. AMP 

 AMP 為晶采在美國之代理商，其主要銷售客戶為 GILBARCO，

GILBARCO 為加油機製造商，其產量高居世界第一。99 年因市場需求增加，

故晶采銷售金額增至 275,466 千元。100 年因市場需求減少，銷售減至 211,594

千元。101 年度因市場需求略為增加，銷售增加至 212,445 千元。102 年度因

受油價高漲及經濟衰退影響，致市場需求減少，銷售減至 152,115 千元。103

年度市場需求略為增加，銷售增至 159,443 千元。 

表 7 AMP 94—103 年營收表 

單位：千元 

年度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營收 176,485 281,727 164,659 114,055 170,744 275,466 211,594 212,445 152,115 159,4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GLEICHMANN(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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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晶采在德國之最大代理商，自 93 年度開始交易以來，因晶采產品品質

及價格受其肯定，因此一直保持良好關係，且營收一直維持成長，尤其自 99

年度起更大幅度成長，直至 100 年度：104,856 千元，101 年度：131,857 千

元，營收占比 10.95%。102 年度：198,655 千元，營收占比 14.34%，係因該

公司接到窗簾遙控器大訂單，因此需求增加，故晶采隨之出貨增加。103 年

度：246,657 千元，營收占比 18.4%。係因該公司接到家用電子產品控制面板

新案訂單，因此需求增加，故晶采隨之出貨增加。(GLEICHMANN 於 103.7.2

更名為 MSC Technologies) 

表 8 MSC 100—103 年營收表 

單位：千元 

年度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營收 104,856 131,857 198,655 246,6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OEM 代工客戶 

 瀚彩、友達、群創皆為國內面板大廠，其中友達、群創大、中、小尺寸面板

都有生產，最終產品應用端以電視、監視器、ipad、手機為大宗；而瀚彩生產中

小尺寸面板，最終產品應用端為手機為大宗。其產品應用端皆與晶采有所區隔。

大廠之特色為：資本額龐大，設備支出大，研發速度快，競爭對手為日、韓、大

陸等大廠，競爭激烈，產品世代變化快速，被投資界認定為景氣循環股。電視、

監視器、ipad、手機等產品應用為其決戰重點。故這些大廠往往視大環境景氣狀

況及其本身之產能利用率、設備稼動率狀況，而決定中小尺寸面板是否外包給向

晶采、晶積等廠商。是否要給外包單？價格如何？完全操之在大廠手裡。而晶采、

晶積等廠商為了要接單，就要增資募款購買設備、承租廠房來生產，此皆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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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沉末成本，若接單量不足及會產生閒置產能，進而影響毛利表現。大廠一

開始承諾給 15%毛利率，接下來就是 COST DOWN，單價降 40%、人工成本漲

60%，毛利率就只剩 5%，獲利誠屬不易。故晶采毅然決然在 104.11 決定中止此

項業務，完全專注在自有品牌工控產品。 

 此時期之商業模式圖如下： 

圖 7 晶采代工時期商業模式圖 

KP 關鍵合作

夥伴： 

群創、華映、

瀚彩、友達 

AMP、 MSC 

KA 關鍵活動： 

自有品牌：聚焦

於開發工控用

顯示面板產品

市場及客戶 

OEM：品質穩定

的量產能力 

VP 價值主張： 

自有品牌：客製

化、高性價比、

一站式購足、少

量多樣式生產

及開發 

OEM：品質穩

定的量產能力 

CR 顧客關係： 

除現有群創、瀚

彩、華映、友達外，

更藉由開發高階

TFT、TP 模組爭取

高階工控市場 

CS 目標客層： 

群創、瀚彩、友達 

Germany：MSC/AVNET,  

DATA MODUL AG, 

BECK 

France：

EUROCOMPOSANT 

Italy：Digimax, CPF, 

Austria：Codico 

England：IGS, Advantech 

Europe, B.V. 

USA：AMP 

KR 關鍵資源： 

製造基地、專業

知識、、夥伴關

係、專業的經營

團隊 

CH 通路： 

採用直接通路(代

工)及代理商通

路：歐美市場 

CS 成本結構 

如下表 10 

RS 收益流 

如下表 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9 OEM 代工客戶(瀚彩、友達、群創)97—104 年營收表 

單位：千元 

年度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瀚彩 47,585 169,679 120,022 140,438 41,104    

友達 75,741 113,786 196,610 79,579     

群創      172,097 43,891 29,3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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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晶采 95—104 年毛利率表 

年度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毛利率

(%) 
14.73 13.57 4.9 9.64 14.8 11.21 7.41 14.94 17 23.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自 102 年起，開始調降代工營收比率，增加自有品牌營收比率，故毛利率逐

