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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資料之描述與分析 

本章將說明受訪公司之基本資料，並針對所蒐集之訪談資料

描述、分析與整理。 

第一節 研究對象說明 

P公司設立於民國75年5月26日，目前所代理的產品線包括

AUO、ITE、LTC、Micronas、AMCC、ZILOG、SiRF、ON、AOS、Silego、

Bitek等知名國內外廠商，而產品則包含液晶顯示面板、線性IC、特

定應用晶片、微電腦控制器、RF、通訊相關IC、影像處理IC等相關

電子零組件產品，從其代理線之組合，可明顯發現P公司在產品線的

佈局，積極環繞在LCD整體應用的解決方案上，並積極擴展網路及通

訊領域，如此的發展策略，再搭配堅強的專業技術團隊，每兩位業務

人員就配有一位產品應用工程師(FAE)共同為顧客解決問題，因此P

公司定位在高技術及高附加價值的design-in市場，與一般代理商有

明顯之市場專業區隔。並且由現有的代理產品線近一步加以延伸，研

發出符合未來市場趨勢及技術導向之衍生性應用模組產品，包括液晶

顯示面板及RF、通訊模組等產品，藉由更完整的產品組合，滿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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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之便利性。 

除了代理商的價值之外，亦針對市場需要，專注於研發模組化的

解決方案。從84年開始投入微控制器的軟體設計起，到88年成立的

模組產品事業處，並正式在90年成立專職的研發部門。在FAE和R&D

技術團隊的合作支援下，協助客戶縮短產品的開發時間，以搶得市場

先機。使下游資訊業者能夠更容易設計出終端產品，而同時P公司也

因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而享有較穩定的客戶關係，與相對較佳的毛

利。因此除一般通路商所設置的產品應用工程師(FAE)之外，P公司

與一般通路商最大的差異在於，本身設有研發(R&D)部門，提供客戶

模組化的功能設計，以及軟、硬體的完整解決方案，使客戶能更專精

於本身核心技術的研發，也同時使P公司電子成為加值型通路商。加

上積極延伸的產品線，朝向超高速乙太網路、光纖通訊、藍芽技術、

衛星定位及液晶面板等未來趨勢產業的代理線佈局，結合研發實力開

發模組化商品，以增加競爭優勢。 

而為配合液晶面板銷售及加值應用需要，P公司電子模組事業處

並設有CLASS 1000等級200坪之無塵室及液晶面板REPAIR設備(包

括偏光板修護、軟排線修護及COG等)，以滿足客戶需求，提供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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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整的服務。 

由於持續不斷的累積產品相關應用的研發成果，P公司不僅是通

路代理商，更可成為客戶端的虛擬R&D，藉由專業代理的深入耕耘，

以及跨入模組產品的開發，更可配合晶片開發原廠共同參與規格的開

發，也可成為原廠在產品開發及版本更動時，重要的諮詢對象。P公

司將會因此而獲得更多的代理資源，並成為原廠所積極爭取的通路代

理商。 

 

P公司電子係專業電子零組件通路商，所經銷代理之產品係為資

訊電子硬體所不可或缺之重要零組件，因此，過去多年來伴隨著全球

資訊電子產業蓬勃發展及資訊硬體產品種類與功能不斷擴增下，有利

於電子零組件需求的增加與市場的活絡。 

然而電子零組件通路商目前所面臨的主要經營問題如下： 

在代理經銷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及加上低價電腦的風潮持續影響

下，下游客戶為因應此一趨勢，必壓縮其進貨成本，將直接影響經銷

代理商之獲利空間。 

電子相關產業之特色在於產品更新速度快且生命週期短，故電子

零組件經銷代理商對庫存的控管及產品資訊的掌握較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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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勞工缺乏、生產成本上揚及國際產業專業分工下，部份電

