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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 IPO與相關產業概況 
 

第一節台灣 IPO（國際採購辦公室）概論 
 
台灣 IPO的發展 
 

    IPO的發展通常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 IPO乃為求降低成本而進

行的國際採購；其次,第二階段則為求競? 優勢而採取的國際採購；最後的第

三階段,國際採購的目的則具永久性的策略價? 。 

 

    對部分 IPO的發展已臻成熟的產業而言,由附加價? 較低的生產、裝配階

段晉升至高附加價? 的設計、行銷層級（如下圖所示）,IPO策略的概念已從

單純在台採購延伸至各種產銷合作需求,如策略聯盟、技術轉移或授權以及設

置產品發展中心等層次。 

 

    但不容否認的,除電子資訊產業之外,其餘許多我國的主要出口產業如紡

織品、機械、塑膠橡膠製品、鋼鐵製品、電機及化學品等產業,IPO需求仍未

普遍化。 
 

圖 4-1 附加價值（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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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 IPO的競? 優勢中以彈性、生產配送時間、全球運籌、快速因應

市場能力及付款條件方面,勝過日本、韓國以及中國。 可見在台的外商 IPO

採購,已非處於第一階段的成本考量,而為第二階段的為求競? 優勢而採取的

國際採購行為。 

 

    台灣的兩岸貿易政策亦為外商 IPO在台設置時的重要考量因素。 以Dell

電腦公司向台灣採購筆記型電腦一事為例,Dell 公司表示要求台灣企業必須

從大陸直接出貨,同時也已決定把原來設在台北的 IPO遷至香港,原因是 Dell

公司表示他們無法再等待政府鬆綁兩岸經貿政策。 

 

    因此,為因應兩岸經貿的快速發展,放寬大陸投資限制,降低企業的營運

成本以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才能確保外商在台 IPO的優勢,政府實有必要

重新檢討兩岸經貿政策。 

 

台灣 IPO 2006 

 

    上述 IPO發展,台灣 IPO,尤其是資訊產業和消費性電子產業的 IPO,皆已

發展至第三階段: 國際採購的目的則具永久性的策略價? 。  

 

    觀察過去 IPO發展,與台灣中小企業在國際貿易競爭中的取勝方式,息息

相關。 中小企業是配合對外投資當地國的資源家格競爭優勢,透過規模量產

取得產品價格競爭優勢,透過齊一規格的生產取得品質競爭優勢,更透過生產

專精的代工方式,發展專業化的專精優勢；但是未來的競爭,則將是以少量多

樣的專業與系統產品取得市場競爭優勢,以顧客導向的產品創新取得行銷通

路的優勢,更是以運籌管理的速度來取得及鞏固持續的市場佔有率。 台灣

IPO要永續經營,台灣企業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台灣專業 OEM,ODM,以及 EMS大廠的大幅成長,以及臺灣中小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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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發展,乃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特殊經驗與成就。 即使是朝向地區性或

大型化發展,也仍然保有相當高度的彈性與靈活度,尤其在整合製造方面,這

是別的國家所難以複製的寶貴經驗。 同時,造就台灣 IPO產業的成長,以及經

營模式的變革。  

 

    台灣 IPO 聯誼會會長,惠普亞洲區國際採購處總經理,蕭國坤會長,曾以

下圖概述台灣 IPO發展,由被動的傳遞母公司訊息,就地利之便扮演救火隊的

角色, 甚至是帶總公司的人員四處參觀的消極功能,演化至今為供應鏈中重

要的一環: 
 
圖 4-2: IPO 功能的演變 

 
資料來源: Taiwan IPO Symposiu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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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 IPO 大多為 IT 大廠在台設立的國際採購處,因台灣久享有科

技之島的盛名。 2005 年,IPO 在台採購量大增,前 20大 IPO就佔了百分之

九十七點五的總採購額,產值為 640億美金(US$64 Billion )。 比較 2004年

的 550億美金總採購額,成長了百分之二十。  

 

    2005年,二十大 IPO包含了美商: Apple,  Cisco, Dell, HP, IBM, Intel, 

Motorola, Solectron, 和Viewsonic; 歐洲商: Fujitsu Siemens, Nokia, Philips, 

和 Siemens; 其他地區的Fujitsu, Hitachi, Lenovo, NEC, Samsung, Sony, 

和 Toshiba。  

 

    其中, 前九大美商 IPO就採購了 410億美金( US$41 Billion )。 
 
 
圖 4-3: 2005年 IPO地區及採購金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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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IPO在台採購量大增,但外商總數減少,從下表可以看出,採購金額

集中於少數外商,並且逐年越來越明顯, 2005年,前 20大 IPO所佔的總採購

額比 2002年多了四個百分點。 此外,IPO產業外移,亦是另一項隱憂。 
 
 
圖 4-4:前 20大 IPO 所佔的總採購額比    圖 4-5: IPO數量減少原因 
 

 
 