年增加。 

第七節 從策略矩陣分析晶采之競爭策略及其功能政策 

壹、 策略矩陣分析晶采之競爭策略 

 依圖 2 晶采事業策略矩陣圖來分析晶采之競爭策略，如下： 

一、產品線廣度與特色與相關的創價流程所形成之競爭策略 

1. 產品廣度、特色與目標市場的需要之配合，是事業策略的第一要務。 

(1) 例如以較低階的 TN、STN 顯示器成品(即策略點 A11)銷售應用於僅

需簡單文字圖形之音響、儀器、玩具、計算器、通訊器材、傳真機、

醫療用品、手錶、手機、其他設備等相關終端產品(即策略點 B11)。 

(2) 例如用較高階的液晶顯示器 (TFT-LCD)成品(即策略點 A12)銷售應

用於需影像清晰、高畫質、高解析度之電子字典、電子書、OA 機

器、通訊 Netbook 等相關終端產品(即策略點 B12)。 

(3) 例如用較高階的液晶顯示器 (TFT-LCD)且帶觸控成品(即策略點

A13)銷售應用於需影像清晰高畫質高解析度之食物調理機、電冰箱、

微波爐、咖啡壺、web pad、NB、電子字典、洗衣機、OA 機器、通

訊器材、醫療用品、數位相機、ATM、GPS、POS、工業控制用面

板等相關終端產品(即策略點 B13)。 

2. 產品特色可能是「研發」所形成的「創新」，可能是「製造」帶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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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優勢」，可能是「通路」所產生的「便利」，也可能是「品牌」所造成

的「心理價值」。 

(1) 「研發」所形成的「創新」： 

 經由研發創新產品(即策略點 A01)產生新的規格及應用，進而擴大

應用面帶動換機潮(即產生新的市場，策略點 A11、策略點 A12、策略點

A13)。 

(2) 「製造」帶來的「成本優勢」： 

 經由台灣汐止廠及大陸清溪廠的產能調配，創造出成本優勢(即策略

點 A05)。讓產品在市場上很有競爭力。 

(3) 「通路」所產生的「便利」： 

 透過代理商提供終端客戶一站式購足之需求，讓客戶達到採購的便

利及效益。(即策略點 A08) 

3. 因產品組合形成之產品特色與產品組合對其他策略點之影響： 

(1) 產品組合對通路代理商之談判力影響 

 齊全完備的產品組合，提供少量多樣的彈性採購便利性，進而提高

對代理商的談判力。(即策略點 B08) 

(2) 產品組合對研發、採購上的範疇經濟之影響 

 穩定的產品組合，有助於研發、採購上的範疇經濟之形成。(即策略

點 C01、C04) 

4. 產品線廣與產品特色多元對競爭策略之優劣勢 

可形成下列優勢： 

(1) 完整的產品線可以提升對代理商的談判力。 

(2) 在市場上可爭取到更多的能見度。 

(3) 可以減少顧客接近競爭者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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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多，可以負擔起更密集的經銷代理商的服務據點。 

(5) 在銷售上，也能一次推銷更多的產品，進而分攤銷售的成本在整組

或成套產品下的整體設計，更能發揮設計上的優勢。 

但也有如下劣勢： 

產品線增加後，在生產排程、技術支援等各方面變得更複雜。 

二、與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有關者 

 進入新的目標市場可以增加業務量，而業務量又可以帶來各方面的規模經濟。

例如晶采產品比重 TN、STN 由移轉至 TFT、TP TFT LCD(即策略點 B11、B12、

B13)，即帶動其相關的研發及製造規模經濟的改變(即策略點 D01、D05)。 

三、地理涵蓋範圍 

 利用市場區隔形成競爭優勢：有些企業受限於規模，無法與同業做正面的競

爭，於是精心策畫，針對特定之目標市場，提供特殊的產品與服務，以得到生存

與獲利空間。晶采以寬廣的產品線主攻歐洲工控用中小尺面板市場(歐洲市場營收

占比達 60%)，利用市場區隔形成競爭優勢(即策略點 E11、E12、E13)。未來將再

針對歐洲市場，提供特殊的產品與服務(如以 OPEN FRAME、IC 設計公司、工業

電腦公司共同開發產品客戶) (即策略點 B08、B09、B10)。 

四、與競爭優勢有關者 

1. 策略型態因素類的競爭優勢： 

 品牌形象佳、顧客忠誠度佳(即策略點 B11、B12)  

 晶采長期以自有品牌 AMPIRE 開拓市場，在業界以高性價比、品質穩定

著稱，顧客忠誠度佳。 

2. 非策略型態因素類的競爭優勢： 

(1) 獨特能力 

 指企業所擁有之獨特技術能力、管理能力、設計能力、行銷能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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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合各種資源之能力。對晶采而言，其客製化能力、少量多樣生產能

