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個案討論與彙總 

 

第一節 聯強國際 

 

背景介紹 

聯強國際前身為神通電腦公司微電腦部門，1988 年與英商雷克斯

合資，聯強國際成立，隔年創立 LEMEL 品牌。1993 年購併美商 COMPAC

公司，改名為 SYNNEX，聯強國際亦改名為 SYNNEX，神通集團的資訊

產品代理網路 開始佈局國際。聯強目前的通路版圖橫跨大陸、香

港、澳洲、泰國、印度、中東。新聚思則負責拓展美國、加拿大、日

本、墨西哥的市場。全球通路版圖，超越 3500 億台幣！ 

成立的背景 

在聯強創出新的通路經營模式前，過去的通路商通常以塞貨來衝

業績，讓經銷商有銷貨的壓力與大量的庫存，賣不出去會向通路商申

請補貼，形成不理性的通路循環。資訊產品生命週期短，許多產品降

價快，大量的庫存損失與付出補貼的通路商苦不堪言，聯強甚至發生

受到倒帳收不到錢的情形。過去原廠及通路商不願做維修，許多維修

則推到經銷商身上，品項增多產品生命週期簡短，讓經銷商負擔很



重，消費者要等一個星期，才能拿到送修產品。面對這種通路生態，

聯強試著不斷的找差異化的經營方式，思考競爭優勢在哪裡。 

經營模式 

 

 

 周邊小商品--->關鍵零組件--->整個系統（小內大外） 

經營模式： 

圖 4-1 聯強國際的經營模式 

 

聯強的整個經營發展模式如圖 4-1 所示，先由電腦的周邊商品經

營起（例如，磁碟片），之後再販售電腦內部的關鍵零件（例如，主

機板），最後，轉而販售整部電腦系統。 

 

通路商＿

聯強 

顧客 經銷商 電腦廠商 

圖4-2聯強國際在供應中的角色

維修 

 

 

1990 年聯強確立拓展資訊、通訊通路業務，決定採取「開放式通

路」經營，首創銷售、配送、維修三合一，打造世界獨一無二的通路

商營運模式，建立其特殊的優勢。服務經銷商的客戶-消費者，透過

對產品資訊的瞭解，較不會買錯東西，減少經銷商花費解說產品的時



間; 