 

    以採購項目分析來看,IT產業佔絕對大宗,個人電腦項目仍蟬聯採購總金

額第一大,通訊產品次之,消費性電子產品也有成長的趨勢。 
 
 
圖 4-6: 2005年 IPO採購項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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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台灣 IPO的角色,在其企業體系國際採購中,亦有逐年改變的趨

勢。 從總部直接下單的分布並無明顯的變化,但由企業體亞洲總部,或大中華

總部下單的趨勢明顯增加,相對的,從台灣或其他事業部下單的比例則相對減

少。 
 
 
圖 4-7: 2005年 IPO採購決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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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台灣產業競爭力 
  

一、委外代工  

 

    委外製造模式在企業已行之有年,傳統的委外政策基於考量規模經濟、時

間成本與外部專業人才。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企業採行委外策略之著眼點不

僅在於節省成本,更重要是透過委外方式,專注於市場之定位及適時調整企業

經營模式,集中資源於發展自身核心競爭優勢,同時借重外部專業發展價值網

絡。 

 

    台灣以電子產業資訊科技業為重要經濟命脈,全球委外模式造就台灣專

業代工之機會。 台灣資訊科技產業於發展初期,從個人電腦組裝,乃至電子產

品代工,憑藉著外國廠商技術的移轉,漸漸在全球資訊產業環境中佔領了一席

之地。  

 

    綜觀近年來之業務型態,純以代工製造為主之資訊電子產業倍受挑戰,代

工廠之間爭奪訂單,競爭越演越烈。 專業電子製造服務廠商之興起,品牌大廠

之製造單位亦漸形縮編甚至被取代之趨勢。  

 

    美國 Technology Forecasters 公司(簡稱 TFI)總裁 Pamela 解釋 EMS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或 CEM (Contract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電子製造服務供應商是指受品牌大廠委託,本身不具品牌及

設計能力,專注於生產、製造及提供生產間所需要之服務。 與傳統的委外製

造廠不同的是,其所涉及之產品、製造服務甚廣。 現行越來越多之供應商具

有跨越國家之疆界,設計並管理複雜生產製程的潛能 (Sturgeon 1999)。  

 

    相對於委外製造廠,原廠委託設計製造廠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擁有產品設計能力以供應品牌大廠,可包羅產品價值鏈中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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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根據 TFI的調查,欲將自身產品委外代工之各大廠商,主要以成本、品質、

準時交貨等評估重點做為選擇委外供應商之標準。 為考量長期合作會以以下

評估條件及其比重做其審核供應商之依據﹙參見下表﹚。  

 

    評分最高為具溝通能力﹙佔百分之四十﹚,企業文化列為次之﹙佔百分之

十七﹚；反觀台灣資訊大廠之代工優勢向來以製造技術、反應速度、彈性及系

統相容性見長評比較低,分別為百分之十四、百分之六、百分之六及百分之六。  

 

    評比所重視的溝通、企業文化乃至合作夥伴關係反被忽略,台灣廠商著墨

較少。 在長期配合之考量下,台灣廠商之總積分為三十二分。  

 

    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品牌和通路大廠,紛紛於遠東區設立 IPO以補強國際

企業所重視的溝通、企業文化乃至合作夥伴關係。 

 

表4-1： 委外廠商能否長期配合之要素條件 

長期配合考量條件 影響比重 

溝通 

Open Communications  

40 %  

企業文化 

Corporate Culture/value/vision  

17 %  

合作夥伴關係 

View Relationship as Partnership  

14%  

製造技術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i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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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速度 

Responsiveness  

6%  

彈性 

Flexibility  

6%  

系統相容性 

System Compatibility/IT Interface  

6%  

資料來源：Technology Forecasters (1999)  

 

    Hobday(1995)在探討東亞國家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廠商技

術學習之研究,認為這些國家為取得外國技術,廣為採用分包(Subcontract)、

原始設備製造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原始委託設計製

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之方式。 

 
    Hobday(1995)這些後進技術廠商之發展能力分為五個階段(如下圖所
示) 。 
 
表4-2： 後進技術廠商之技術能力發展階段  

 
資料來源：Hobday, M. (1995)  

 

第一階段：廠商具有簡單的組裝能力,製造基本而成熟的產品。 

第二階段：廠商透過製程變更以改善產品品質與生產速度,並能進行產品的逆

 簡單OEM/分包ODM OBM  

製程技術 簡單組裝 製程調整 漸進改進 製程發展 應用性研究 製程研發 

產品技術 成熟產品 逆向工程 原型發展 製造而設計 新設計 產品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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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程。 