力、提供顧客一站式購足、與客戶共同開發新產品能力、研發、製造生

產、行銷整合能力皆具獨特能力。 

(2) 獨佔力 

 所有的價值單元都可能因某種程度的資源獨佔，而造成整體經營上

的競爭優勢。因晶采長期耕耘歐洲市場，進而產生競爭上的獨佔力，因

為客戶對晶采都有忠誠度。歐洲佔營收比：91 年度 16%，94 年度 21%，

99 年度 29%，104 年度 60%。其中德國市場佔營收比：100 年度 19%，

101 年度 21%，102 年度 26%，103 年度 32%。德國市場中

GLEICHMANN(MSC) 佔營收比： 100 年度：104,856 千元，101 年度：

131,857 千元，營收占比 10.95%。102 年度：198,655 千元，營收占比

14.34%，。103 年度：246,657 千元，營收占比 18.4%。 

(3) 時機 

 產業發軔早期即進入，即所謂「先進入者優勢」(即策略點 F08)。如

晶采即以 COF 技術先行進入手機市場，以工控用中小尺寸面板先進入

者之姿，率先開拓歐洲市場(即策略點 A08)。 

(4) 綜效 

 綜觀晶采之採購、研發、製造及通路有下列綜效： 

 客戶綜效、通路綜效、生產設備共用綜效、零組件供應商之共用綜

效。 

(5) 財力 

 晶采為台灣上櫃公司，財務透明，易於在資本市場募集資金或取得

銀行融資額度，具相當程度之承擔財務風險能力。能提供顧客良好適當

的授信額度(CREDIT)及付款條件(PAYMENT TERM)。且台灣最大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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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益鼎創投為其長期支持之大股東，極具市場號召力。 

貳、 晶采之功能政策 

 支應晶采上述競爭策略之各個功能領域中的政策，如下： 

一、產品政策： 

表 11 晶采產品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產品特性之選擇 
可提供低成本產品，高性價比產品。讓顧客可取

代日系及台系大廠之產品。 

產品差異化之層面 

出貨交期快且準時，約四個星期可出貨，亦可接

受顧客非計畫性急單出貨，尤其可配合歐美假期

及大陸年假之訂單出貨。 

設計之特色 

能與代理商一同配合終端應用客戶，共同開發產

品。(客戶開出特殊應用規格及時程，共同DESIGN 

IN,SPEC IN) 

上市速度與批量大小 可接受顧客少量多樣式的訂單生產 

產品之客製化程度 

客製化能力強：可提供產品應用的多樣化需求，

特殊應用規格(如耐高、低溫，抗酸、鹼，陽光下

可閱讀)，亦即可配合顧客開發生產客製化產品。 

品牌政策 主品牌：AMPIRE、副品牌：SINO 

服務政策—強調程度 
售後服務好，產品保固三年，可接受產品不良換

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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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政策 

表 12 晶采顧客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顧客集中程度 

美國為單一之大市場，量大但價格競爭激烈，目前由

AMP 公司負責代理銷售。而歐洲地區，除了德、法、義

以外，均屬小國寡民，為節時省力及分散風險，故採取

一國多代理之多家代理商制度。 

Germany： MSC/AVNET, DATA MODUL AG, BECK 

France： EUROCOMPOSANT 

Italy：Digimax, CPF, 

Austria：Codico 

England：IGS, Advantech Europe, B.V. 

USA：AMP 

顧客組合政策 

晶采對顧客的組合政策為 

1. 重視利潤 

2. 長期訂單之穩定度 

3. 提升技術、培養客戶 

4. 對未來產品的貢獻 

為顧客犧牲短

期利潤之意願 

基本上接單時會先設算利潤率(潤率公式：每一筆交易應

該淨賺多少，才能達到希望獲得的利潤水準)。但若為了

提升技術、培養客戶及對來產品的貢獻之策略合作夥

伴，則會犧牲短期利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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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路政策 

表 13 晶采通路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通路之長度 晶采之通路要素為：採一層代理商通路模式 

通路之密度 採取一國多代理之多家代理商制度。 

通路之類型 代理商通路 

通路之廣度 專業面板產品代理商 

通路之激勵政策—高低 代理商利潤相對較高 

通路之激勵政策—長短期 彼此都著重於長期績效 

與通路之關係密切程度 

利用代理商通路銷售方式能提高最終產品

應用端客戶更加了解晶采的產品和服務，並

協助其正確評估晶采的價值主張，進而購買

晶采的產品與服務 

提供顧客良好適當的授信額度(CREDIT)及

付款條件(PAYMENT TERM)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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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價政策 

表 14 晶采定價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定價方法 同時參考運用成本加價法及競爭定價

