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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麥肯錫的分析架構 
 麥肯錫公司之所以享譽全球13，是因為該公司對於客戶企業的情勢，總是

能做出敏銳深入的分析，並進一步提供精巧且極其有效的解決方案。麥肯錫公司

解決問題的程式，是始於運用結構化的架構圖表來幫助建立以事實為基礎地假

設，之後根據每個議題蒐集相關資料分析，以驗證每個假設的議題是否成立，然

後依循整個流程直到找出解決方案為止，其中包含問題分析、建立假設基調、資

料蒐集和結果發表，不但適用於企業經營管理，也非常適用於論文研究。 

 

壹、 界定問題  

通常問對問題等於找到一半的答案。一般人不習慣將問題作結構性的拆解，

之後再找出幾個假設點，把問題結構化後收集很多資料來論證，才會逐漸找出比

較接近事實的切入方式，也才能訂定有效地執行方案。其中包括問題結構化，建

立假設基調 利用邏輯和議題樹狀圖工具執行。 

一、 問題結構化 

(一) 運用 MECE 原則（mutual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14: 這表示問題能

夠分解成各自獨立的議題，而且不會重複並漏掉任何相關的。利用 MECE 原

則找出可能的問題點，有次序的分門別類，一個個把議題列出來然後再逐漸

的過濾跟篩選，就會找出非常接近事實的分析方向。 

(二) 不要重新發明輪子: 經過結構化分析，很多有用資訊和架構已經能夠幫助快

速解析問題，而且容易被人接受，因此就不需要重新發明輪子。 

(三) 每個客戶都是獨特的: 人的行為盲點是習慣套用過去的經驗。但大多數的環

境和條件是截然不同的。每個客戶和事件都有特殊性，累積要著重在方法和

速度上的累積，而不是整個模式、全部條件的累積。例如客戶是聯電和台積

                                                 
13自一九九二年創立以來，麥肯錫公司已經成為全世界最成功的策略顧問公司，在全球有八十四

個辦事處，員工來自八十九個國家，大約七千名的專業人員。麥肯錫公司為超過一千家以上第客

戶提供顧問服務，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一百家公司，包括全美國各州與聯邦的政府機構，以及其

他國家的政府機構，可見得麥肯錫公司獨特全球成功的營運方式。 
14也就是相互獨立，互無遺漏。儘可能把相關的討論點找進來，但是在分類時要個別能夠沒有直

接相關，透過這樣的邏輯可以將問題給結構化和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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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用同樣的方法去銷售，但很可能兩邊都失敗。雖然同樣是晶圓代工，但

公司文化、技術發展與管理需求幾乎都不一樣。 

二、 建立假設基調 

面對複雜的問題，如果從頭開始全力處理所有相關的資料，直到找到解答為

止，會有消耗太多時間的壓力。但如果在過程中能夠藉由與事實、因果相驗證的

假設基調，便可以更快速、更有效和更有彈性地找出決策。例如當客戶威脅產品

降價時，將問題結構化和建立假設基調後，我們可以選擇委外代工、開發新製或

產品程解決雙方價差距。若能進一步聚焦在公司產品技術和市場面，更能快速做

出可行性強且符合公司發展方向的決策，而不須動用許多資源逐項分析。 

三、 結構化執行指導方針 

主要可以利用邏輯樹狀圖15和議題樹狀圖16來將問題結構化，呈現並且圖化。

邏輯樹狀圖可以區分階層，列出所有問題因數的方法，簡單將因數以層級方式排

列出來，根據邏輯樹狀圖和議題樹狀圖來決定分析的因素和作業的範圍，將能節

省時間並改善解決方案。 

貳、 設計分析作業 

時間和資源會限制分析的深度與廣度，但對於企業，所有的事都應該儘早完

成，主要整理以下五點經驗。 

一、根據假設來決定要執行的分析，建立合理且關鍵因素的議題假設，然後執行

必要的分析，專精的分析比大量的分析重要。 

二、弄清楚分析作業的優先順序，基於時間和資源限制，必需認清那些分析作業

非做不可，而那些是點綴而已。掌握住 80/20 法則17，將主要精力放在最重

要的 80%的議題上。 

三、忘了”完全準確”這回事，根據議題和假設儘快找出位於”適切範圍”的答案。 

四、從已知的參考點來觀察困難的問題，資訊、問題和領域都有可能讓問題難以

                                                 
15 這是一種區分階層列出所有問題因子的方法，首先從頂端往下看，其次再逐步往下移動。如分

析半導體設備市場營收，可以從頂端的市場面逐步分析半導體十大製造商，找出其資本支出，然

後就可推算可投資導體設備商的比例和數字。參考麥肯錫的專業思維 
16議題樹狀圖由邏輯樹狀圖所衍生出來的。而議題樹狀圖包含一系列可以用來證實或推翻假設的

問題或議題，為結構與假設搭起了橋樑。參考麥肯錫的專業思維 
 
17 此法則由義大利經濟學者維佛度 帕列托 (Vilfredo Pareto) 所提出 其基本精神在於 “你 80%的

成功是來自於 20%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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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大約揣摩解答的大致輪廓為何，只要大方向正確，相關數據也沒