第三階段：廠商具備完整的生產技術,能進行製程的創新亦具備產品設計 

能力。 

第四階段：可從事產品與製程研發,同時具備產品創新能力。 

第五階段：廠商之研發能力深具競爭力,能將其研發與市場需求做連結, 

進行產品製程的創新。 Hobday(1995) 認為藉由代工的機會,可

使廠商進行技術學習,不斷地創新提供本身產品開發能力。  

 
 
 
二、代工方式  
 

    由以上 Hobday(1995)對後進技術廠商之發展能力分為五個階段中自

OEM演變至 ODM的模式,以至後來發產出自有品牌,成為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ing, OBM) 的方式,本研究收集專家對─

OEM,ODM,OBM之模式定義,整理如下：  

 

1. OEM: Ohmae（1989）將 OEM視為「開發中國家」的廠商,接受來

自「已開發國家」廠商所提供的訂單與產品技術,並供應提供技術的

海外買主所需產品的一種交易型態。 Heide & John（1990）認為原

始設備製造廠(OEM)為買方,由買方提供供應商生產所需的產品製造

技術與設計等,由供應商生產所需的零組件或半成品。  

 

陳振祥、李吉仁(1997)定義 OEM 關係為「具有生產組裝能力的 OEM

廠商,在 OEM買主提供產品規格、製程技術規範、產品品質規範,甚

至指定部分或全部零組件的情形下,提供買主所指定之產品的分工型

態」。 「產品生產者在不須買主提供產品與技術相關規範下,同時提

供產品開發設計與生產組裝的能力,生產符合買主所需功能(features)

的產品,同時在買主所擁有的品牌下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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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DM: 陳振祥 (1996)定義 ODM「廠商」負責產品開發設計及生產組

裝, ODM「買主」則負責品牌推廣及銷售之垂直分工廠商間關係類型。 

ODM「買主」可能指定產品規格,而由 ODM「廠商」負責產品開發

設計及生產組裝,或是由 ODM「買主」在 ODM「廠商」既有的產品

項目中,要求局部修改功能及外觀,而促成雙方交易的活動。 ODM「買

主」負責產品銷售通路與服務之價值鏈活動及相關特定之資產投資; 

ODM廠商則負責產品開發設計及生產組裝之價值鏈活動及投資相關

特定之資產,交易利益由雙方議定。  

 

湯明哲﹙1999﹚提及 ODM是架構在產品設計與發展的活動上,經由

高效能的產品開發速度與具競爭力的製造效能,來滿足買主對高度市

場競爭的外包需求。  

 

3. OBM: 陳振祥 (1997)定義 OBM所交易的產品具有完整使用之功能並

提供完整之服務。 透過自行建立的產品進行品牌行銷,在市場上推廣

銷售,具備完整之價值鏈活動。 趙裕文(1998)認為 OBM是具有國際

性自有品牌之建立與管理基本能力,但較欠缺製造與研發能力之維

持。  

 

    OBM/ODM/OEM之業務能力與廠商業務型態之選擇。 陳振祥(1997)在

廠商能力與策略選擇(見下圖)中認為：  

 

l 當廠商之行銷能力越強,產品能力越佳時,應傾向進行 OBM策略。  

l 當廠商之行銷能力越強,產品能力較弱時,應傾向尋求 OEM/ODM代

工夥伴以補產品能力之不足點。  

l 當廠商之產品能力越強,行銷能力較弱,應傾向尋求OEM/ODM代工

機會發展,透過 OEM/ODM買方進行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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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廠商能力與策略選擇  

 

 

 

 

 

 

 

 

 

 

 

資料來源：陳振祥(1997)  

 

 

    趙裕文(1998)則對於廠商策略方案選擇上,依品牌建立與否及技術能力

兩構面來分析廠商選擇之策略方案(見下圖) 。 

 

(1). 廠商未建立品牌,技術層次較低時,應選擇 OEM低階代工策略。  

(2). 廠商並未建立品牌,技術層次較高,應升級為 ODM設計代工策略。  

(3). ODM可轉行為 OBM暨而建立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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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廠商之可行策略方案 

 
 
資料來源：趙裕文(1998)  
 

 

    根據以上的定義,OEM乃是買方欲將製造部分委外之方式,透過其所需

產品之詳盡規格、設計乃至於價格,要求供應商提供包含產品製造甚至服務之

代工活動。 在 OEM模式下,供應商較無自主權,也無法由商品製造上獲得產

品利用權利,純粹以製造、組裝方式接單生產,將產出之商品交給買方,買方擁

有產品之銷售權,自行囊括行銷活動及售後服務。  

 

    相對於 ODM,買方需多方考量供應商之設計實力,ODM供應商提供涵蓋

製造以外之設計、研發之價值鏈活動。 由於產品規格、樣式為ODM供應商

所提供,較能掌握產品自主權,甚至能夠透過自己擁有的技術收取權利金或申

請專利。 因原始設計之產品非買方所特屬,在產品非買斷之方式下亦可提供

其他客戶做選擇,甚至發展出品牌模式,OEM的模式便無法如此執行。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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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M之彈性大,在企業價值活動中延展性亦高,關鍵在於如何區分突顯設計