對使用技術的瞭解，可降低操作不當對產品的損壞，減少通路商

的維修負擔。說明如圖 4-2，聯強位於供應鍊中的通路商位置，本無

接觸最終顧客的機會，而採取新的經營模式後，聯強可以利用銷售、

配送、維修的機會接觸消費者。此外，因為行銷預算不多，直接在資

訊產品的包裝上印聯強國際的標誌來省錢，最早推出的是推出低成本

的品牌產品-磁碟片，從這項低成本產品打響 LEMEL 的名號。1992 年

成立物流車隊，針對大台北地區客戶展開「半天送達」的快速配送服

務。1993 對經銷商推廣「少量多樣，一次購足」的觀念與作法，降

低經銷商庫存風險，提高其採購便利性。長時間的接觸消費者，發現

廠商統一生產的電腦，並無法符合個別客戶的需求。針對該情況，1993

年推出了 LEMEL 品牌個人電腦，採用各廠牌的零件，根據消費者的喜

好組裝，提供為其量身訂做的電腦，深受好評。1997 年提供消費者

「今晚送修，後天取件」快速維修服務。同年，購併香港雷射公司，

開始經營香港、大陸市場。在全省各地成立「大哥大快速維修中心」，

率先提供消費者「大哥大 30 分鐘完修」服務。 

1990 到 1999 年，營業額成長 35 倍，從新台幣十四億到五百三十

六億，1999 年營收是其通訊通路競爭對手震旦行的 2.6 倍，資訊通

路是對手宏碁的 2倍。國內資訊通路有六千個經銷點，通訊通路有四



千個經銷商點，通路涵蓋率逾 90%，穩居資訊通路業的龍頭。 

 
圖 4-3 聯強國際的標誌 

全面 e 化-MIS 系統 

聯強的企業標誌（圖 4-3）可分為兩部分，上半部的「Ｍ」象徵

科技的橋樑，代表聯強 通路商的角色，兩邊分別連結原廠與客戶，

同時這也代表聯強的業務部門。下半部的「Ｗ」則是橋墩，透過橋下

的水紋與波浪而區分為三層，第一層最接近橋樑，代表產品規劃、市

場行銷與技術支援三大組織功能，由其直接支援業務人員，達成業務

目標；其次則是資材與財務管理部門；最底下則是聯強的資訊管理（Ｍ

ＩＳ）與人力資源（ＨＲＭ），象徵聯強的一切運作均以這兩者為基

礎。 

其中最需要提及的是聯強自創的資訊系統 MIS，初期是開發電腦

系統來管理庫存。之後，各部門電腦化的過程中，將各主管做決策時，

可能考量到的重點，加以程式化，讓員工自行模擬。藉電腦幫助決策，

主管可以放心授權給下屬進行一般性決策。聯強的資訊系統以透明化

的原則，讓員工從不同的角度切入，取得所需資訊。 

全面 e 化-網路資訊流 

2000 年由資訊流著手利用網路加速資訊的傳播，簡化流程，增加



通路業的整體效率，但物流的基本架構不變。將網站定位成知識網，

加盟的經銷商、消費者，可由網站上得報產品說明，市場趨勢，使用

知識、產品比較等資訊。建立資訊流，有關聯強代理的八十幾類產品

資訊、技術諮詢資訊。聯強的經銷商可以上網了解市場趨勢與銷售訣

竅，並有特價優惠。讓用價位品牌規格等不同條件，收尋到自己需要

的產品，消費者上網站的過程中，聯強也建立了線上資料庫。過去聯

強業務員每天接一萬兩千多通的電話，只有四分之一位下訂單，其餘

都在詢問價格及瞭解貨品資訊，現在可上網查資訊，減少業務人員的

負擔;未來針對上網習慣與能力較佳的經銷商，進行 B2B 的電子商

務，直接網路下單。聯強不斷用新工具來提升績效或建立競爭優勢。 

高品質的服務是聯強最大的競爭優勢，將自己定位成經銷商的物

流、配銷、維修的服務供應商。本身不介入連鎖門市直營，採自由加

盟、免加盟金的彈性經銷制度。 

內勤業務人員制 in house sales 

設立『內勤業務人員制 in house sales』，過去下單透過業務人

員親自拜訪，談價錢，到訂貨或往往需要一天以上。為增加效率，聯

強讓外勤人員一樣在外面擴展業務，但客戶要下訂單，則透過電話下

內勤業務人員下單，讓訂貨流程由一天以上縮短到十分鐘。 

聯強的競爭優勢 