子廠商外移，相對影響下游客戶之交貨地點。 

P公司為因應電子零組件產業所面臨的問題，重新審核自我核心

能力，為滿足客戶需求並掌握市場脈動，因應電子資訊科技日新月異

及產品更迭週期快速，運用於75年即於各零件產品事業處各營業部

門設置產品應用工程師（FAE），提供客戶專業技術支援服務及產品完

整解決方案，協助客戶縮短產品上市時程及節省研發費用，藉此提昇

服務品質，進而強化與客戶、供應商之合作關係及84年配合產品線

於營二部設置「MCU軟體研發工程師」，專責MCU產品軟體設計，以

提供客戶產品加值服務之功能，逐步架構及增加研發實力，遂於88

年成立模組產品事業處，其所屬之「研發部」，正式朝研發設計領域

發展。90年度起本公司將研發團隊整合為一獨立部門，93年度更積

極調整研發部門，增設光學部門，致力於整合其現有產品線及研發技

術能力，與原廠共同研發衍生相關應用產品。 

模組產品事業處之研發部成立後，正式邁向產品研發設計領

域，現階段已成功完成多項模組產品且多已量產，藉以支援行銷業務

之拓展，表5-1為模組產品事業處之研發成果。計劃開發之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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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見表5-2。   

表5-1 模組產品事業處之研發成果彙整表 

研發產品 應用 
相關半導體主

要元件 
成果 

具LED背光之2.5" ~ 

4" LCD模組 

手持式儀器、Portable Media 

Player、汽車照後鏡、影像電話 
友達/Sharp 量產 

5.6"/6.8"/7" LCD 驅

動版 

飛機 AV 娛樂系統、車用 AV 娛

樂系統、漁業用魚群探測器、工

控系統 

友達/Sharp 量產 

5.6"/6.8"/7" CCFL 驅

動版 

工控顯示系統、廣播監視系統、

AV 娛樂系統 
友達 量產 

7"/10.2" 數位面版用

之驅動版 

汽車 AV 系統、Portable DVD 

Player、工業電腦、工控儀器設備

友達/碩頡

/Genesis/Micronas

/Pixelworks 

量產 

8.4"~19" LCD 驅動

版 

LCD Monitor、工業用觸控式顯示

器、自動提款機、KIOSK 

友達

/Genesis/Pixelwor

ks 

量產 

UXGA LCD 驅動版 
UXGA 超高解析度 LCD 

Monitor、工業用顯示器 
友達/Pixelworks 量產 

5.6” Portable TV 日本賽馬場 友達/Sharp 量產 

3.6”/5.6”/7”數位
工業電腦、GPS、自動販賣機

友達/Sharp/
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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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LCD驅動版 碩頡 

15”~19”LCD驅動

版 

LCD Monitor、工業用觸控式

顯示器、自動提款機、KIOSK 
友達/Genesis 量產 

15”LCM 模組 Hotel TV、卡拉OK、監視器 
友達

/Genesis/Micronas 
量產 

17”LCM 模組 Hotel TV、卡拉OK、監視器 
友達

/Genesis/Micronas 
量產 

5.6”~10.4” CCFL 

單燈管Inverter 
LCD 冷陰極管驅動版 碩頡 量產 

廣溫5.6"~10.4" 

CCFL 單燈管 

Inverter 

車用或特殊工業用LCD冷陰極管

驅動版 
- 量產 

7"~10.4"雙燈管 

Inverter 
LCD冷陰極管驅動版 碩頡 量產 

超高亮度平面燈背

光LCM模組 

POS系統、戶外點餐系統、工業

電腦 
友達/翰立光電 樣品 

超高亮度LED背光

LCM模組 

POS系統、戶外點餐系統、工業

電腦、漁業用魚群探測器 
友達/宏齊科技 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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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P公司計劃開發之新產品與服務彙整表 

 

類別 計劃開發之產品與服務 

Computer 
電腦類 

*Super I/O IC 
*Clock Generator/Clock IC 
*LCD Monitor應用IC 

Communication 
通訊類 

*網路應用晶片組 
*電信局端設備IC 
*RF(射頻)IC,無線電通訊市場 
*FPGA(IC),通訊市場 
*WLAN IC 
*GSM Module 

Consumer 
消費性產品 

*IA(資訊家電)相關ASIC及軟體 
*單晶片微電腦控制器 
*Video Processing(影像處理)DSP晶片、保全系統、視訊
網路系統 
*指紋辨識系統 
*MPEG4 IC 
*LCD TV  應用 IC 

Analog 
類比產品 

*電源管理IC 
*Smart Battery IC 

Module 
模組產品 

*液晶顯示器Driving Board控制程式 
*高亮度工業級液晶顯示模組 
*UXGA 超高解析度 LCD Monitor 
*觸控式模組 
*Portable DVD Player 模組 
*Embedded 系統平台整合 
*汽車用LCD 模組 
*超高亮度平面燈背光LCM模組 
*超高亮度LED背LCM模組 