能力以異於其他競爭廠商,乃至超出買方之預期,便在於產品之創新能力。 若

欲發展出品牌模式,需要囊括更多的企業價值鏈活動及完整之行銷能力。 

 

    台灣的國際採購處則同時享有台灣 OEM 廠升級為 OBM廠的優勢,可以

提供美國總部採購策略更大的彈性。 

 

 

三、產品創新 

 

    新產品來自於創新。 Levitt (1966)認為大部分的產品創新都不是純粹的

創新,而是一種模仿改善。 Levitt (1966)將創新的程度分為二,一是過去沒有

人做過的事物,二是可能已有其他廠商做過,但某產業或某廠商正在進行過去

此廠商未做過之事。 根據創新動力的來源可分為技術驅動的創新

﹙Technology-Driven Innovation﹚和顧客驅動的創新﹙Customers-Driven 

Innovation﹚。前者來自科技進步與發展,後者來自客戶的需要。  

 

創新產品的定義  

 

    Crawford﹙1991﹚認為創造﹙ Invent﹚定義為發明、創意產生、發現創

作等,而創新﹙invention﹚則歷經過上述這些過程的產品。 以產品的性質可

分為五種產品：新問世產品﹙New-to –the-World Product﹚、新種類產品﹙New 

Category Entries﹚、延伸性產品﹙Additions to Product Lines﹚、改良性產品

﹙Product Improvement﹚以及重新定位的產品﹙Repositioning﹚。  

 

    台灣產業界對此有著墨,同樣的,創新產品對通路商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

的, 台灣國際採購辦公室 IPO,因而在國際間具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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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獨有偶的, Booz, Allen 和 Hamilton﹙1982﹚根據產品對公司之新穎

程度及產品對市場之新穎程度分為兩構面,將產品劃分為六大類。 產品對公

司之新穎程度是指即使其他公司生產或銷售此類產品,但對某家公司而言並

無此類產品之生產或銷售經驗。 產品對市場之新穎程度是指此產品在市場是

為第一次推出,即新上市的創新產品。 ﹙下圖顯示新產品的種類,茲簡述於

後﹚。  

 

圖 4-10：新產品的種類 

 
資料來源：Booz, Allen and Hamilton(1982) 

 

新產品的種類 

 

(一)、全新的產品﹙New-to-the World Products﹚：創造一全新的產品,進而

拓展一全新的市場,為非連續性的創新,每年平均有10%的新產品屬於此類。  

 

(二)、新產品線﹙New Product Lines﹚：公司過去未供應過此產品而為首次

進入現有的市場。 此產品在市場上並不算新發明,每年約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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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產品線的新增產品﹙Additions to Existing Product Lines﹚：公司

進行產品線延伸或填補,每年約有 26%來自於公司現有產品線之新增產品。  

 

(四)、現有產品的改善﹙Improvements in Revisions to Existing Products﹚：

將產品之性能改進或提供消費者較大認知價值以取代現有產品,每年約佔新

產品 26%。  

 

(五)、產品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將現存產品導入新市場、新市場區隔

或新用途,以創造一個新的定位,每年有 7%的新產品為現存產品重新定位。  

 

(六)、現有產品的降價﹙Cost Reductions﹚：對性能和競爭對手相同但成本

較低的新產品降價,每年約有 11%的新產品採取此方式。 

 

    以上同時為國際採購辦公室搜尋產品,與廠商議談的方向。 

 

    Gobeli和 Brown﹙1987﹚以消費者的角度來看,產品的創新是能增進整

體利益的產品；以生產者來看,產品的創新是指最早利用某一資源或利用嶄新

的科技來生產某一產品。  

 

    透過消費者及生產者之觀點,新產品可以分為四類：  

(一)、增進性的創新：憑藉著現有的生產經驗運用較少的新興科技,對消費者

而言較難感受到整體利益之增進。大部分的創新產品屬於此類。  

(二)、技術性的創新：使用較多的新技術但消費者認知的整體利益增進不多。  

(三)、應用性的創新：未使用新興科技,但利用創意之方式來產生商品之新用

途,消費者感受較大之利益。  

(四)、革命性的創新：應用新技術來創新前所未有的產品,消費者感受增大。  

Kolter﹙1991﹚以產品本身特性為出發點,將新產品分為公司內部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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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改良的產品、修正的產品及新品牌。 Kolter認為新產品還是要

注意消費者的觀點。  

 

新產品的成功要素  

 