太離譜，還是可以找出解決方案。 

五、寫下工作規劃，包括假設基調、證實或推翻此假設所需進行的分析作業，並

依優先順序排序、所需資料、資料來源、最終成果呈現、負責人和完成期

限。 

參、 蒐集資料 

一、 研究策略與工具、系統、平台 

(一) 不要太侷限於前人的論點 

不要太侷限前人的論點，建立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策略。研究策略應該根據需

求目的而定，以免侷限在別人的研究方法框架中18。 

(二) 資訊平台的專業性、時間性 

在使用工具平台時，要注意資料來源提供者是否具有某種程度的領域專業，

和所在時間是否恰當，才算取得有效有用的資源。 

二、 徹底研究各類報告，注意異常的偏差值，並參酌標竿範例 

收集資料時最難的一項，是在資料的形成過程中，要注意偏差值並找到標竿

範例。它可以提供我們參考其論點和正確性。當研究目標不同，所要找的資料規

模、研究的方法和程度都不相同；如分析報告所要找的方向，從特定公司、產業

到國家，資料便有程度上的差異。 

三、 有組織訪談、重視傾聽和保持敏銳 

透過以上的技巧，可以增進收集資料的效率，保持從基調到方法論平台邏輯

一致。同時也能透過訪談找出更及時的一手資料。 

肆、 解讀分析 

資料需要解讀轉化為知識19，然後分析背後的意義以及價值，否則再多的資

料都是無效的。必需透過研究、分析和洞察三者兼備才能。 

                                                 
18以波特為例，台灣有很多管理的論文會以波特理論來做為研究的架構，再以此架構來論證自己

的研究符合波特的理論，完全不考慮波特所提的理論架構有其背景、目的考量，可能根本跟自己

的目的完全不同。這樣的做法易陷入自我設限，應該回過頭來根據需求目的去定。資料來源 周延

鵬 智慧資源規劃 2004 10/25 上課講授 
19資料代表事實、觀察未經整理的數據，資訊是收集和整理過的資料。而知識則是資訊、經驗和

應用心得經過融合精煉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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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瞭解資料:  

(一) 80/20 法則: 若資料有 80/20 情況出現，應該要找尋改善空間和切入方式。 

(二) 經常做一張圖表: 作圖表的過程中，要注入流程跟關係才能將分析資訊和情

況連結提供具體、全面性和易判讀性。 

(三) 不要扭曲事實來配合解決方案: 對資料來講，最容易碰到的問題是先設定答

案，然後再扭曲事實來做論證。所以當事實與假設不符，需要改變的是假

設，而不是事實。 

二、準備最終成果:  

(一) 看客戶的心意: 最終目的不外乎是滿足客戶。客戶的定義很廣，並不只有做

生意上的客戶，是做事實分析相關須要的對像。基本上只要從這角度出發，

準備方向和內容就會就不一樣。 

(二) 體諒客戶的能力限制: 構思最終成果時，必須時時注意客戶是否有足夠資源

和能力執行所提出的建議。是否有外在的影響，足以抵消你的策略可能產生

之成效。同時也必需注意你的分析與建議能否為整個組織所瞭解。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和智慧資本 
壹、 智慧財產權 

一、 智慧財產權定義與規範對象: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IPR），係指人類精神活

動之成果而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律所創設之一種權利。根據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20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被列入為

智慧財產權的標的有： 1、著作權及相關權利 2、商標 3、產地標示 4、工

業設計 5、專利 6、積體電路之電路佈局 7、未經公開資訊之保護 8、契約

授權時有關反競爭行為之控制。狹義的智慧財產權標的包含專利、著作權 

                                                 
20 1967 年國際間所建立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公約」 （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即以單一之公約統一規範相關智慧財產權之保護。隨著人類文化

及科技之進步，上述之定義有些過於抽象。因此需要更精確的文字來加以規範。在 1933 年「關稅

暨貿易總協定」 （General Agree of Tariffs and Trade，GATT）於完成烏拉圭回合談判，並於 1994
年簽署了包括「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簡稱 TRIPS）等協定。參考劉江彬、黃俊英 智

慧財產總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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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營業秘密、半導體電路佈局和不公平競爭，也是目前廣泛討論的智慧

財產權。各國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相關法令的制定，屬於國家的主權行為，

須遵循各國所規範。關於智慧財產權立法目的，在於透過法律，提供創作或

發明人專有排他的權利，使其得自行就其智慧成果加以利用，提昇人類經濟

文化及科技之發展。  

二、 智慧財產權標的與內容:  