聯強面臨的威脅有生產供應商可能自己進來設通路公司，抽掉代

理權。專業維修公司引進台灣。但聯強認為目前資訊通路業的分工效

率，已達到一定水準，國外供應商無法像聯強一樣有效率地快速運用

物流與維修，同時服務萬家經銷商，短時間很難達到和聯強一樣的經

濟規模。聯強的優勢-logistic（運籌）,execution（執行），是競爭

者難取代的！ 

海外市場的經營 

神通集團早在一九九二年，即由神達以一千二百萬美元的價格，

購併美國的 Synnex 公司，而 Synnex 同時又在日本、墨西哥、澳洲等

地擁有子公司，加上美國 Synnex 又在一九九七年購併了當地最大電

腦連鎖門市 Computer Land，構成了神通集團的全球資訊通路網絡。 

  聯強雖持有美國 Synnex22.5％股權，不過並未實際介入經

營。因此， 一九九四年七月聯強以購併方式成立了新加坡子公司，

可視為其拓展海外市場的起點。不過這卻是個失敗的案例。 

  「新加坡是個相當淺碟式的資訊市場」，杜書伍找出了聯強在

新加坡失利的主因。新加坡幾乎沒有單單經營地區性市場的資訊通路

商，而是以進出口貿易為導向，當地的電腦門市若要進貨，大多直接

向大型的國際貿易商接洽。此一通路型態與其他地區，從原廠下放代



理權給通路商，再到經銷商手中的結構完全不同，因此聯強在新加坡

嚐到了敗績，於兩年之後從新加坡撤離，前後也虧損了新台幣數千萬

元。 

  一九九七年購併香港雷射公司，則是聯強將其通路經營模式移植

到海外的另一個起點。亞太地區一直是聯強跨向海外的首要目標，主

要考量在於市場環境與台灣較為相似，而亞太地區除日本之外，最具

發展潛力的市場則為台灣、中國大陸與澳洲。1997 年 6 月，聯強購

併了香港雷射公司，正式進軍香港、大陸資訊市場。此後，原為美國

Synnex子公司的澳洲Synnex，在 1998 年初劃入聯強旗下；1999 年初，

聯強又趁東南亞金融風暴後，當地資訊通路重新洗牌之際，購併泰國

當地的通路商，將勢力伸向東南亞。 

尋找合作伙伴的方式 

  通路業是地域性相當強的行業，必須對當地市場有深度的了

解，並深入經營產業結構的最底層才能成功，而聯強發展海外市場，

不僅僅是資金上的投資，更包括經營觀念、方法、制度、文化的移植，

因此聯強跨向海外市場時，一直視尋找恰當的合作伙伴為第一要務。 

  聯強尋找海外合作伙伴的過程一直相當順利，其中，原廠扮

演著相當重要的催化角色。由於聯強在台灣的銷售成績非常好，使得



把產品交給聯強代理的原廠，也對聯強的經營模式產生高度認同。當

原廠獲知聯強有意朝海外市場發展時，往往也樂於介紹，聯強購併香

港雷射公司，便是透過英特爾的介紹。 

  此外，原廠經常對其他地區的通路商提及聯強，讓聯強在亞

太地區的通路業界擁有相當高的知名度。近年來，由於資訊產品低價

化的趨勢加快，且因國際性金融風暴的衝擊，使得全球各地通路業的

獲利能力大幅衰退，但聯強卻一直維持高度的成長，相對地，其他國

家的通路商引進聯強經營模式的需求也為之提高。當聯強有意與其合

作時，對方的意願往往也相當高，這使得聯強跨出海外的難度大為降

低。 

  透過原廠介紹，不僅縮短了聯強尋找合作伙伴的時間，也提

供了聯強了解對方的機會。文化的移植，並非短時間就能完成，合作

對象的「慧根」也很重要，因此當聯強看上一家海外合作伙伴時，至

少先經歷一年以上的交往時間，彼此深入了解對方之後，才正式敲定

合作案。 

經營模式移植海外 

  實際的移植過程，也力求步步踏實。依照聯強的規劃，ＭＩ

Ｓ是一切運作的基礎，也是工具，並且需要一段練習的時間。因此經



營海外市場的第一階段，以ＭＩＳ的移植為重點，且效果也立即顯現

出來。 

  在產品管理方面，海外子公司的庫存天數已大幅減少，存貨

週轉率大為提高；至於通路管理方面，海外子公司使用聯強的ＭＩＳ