    Booz, Allen 與 Hamilton﹙1982﹚對新產品發展過程研究,歸納出成功發

展出新產品並引領新產品上市,組織需具備之共同行動： 

﹙一﹚採取支持創新且對新產品的發展具長期的承諾。 

﹙二﹚根據公司目標及策略制定完整之新產品策略。 

﹙三﹚運用過去的經驗來達成並維持競爭優勢。 

﹙四﹚建立一個包含管理風格、組織架構等有利環境來導引完成特定新產品

之目標。 

 

    Cooper 與 Kleinschmidt﹙1991﹚提出發展新產品成功之關鍵因素為：產

品之獨特優越性、產品發展前對新產品觀念之界定完善與否、技術與行銷之

綜效、新產品發展過程中之階段性的執行力及市場吸引的大小。  

 

    Crawford﹙1994﹚認為新產品成功的關鍵因素來自於兩階段：準備階段

與行動階段。準備階段為： 

(一) 機會與公司的資源與技能產生綜效 

(二﹚市場呈成長狀態或有成長之可能性 

(三﹚產品必須有管理支援 

(四﹚技術、製造、行銷的互動介面良好 

(五﹚產品具其擁護者。 

    行動階段為： 

(一﹚與使用者密切結合 

(二﹚產品概念滿足使用者需求,帶給使用者價值感 

(三﹚產品早期即定義出要給使用者所呈現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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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品質優良 

(五﹚訓練公司前線人員新產品的行銷方式 

(六﹚適時進入市場 

(七﹚妥善的產品上市後評估與追蹤。 

  

    Cooper﹙1996﹚的研究歸納出新產品的成功有十一項成功因素： 

(一﹚產品的獨特優越性與差異化,對顧客有獨特之利益與優越之價值,具備此

特性需 

1.屬性特殊 

2.擁有好的經濟價值 

3.迎合顧客需求 

4.產品品質相對較高 

5.較佳的價格及良好之績效 

6.對顧客使用利益較高 

7.看得到的價值。 

(二﹚強烈的市場導向,新產品以市場為驅動並注重客戶之需求。 

(三﹚產品的前置作業完善,包含創意尋找,市場研究調查,技術可行性 

分析等。 

(四﹚產品開發前清楚的定義產品,包含目標客戶、產品在市場上之定位、產

品特性等。 

(五﹚有效的執行產品開發過程。 

(六﹚適當的組織結構及部門間溝通。 

(七﹚嚴謹的新產品專案取決,著重優先性較高之新產品專案。 

(八﹚豐富的資源與完整的上市計劃。 

(九﹚管理當局的支持,尤其是高階管理階層。 

(十﹚快速進入市場。 

(十一﹚詳細的新產品發展計劃。  

   綜合以上之要素,新產品需具備創新之獨特性與差異化,並具備市場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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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支持新產品之開發過程並嚴密執行,準時進入市場並適時評估上市之成

效。   

 

產品生命週期  

 

    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 PLC﹚最早是由 Dean﹙1950﹚在探

討新產品定價策略所提出,認為新產品定價應隨著產品發展之過程而變動作

調整。 Rogers﹙1976﹚根據產品擴散與採用理論﹙Diffusion and Adoption 

Theory﹚,發展出 PLC 之架構。 

 

    產品擴散與採用理論是透過創新產品在市場上擴散乃至終端使用者及個

人首次接觸創新產品到正式接納新產品之心理歷程探討兩個維度。 擴散與採

用理論針對新產品首次採用之銷售情形；產品生命週期則偏向新產品導入市

場後隨時間變化而產品銷售的情形。 整個產品生命週期最常分為五個階段

﹙Levitt 1965﹚：產品上市、導入期、發展期、成熟期及衰退期。﹙見下圖產

品生命週期﹚ 

圖 4-11： 產品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Levitt, T.,(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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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kvisit 和 Shaw﹙1989﹚將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之定義如下：  

 

1. 導入期﹙Introduction stage﹚：少數或零星具開創性的廠商把握進入

市場之先機,將產品推入市場。此時銷售成長緩慢,無利潤甚至處於虧

損狀態。  

2. 成長期﹙Growth stage﹚：產品快速被市場接受且銷售量大增。此時

貪圖產品潛在利益而欲加入競爭之廠家大增,故產能漸漸擴充。產品

的品質與價格決定此時的市場佔有率。先進入之新產品開發者若具有

專利或取得關鍵之技術尚可維持優勢。此階段利潤最為豐沛。  

3. 成熟期﹙Mature stage﹚：市場規模不再擴大,銷售量固定但為曲線中

最豐沛時。產品已為消費者所接受,產品市場佔有率在此階段達到最

高。更多的新投入者進入這個成熟穩定之階段,競爭最為劇烈。利潤

此時開始下滑。  

4. 衰退期﹙Declined stage﹚：市場規模萎縮,銷售快速下滑且新產品漸

漸興起取而代之。 另一波之價格戰考驗產品存在市場上之價值,少數

廠商會繼續留在市場上。  

 