關於智慧財產權立法目的，在於透過法律提供創作或發明人專有排他的

權利，使其得自行就其智慧成果加以利用，提昇人類經濟文化及科技之發

展。對於智財權的主張需要依各別內容，一並考量其商業模式與產業特性申

請與組合，才能發揮其經濟價值，以下就其主要內容，依標的順序詳列於表

4。由於本文在實證研究會主要以專利分析，因此將專利申請程序一並整理

於表 5。 

【表 4】智慧財產概要，資料來源 周延鵬 虎與狐的智慧力 P16 

     態樣 

內容 
專利權 商標權 著作權 

積體電路電

路佈局 
專門技術 

客體標的 發明、創

作、外觀設

計 

文字、圖

形、 

記號、顏

色、聲音、

立體形狀或

其聯合 

屬於文學、

藝術、科學

或其他學術

範圍之創作 

積體電路電

路佈局 

專屬資料與

資訊 

權利要件 新穎性、非

顯著性、利

用性、揭露

性 

顯著性、差

異性 

原創性、附

著性 

原創性、非

顯著性 

機密性、經

濟價值、保

密措施 

權利期間 發明 20 年，

新型 10 年，

新式樣 12 年 

10 年，期滿

得延展 

自然人 :終身

加 50 年 

法人: 發表後

50 年 

申請日或首

次商業利用

日起 10 年 

無期限，至

機密喪失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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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申請，審核 申請，審核 非必要 申請登記  

權利內容 排除他人製

造、銷售、

使用、進口 

排除他人使

用 

重製，發

行，散佈，

改作，公

開，衍生.. 

複製，為商

業目的輸入/

散佈 

使用 

權利限制 合理使用原

則 

合理使用原

則，淡化 

合理使用原

則，未有專

屬排他權 

未有專屬排

他權 

未有專屬排

他權 

 

【表 5】專利申請程序，資料來源 劉江彬 智慧財產法上課整理 

項    目 日     本 美   國 歐    體 我    國 

一、 專利申請     

1. 專利優先原則 

2. 優惠期間 

申請優先 

六個月 

發明優先 

一年 

申請優先 

六個月 

申請優先 

一年 

二、 專利審查     

1. 公佈專利申請 

2. 准專利權保護 

3. 請求審查 

申請後十八個月 

有 

需要(申請後七年

內) 

不公佈 

無 

不需要 

申請後十八個月 

有(各會員國) 

需要 

不公佈 

 

不需要 

4. 異議 審查公佈後三個

月內 

不可 專利核准後九個

月 

專利核准後九個

月 

5. 不可申請專利項

目 

原子核變換之方

法，製造物質之

發明，違反公

序、良俗、公共

衛生之發明 

核子武器 

 

植物或動物品

種，製造植物或

動物的主要生物

程式。 

發明的公佈或使

用違反公共程式

或道德。 

動植物新品種 

疾病診斷、治療

或手術方法 

(第廾一條事項) 

三、 專利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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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間 審查公佈後十五

年(不得超過申請

日起二十年) 

專利核准後二

十年(不計申請

日期) 

專利申請後二十

年 

專利申請後二十

年 

2. 專利權擴充 不可 專利核准後二

年內 

不可 不可 

 
貳、 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之思潮，源自於北歐，最早發展於瑞典，繼而推展至丹麥、芬蘭、

英國、西班牙、加拿大、美國及澳洲等歐美國家，「智慧資本」一詞由經濟學家

Galbraith 首先提出，用以解釋公司的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間的差距(GAP)。其

後，對此議題的研究，就如同雨後春筍般，百家爭鳴。有些從知識管理角度切

入、有些從資訊科技觀點進行探討，也有些學者專家從人力資源觀點進行剖析。

智慧財產跟智慧資本主要之不同主要在於與企業營運績效整合21。對傳統會計而

言，除了可客觀衡量的資產能被入帳外，對於創造企業高價值之「智慧資本22」

是無法被列帳的。因而傳統會計愈來愈無法解釋企業之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嚴重

背離的原因，財務報表也就愈來愈不足以提供投資者或一般大眾瞭解企業之競爭

力或未來的獲利潛力。我們也可以在投資市場得到驗證，擁有核心技術和智財而

且是未來明星產業的公司，都享有較市場高出許多的本益比23，這是無法以單純

的財務結果所衡量的。因此唯有以財務與非財務評估做為基礎才能真正顯示出企

業之真實價值因此。對於智慧資本的研究討論非常多，但泛指人力資本，結構資

本和關係資本，本文主要探討標的也依此方向。詳細情況請參考表 6。 

人力資本主要以是主要以人為基礎的知識勞動力，結構資本包括創新資本和

流程資本，主要和企業技術研發與商業模式相關，前者智慧財產權態樣主要有專

利、商標、著作權和知識資料庫，後者主要有營業秘密和工作流程。關係資本包

                                                 
21 參考周延鵬 虎與狐的智慧力，智慧財產產生過程必須要與企業營運機能結合才能提升為智慧

資本否則只是單純的智慧財產。 
22吳安妮（2003）研究指出，智慧資本可區分成內、外部構面，內部構面包括人力及結構資本，

而外部構面包括關係資本。其中結構資本包括創新資本與流程資本，關係資本則包含供應商資

本、顧客資本及社會資本。 
23“本”意指股票的每股市價，為投資人購進股票的成本.“益”意指公司一年的每股稅後純益。因

此，本益比即為每股市價相對於其每股稅後純益的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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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企業的客戶關係、供應商關係和產業鏈的關係網路對於複雜的產業像半導體產