之後，對於訂單來源、分佈與成長狀況，均能清楚地掌握，並且從中

尋求改善。由於通路業具有客戶數多，且大、小客戶兼具的特性，加

上產品品項眾多，缺乏一套完善的管理工具，業者對市場的掌握只能

憑藉模糊、概括的印象，而且也無法同時精確地掌握每一家客戶的動

向，這也是聯強ＭＩＳ在通路、產品管理方面的最大功能。 

  通路管理與產品管理之外，在運籌管理部分，聯強的ＭＩＳ

也在各海外基地的倉儲作業上展現初步成果，提高了倉儲運作效率、

改善出貨準確度。而ＭＩＳ當中，管理物流配送的部分，則須與物流

體系配合，至於維修運作的管理，則須在物流體系完成之後才能進

行，因此移植的順序排在後面。ＭＩＳ之後，則是興建自動化倉儲、

發展物流與維修體系等等，一切均按部就班地進行。 

  聯強雖然是把國內的經營模式移植海外，但耗費的時間卻不

見得較短，也並未因為此一模式在國內運作相當成功，而忽略了建構

這套通路運作機制正確的步驟。「我們不是派人拿著資金與產品，到



國外去投資，而是拿著系統，去經營各國的本土市場」，杜書伍說，「就

像麥當勞在各地複製經營模式一般！」這也是聯強將區域性的通路

業，加以國際化的作法。 

  一九九九年聯強香港子公司營業額約新台幣九十億元，澳

洲、泰國分別為三十億元、十二億元，總計僅約聯強在國內市場營業

額的三分之一左右，規模都不算大，整體效益也尚未顯現出來。但無

論香港、澳洲，或是泰國，目前都還處於聯強複製通路模式的初期，

還不到評定聯強經營海外市場成敗的時候，不過，一如聯強發展資訊

通路之初，看到了許多同業所發現的問題一般，聯強走向世界舞台

時，也有著獨到的思考方式。 

結語 

  在企業經營上，苗豐強先生一直秉持一個重要的理念，亦即

「成長而不混亂」，聯強在擴張海外勢力的同時，儘管其他國家的通

路商與聯強合作意願相當高，甚至主動出擊與聯強接觸，但聯強深刻

了解本身的人力無從應付所有的合作關係，因此，除非當地市場夠

大、合作對象的經營理念契合，否則絕不貿然躁進。 



  聯強無論從資訊通路跨向通訊領域，或是從國內市場跨向海

外，均特別注意每個步伐是否都走得穩健踏實，待時機成熟時，聯強

的準備動作也已經完成，隨即展現出驚人的爆發力。 

第二節 永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展三階段 

永裕的發展過程主要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在 1998 年之前

為主機板的 OBM 時期，永裕推出自有品牌的主機板，主要針對國

內外 DIY 組裝市場的客戶。外銷的部分是透過貿易商將主機板外

銷售到海外市場。第二個時期是在 1998 年到 2000 年的替電腦大

廠代工的 OEM 時期，開始接國外廠商的訂單，為他們代工製造主

機板。第三時期為電腦系統的 OBM 時期，時間是 2001 年迄今，

這個時期的技嘉開始對消費者全面推出自有品牌，推出電腦、液

晶螢幕、電腦周邊設備、網路設備等。一步步地經營品牌形象，

未來還可能會推出如手機、DVD、MP3 等電子周邊商品。 

主機板 OBM 時期（1998 年之前） 

1990 年和通路商聯強國際、鈞達等合作，透過通路商販售主機



板，打開在台灣的主機板市場，暢銷全台灣。該時期的主機板同時也

銷售到國外市場，主要是透過貿易商，提供給國外的 DIY 組裝市場的

顧客或當地的通路商 Distributor 來進行販售，這個時期的永裕在推

出主機板的同時也讓消費者接觸到永裕這個品牌。如圖 4-4，永裕的

主機板透通路商、經銷商來銷售給消費者，消費者也接觸到永裕這個

主機板品牌，形成彼此溝通的媒介。 

 

通路商 顧客 經銷商 永裕主機

板 

主機板品牌形象 

圖 4-4 永裕在供應鍊中的角色 
 

 

OEM 時期(1998~今) 