    透過以上之定義,表 4-3整理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特徵如下：  

 

表 4-3： 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特徵 

階段 
導入期  

(開創期)  

成長期  

(接受期)  

成熟期  

(滲透期)  

衰退期  

(衰廢期)  

銷售額 緩慢增加 
初期、後期  

緩慢增加 
穩定 永續遞減 

目標市場 高收入 中收入 廣泛 低收入 

競爭者 
少數直接競爭

者 
最多 穩定數目 少數而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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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修改 頻繁 大量 
一年為單

位 
極少量 

生產/行銷成本 皆高 皆下降 穩定 
生產成本增加 

行銷成本下降 

進入市場不利

之  

應變措施 

少 最佳 

視經濟情

況  

而訂定 

產品加速  

退出市場 

更換新品 無 少數 少數 少數或無 

品牌忠誠度 無 開始建立 強 下降 

零件服務程度 少但頻繁 零件存貨多 
複雜且昂

貴 
少 

利潤 極少 

產業及廠商

有  

不錯之利潤 

穩定 
倖存者收取  

合理之利潤  

資料來源：Onkvisit and Shaw(1989) 

 

 

國際性產品生命週期  

 

    國際性產品生命週期﹙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 Life Cycle, IPLC﹚的理

論由 Raymond Vernon﹙1966﹚所提出,主要是基於世界貿易之存在及國際性

產品的創新擴散模式。 IPLC是指一些產品歷經相似的週期,包含：導入期、

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 隨著成熟度的增加,產品之製造地、市場位置、

競爭因素及製造技術也隨之改變。 大體來說,生產從工業國移轉到低度開發

國﹙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競爭之本質也從研發能力跨向彈性

製造及價格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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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LC乃基於兩項著名之理論：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及競爭優勢理論,分為

以下四個階段：  

 

(一)、導入期：產品是因需求或解決需要而開發。 工業國先觀察市場需求,

而企圖開發機會,進行研發。 工業國家之優勢地位基於高教育水平,掌握技術

能力,可支配所得高的顧客需求及豐富的資本及競爭背景。 產品一旦研發成

功,會持續在產品開發國生產以回應並滿足當地顧客需求。 因此階段顧客之

高度需求並願意擔負額外之產品溢價,大部分屬國內自產自銷,鮮少出口。  

 

(二)、成長期：國內市場因其他競爭者進入而大量成長,工業國之需求成長到

相當程度以至於開發者及當地製造商都相繼投入生產,國內市場漸呈現飽和。 

產品開發國開始出口並放棄當地製造轉而另尋生產地。政府施行一些保護政

策保障初創但尚不具效力之產業。 生產成本隨著經濟規模而降低,因客制化

需求產品不再呈現一般標準化及高技能之勞工亦投入。  

 

(三)、成熟期：銷售量和出口數漸為趨緩,但仍活絡。 產品及技術都已完全

標準化,單位成本降到最低。價格競爭導致一些競爭對手因利潤降低而退出市

場。 此時,低度開發國之需求增加,因技術標準化及價格競爭劇烈而將生產基

地移往低度開發國,以節省勞力成本。  

 

(四)、衰退期：開發國家在此階段最具競爭優勢。生產線移轉至低開發國家，

開發國家不需資本,但技術仍維持優秀之勞力素質。價格位居最低點且廠房設

備都移轉至低度開發國。留存之生產設備為生產更精密、高品質且富變化之

創新產品以符合當地之市場。  

 

    Sak Onkvisit 和 John J. Shaw(1989) 將Veron(1966)的理論運用在行銷

策略,認為國際產品生命週期可分為四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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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出口優勢。 

第二階段：將生產導入外國發展中國家。 

第三階段：國外生產競爭力之增加。 

第四階段：已開發國之進口競爭力。 

 

    國際產品生命週期從第二階段開始,已發展國家便架設組裝線於低度開

發國,借助當地之低勞力成本。 第三階段起低度開發國透過 OEM代工出口

策略增加其出口量。 第四階段,發展中國家強化其行銷策略來增加競爭力, 

甚至漸行走向認清發展自有品牌之重要性及順應當地化之市場行銷方式。﹙參

見下圖發展中國家出口策略模式﹚  

 

圖 4-12： 發展中國家出口策略模式

 
 

資料來源：  Robert G. Vambery and Tae Yun Um,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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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生命週期﹙PLC﹚與國際性產品生命週期﹙ IPLC﹚之比較：  

 

    國際性產品生命週期主要解釋一創新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之週期變化。 國

際性產品生命週期模式主張產品是透過貿易循環,如美國從早期之出口國成

為進口國﹙Louis T. Wells, Jr. 1968﹚。 國際性產品生命週期模式建議許多產

品從高所得、大量消費的國家為最初出口國,進而失去出口市場,成為產品之

進口者﹙Warren Keegan. 1998﹚。  

 