業尤其重要。智慧資本構面的研究詳情請參照表 7。以下逐一分別探討。 

【表 6】智慧資本定義之彙總表，資料來源 吳安妮 無形資產鑑價上課整理研究 

論述 學者 

為了生產高價值資產而被具體化

（formalized）、補捉到（captured）及能發

揮槓桿化（leveraged）的智能原料

（intellectual material）。  

Klein ＆ Prusak（1994） 

Lynn（1998a）  

 

能被轉換成有價值的「資訊」。 Edvinsson ＆ Sullivan（1996） 

人力資本、組織資本與顧客資本的總和。 Petrash（1996） 

是商譽，即為公司「無形資產」的函數。 Booking（1996） 

是一種對知識、實際經驗、組織技術、顧客

關係和專業技能的掌握，在市場上享有競爭

的優勢。  

Edvinsson ＆ Malone（1997） 

 

每個人能為公司帶來競爭優勢的一切「知

識」、「能力」的總和。  

Stewart (1997） 

「能力」(competence)與「承諾」

(commitment) 的乘積。 

Ulrich（1998） 

無形資產或因使用人的「智慧」所組成的元

素與「創新」所增加的財富。  

Booth（1998），Brooking et al.

（1998）Johnson（1999），

Knight（1999） 

社會創新資本（Social Innovation Capital） McElroy（2002） 

 

【表 7】智慧資本構面表，資料來源 吳安妮無形資產鑑價上課整理 

結構資本 
作者(年代) 人力資本 

創新資本 流程資本
關係資本 

Ross et al. (1997)    

Stewar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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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vinsson & Malone 

(1997) 
    

Sveiby, K. E. (1997)     

Brooking et al. (1998)     

Bontis (1999)    

Dzinkowski, R. (2000)     

吳思華 (2000)     

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

心 (2002) 
    

吳安妮 (2003)     

台灣智慧資本研究中心

(2004) 
    

 
一、 人力資本 

在構成智慧資本的要素中，以人力資本為最基礎最根本之要素。人力資本包

括人的知識、行為、經驗及教育程度等皆可為企業創造價值，除此之外，人員互

動性、員工教育及企業資源共享程度亦與企業價值有重要關係。由於產業型態的

改變，企業未來真正的獲利來源是來自於員工的知識，而並不在強調生產設備等

固定資產。必須從管理與技術人力面衡量其品質，其範圍包括董監事、經理人、

行銷業務人員、研發人員等。 

二、 關係資本 

泛指所有企業來往顧客所建立之關係24，包括廠商上下游關係、顧客相關資

料、技術合作和顧客忠誠度等等。其價值可以反應在技術合作和成本控制上，例

如，可進行共同研發以分享技術資源、降低投資風險以及生產成本等好處，但是

卻難以實際數字來衡量其價值。然而透過關係資本，我們可以整理出企業在產業

鏈的位置與重要性。從分析前十大客戶市場地位與占公司營收比重，可以了解其

技術製造優勢與未來可能的成長，另一方面，透過供應鏈管理更可以控制材料成

                                                 
24 顧客包括客戶與供應商，但主要價值還是在企業和主要顧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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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價權和製造效能。目前公司年報無法提供完整十大客戶或供應商，但應可

透過市場資訊或訪談得知。 

三、 結構資本 

 結構資本是智慧資本的主軸，是智慧資本有辦法權利化、產品化、商業化的

部分。主要分為創新資本和流程資本。 

(一) 創新資本 

泛指能為企業未來帶來獲利之價值，包括產品創新、市場創新、設備等。創

新資本並非憑空可得，需企業積極投入研發以及相關企業再造活動，主要的智財

態樣為專利，而其價值不在於數量或被引用次數之多寡，而是要考量其在產業的

關鍵性、區域佈署、權利項、產品組合和資訊網路整合的品質，是否能為企業建

立綿密的專利網和全球競爭優勢。 

(二)  流程資本 

流程資本是指工作的過程、特殊的方法(例如：ISO9000、管理資訊系統…

等)、擴大並加強產品製造流程或服務效率的員工計畫。它可以屬於人力資本的具

體化、權力化以及支援性的基礎結構。其代表企業營運績效，同時也是以製造為

主的企業之競爭力和利潤主要來源，其價值也必須和商業模式結合才能有效發

展。因此企業除了財務資本供給營運資金外，更須充分在研發、生產製造、銷售

服務和資訊網路上，整合智慧財產管理運用，建立企業核心智慧資本和商業模

式。除了可以創造可觀的企業利潤、避免市場價格戰外，也可以制定企業中長期

發展策略，擴大事業範圍維持競爭力。為達到企業永續經營和提升產業競爭力之

目的，智慧資本之創造、管理、衡量及評價，將是重要關鍵。 

 

第三節 產業、技術與產品生命周期 
生命週期（Lifecycle）是一個有趣、重要且運用極廣的概念。生命週期是將

原本靜態的產業技術、產品與市場狀態，賦予了動態與時間概念，讓原本僅針對

某一特定時間之論述有了生命與動的感覺。透過生命周期的分析，企業可以掌握

整個上下游產業、技術和產品的動向。以半導體市場而言，一個新世代的製程技

術需要一年半以上的研發、驗證和試產準備25，而且其競爭是來自於全球的各領

                                                 
25半導體產業的製造方法是在矽半導體上製造電子元件(產品包括:動態記憶體、靜態記億體、微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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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者。對於走在製程技術前端設備商而言，一旦客戶決定量產投資後，製程技術