 

本研究所探討之新產品開發個案之選擇，是以過去該個案公司

已開發完成的液晶模組產品中依其具有銷售或技術開發之延續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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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量，以說明模組化產品之優勢，所探討之新產品個案包括

Portable DVD Player、Portable TV(含Car TV)及TFT LCD TV等，

其技術由簡而繁，新產品專案的產生也是因應該產品市場潛在客戶

需求的增加，經個案公司評估該模組產品技術開發之可行性並具市

場經營效益，因而投入該產品之開發與製造。而透過上述三項產品

開發過程的難度逐案增加，可隨P公司在開發過程中之各項資源的

調整步驟與決策過程，瞭解其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 

 

 

 

第二節 個案描述 

在描述個案時，先就新產品之特性做一說明，再就該新產品模組

化過程及個案公司所切入的模組化區塊詳加描述，並闡述該產品模組

化後之優勢，最後再描述P公司因該個案之新模組產品開發所進行企

業轉型過程。 

一、 Portable DVD Player module(可攜式DVD 光碟播放機模

組產品) 

1.產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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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攜式DVD 光碟播放機乃是利用原有的DVD光碟播放機，再外

掛液晶螢幕組合而成的新產品(如圖5-1 ) ，讓消費者便於攜帶，

隨時隨地(汽車上、飛機上)可以欣賞影片、照片或電視的一種加值

型消費性電子產品，也由於液晶螢幕(TFT LCD)不斷降價，因而增加

其應用範圍及終端消費市場的普及性。 

 

 

 

 加入 

 

驅動 

 

圖5-1  Portable DVD Player 主要模組區分圖 

2.模組化過程 

Portable DVD Player主要製造廠商均集中在台灣及中國(如台

灣鴻友、憶聲及中國步步高、新科、廈新等)；這些廠商是以代工(OEM)

為主，因本身設計能力較弱，甚至對該產品毫無經驗，必須依靠委外

方式(outsourcing)尋求技術與零組件相關廠商的支援，設計出圖   

DVD Loader 

DVD main controller(Hardware) 

類比式液晶面板驅動模組 

類比式液晶面板(含背光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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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示之類比式液晶面板驅動模組，才能驅動液晶面板，而使其製造

能力得以發揮。 

在Portable DVD Player產品中，主要的零組件包括中小型液晶

面板、影像處理IC及其他特殊應用晶片，而該零組件供應商如友達

(供應液晶面板及背光模組)、國外的影像處理IC設計供應商及電源

IC供應商均無法透過整合提供相關零組件給Portable DVD Player

的代工廠商，因此，提供了擁有此類相關代理產品及具技術能力的通

路商另一個服務項目與加值的機會。 

P公司在液晶面板產業剛萌芽期即已代理聯友光電的中小型尺寸

面板，在通路業界中算是液晶面板代理之領導廠商，因此，對於液晶

面板的特性及相關技術均已熟悉，再搭配上現有已代理的電源IC或

discrete IC等，提供完整的系統解決方案給Portable DVD Player

的代工廠商。P公司在此案例中除提供液晶面板驅動模組外，同時也

提供了背光模組解決方案，讓客戶不需再委外或向外採購TFT 

Backlit Inverter，直接納入製程中自行生產組裝，可更進一步降低

成本；其供應鏈的變化情形，請見圖5-2，由圖中可知Portable DVD 

Player OEM/ODM廠商在收到客戶訂單後，在未經電子零組件通路商

提供模組化服務前，須分別向電子零組件通路商購買相關零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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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面板、液晶面板驅動IC和相關零組件，另需向TFT Backlit 

Module製造商購買TFT Backlit Module半成品，並將前述之零組件

與半成品排入生產流程中，因此，Portable DVD Player OEM/ODM廠

商必須具備產品設計能力與製造整合能力，而這些廠商中多數是以代

工(OEM)為主，因本身設計能力較弱，甚至對該產品毫無經驗，為求

產品能加速上市，必須採委外方式(outsourcing)尋求技術與零組件

相關廠商的支援，一般零組件原廠無法提供整合服務，因此，透過擁

有關鍵零組件的代理商P公司，配合其研發與技術整合，將相關零組

件整合成一模組產品或解決方案(TFT BACKLIT Module)，直接納入製

成中，進而簡化其生產流程及原物料採購與管理作業，同時也因大量

採購而能降低成本，並獲得通路商的全力支援，縮短產品開發時間與

研發人力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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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零件 