    產品生命週期和國際性產品生命週期主要有兩項差異。 一是產品已瀕臨

嚴重衰退或滅亡之狀態但在國際市場上獲得重生。 產品因地域而有所變化,

尋找新的國際市場可讓位於衰退期的產品有復甦之機會。 另一是因文化之不

同而付與一產品在特定文化下區隔出的國際市場。 創新產品經歷產品生命週

期在國際市場上經營,但並非就代表在國內市場上會得到接受。 國際性產品

生命週期清楚有別於產品生命週期的概念而循環且多變。  

 

    產品生命週期與利潤息息相關,亦是任何一個國際採購辦公室應注意的

重大課題。 

 
台灣 IPO競爭之鑽石模型  
 

    台灣 IPO業者來自於兩大體系,一為母公司為資訊品牌大廠,一為母公司

為大型通路商。 本研究利用五力分析,綜合整理之初級資料及產業報導,做以

下之分析整理,參見下圖台灣 IPO競爭之鑽石模型。  

 

競爭策略的鑽石模型 

 

    Porter﹙1990﹚將競爭策略沿用在國際競爭上,著重地理位置在競爭優勢

中的重要性。 國家是企業最基本之競爭優勢,能創造並持續企業的競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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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生產與技術發展的核心。 競爭的概念拓展到國家層次,在於一個國家或

地區是否能發展成為一競爭產業之基地。 Porter (1990)所提出的國家競爭優

勢分析在於產業層次。 透過 Porter(1990) 的分析方法,評定一個國家的競爭

力表現即檢驗該國在一定時間內,各項產業在國際市場的消長,然後再運用鑽

石模型﹙參見圖4-13﹚來探討某項產業崛起或式微的原因。  

 

    加強本國企業,創造國內競爭優勢的速度需要涵蓋之要素：波特認為國際

間的競爭更廣,企業可以跨過地域性的限制,將企業活動延伸到不同的地點,

並透過全球性的網絡連結,讓不同地點的活動產生潛在的競爭優勢。 企業競

爭優勢的概念拓展到國家層次,探討國家如何能建立起它的競爭優勢。 以上

論點再再顯示,跨國企業應於遠東區設立採購處。 

 

圖 4-13: Porter鑽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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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er(1990)認為國家競爭優勢乃在於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能發展成為

一競爭產業之基地。 欲從鑽石體系打造出國家競爭優勢,必須先行從國家之

四項環境因素探討。  

 

(一)、生產因素：  

生產因素是透過創造而非自身具備,需依據內需市場之情形、相關產業

表現、企業發展目標和競爭對手等關鍵要素來決定需要創造或提昇之

關鍵要素。 

 

台灣為國際品牌大廠的代工廠集中地,台灣將基本條件,如人力資源、

天然資源、知識資源、資本資源與基礎建設轉換成特殊優勢的能力。 

 

(二)、需求條件： 

本國市場對該項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度。 市場的大小、拓

展模式會藉著投資、時機、企圖心強化優勢。 國內市場國際化更可自

然而然的將該國產品和服務推往海外。  

 

國際大廠的 IPO為國內經濟,尤其是電子產品出口創造極大的產值,內

需市場是產業發展的動力,並且激勵企業的改造及創新。 

 

(三)、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表現：  

產業內競爭力強或有相互關聯,有拉拔提攜新產業之效果。 價值鏈上

游供應商具國際競爭力,對整個產業具有正面發展之意義。  

 

國際大廠的 IPO仰賴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企業的潛在優勢是因為相關

產業和支援產業具有競爭優勢,因為相關產業的表現與能力,自然會帶

動上、下游產業的創新和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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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業的策略、結構和競爭對手：  

企業的目標、策略和組織結構隨產業和國情而異,透過國內競爭者的型

態,在企業創新過程和國際競爭優勢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企業的創立、組織、管理方式及競爭對手條件都取決於所在地的環境

與歷史。 國際大廠亦仰賴其採購辦公室與供應商有更密切的合作關

係。 

 

鑽石模型是由以上四項關鍵要素所組成,反映一個國家個別條件之狀

態,亦可藉此評估該國如何創造並轉化這些力量,產業要建立國家競爭

優勢,欲善用以上四大要素,加上機會與政府角色。  

 

(五)、機會：指企業無法控制的事件。  

可能形成機會,影響產業競爭的情況大致有下列幾種情形： 

1.基礎科技的發明創新 

2.傳統科技出現斷層 

3.生產成本突然提高 

4.全球金融市場或匯率的失衡 

5.全球或區域市場需求遽增 

6.外國政府的重大決策 

7.戰爭。 

引發機會的事件會打破原有的均勢,提供新的競爭空間,給新進者一個

進入的機會。  

 