的領先和設備驗證往往是銷售的決勝關鍵，而且訂單通常由贏者全拿。因此對於

設備廠商而言，更需要提前規劃整個產品線和資源，配合客戶研發量產時程，尤

其要站在全球化角度來看，蒐集好市場資訊以供企業資源調度和擬定智財策略，

也才能決定技術策略、研發方向和智財佈局。更進一步，可以利用資訊平台，整

合技術與產品生命週期管理 (Product Life Management)，加速產品上市和減少製

造成本，發揮生命週期管理管理運用的效益。以下分別就產業、技術和產品部分

提出探討。 

壹、 產業生命週期 

產業生命週期(Industrial Life Cycle )是分析產業發展各時期競爭力之影響，採

用生命週期模型分析各種產業環境與產業發展之各不同階段。根據 Hill & 

Jones(1998)的界定，產業生命週期包括導入期、成長期、震盪期、成熟期、衰退

期等階段，象徵整個產業演化之過程，如下圖 4 所示。各階段的發展決定企業資

源的投入和競爭策略。

 
【圖 4】產業生命周期圖，資料來源 Hill,C.W and G.R. Jones (1998),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p.48 

一、導入期：是指產業才剛起步，因此大眾對此產業尚感到陌生並且企業尚未能

獲得規模經濟來降低成本，因而採取較高的定價，所以在此階段的產業其成

長是較緩慢。在此階段中的進入是在於產業能否取得關鍵性因素。 

                                                                                                                                               
理器…等)，而電子元件之完成則由精密複雜的積體電路(Integrated Circuit，簡稱 IC)所組成；IC
之製作過程是應用晶片氧化層成長、微影技術、蝕刻、清洗、雜質擴散、離子植入及薄膜沉積等

技術，所須製程多達二百至三百個步驟。隨著電子資訊產品朝輕薄短小化的方向發展，半導體製

造方法亦朝著高密度及自動化生產的方向前進;而 IC 製造技術的發展趨勢，大致仍朝向克服晶圓

直徑變大，元件線幅縮小，製造步驟增加，製程步驟特殊化以提供更好的產品特性等課題下所造

成的良率控制因難方向上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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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長期：當產業的產品開始產生需求時，產業便會步入成長階段。在此階段

中會有許多新買者的進入，致使需求快速擴張。 

三、震盪期：由於需求不斷擴大，再加上新企業的加入，使得在此階段的競爭變

得激烈。並且由於企業已習慣於成長階段的快速成長，因而會繼續以過去的

成長速度比較來增加產能，但此階段的需求成長已不如成長階段，因而會產

生過剩的產能。所以企業會紛紛採用降價策略，來解決產業消退與防止新企

業加入的問題。 

四、成熟期：產業經過震盪階段後，便會邁入成熟階段。在此階段中，市場已完

全飽和，需求僅限於替換(replacement)需求。成長階段中其成長率是很低

的，甚至於沒有成長。並且此時的進入障礙會提高，但其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會降低。 

五、 衰退期：最終，大部的產業會進入衰退階段，由於許多因素會使得成長率開

始呈現負的成長，這些因素包括了技術的替代、人口統計的變化、社會的改

變、國際化的競爭等等。在此階段中，其競爭程度仍然會增加，並且有嚴重

的產能過剩問題，因此企業便會採取削價競爭而引發價格戰。 

不同的產業會有不同的產業生命週期型態，因此每個產業在每一個生命週期

階段便會顯現出不同之產業特性，主要的產業特徵如表8 所示。 

【表 8】產業生命週期之特徵，資料來源︰Hill , C.W. and G.R. Jones (1998),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p.52 

生命週期階段 主要產業特徵 

導入期 

 

產品訂價較高 

尚未發展良好的經銷通路 

進入障礙主要來源為關鍵性因素之取得 

競爭手段為教育消費者 

成長期 獲得規模經濟效益使價格下降 

經銷通路快速發展 

潛在者的威脅度最高 

競爭程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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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快速成長使企業增加營收 