 銷售模組 

 

 

 

                          通路商增加模組設計製造能力 

 

 

 

 

 

 

 

 

 

圖5-2  供應鏈變化圖。 

BackLit IC、Discrete IC及相

關 IC供應商(原廠) 

液晶面板驅動 IC供應商

(原廠) 

液晶面板供應商

(原廠) 

電子零件通路商 

TFT Backlit Module 製造商 

Portable DVD Player  OEM/ODM廠商 

Portable DVD player銷售通路廠商 

  

BackLit IC、Discrete IC

及相關 IC供應商(原廠) 

類比式液晶面板驅

動 IC供應商(原廠)

液晶面板供應商

(原廠) 

電子零件通路商(代理上方相關IC零組件及液晶面板) 

Portable DVD Player  OEM/ODM廠商 

Portable DVD player銷售通路廠商 

 

TFT Backlit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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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是P公司透過對市場的敏感度，瞭解客戶需求，確定新產

品市場趨勢，將現有代理之相關IC零組件及液晶面板做結合，由於

P公司於每個代理產品線均有專責的FAE(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應用工程師)，對於該IC特性非常瞭解，因此，在確定新

產品方向後，即透過跨部門會議及Journal System進行溝通與相互

支援，再由研發部門或應用工程部門專案小組進行整合與測試，並由

PM(Product Manager)中選出本專案的負責人，以作為客戶與技術人

員間的溝通平台，讓彼此溝通上的落差及障礙能降低，對於研發技術

上的障礙亦可透過PM向原廠請求協助與支援，讓內部技術研發團隊

也能學習更新的技術與解決方式，增加實戰經驗；從產品規格的確定

到研發完成測試及試產後，PM可透過掌握客戶產能的數據去推估P

公司在此專案中所搭配的各零組件在數量上的需求，回饋給各產品線

負責的部門向原廠進行採購作業，以提供客戶量產之需要。 

上述初期開發完成一個新的模組產品，主要是指完成其核心的軟

體及硬體線路的設計，因該部份佔整體模組設計比重約70%到90%，

而且此核心的部份多半不太會再作更動，所以，未來僅需依照新客戶

的要求，針對外殼去調整PCB大小以符合客戶需求，以達到客製化服

務之目的。此一模組產品可依此經營模式不斷複製，即可在現有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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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產品的客戶中挖掘有潛力或興趣的客戶投入此一產品市場，增加

客戶競爭力，也提升P公司的價值與收益。 

3.模組化優勢 

採此一模組化後，除可降低客戶在技術研發上的負荷，將人力做

更有效的安排或發展更多新的產品事業，同時因減少一層供應鍊的剝

削，可提高利潤，縮短研發期間，加快新產品上市時間，可搶佔市場

先機，增加獲利空間。 

對於P公司而言，由過去被動的角色，等待客戶完成產品規劃後

再決定相關IC規格後尋求電子零組件代理商的作業模式，轉而變成

由P公司主導客戶新產品的規劃與內容，再依據客戶要求的產品外

形，硬體印刷電路板的尺寸大小，將產品原型作修正變更，也因為修

正幅度不大，因此，對於通路商而言在產品的推廣上更加容易；在加

上通路商所提供的規格通常都先將自己本身已代理的相關產品優先

設計進去，因此，能提高通路商的營業額與獲利(約10~20%)。 

另一方面在電子零組件原廠部份，只需針對通路商在發展第一個

產品原型時，所發生的技術問題給與支援和協助解決外，通路商本身

技術及研發人員也會透過此一過程累積大量的問題解決能力，往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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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零件通路商在解決方案推廣給客戶的過程，以及客戶後段客製化的