(六)、政府角色： 

政府的政策會影響其他四項關鍵要素,價值鏈之上游和相關產業環境

的方式,但也會受到環境中其他關鍵要素影響。 尤其是台灣的特殊政

治生態,面對大陸經濟崛起及兩岸經貿快速發展的趨勢,在兩岸經貿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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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若處理得當,我們可以是最大的贏家；但若處理失當,則台灣也將

是最大的受害者。 

 

    鑽石模型為一動態系統,每一個關鍵要素相互依賴,互相依存,內部每一

因素都會強化或改變其他因素的表現。  
 
 
 

台灣 IPO之 SWOT分析  
 
    本研究針對發展國際採購辦公室之環境及資源進行SWOT分析。  
 
Opportunities 機會： 
個案和台灣重要電子產業業者之合作形成連鎖效應。  
 
Threat 威脅： 
中國大陸為新興崛起之設立國際採購辦公室之地點。  
 
Strength優勢： 
擁有豐富之經驗,加上合作夥伴極力支持,開發相關應用技術。 提供母公司創
新且品質保證之產品。 
 
Weakness 劣勢： 
台灣勞力成本增加,產業外移已成生存趨勢,加上兩岸交通成本偏高,各知名
國際採購處紛紛將遠東總部移往中國。  
 
    本研究依據以上之資源與環境分析,整理出 SWOT分析,參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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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台灣IPO SWOT分析 
 

內、外部  
有利、不利 

內部因素  
Internal Factors  

外部因素  
External factors  

有利因素  
Favorable Factors  

 
Strength  
 
1. 具有豐富之自有品牌產
品開發經驗 

2. 合作夥伴之技術支援  
3. 既有的合作廠商基礎  
 

 
Opportunities  
 
1. 台灣電子產業於全球位
居執牛耳之地位  

2. 與台灣重要電子產業業 
   者之合作形成連鎖效應 
 

不利因素  
Unfavorable 
Factors  

 
Weakness  
 
1. 基礎建設及全球運籌 
   能力尚不夠完整。  
2. 台灣勞力成本增加,產     
   業外移已成生存趨勢,  
3. 兩岸交通成本偏高  
 

 
Threat  
 
1. 香港靈活的國際貿易 
   政策 (優惠的稅務制 
   度,財務調度,降低風 
   險) 
2. 中國大陸接近產地,  
   人力成本低廉  

 
 
 

    由以上SWOT分析,本研究衍生出針對個案的競爭優劣勢之分析,參見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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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RadioShack台灣IPO SWOT分析 
 

內、外部  
有利、不利 

內部因素  
Internal Factors  

外部因素  
External factors  

有利因素  
Favorable Factors  

 
Strength  
 
1. 具有豐富之自有品牌產
品開發經驗 

2. 合作夥伴之技術支援  
3. 既有的合作廠商基礎  
4. 在台採購處,有三十年  
   的歷史,累積豐富的在 
   地經驗,亦培養與總公 
   司合作之默契 
5. 在台採購處,資深員工 
   (15年以上經驗)佔公司 
   一半人員配置,與積極  
   熱情的新進員工,產生  
   極佳的互補作用 
6. 台灣員工的企業倫理, 
   以及忠誠度相較於中國 
   大陸,優越許多,再者, 
   台灣員工的素質與國際 
   化程度不亞於香港,但 
   給薪低廉許多 
 

 
Opportunities  
 
1. 台灣電子產業於全球位
居執牛耳之地位,與 

   總部核心產品相同 
2. 與台灣重要電子產業業 
   者之合作形成連鎖效應 
3. 台灣豐富且成熟的 
    OEM, ODM和 OBM 
   產業, 符合零售通路商 
   的需求 
4. OEM, ODM和 OBM 
  大廠的總部與研發單位  
  仍留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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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因素  
Unfavorable 
Factors  

 
Weakness  
 
1. 基礎建設及全球運籌 
   能力尚不夠完整。  
2. 台灣勞力成本增加,產     
   業外移已成生存趨勢  
3. 兩岸交通成本偏高, 
   不論是時間與金錢上 
   的耗費  
4. 百分之九十的合作廠商 
   在中國大陸設廠 
5. 企業勞力密集後勤單位 
   應集中管理,亦即集中 
   於中國大陸 
    
 

 
Threat  
 
1. 香港靈活的國際貿易 
   政策(優惠的稅務制 
   度,財務調度,降低風 
   險) 
2. 中國大陸接近產地,  
   人力成本低廉  
3.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 
   地理時差幾乎為零 

 
 

    由以上SWOT分析,可看出個案的基本競爭優勢,輔以台灣產業具有與通

路商合作開發自有品牌的強大資源,更有做品牌的能力,RadioShack台灣

IPO應抓緊台灣優勢,創造台灣特有的競爭力(Niche),才能在遠東脫穎而出,

至於自有品牌對通路商的重要性,在下一章節會再加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