在 1995 年左右，永裕預測未來的電腦產業會形成寡占的現象，由

數個大廠瓜分整個電腦市場。且大廠為追求生產效率、降低成本，將

部分零件交給其他廠商為其代工，專業分工已成趨勢。因此，永裕也

開始接大廠的訂單，替他們代工。第一家接的代工訂單為 Compaq（康

柏），剛接第一家 Compaq 的訂單時，永裕內部的品質控管流程，都必

須應訂單廠商的要求做改變，轉型初期成本很高，且 Compaq 對電腦



主機板的成本結構瞭若指掌，且該訂單占永裕出貨量的八分之一到十

分之一。因此，對永裕的議價力高，導致在代工方面的利潤被壓低，

初期 OEM 的利潤並不高。  

為能夠接大量的代工訂單，1999 年 4 月份永裕到大陸設置新廠，

6 月份開始運作。經驗由學習而來，和 Compaq 合作後，在過程中學

習了許多寶貴的經驗。也開始依照自己的條件，選擇適合的合作伙

伴，找尋對方的控管機制能和自己相容的廠商，願意給較合理利潤的

公司。另外，特別設立新部門特別處理 OEM、ODM 事務，提高效率。

經過之前的經驗，永裕開始盡量不接最大電腦廠商的訂單，平均幾家

大廠的接單量，以免對方議價力太大利潤被侵蝕。合作的廠商有 IBM，

日本廠的富士 Fuji，日立 Hitachi，歐洲廠則有富士通-西門子，

NEC-CI，大陸廠商則有 Lenovo 聯想、方正、長城 Great wall、清華

同方 等。至今仍和這些廠商維持良好的合作關係。也從和這些廠商

的合作過程中習得不少的寶貴經驗，如與日商合作的過程中，該廠商

會教授一些重要技術及品質控管的方法，並給予合理利潤，在這合作

的過程中技嘉也更成長茁壯，技術也日益精良。 

電腦系統的 OBM 時期（2001~今） 

經過長期以來的代工磨練，永裕的製造技術日益精進，所生產的

主機板的品質更是有目共睹的。永裕認為電腦裡最重要的主機板製造



技術，已經相當成熟，不良率相當低，且推出自有品牌的利潤遠高於

代工。於是，在 2001 年推出自有品牌的系統及 bare bone。bare bone

是將系統中的掉 CPU、Hard disk、Memory 去除，因為該三項的價值

高、價格波動大，為避免運送時受損而產生 price drop，故由通路

商於客戶購買時在加裝上去。 

永裕在透過將主機板推到 DIY 組裝市場時，或藉由通路商、貿易

商接觸消費者時，同時將自己的品牌形象傳達給消費者。久而久之永

裕的主機板，在消費者心目中都擁有優良的品質形象，也都會指名購

買永裕的主機板。主機板的品牌形象優良，永裕便想藉主機板的形象

延伸到整部電腦，推出以同品牌的系統或 bare bone 等電腦周邊產

品 。 

海外市場的經營 

國外的品牌推出方式，為降低風險，先藉由原有的海外通路商為

管道，小部分的試賣系統與 Bare bone 等電腦產品，來試探消費者的

反應為未來永裕的品牌推出海外市場鋪路。 

 

 