過程中，皆不需要增加電子零組件原廠的技術人力去客戶端支援。對

原廠而言，將其產品交由電子零組件通路商去代理，所需耗費的技術

支援人工成本最低，而且能在較短的時間獲得到較好的銷售業績與成

效。 

4.企業轉型過程描述 

(1)行銷方面 

說明:由於銷售代理IC產品之業務單位，在經營Portable DVD 

Player代工製造客戶過程中，發現其生產的製程中，有部份

零組件(半成品)仍需委外生產後再放入製程中加工，經瞭解

該委外產品中，TFT背光模組應可透過公司研發及原廠支援

協助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由於相關客戶數量多，且該產

品市場已漸成熟，將進入價格競爭，未來成本將是客戶的優

先考量因素之一，因此，在開發出原型(prototype)後，藉

由小部份的修改(依客戶需求)，即可再導入其他Portable 

DVD Player製造廠商，此一產品特性再加上TFT背光模組相

關技術均可從公司現有代理之產品中取得，應是值得經營的

市場，且透過現有客戶群的推廣，可增加公司銷售業績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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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價值(提升客戶依賴性)。 

(2)研發管理方面 

說明:本案透過業務人員將市場銷售機會轉給PM(PRODUCT Manager)

評估，並由PM協同TM(Technical Manager)及RD工程人員

確認產品規格，再由RD部門形成專案由負責的RD工程師做

技術的提供與整合；因此，PM為本專案之負責人，負責對外

與客戶及對內與技術和生產製造單位之溝通協調及專案進

度之掌控，因此，PM需具備技術背景與市場經驗者較能適

任，並可藉由每週經營或產銷會議、e_mail及平日的業務諮

詢等方式進行溝通。 

亦即對客戶溝通部份則由PM直接負責，技術問題則由RD人

員與相關零組件的原廠(Vendor)溝通，並尋求技術支援，若

技術上仍有需與客戶溝通部份再由RD人員透過PM安排與客

戶之研發及生產部門負責主管溝通，讓RD人員能更正確掌握

客戶需求，學習與製造單位溝通方式及產品量產應注意及遵

循之規範，並隨時提供支援與服務(含售前與售後)。 

此一TFT背光模組專案技術之建立，主要是透過TFT panel

製造廠商提供技術支援，讓公司RD人員能在為客戶提供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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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期間，透過客戶的意見回饋，在不斷的重新設計規

劃與除錯(Debug)中學習及建立相關技術技能，累積經驗與知

識，並透過Journal System保留此一過程之記錄，讓高階管

理人員能夠掌握專案進度，並適時提供支援，也讓未來承接

此一相關產品開發或售後服務之技術人員，能瞭解專案之全

貌及掌握解決問題之技巧。 

(3)人力資源(內部組織調整)方面 

說明:一般電子零組件通路商多以設立FAE人員做為技術支援之負

責單位，以提客戶在技術上的諮詢與支援，若遇有更高階的

技術問題，則可協同原廠協助共同處理，因此，無需RD及

後段製造單位的設立；然P公司為經營此自有液晶模品的生

產製造，在組織上需有RD團隊的設立，以提供現有技術的

整合與新技術的導入，將PM所提供之產品規格轉化為實體

產品(原型Prototype)，讓客戶確認是否為其所需之產品規

格及是否有需修正或由RD提供產品規格修改建議，並由RD

負責主導及測試樣品穩定性(Sample Run)，建立相關技術文

件。 

除新增RD單位外，在研發出原型到量產階段，仍需增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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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轉化的介面，因此，P公司再增設PE(Produc Engineer)

人員，主要功能是依RD完成之原型及其相關產品規格和技

術文件轉化為生產流程的安排和相關治具及作業指導書的

製作，並安排生產線小量試產(Pilot Run約100件)，在良

率(直通率)達90%以上時通知PM，由PM決定事否可量產。 

(4)製造方面 

說明:本專案主要是透過RD人員將產品規格轉化為原型，再透過

PE將原型分解為生產流程計劃，並依需求設計治具等相關輔

助器材，以期使生產流程得以順暢，另製造單位依內部功能

需求，再增加採購、資材及製造單位，由採購依PE提供之

產品規格及生產管理部門確定之物料需求表(BOM,Bill of 

Material)之請購申請，負責零組件之採購作業，資材部門

即負責生產管理、原物料管理及委外加工管理，製造單位則

負責生產及維修；另設置品保單位，負責生產過程及最終產

品質判定，並增加客戶服務功能以直接收到客訴訊息，可作

為生產製程及產品品質檢測改善之依據；並將產銷之相關問

題於每週之產銷會議或經營會議中提出報告，尋求解決方

式，透過回饋機制逐步強化製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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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ortable TV (含CAR TV)模組產品 