法，基本上接單時會先設算利潤率(潤率

公式：每一筆交易應該淨賺多少，才能達

到希望獲得的利潤水準)。但若為了提升

技術、培養客戶及對來產品的貢獻之策略

合作夥伴，則會犧牲短期利潤。 

長短期利潤之考量 

差別定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生產政策 

表 15 晶采生產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生產特色 

強調低成本：產品一定要維持一定的毛利率。 

強調交貨速度：售貨天數 89 天，急單 4WEEKS 交貨。 

強調品質穩定： 可提供品質穩定之綠色產品，ISO16949 認證通

過，早期因有承接代工業務，更已通過 SAMSUNG、友達、群創

等國際大廠認證通過。 

售後服務好，產品保固三年，可接受產品不良換貨。 

強調生產彈性： 可接受顧客非計畫性急單出貨，尤其可配合歐美

假期及大陸年假之訂單出貨。少量多樣式生產及開發：可配合顧

客專案開發，即便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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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政策 
目前台灣產能利用率約 80%，大陸產能利用率約 30%。故產能非

常充沛，足以承接未來增加的訂單量無需再擴廠。 

自製或外

包 

產能非常充沛，足以承接未來增加的訂單量無需外包。但有時會

因成本考量而外包。 

生產方法 
少量多樣式的生產方式，客製化程度高的產品佔 65%，故以訂單

生產為主。 

存貨政策 以存貨周轉率：4，售貨天數：90 天為控制指標。 

自動化程

度 
視產品品項及產線而定 

廠址選擇 

製造基地—台灣汐止廠，負責少量多樣式的生產方式，客戶指定

生產，毛利率較高產品，技術層次較高產品，客製化程度高的產

品。大陸東莞清溪廠，負責單一量大，不太需要換線的產品生產。 

物流之外

包與否 
非晶采核心業務，採外包政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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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發展政策 

表 16 晶采研究發展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研究發展之類型 重視應用研究及改良工程 

創新之方向 強調產品創新以追求差異化 

產品研發之創新程度 強調新產品之推出 

攻擊或防禦 
部分領先同業推出新產品，部分追隨同業以降低

風險 

技術之來源 自行研發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採購政策 

表 17 晶采採購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採購來源分散

風險 
各原物料及重要零組件採購採分散採購，以分散風險 

採購對象之選

擇標準 

價格合理、交期準時、品質良好為主，而不局限於大

小廠之分 

與供應商之關

係維持方式 
強調夥伴關係 

集中採購或分

散採購 
分散採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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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財務政策 

表 18 晶采財務政策 

政策名稱 政策選項 

財務結構與槓桿政策 零負債經營 

流動性水準 維持高流動比率、速動比率 

投資決策之依據 考量長期投資報酬率 

投資及財務風險之控管水準 注意財務結構比率 

資產租賃或購買 自購 

存貨水準 
以存貨周轉率：4，售貨天數：90 天為控

制指標。 

應收帳款政策 
以應收帳款周轉率：6，售貨天數：60 天

為控制指標。 

資金分配政策 強調獲利性及風險之分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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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晶采與同業之分析比較 

第一節 同業工控用中小尺寸面板廠－全台之商業模式分析 

圖 8 全台商業模式圖 

KP關鍵合作夥

伴： 

Cisco 、

SHARP 、

Philips 、

Medical 、

SCHNEIDER 

Dell 、

Rockwell 、

Siemens 、

Enterprise 

KA 關鍵活動： 

透過「互動式顯

示」解決方案，

朝垂直整合之

方向發展，增加

產品附加價值 

VP 價值主

張： 

持續深耕

少量多樣

的利基型

市場及客

製化市場 

CR 顧客關係： 

透過國際大廠 Cisco、

SHARP 、 Philips 、

Medical、SCHNEIDER 認

證，產品終端客戶包括

Dell 、 Rockwell 、

Siemens、Enterprise 等大

廠 

CS 目標客層： 

除原先中小尺

寸工控產品目

標客層外，擴

增 22”--27”專

案客層(朝更客

製化方向努力) 

KR 關鍵資源： 

經營團隊有 26

年資歷、通過

ISO9001 、

9002QS9000 認

證 

CH 通路： 

在主要銷售地區成立子

公司負責當地之行銷活

動。(已成立歐 

洲、美國、韓國、日本

子公司) 

CS 成本結構 

如下表 

RS 收益流 

如下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9 全台 101—104 年營收、毛利率表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營收 3,735,794 3,635,599 3,919,890 3,476,757 

毛利率(%) 9.9 12.6 14.48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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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晶采與全台之商業模式、競爭策略匯總比較 

表 20 晶采與全台之商業模式、競爭策略匯總比較 

比較項目 晶采 全台 

目標客層 

Germany： 

MSC/AVNET, DATA MODUL 

AG, BECK 

France： 

EUROCOMPOSANT 

Italy：Digimax, CPF, 

Austria：Codico 

England： 

IGS,Advantech Europe, B.V. 