第三節 海暢實業 



背景介紹 

海暢集團成立於 1984 年,初期以禮品之貿易製造外銷為主，1995

年成為全球藝品最大且最佳製造商之一。2001 年在美國成立了法藍

瓷公司，作為推展自有品牌的美國行銷營運總部， 2002 年 6 月，

正式推出以蝴蝶為設計主題的法藍瓷「蝶舞」系列產品，參加美國各

大秀展，在紐約禮品展中被票選為「最佳禮品收藏獎」，2003 年 3 月

在台首賣。法藍瓷在大陸設廠負責生產，台北總部的重點則放在設

計、市調、研發、打樣，以及財務、接單、銷售業務等。目前在全球

已有超過四千個銷售據點，年營業額超過八千萬美元的國際知名品

牌。 

發展三階段 

從海暢集團從事代工到推出自有品牌近三十年的時間，主要可分

割為三個時期：OEM時期(1969~1984)，ODM 時期（1985~2001），OBM

時期（2002~） 

OEM 時期（1969~1984） 

1969 年海暢集團前身-海歌貿易公司成立，主要經營出口手工藝 

品、皮件、雨傘等貿易事業。直到1984 年正式成立海暢集團，以禮

品製造及貿易外銷為主要經營範疇，陳立恆先生發現這塊市場的利潤

很大，想要自行進入這個市場，但是在缺乏資金、技術、人才的情況



下，認為無法和當時已在禮品產業中的廠商競爭。因此，海暢集團開

始替客戶進行代工製造，為將來的OBM鋪路！ 

創業初期是利用陳立恆先生的人脈得到一些廠商的訂單，並針對

這一些廠商提供品質優良的產品且準時交貨，長期下來已經良好的建

立口碑並獲得顧客信任。海暢在這對代工期間，累積了許多製造技術

方面的能力，且力求創新改進，製造、設計的能力提高不少。因此，

後來取得了歐美知名瓷器品牌像是德國Kaiser、英國Halcyon Days

等廠商的訂單，並與這些廠商培養了特有的溝通效率、信用資產。因

此，建立的長期且穩固的合作關係，且代工的廠商不斷增加！ 

ODM 時期（1985~2001） 

在OEM 時期累積相當程度的技術和能力，以及過去與客戶合作所

獲得在設計產品上的know-how，並於1985 年成立了設計開發部，延

攬百位專業的開發人員，開始為顧客提供設計的服務，針對顧客的構

想及產品需求，由具有經驗及設計專業的人才替其設計並製造，提供

向後整合更高層次的服務。這個時期的海暢已經可以自己設計、打

樣、製造，再將成品賣給各大品牌廠商。長久以來秉持『以顧客最大

利益為考量』，優良品質及準時交貨，在該產業的口碑也越來越好。 

OBM時期（2002~至今）---自有品牌FRANZ 法藍瓷 

面對大陸廉價代工在成本上的優勢，漸漸使得海暢集團感受到強



大的競爭壓力，生存空間被壓縮，代工的利潤降低，必須轉型來面對

環境的變化。

 

供應商 各大 
品牌商 

顧客  a.OEM 

圖4-5海暢在供應鍊中的角色 

海暢集

團 

b.Franz 品牌形

 