1. 產品說明 

有關手持式影音通訊娛樂功能之消費性產品亦隨液晶面板

品質提升及價格下滑，其最終產品之品質及價格門檻已能讓消

費者接受及購買，因此，相關產品也應運而生；另近年來汽車

電子產業相當熱門，是繼

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sumer)後另一興起的第

4C(car)產業，結合DVD Player、TV、Game、GPS等影音視訊娛

樂及倒車影像等功能，已逐漸成為各車種之主要配備，但汽車

零組件市場主要分為車前(Before Market)及車後(After 

Market)兩大市場，對台灣電子業者而言，車前市場因其獨特的

技術要求、品質規範、產業生態、供應鏈與商業模式的差異等

因素，需要長期耕耘相關準備作業，包括品質認證、產品安全

測試及技術能力的提升，均讓台灣業者無法輕鬆的跨過該門

檻。也因此，轉向經營以無需直接與汽車大廠有長期穩固關係

的車後市場（After Market）為主，成為台灣電子產業競相進

入的一個新興市場，但也因為門檻相對較低，價格競爭較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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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期而言，台廠若欲在車用電子領域取得關鍵地位，仍須累

積經營車前市場（Before Market）實力。  

 

如同Portable DVD player一樣，由於全球消費性產品市

場對於手持式相關產品需求的增加，包括3G手機、3G照相手

機、GPS導航系統、DVD player、car TV等電子產品為全球資

訊家電及通訊產業之大勢所趨，且產品種類多，不同區域間，

因市場需求特性、汽車大廠策略、搭配的數位化服務推展進程、

甚至技術標準商業化時程等差異，車用資訊與影音產品發展熱

絡程度與方向也不盡相同；而此Portable TV主要是透過一國

外貿易商的訂購，並經P公司評估，Portable TV(CAR TV)將會

成為各區域市場之主流產品之一，見圖5-3   (Portable TV)

及圖5-4(car TV)；再者由於P公司本身已有Portabale DVD 

Player模組化的經驗，因此，在切入此一產品市場的技術障礙

相對較低，且掌握主要關鍵零組件及液晶面板等相關產品，因

而決定切入此一產品模組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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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全球各區行動電視發展狀況 

 

圖5-4  歐美日各類熱門車用資訊與影音產品受市場關注圖 

2.模組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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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Portable TV產品模組專案中，由於客戶為貿易商未具備製

造能力，因此，承攬廠商需負責除外殼以外之半成品完成，其主要的

零組件包括中小型液晶面板、影像處理IC及其他特殊應用晶片，而

該零組件供應商如友達(供應液晶面板及背光模組)、國外的影像處理

IC設計供應商及電源IC供應商均無法透過整合提供相關零組件並協

助製成半成品給該客戶，因此，承攬廠商需具備有相關代理產品及技

術能力，且願意承接小量生產之廠商。 

由於P公司在液晶面板產業已投入多年，在通路業界中算是液晶

面板代理之領導廠商，對於液晶面板的特性及相關技術均已熟悉，再

搭配上現有已代理的電源IC或discrete IC等，及擁有液晶模組產

品開發之經驗，因此，有能力提供完整的系統解決方案給該客戶，有

關Portable TV系統示意圖，請見圖5-5。 

P公司在此案例中除提供液晶面板驅動模組外，同時也整合了

Tuner模組，讓客戶只需外架天線即可使用，請見圖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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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Portable TV系統示意圖 

 

 

 

 

 

 

 

 

 

圖5-6  Portable TV模組化區塊示意圖 

Portable TV 

天線 

TV Tuner 模組 

TFT LCD Panel 

類比式/數位式面板驅動線路板 

BackLit IC、

Discrete IC及

相關 IC供應商

(原廠) 

類比式液晶

面板驅動 IC

供應商(原廠)

應商 

液晶面板

供應商(原

廠) 

電子零件通路商(整合上方相關IC零組件及液晶面板和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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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組化優勢 