USA：AMP 

除原先中小尺寸工控產品目標

客層外，擴增 22”--27”專案客層 

價值主張 
客製化、高性價比、一站式購

足、少量多樣式生產及開發 

持續深耕少量多樣的利基型市

場及客製化市場 

通路 代理商通路：歐美市場 

在主要銷售地區成立子公司負

責當地之行銷活動。(已成立歐

洲、美國、韓國、日本子公司) 

顧客關係 
藉由開發高階 TFT、TP 模組爭

取高階工控市場 

透過國際大廠 Cisco、SHARP、

Philips、Medical、SCHNEIDER

認證，產品終端客戶包括 Dell、

Rockwell、Siemens、Enterprise

等大廠 

收益流 如表 21 如表 21 

關鍵資源 
製造基地、專業知識、、夥伴

關係、專業的經營團隊 

經營團隊有 26 年資歷、通過

ISO9001、9002、QS9000 認證 

關鍵活動 
聚焦於開發工控用顯示面板產

品市場及客戶 

透過「互動式顯示」解決方案，

朝垂直整合之方向發展，增加產

品附加價值 

關鍵合作

夥伴 

IC 設計公司、工業電腦公司 

AMP、 MSC 

Cisco 、 SHARP 、 Philips 、

Medical、SCHNEIDER 、Dell、

Rockwell、Siemens、Enterprise 

成本結構 如表 21 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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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線廣

度與特色 

TN、STN 營收占比：20%， 

TFT：40%， 

TP TFT：40% 

產品終端應用面比率分散 

TN、STN 營收占比：40%， 

TFT：30%， 

TP TFT：30% 

產品終端應用面比率分散 

目標市場

區隔與選

擇 

晶 采 以 TN 、 STN(20%) 、

TFT(40%)、TP TFT LCD(40%)

等全產品線，帶動其相關的研

發及製造規模經濟，以歐洲市

場為主(60%)，美國市場為輔

(20%) 

全台亦以 TN、 STN(40%)、

TFT(30%)、TP TFT LCD(30%)

等全產品線，帶動其相關的研發

及製造規模經濟，以歐洲市場

(40%)及美國市場(40%)並重 

垂直整合

程度之取

決 

純粹後段模組製程組裝 

固定成本較低 

除後段模組製程組裝外，尚有前

段玻璃製造廠，故固定成本較高 

競爭優勢 

無負債經營 

客製化比率較高(65%) 

固定成本較低 

中大尺寸開發至 19” 

重要客戶穩定成長 

純粹後段模組製程組裝 

負債比：21.74% 

客製化比率較低(50%) 

固定成本較高 

中大尺寸開發至 29” 

重要客戶變化較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 晶采與全台 101 年--104 年之營收、毛利率匯總比較表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營收     

    晶采 1,204,610 1,385,294 1,340,436 1,508,809 

    全台 3,735,794 3,635,599 3,919,890 3,476,757 

毛利率(%)     

    晶采 7.41 14.94 17 23.09 

    全台 9.9 12.6 14.48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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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晶采商業模式及競爭策略的三大選擇及三大特質自我檢測

與全台之異同點比較 

 最後在本研究中，用 Mark W.John, Clayton M. Christensen 及 Henning 

Kagermann 所提出之商業模式的三種選擇：政策選擇、資產選擇、治理選擇，做

出總結論述。並以是否符合優良商業模式的三大特質：是否符合企業目標、是否

會自我強化、健全而強勁做自我檢測。最終再以財務比率分析做投資價值分析。 

一、資本結構 

表 22 晶采資本結構檢測表 

 政策選擇/是

否符合企業

目標 

資產選擇/是否

會自我強化 

治理選擇

/是否健

全而強勁 

全台之異同點 

零負債

經營 

股本太大(經

營者無背書

保證的貸款

壓力)， 

營收股本比

124% 

所有資產皆自

有,無貸款(資產

使用效率應取

決於資產周轉

率及產能利用

率) 

權益乘數

太低不利

於 ROE 

全台銀行借款

817,686 千元

負 債 比

21.74%，營收

股本比 161% 

原始法

人股東

一路相

挺 

避免被惡意

併購 

相互持股投資

(有國內最大創

投集團-益鼎相

互投資) 

政策走向

需互相尊

重 

全台無專業創

投股東 

股權分

散 

仍有被惡意

併購之可能

性 

法人持股比例

偏低：10.94%，

個 人 持 股 比

例：88.64% 

小股東眾

多,增加開

股東會成

本 

法人持股比例

偏低：6%，個

人持股比例：

92.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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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定位 

表 23 晶采產品定位檢測表 

 政策選擇/是否

符合企業目標 

資產選擇/是否

會自我強化 

治理選擇/是否健

全而強勁 
全台之異同點 

聚焦中小

尺寸顯示

面板 

避開中大尺寸之

殺戮戰場，開發

利基型尺寸應用

產品，最大尺寸

到 19” 

避開資本密集

之殺戮戰場 

管理體系分工複

雜。客製化產品

占比 65%。 

最大尺寸到 29”。客

製化產品占比 50%。 

產品線齊

全 

少量多樣的生產

方式 

TN 、 STN ：

20% ， TFT ：

40%，CP TFT：

40% 

成本不易下降。

晶采終端產品應

用更多樣分散，

可達到分散風險

及維繫忠誠客戶 

TN、ST：40%,TFT：

30%,CP TFT：30%(因

全台有自己的玻璃

廠,故 TNSTN 佔比較

高) 