震盪期 競爭程度激烈 

產生過多的產能 

採用低價策略 

成熟期 低市場成長率 

進入障礙提高 

潛在競爭威脅降低 

產業及中度較高 

衰退期 呈現負成長 

競爭程度繼續增加 

產能過剩進而產生削價競爭 

以成長率來看，半導體設備產業雖然已經接近震盪期，但只要摩爾定律26還

能夠維持，半導體產品有新的應用和功能提昇，產業就還能夠有成長地空間，然

而產業現在的確正面臨激烈產品價格競爭與市場需求不確定性。 

貳、 技術生命週期 

產業成長的基礎是建立在技術不斷地創新，技術的變化會造成產業結構與形

態的改變，因此我們可以從技術變化的動態過程，來了解產業的演化。相關的研

究甚多，但多集中以技術績效指標和市場交易量隨著時間發展的趨勢為主。技術

創新和成果也是企業的核心智慧財產權，企業可以參考此模型擬定研發智財與產

品策略。 

一、 技術進步曲線 

隨著時間發展，技術績效指標會因技術慢慢成熟而逐漸到達極限，其發展過

程所展現出來第結果，就如同 S 的曲線，也因此被稱為科技發展的 S 曲線。一條

曲線代表一個技術。以半導體產業為例，晶片的效能決定於尺寸的縮小和新材料

的運用。當摩爾定律代表技術的成長期，只要相關技術還能發展，產業就還能跟

                                                 
26 1964 年時，哥登‧摩爾(Gordon Moore)，即英特爾(Intel)公司創始人之一，他注意到同樣尺寸

電腦晶片上的元件數目幾乎是每經過 12 個月就會增加一倍，但是價格沒有改變。他於是預測這種

趨勢在未來也不會改變，因此他的預測即成為半導體工業界眾所皆知的摩爾定律(Moore's Low)。
而且過去 30 年來都一再證明摩爾定律的正確性。只有在 1975 年時稍做調整將 12 個月修正為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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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發展企業也還能成長。只是當晶片極限可以被預測時，企業便必須要思考可能

替代的技術以延長技術的成熟期，同時發展可能的新技術，創造另外一個技術生

命週期和衍生新的產業。

 
【圖 5】 技術發展的 S 曲線，資料來源 Khalil, T.M,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The key to Competitiveness and Wealth Creation 

二、 技術生命週期 

技術生命周期主要以市場交易量為指標，依照技術被應用於生產之普遍程

度，將技術分為技術發展、技術應用、應用萌芽、應用成長、技術成熟與技術衰

退等六階段。可作為技術發展的指引，探討在技術生命週期不同階段，產品發展

與技術發展的關係，促使管理者建立技術組合，來發展最合適企業的策略。其發

展曲線與各階段的特點整理於表 9。技術的價值決定於市場接受度的高低、市場

規模的大小及預期市場成長的狀況。技術本身具有它的生命週期，企業在決定開

發或引進技術前，勢必要看準未來市場的需求潛力。而且必須認定，任何值得投

資的研發成本都有它應該回收的地方，如此才能真正創造出具有高價值的技術。 

【表 9】技術演進特徵表，資料來源 工研院國際知識合作知識分享網，產業分析

之重要因素。 

生命週期階段 特徵 

技術發展 
此階段針對具有明顯價值的基礎研究，開始進行

應用研究 

技術應用 
此階段將技術具體應用在產品上，也就是一般所

謂的萌芽期。 

應用上市 此階段指應用技術的產品開始出現在市場上。 

應用成長 產品開始依市場的需求做局部性或漸進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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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成熟 

在眾多廠商的競爭下，市場趨於成熟，技術的價

值開始下降，企業的競爭重點在提昇製程效率來

降低產品成本。 

技術衰退 
在此階段，產品本身已成為陳舊式樣，銷售量衰

退，技術與產品僅有少部份的改變。 

技術發展 
此階段針對具有明顯價值的基礎研究，開始進行

應用研究 

 
參、 產品生命週期與管理 

和產業與技術一樣，對於市場的接受度與激烈競爭，產品也有其有效的生命

週期。對於產品生命週期的型態研究甚多，但是對與企業而言，市場銷售量與利

潤是決定產品存續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獻主要以 Levitt (1965)以銷售的觀點來

看產品生命週期，從產品出現市場到退出市場這段時間內，銷售量變化與時間的

關係。描述各個階段的產品屬性及市場特性的一種觀念。在不同的產品生命週期

階段，須採用不同的行銷、財務、製造、採購及研發資源策略。以市場銷售量的

觀點可分為四階段，包括：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 (Levitt, 1965; 

Kotler, 2003)。 各階段的定義如下 

一、導入期 (development/introduction stage)：指產品剛推出市場，銷售成長緩

慢，此階段需要相當高的費用來導入產品，因此尚無利潤。  

二、成長期 (growth stage)：指產品快速地被市場接受，銷售和利潤成長迅速的時

期。  

三、成熟期 (maturity stage)：指產品已為多數的購買者接受，銷售成長緩和且呈

現穩定狀態的時期。產品利潤可能趨於穩定，也可能因對抗競爭對手而提高

行銷支出，造成利潤下降。 

四、衰退期 (decline stage)：指產品銷售急速下降，利潤也大幅下滑，終至被其他

替代性產品所取而代之。不同的產品其生命週期的長短不同，每個階段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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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時間也有差異。  