由於該客戶本身未具備製造能力，且其需求之產品規格已近成

品，加上需求量並不大，因此，一般家電廠商對此未具經濟規模之訂

單，因成本較高，多不會接單，而一般通路商因無生產製造能力，即

使作成解決方案後再委外生產亦因成本過高而無利可圖，因此，也會

放棄承接此案；P公司本身因代理液晶面板等關鍵零組件，且有相關

產品模組化經驗，可運用類似的模組產品繼續開發，節省開發及除錯

時間，加快產品結案時間。 

對於P公司而言，由P公司負責接近整機的產品規劃，且將本身

所代理的相關產品設計其中，其加值過程會比單純買賣代理的產品利

潤高。 

另一方面在電子零組件原廠部份，只需針對通路商在發展第一個

產品原型時，所發生的技術問題給與支援和協助解決外，通路商本身

技術及研發人員也會透過此一過程累積大量的問題解決能力，往後電

子零件通路商在解決方案推廣給客戶的過程，以及客戶後段客製化的

過程中，皆不需要增加電子零組件原廠的技術人力去客戶端支援。對

原廠而言，將其產品交由電子零組件通路商去代理，所需耗費的技術

支援人工成本最低，而且能在較短的時間獲得到較好的銷售業績與成



 75 

效。 

4. 企業轉型過程描述 

(1)行銷方面 

說明:此銷售機會是透過原廠的轉介，因該客戶為國外貿易商，本

身無技術及製造能力，且所需之產品規格特殊、數量不大，

為特定場所使用，因此，一般TV製造廠商因考量相對投入

成本較高，對此類客戶較無興趣，應而委由具代理該產品關

鍵零組件，並具製造能力之P公司協助生產；由於P公司為

液晶面板代理之領先廠商，且亦最早投入液晶模組的研發與

生產，在業界已有知名度，因此，原廠或客戶會引介有液晶

模組客製化需求的客戶給P公司承接。 

此Portable TV模組產品主要是應用在特定場所中，P公

司在過去已開發出液晶電視的驅動板，因此，只要依產品

規格(包括尺寸與使用之地區之電視收訊規格)作修改再

結合外購的TV Tuner模組即可完成，未來也可透過此一

特性，衍生相關客戶需求之液晶模組產品，節省產品開發

時間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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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發管理方面  

說明:本案透過業務人員將市場銷售機會轉給PM(PRODUCT Manager)

評估，並由PM協同TM(Technical Manager)，ME(Mechanical 

Engineer)及RD工程人員確認產品規格，再由RD部門形成

專案由負責的RD工程師做技術的提供與整合；因此，PM為

本專案之負責人，負責對外與客戶及對內與技術和生產製造

單位之溝通協調及專案進度之掌控，因此，PM需具備技術背

景與市場經驗者較能適任，並可藉由每週經營或產銷會議、

e_mail及平日的業務諮詢等方式進行溝通。 

亦即對客戶溝通部份則由PM直接負責，技術問題則由RD人

員與相關零組件的原廠(Vendor)溝通，並尋求技術支援，若

技術上仍有需與客戶溝通部份再由RD人員透過PM安排與客

戶之研發及生產部門負責主管溝通，讓RD人員能更正確掌

握客戶需求，學習與製造單位溝通方式及產品量產應注意及

遵循之規範，並隨時提供支援與服務(含售前與售後)。 

此一Portable TV專案，主要是透過TFT panel製造廠商提

供技術支援，讓公司RD人員能在為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

期間，透過客戶的意見回饋，在不斷的重新設計規劃與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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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中學習及建立相關技術技能，累積經驗與知識，並

透過Journal System(為個案公司電腦系統中針對業務、技

術及研發人員所規劃之工作日誌，要求相關人員需每日填寫

並透過系統Mail通知相關人員或主管，請參考附件簡報中

之格式)保留此一過程之記錄，讓高階管理人員能夠掌握專

案進度，並適時提供支援，也讓未來承接此一相關產品開發

或售後服務之技術人員，能瞭解專案之全貌及掌握解決問題

之技巧。 

而此一專案因客戶要求需完成的產品幾近成品(除外殼外，

均由P公司負責)，因此，也必須有機構工程人員(ME)參與

其中，依客戶要求之外框尺寸、顏色及相關零組件定位完成

設計與委外生產。 

(3)人力資源(內部組織調整)方面 

說明:一般電子零組件通路商多以設立FAE人員做為技術支援之負

責單位，以提客戶在技術上的諮詢與支援，若遇有更高階的

技術問題，則可協同原廠協助共同處理，因此，無需RD及

後段製造單位的設立；然P公司為經營此自有液晶模品的生

產製造，在組織上需有RD團隊的設立，以提供現有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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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與新技術的導入，將PM所提供之產品規格轉化為實體