一直是世界頂尖的禮品供應商，幫水滴娃娃、迪士尼等大廠接單 

10 多年，曾經為迪士尼、哈利波特等國際品牌代工，賣出的「泰迪

熊」瓷器玩偶已經超過兩億隻。近三十年的代工經驗，從客戶那裡學

得了一些市場經營與行銷的策略，且藉 OEM 、 ODM 來認識市場狀況。

如圖 4-5 a 部分，海暢集團在 OEM、OBM 時期，逐步培養了許多創意

豐沛、技術精湛的專業人才。經歷近三十年的代工，磨練出設計與量

產功力，經過前兩個時期的累積，海暢集團擁有量產的能力及市場的

資源，及優秀的設計及研發能力。於是在 1997 年起積極部署，投資

新台幣數億元從事陶瓷廠的研發和生產，以培養世界頂級瓷器技術團

隊為重點； 1999 年，進駐台北內湖科學園區，設立研發和製造中心，

在 2001 年自創新品牌「法藍瓷」，期望能取得新瓷器時代的市場。 

為了爭取世界市場認同，法藍瓷先由國外市場開始銷售。陳立恆



先生認為要成為世界知名品牌，一定要有銷售量，美國的市場規模夠

大，從美國立足才能放眼全世界。2001 年在美國成立了法藍瓷公司，

作為推展自有品牌的美國行銷營運總部 

在該時期，法藍瓷所處理的是和顧客的交換關係，直接面對消費

者。（圖4-5 b部分）透過品牌Franz當作和消費者溝通的媒介。 

推出自有品牌初期，海暢必須應付之前代工廠商抽單的可能。但

海暢靠著過去和代工廠商合作的誠信關係，陳立恆先生任為創品牌當

時彼此的關係認為已到人和的階段不會製造衝突。坦然和下單商溝

通，把開發新的精緻藝品路線想法說開來，不僅讓對方放心不會因此

被搶走既有客層，也讓他們心理有準備，一旦新商品上市，必定採取

一定品牌策略，不是到市場上胡鬧一番的。 另外，為讓代工廠商放

心，法蘭瓷推出後他們就不做瓷器方面的代工，僅做其他產品的代工。 

法藍瓷的主要作法如下： 

●利用高科技技術，進行設計生產，只有在上色的時候用人工手

繪。至大陸設廠製造上色，壓低人工成本。   

●使用的技術是唐代的釉下彩，唐代突破了以往單一釉色的限

制，使得瓷器上得以表現了各種顏色。與市售的品牌不同的地方，在

於法藍瓷將花、草、蟲、魚、鳥獸，融入到所設計的瓷器之中，以立



體的瓷器聞名。法藍瓷就是要給人驚豔的感覺，讓人第一眼就會注意

到。 

●清楚的品牌定位-平價陶藝，手工製造，結合中國久遠的陶彩歷

史。 

●參加大型的展覽，有效接觸目標顧客-2002 年 6 月，推出以蝴

蝶為設計主題的法藍瓷系列產品，參加美國各大秀展，獲得好評，在

紐約禮品展中被票選為「最佳禮品收藏獎」。透過該禮品展，開始接

獲各國代理商接洽，在美國、歐洲等 2000 個據點銷售。 

●陶瓷品牌背後的意義，勝過於產品本身。例如Meissen，雖然在

第一眼的感覺沒有很特別，但是他所打的是三百年的歷史，是第一個

在歐洲的製造白瓷的公司，以皇家傳統的貴族形象，在市場上屹立不

搖。法藍瓷雖在市場上是新品牌，但它和中國久遠的陶藝文化相結

合，國際市場看該品牌的感覺，是看到了三千年的中國歷史！ 

●生產：把新創的瓷藝產品，進行小量試產，以寄賣或是交給 

少數的小盤商試賣，目的在於蒐集消費者對於新產品的反應資

訊，以便確立研發設計部門的方向。  

●創意：邀請國家文藝獎得主結晶釉畫創作大師孫超先生，出任

法蘭瓷的藝術顧問，在內涵上支持了法蘭瓷的藝術厚度，實際督促法

蘭瓷的極致技術程序，力求最終產品呈現出現代感的唯美創作。  



●人才：法蘭瓷的創作精神源自對大自然的喜愛，瓷藝品的主題

多是花草蟲鳥、野生動物等，畢業自美術及陶瓷相關科系的年輕設計

師們，由老師父提供或自己累積的國外代工經驗，每年從逾千種的新

產品設計中，接受消費者的偏好挑戰及生產線的磨練，練就出東、西

方市場皆愛的精品。  

●財力：先從小量試產開始，確立消費者接受的商品路線，就進

行大規模投資去搶食市場。 

結語 

法藍瓷是美國走紅的台灣自創品牌藝術禮品，每年營業額一千萬

美元。陳立恆先生說，任何科技業者都看不起這樣的數據，可是法蘭

瓷單一品牌的毛利率是一五％，較傳統科技製造業來的高，「文化 創

意產業適合中小企業，而且可以『小的快樂』，不會有科技大廠血淋

淋的廝殺」。目前已經在 Harrods、Neiman Marcus 等歐美 2500 家通

路出現，且前景看好。希望藉著法藍瓷在國際市場上的成功經驗，能

帶領更多的國內代工廠商自創品牌，與法藍瓷一起在國際市場共舞。 

第四節 憶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背景介紹 