【圖 6】產品生命周期，資料來源 Khalil, T.M,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The key 

to Competitiveness and Wealth Creation 

對於半導體產業而言，相關市場終端應用產品的生命週期越來越短而且需求

掌握不易，所以製造業者為減輕庫存壓力與生產成本，會要求上游設備商努力縮

短設備交期和同時提升設備可靠度。由於一個半導生產設備的供應鏈極為複雜，

交期通常超過三個月，而且隨著客戶的量產，設備的零件材料性能與庫存可能得

隨時調整改善以因應客戶製程的良率提升的要求。由於設備業者的產品特色為少

量而且相關零件規格均為客制化，特別是產品剛推出市場的時候需要在客戶量產

的環境改良，因此如果產品出現瑕疵或者是訂單交期不穩定半導體設備業者與其

供應商面臨極大的壓力。因此如何結合產品生命週期同步做好產品研發、生產與

銷售，產品生命週期管理系統已經成為各家不可或缺的價值系統，以下利用前面

產品生命週期的觀念探討此一系統也會在後面章節探討其運用。 

產品生命週期管理系統 (PLM,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27，廣義來說，

從企業的角度來談產品資料(Data)的管理與其作業程序(Process)的管理，協助企業

管理產品資料與其作業程序。若從狹義上來講，指研發至工程規劃領域之應用，

強調在 R&D 與工程作業階段如何有效的整合管理產品資料(藍圖/文件)與作業流

程(工程作業程序執行)，同時探究如何整合後端之相關系統。 

產品研發是企業競爭命脈之所繫，但往往也是管理上的死角，如果能隨時掌

握產品研發的各項資訊，如各研發專案的進度統計、各派工及產出完成率、延誤

                                                 
27從字面上來看，產品生命週期管理系統函蓋產品的上、下游，舉凡需求、規格、研發、設計、

工程、製造、銷售、服務與維護，每一個階段所衍生出來相關資料都在 PLM 的管理範圍內，讓

參與這些流程，建立及使用這些資料的人（包括客戶，供應商，及企業內員工）能在這個平台上

快速的取得資訊，加速所有流程的推進，同時藉由這個平台能更好的管理產品資訊，使每個用戶

都能在適當時候取得正確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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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物料、供貨….等，則可針對各項執行缺失，進行支援或糾正，縮短產品上市

時間、降低工程變更成本、妥善管理研發成果，大幅提升產品研發的效率及品

質。除了傳統產品研發管理(PDM,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ment)之產品資料，

如圖檔文件、產品、料件、BOM 表28、各流程表單等之版本版次、申請審查改變

電子流程、權限控管等功能之外，PLM 更加強產品研發的專案管理面，確實做好

產品研發的專案管理，並彙整各項管理資訊，提供企業經營者政策擬定、高階主

管缺失修正、基層主管執行追蹤之用。整合上述概念，不難發現，為何產品生命

週期管理和 CRM（客戶關係管理,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SCM

（供應鏈管理, Supply Chain Management）與 ERP（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並列為企業資訊管理的四大系統。 

 

第四節 競爭分析 
麥克．波特（Michael E. Poter）為美國最著名的經濟策略大師，他從企業到

國家的角度提出了「競爭優勢三部曲」的一整套理論。波特的理論隨著國際趨勢

與全球化發展不斷修正，而造就廣為採用的分析架構，在全球經濟範圍產生深遠

的影響。波特首先指出產業中存在著五種競爭力，分別來自於產業的競爭者 

( Industry competitors )、潛在進入者 ( Potential Entrants )、替代者 ( Substitutes )、

供應商 ( Suppliers ) 和買主 ( Buyers )，由於存在著這五種競爭力，因此所謂的

競爭策略，就在於討論應該採取何種策略來對抗這五種競爭力。  

此外，波特提出一個有效且獨特的分析工具，那就是「價值鏈」( Value 

chain )，波特認為診斷競爭優勢並且尋求改善企業體質的基本工具就是價值鏈29。

當然，公司的價值鏈，進一步可以和上游供應商與下游買主的價值鏈相連，構成

一個產業的價值鏈，這樣可以把價值鏈作充分有效的串聯，對競爭力的增強頗具

意義。因此本文採用其競爭分析模型(五力分析)與競爭優勢工具(價值鏈)做為產業

與企業分析的理論與架構。 

                                                 
28 BOM (Bill of Material) 定義：一個最終產品之定義包括製成該最終產品之所有項目、成份或原

物料的清單，此清單即稱為物料清單。 
 
29價值鏈把企業運作的各種活動，劃分為產品設計、生產、行銷和運送等獨立領域，透過對價值

鏈的影響，這些企業活動的範疇──也就是競爭範疇 ( competitive scope )，會對競爭優勢產生舉

足輕重的交互關係，最終能夠提升競爭優勢。參考波特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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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五力分析 

波特認為有五個因素(詳情參照圖 7)會影響產業競爭及決定獨占強度的結構。

透過五種競爭力的分析，有助於釐清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點出產業中競爭的關

鍵因素，並界定出最能改善產業和企業本身獲利能力之策略性創新。簡單的說法

就是一個企業為求在市場上持續競爭或是長久生存，所需要關注的五個面向，或

稱為五種力量（驅動力）。而這五種力分別為客戶議價能力（the bargaining 

power of customers）、供應商議價能力（the 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新近