For 工業

控制用顯

示面板 

避開消費性產品

之殺戮戰場 

生產設備較便

宜 ,資本支出較

少 

客製化生產，成

本不易下降。 

兩家相同，但全台有

自己的玻璃廠，故其

生產設備較多 ,資本

支出較多 

終端產品

之應用面

廣 

客戶不易更換供

應商 

相關研發生產

技術長期累積

形成關鍵人才

資產 

溫和成長,不易大

起大落 

晶采相較於全台更為

寬廣 

不與市場

上強勢明

星產品對

決 

競逐者眾,競爭優

勢不易維持 

如在車載顯示

面板市場，則聚

焦於車輛之檢

測儀器面板及

特殊車輛之顯

示面板 

容易找到 

surport resources 

兩家應用產品皆非常

分散。全台則全力開

發車載市場，藉由

AM 市 場 欲 切 入

OEM 市場 

尋求最佳

產品組合 

尋求生命週期長

的產品,毛利高的

產品 

考慮切入量大

毛利低的網路

電話顯示器市

場 

生命週期長的產

品、量大的產品

可提供穩定的現

金流但毛利不一

定高 

兩家邏輯相同，維持

適當的毛利率，仍是

首要考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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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通路 

表 24 晶采市場通路檢測表 

 政策選擇/

是否符合企

業目標 

資產選擇/

是否會自

我強化 

治理選擇/是

否健全而強勁 

全台之異同

點 

採代理商

通路模式 

因應歐美市

場 戰 線 過

長 ,鞭長莫

及。但需透

過代理商才

能接觸到最

終端產品應

用的客戶。 

適度將收

款風險轉

嫁，但會犧

牲部分的

獲利。 

德、法、義、

西、俄、波,國

家眾多管理不

易 , 合 理

allocate 業務

窗口對應。透

過代理商去管

理較有效率。 

全台在主要

的銷售區域

都會成立子

公司去管理

當地的代理

商，建置成本

較高 

市 場 集

中：歐洲：

60%,USA：

20%,ASIA

：20% 

較不易受紅

色供應鏈之

威脅衝擊。 

歐洲市場

是強項，但

相對的美

國市場較

弱。 

提高美國市場

營收，是未來

的工作重心。 

市場集中：歐

洲 ：

40%,USA ：

40%,ASIA ：

20% 

代理商家

數眾多 
風險分散 

資源不易

整合 

雖節時省力但

不易與最終端

客戶接觸 

由子公司負

責整合，效率

較高但成本

亦較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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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研發 

表 25 晶采產品研發檢測表 

 
政策選擇/是否符

合企業目標 

資產選擇/

是否會自

我強化 

治理選擇/

是否健全

而強勁 

全台之異同點 

採 ODM 方式

生產 

擁有自有品牌,由

最終端客戶之需

求透過代理商再

與公司共同開發

產品 

避免人員,

資產無效

率使用 

累積技術,

發展專利,

人才紮跟 

兩家邏輯相同，

開發新技術、新

產品，以開拓

ODM 市場利基 

共同開發 ,認

證期長達半年 

彼此都是對方的

專屬資產,不易汰

換 

彼此交流

加強研發

及市場資

訊 

默契越來

越好 
兩家相同 

開發利基型產

品：廣視角,高

解析度及陽光

下可視面之

TFT 

強固產品的競爭

力 

可帶動新

興終端應

用產品 

提高附加

價值 

開發利基型大尺

寸 (22”〜 29”)專

案產品 

開發不可取代

的關鍵技術 

(1)整合周邊提供

Total Solution 之

客制商品服務 

(2)標準化 /客製

化 TFT 電容觸控

模組 

(3)IN HOUSE 貼

合技術 

(4)提供利基面板 

維持市場

競爭力 

TFT 模組

標準化程

度高,價格

壓力大 

全台專注在觸控

面板的專案開發 

延續 R/D 效應 

後續 FAE 接續

R/D 效應,更能與

客戶產生專屬資

產效應 

  

全台在主要的銷

售區域都會成立

子公司，應更能

提供後續 FAE 的

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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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場開拓 

表 26 晶采市場開拓檢測表 

 政策選擇/是否

符合企業目標 

資產選擇/是

否會自我強化 

治理選擇/是否健全

而強勁 

全台之

異同點 

每季歐美

市場巡迴

並參展 

推廣產品 ,接觸

客戶 ,了解市場

脈動 

 

晶采每年會參加美國

加州拉斯維加斯 CES

展 及 德 國 漢 諾 威

CeBIT 展，展示主要新

產品並與客戶討論未

來的合作方向 

兩家相

同 

拜訪客戶

及邀請客

戶來訪 

  