憶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六十五年成立，蓄積近 30 年之實

力，目前為全球第一大移動影音產品領導廠商，總計有五個生產基

地，分別為光電廠、資訊廠、馬檳廠、深圳廠、上海廠。產品類別眾

多，包括 PORTABLE LCD ComBo，CAR MULTIMEDIA TV，HOME THEATER

等創新主專消費趨勢產品。年營業額約 310 百萬美元，年出貨量約

250 百萬台，在移動 TFT-LCD 影音產品市場中傲視群雄。 

早期的 OEM 

憶聲由家庭式工廠起家，初期是替國外的一些小品牌進行代工。

但小品牌的銷售量、接單能力不好、下單量不穩定，預測會有誤差，

造成購料生產的困難，也掌握不到前端資訊，消費者資訊不透明，且

代工的利潤相當低。使得憶聲面臨營運上的危機，在這樣的危機中，

不得不重新思考經營模式，獲取利潤維持公司營運。憶聲認為替品牌

廠商代工的產品都要經過通路商，再送到消費者手中。在這銷售鍊的

過程中，經過越多的階段利潤就會被壓得越微薄。且自創品牌的時機

未成熟，故採取新經營模式，略過品牌廠商，直接接觸通路商，替通

路商代工產品掛通路品牌，提高本身利潤。 

新經營模式-代工 in house rand 

在 2000 年開始採取新經營模式，目前合作的通路商有美國的 

Best Buy, Circuitcity, Radio Shack,英國的 Dixon, Comet,及法



商 Carrefour 等，全都是美、歐數一數二的通路商。通路商通常選掛

自有品牌產品性質都屬量大、價位於中下階的定價，來區隔其他大廠

品牌的同類商品。  

合作的量販店都是世界級的通路商。憶聲和這些量販店合作時，

彼此的經營層及管理層，需先進行溝通以確信彼此目標一致。並討論

產品的開發方向，確定顧客、目標市場的認知是否相同。共同訂定的

年度銷售計畫，召開銷售大會等，來持續追蹤市場的需求及產品的開

發方向。合作的過程中不斷地溝通，以確保供貨及品質的穩定。雙方

彼此溝通設計方向，在這過程中可以去瞭解消費者需求，獲得市場資

訊，必估量開發製造的可能性及成本。甚至，產品的售後服務都由憶

聲來負責。 

此外，憶聲生產的產品品質優良且穩定，長期合作下的良好信譽，

和通路商建立起良好穩固的合作關係。這些世界級的通路商在世界各

地開疆闢土的同時，憶聲因為跟他們的合作，也開始對世界各地的市

場有所瞭解。目前已經跟隨著這些通路商到中國、歐洲、美洲，甚至

拉丁美洲各地。該經營模式的好處，除了利潤提高外，開始更貼近消

費者，瞭解市場趨勢。此外，跟通路商建立良好關係後，可隨著通路

商開拓市場、佈局全球，建立國際品牌的目標也越來越近了。 

替國際大廠 OEM-精進技術 



十年前憶聲開始主動去接觸世界級的品牌廠商，替三星

Samsung、三洋 Sanyo、菲力普 Philips 等大廠代工。主要是學習大

廠的 know how，學習技術能力。條件是代工產品需和自己的產品線

接近，充分利用本身資源，發揮綜效。憶聲認為本身的產品開發、設

計、製造的能力，還有待加強。利用代工的機會，不斷向大廠學習這

些能力，並磨練自己。以期設計製造能力，能領導該產業。 

 

憶聲 品牌大廠 消費者者 

通路商品牌 

通路商 

圖 4-6 憶聲在供應鍊中的角色 

現況 

憶聲不以自有品牌立足消費性電子產業，約 60%的營收來自於替

電子專賣店或量販店製造 in-house brand 的產品，30%的營收來自於

替專業大品牌 OEM 或 ODM，例如：Philips、Sanyo、Samsung 等。生

產量在相同產業中列為全球第三位，僅次於香港另兩家廠商，利潤則

是最好的，預計今年營收可達 130 億台幣。 

憶聲目前仍無自創品牌來接觸消費者（圖 4-6），只掛通路商品牌

來獲得消費者的資訊、市場趨勢。仍無法自創品牌的原因，主要是覺

得自己在工業設計的能力、鋪貨後勤管理這方面的能力不足。以現在



的能力來自創品牌會太冒險。且憶聲設定本身的品牌為全球性品牌，

故工業設計能力需能領導產業潮流，鋪貨後勤管理需廣部世界各地。

在這樣的定位下，目前的憶聲利用代工來增強自己的工業設計能力，

替通路商代工 in-house brand，來瞭解市場訓練鋪貨後勤管理的能

力。在這樣穩紮穩打的經營下，我們期望憶聲將來能夠自創品牌享譽

國際、屹立不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