入者的競爭（the threat of new entrants）與替代品的威脅（the threat of substitute 

products）與現有廠商的競爭（The intensity of competitive rivalry）等五個因素。

其分析模型中的五大競爭力如下： 

一、 新加入者的威脅 

新進入產業的廠商會帶來一些新的產能，不僅瓜分既有市場，也會拿走一些

資源。Aaker(1988)認為，業界中凡採行市場及產品擴張策略、垂直整合策略、擁

有特殊能力或資產待價而沽等策略的公司，均為潛在的競爭對手。形成產業的進

入障礙可能有法令、特殊資源的取得、經濟規模等因素。 

二、產業內的競爭強度 

產業中廠商家數之多寡是影響競爭強度的基本要素，除此之外，競爭者的同

質性、產業產品的戰略價值，以及退出障礙的高低都會影響產業內的競爭強度。 

三、供應商的談判力量 

形成供應商談判能力主要的原因是基本的勞務或主要的零件由少數廠商供

應，沒有替代品，同時本身又欠缺向上游整合的能力。 

四、購買方的談判力量 

購買者的談判力量除了決定於購買的數量以外，購買者對產品的知悉程度、

轉換成本的高低以及自身向後整合的可能行都是主要的影響因素。 

五、替代產品的威脅 

替代品決定了本業廠商訂價上限，等於限制了一個產業可能獲得的投資報酬

率。當替代品在價格或性能上所提供的替代方案愈有利時，則對產業利潤的限制

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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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波特的五力分析模型，資料來源︰Michael Porter(1985)，Competitive 

Advantage, p.23 

 

貳、 價值鏈 

價值鏈分析目的，是為了降低成本和增進產品在顧客心目中的價值，提昇企

業的競爭優勢。因此，如何有效地分配利用與管制整合一個組織的有限資源與能

力，對於企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也是企業組織發展的依據。Porter 認為競

爭優勢無法以「將整個企業視為一體」的角度來理解。他提出「價值鏈」（value 

chain）的觀念30，作為分析企業競爭優勢與建構競爭策略的分析工具。他認為企

業是由內部各個不同活動的集合體，可以用價值鏈分析說明。而價值鏈呈現的總

體價值，是由各種價值活動和利潤加總構成，將顧客和服務予以最大化的價值鏈

是企業追求的目標。企業的所有活動，都可被歸納到價值鏈的各價值活動。價值

活動可進一步分為「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和「輔助活動」（Support 

Actvities）兩大類。主要活動也就是從產品設計到消費者的過程中涉及產品實體

的生產、銷售、運輸、及售後服務等方面的活動。輔助活動則是藉由採購、技

術、人力資源、及各式整體功能的提供，來支援主要活動、並互相支援以提升主

要活動的效率。 

                                                 
30所謂價值指的是產品價格乘以銷售量也就是營收。鏈代表各活動相互影響而互相依賴地關係。

企業每一活動對於最終顧客均有附加價值，稱為價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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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波特的價值鏈與價值活動，資料來源 Porter,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另一方面，當辨別出價值活動後，企業所要考慮的是，那些價值活動能創造

最高的附加價值，那些價值活動是自己所累積培養的核心能力，那些是關鍵活

動，然後再思考由組織來做還是由別人來代工。經由這種原則，協助企業發展核

心能力，使各種活動和資產能達到最大的效果。波特提出「成本」與「差異化」

是區隔企業競爭優勢的兩項指標，企業透過價值鏈的考量，一方面要發揮價值鏈

的功能，一方面又要降低成本，其中最主要的是能不斷地強化核心事業，而又能

在成本上取得優勢，最後能產生和競爭者差異化的競爭優勢。尤其在企業進行全

球化佈局與地域化的接點上，波特主要使用價值鏈做為全球競爭策略的基本分析

工具，並且指出：(1)跨國企業在全球策略上所呈現的特徵，在於價值鏈中主要業

務活動能自由配置在世界各地；(2)如果把價值鏈中主要的業務活動盡可能配置在

相同的場所，將有利於創新並提升競爭力。若將價值鏈映用於產業環節上，反映

出來就是產業的價值鏈。也可以將價值鏈的觀念運用於產業鏈上，幫助企業了解

整個產業技術、價值和競爭環境以發展企業營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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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每段文獻在後面章節市場分析與個案研究上都有其運用，整個文獻的摘要內

容整理依各主題內容整理於表 10。 

【表 10】文獻探討整理 資料來源ㄅ本研究整理 

主題 內容摘要 目的 

麥肯錫的分析

架構 

界定問題、設計分

析作業、資料分析

和解讀分析 

將問題結構化 邏輯化。然後建立一套流程，找

出有用的資訊並有效率地呈現 也是本文分析問

題的主要邏輯架構。 

智慧財產與智

慧資本 

定義與範疇 了解智慧財產與智慧資本的具體內容和其相關

研究。以利本文智慧資本化和智財管理、策略

的延伸探討。 

產業、技術與

產品生命週期 

各生命週期的定

義、各階段的特徵

與企業對策 

了解生命周期特性和模式分析在半導體產業、

技術到產品結構的要點，作為晶圓製程設備產

業分析的基礎。而產品生命週期管理也是既有

廠商在資訊網路化的重要資訊整合平台。 

競爭分析 五力分析模型與價

值鏈 

利用五力分析模型，探討晶圓製程設備產業的

競爭分析。而價值鏈可以作為產業鏈、企業競

爭優勢和尋求改善企業體質的基本分析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