晶采業務會定期及不

定期拜訪客戶，了解

客戶及終端客戶之經

營狀況，商討彼此對

未來產品的開發方向

及市場的脈動 

兩家相

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生產策略 

表 27 晶采生產策略檢測表 

 政策選擇/是否

符合企業目標 

資產選擇/是否

會自我強化 

治理選擇/是

否健全而強勁 

全台之異

同點 

兩岸分工生產 

台灣：高階產品,

客戶指定生產

地產品 

大陸：中低階產

品 

高階產品生產

設備設於台灣 ,

中低階產品生

產設備設於大

陸 

透過轉撥計

價 ,合理控制

兩岸三地的所

得稅費用 

兩家相同，

但全台擁有

TN、STN 前

段玻璃製造

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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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 101 年～104 年之財務比率分析做晶采與全台投資價值分

析 

一、負債比率 

表 28 晶采全台負債比率比較表 

%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33.19 32.38 16.01 19.87 

全台 47.78 46.94 39.92 43.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晶采採零負債經營，故皆以自有資金營運(表列之負債比率為應付帳款占比而

非銀行借款占比)，導致股本太大(經營者無背書保證的貸款壓力)(而全台銀行借款

817,686 千元，負債比 21.74%)，而晶采營收股本比僅 124%，皆比同業為低。(全

台：161%)。所有資產皆自有,無貸款。權益乘數亦為同業最低 1.22(全台：1.72，)，

太低不利於 ROE。 

二、償債能力 

表 29 晶采全台償債能力比較表 

流動比率(%)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152.73 181.7 429.12 356.3 

全台 151.3 265.7 345.91 221.72 

速動比率(%)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91.86 123.59 298.34 257.88 

全台 95.61 172.02 232.19 155.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兩家公司之流動比率、速動比率皆非常優異，最近兩年度晶采皆優於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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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多的現金、約當現金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易造成資金無效率使用。 

三、經營能力 

表 30 晶采全台經營能力比較表 

平均收款天數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60.93 45.4 47.09 46.79 

全台 52.21 59.25 51.26 46.56 

平均銷貨天數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97.86 88.59 93.58 89.68 

全台 112.3 114.06 106.41 109.6 

總資產周轉率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0.75 0.86 0.82 0.91 

全台 1.01 1.01 1.08 0.9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均收款天數：兩家公司表現相當，皆相當優異。 

 平均銷貨天數：晶采表現優於全台。可見晶采從採購生產到出貨之效率，遠

優於全台。 

 總資產周轉率： 全台表現優於晶采。兩家公司皆低於 1，產能利用率皆低於

70%，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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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獲利能力 

表 31 晶采全台獲利能力比較表 

毛利率(%)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7.41 14.94 16.7 23.09 

全台 9.9 12.6 14.48 20 

純益率(%)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7.09) 4.52 5.92 9.28 

全台 (3.03) 1.37 4.34 7.67 

EPS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0.80) 0.58 0.66 1.11 

全台 (0.52) 0.23 0.79 1.25 

資產報酬率(%)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5.02) 4.17 5.02 8.43 

全台 (2.56) 1.79 5.15 7.67 

權益報酬率(%)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7.93) 5.79 6.38 10.27 

全台 (5.97) 2.64 8.32 12.55 

權益乘數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晶采 1.49 1.49 1.31 1.22 

全台 1.95 1.91 1.78 1.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晶采毛利率較全台高 2〜3%，以商業模式及競爭策略角度而言，有下列差異： 

1. 銷售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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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采：歐洲：60%,USA：20%,ASIA：20% 

 全台：歐洲：40%,USA：40%,ASIA：20% 

 歐洲除了德、法、義以外，均屬小國寡民，開拓及管理不易，產品以儀

器設備為主力，其毛利遠大於其他地區別。而美國是單一量大市場，產品以

加油機、網路電話為主，毛利較低。晶采之歐洲營收占比較高，故毛利較高。 

2. 客製化產品比率： 

 晶采：客製化產品：65%，標準品產品：35% 

 全台：客製化產品：50%，標準品產品：50% 

 因客製化產品毛利高於標準品產品，晶采客製化產品比重高於全台，故

毛利較高。 

3. 產品組合： 

 晶采：TN、STN：20%，TFT：40%，TP TFT：40% 

 全台：TN、STN：40%，TFT：30%，TP TFT：30% 

 TFT、TP TFT 毛利較 TN、STN 為高，晶采 TFT、TP TFT 產品比重高於

全台，故毛利較高。可見晶采產品組合優化高於全台。 

4. 固定成本結構： 

表 32 晶采固定成本表 

單位：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薪資費用 185,988 160,734 157,293 

勞健保費用 10,012 9,843 9,623 

退休金費用 7,754 8,876 8,243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12,452 9,262 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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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費用 96,696 89,015 67,066 

攤銷費用 3,938 3,706 2,424 

合計 316,840 281,436 254,426 

銷貨收入 1,385,294 1,340,436 1,508,809 

固定成本/銷貨收入(%) 22.87 21 16.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3 全台固定成本表 

單位：千元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薪資費用 585,333 622,913 615,572 

勞健保費用 51,143 52,448 54,599 

退休金費用 30,793 31,950 33,895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29,045 31,889 35,969 

折舊費用 227,290 191,419 128,508 

攤銷費用 913 946 970 

合計 932,735 931,565 869,513 

銷貨收入 3,635,599 3,919,890 3,476,757 

固定成本/銷貨收入(%) 25.66 23.77 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晶采之固定成本總金額及固定成本/銷貨收入(%)遠較全台為低。雖然晶采之

毛利率、純益率、資產報酬率皆高於全台，但權益報酬率卻低於全台，可見適度

的舉債經營，實有助於提升權益乘數，進而提升權益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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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晶采的成功關鍵因素為： 

壹、客製化、少量多樣式生產。 

貳、以歐洲市場為重心。 

參、產品組合優化。 

肆、一站式購足，全產品線供貨模式。 

伍、配合終端客戶研發產品。 

第二節 建議 

 創造未來可發展之商業模式及競爭策略，以提升投資價值 

壹、尋找成長動能大的產品(如網路電話)，以開拓美國市場，期能與歐洲市場並

重。 

貳、培養技術含量高，可提供長期穩定大單的產品與客戶，如智能家居、白色家

電等相關產品。 

參、提供新的產品服務項目(如以 OPEN FRAME 方式服務客戶)，幫客戶營造更彈

性、更節省成本的採購空間。 

肆、結合上下游 IC 設計公司、工業電腦公司，共同開發客戶，以提高更客製化之

生產比率。 

伍、設計特殊應用規格、尺寸之面板，以因應應用面擴大、尺寸加大、特殊功能

加強之需求。 

陸、開發更利基市場的應用產品，如同業全台著墨於開發生產車前之車載面板，

但晶采則避開主流市場之明星產品，專注於車後市場、車輛檢測儀器之類車

載市場暨特殊車輛之面板市場(如工程車農業用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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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適度的舉債及現金減資，以提高權益乘數，進而提升權益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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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34 晶采最近四年度財務比率分析 

          年   度（註 1） 

分析項目 

最 近 四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33.19 32.38 16.01 19.87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率 
188.33 232.90 328.69 366.92 

償債

能力

％ 

流動比率 152.73 181.70 429.12 356.30 

速動比率 91.86 123.59 298.34 257.88 

利息保障倍數 (11) 18 31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99 8.04 7.75 7.8 

平均收現日數 60.93 45.40 47.09 46.79 

存貨週轉率（次） 3.73 4.12 3.90 4.07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7.61 8.63 7.77 6.43 

平均銷貨日數 97.86 88.59 93.58 89.6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

轉率（次） 
1.94 2.60 2.90 3.73 

總資產週轉率（次） 0.75 0.86 0.82 0.91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5.02) 4.17 5.02 8.43 

權益報酬率（％） (7.93) 5.79 6.38 10.27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

比率(%) 
(6.90) 8.22 8.32 14.69 

純益率（％） (7.09) 4.52 5.92 9.28 

每股盈餘（元） (0.80) 0.58 0.66 1.11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20.01 35.71 114.41 95.16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38.63 79.31 109.54  

現金再投資比率（％） 5.79 10.06 11.24  

槓桿

度 

營運槓桿度 (0.62) 4.18 2.65  

財務槓桿度 0.92 1.18 1.06  

資料來源：晶采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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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全台最近四年度財務比率分析 

          年   度（註 1） 

分析項目 

最 近 四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財務

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47.78 46.94 39.92 43.74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比率 
208.05 352.7 439.53 450.33 

償債

能力

％ 

流動比率 151.3 265.7 345.91 221.72 

速動比率 95.61 172.02 232.19 155.63 

利息保障倍數 (299.66) 449.45 1189.08 1865.44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6.99 6.16 7.12 7.84 

平均收現日數 52.21 59.25 51.26 46.56 

存貨週轉率（次） 3.25 3.2 3.43 3.33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7.29 6.39 7.28 7.21 

平均銷貨日數 112.3 114.06 106.41 109.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

轉率（次） 
4.26 4.91 6.39 6.04 

總資產週轉率（次） 1.01 1.01 1.08 0.95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2.56) 1.79 5.15 7.67 

權益報酬率（％） (5.97) 2.64 8.32 12.55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

比率(%) 
(3.87) 2.7 9.43 14.76 

純益率（％） (3.03) 1.37 4.34 7.67 

每股盈餘（元） (0.52) 0.23 0.79 1.25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21.41 20.99 63.88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 
178.27 181.86 186.49  

現金再投資比率（％） 6.71 3.39 7.77  

槓桿

度 

營運槓桿度 (3.69) 8.49 2.68  

財務槓桿度 0.72 2.35 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