產品(原型Prototype)，讓客戶確認是否為其所需之產品規

格及是否有需修正或由RD提供產品規格修改建議，並由RD

負責主導及測試樣品穩定性(Sample Run)，建立相關技術文

件。 

除新增RD單位外，因本專案之客戶要求產品必須符合其所

提供之外框尺寸(其餘均委由P公司處理)，因此，必須加入

機構工程師(ME)，負責產品外框尺寸、顏色及相關零組件定

位完成設計，以確定符合客戶需求；而在研發出原型到量產

階段，仍需透過PE人員作為技術轉化的介面，主要功能是

依RD完成之原型及其相關產品規格和技術文件轉化為生產

流程的安排和相關治具及作業指導書的製作，並安排生產線

小量試產(Pilot Run約100件)，在良率(直通率)達90%以

上時通知PM，由PM決定事否可量產。 

(4)製造方面 

說明:本專案主要是透過RD人員將產品規格轉化為原型，再透過

PE將原型分解為生產流程計劃，並依需求設計治具等相關輔

助器材，以期使生產流程得以順暢，另製造單位依內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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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再增加採購、資材及製造單位，由採購依PE提供之

產品規格及生產管理部門確定之物料需求表(BOM,Bill of 

Material)之請購申請，負責零組件之採購作業，資材部門

即負責生產管理、原物料管理及委外加工管理，製造單位則

負責生產及維修；另設置品保單位，負責生產過程及最終產

品質判定，並增加客戶服務功能以直接收到客訴訊息，可作

為生產製程及產品品質檢測改善之依據；並將產銷之相關問

題於每週之產銷會議或經營會議中提出報告，尋求解決方

式，透過回饋機制逐步強化製造能力。 

 

三、TFT LCD TV 模組產品 

1.產品說明 

液晶電視因較傳統之 CRT電視更具輕、薄之優勢，在加上品質

不斷的進步，且在產能不斷的開出及價格不段的調降等因素之下，

預期液晶電視之售價及尺寸，將成為影響消費者購買的關鍵因素，

故佔液晶電視約三分之一成本的液晶面板，也將成為矚目的焦點。 

隨著各國電視類比訊號即將終止，數位電視的高畫質需求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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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液晶電視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擁有每年超過一億台以上銷售量的

傳統電視市場自然成為監視器廠商下一個追求的目標。 

據市調機構 iSuppli最新報告指出，由於液晶電視（LCD TV）

價格持續下滑，以及 TFT LCD面板產能增長等因素帶動下，液晶電

視銷售成長可望超乎預期，預期2005年出貨量可望達1,962萬台，

幾乎較2004年倍增，2006年出貨量將突破3,000萬台規模，成長率

近 60%，見圖 5-7；隨著台灣廠商逐步加入生產 LCD TV面板之後，

加上第六代及七代以後的生產線順利量產，LCD TV可望以高階、平

面化的訴求，逐步佔領整個家用電視市場，且隨液晶電視面板技術

成熟及價格滑落，已達消費可接受的區間，也將使普及率提高，預

期將能帶動液晶電視的需求。 

由於 P公司在液晶面板產業已投入多年，在通路業界中算是液

晶面板代理之領導廠商，對於液晶面板的特性及相關技術演進過程

均已熟悉，在切入此一產品市場的技術障礙相對較低，且掌握主要

關鍵零組件及液晶面板等相關產品，因而決定切入此一產品模組化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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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2005~2009年全球液晶電視出貨量預估 

  

2.模組化過程 

在LCD TV產品模組專案中，由於客戶為通路商略具整合能

力，因此，承攬廠商需負責除TV Tuner模組及外殼以外之半成

品完成，其主要的零組件包括中小型液晶面板、影像處理IC及

其他特殊應用晶片，而該零組件供應商如友達(供應液晶面板及

背光模組)、國外的影像處理IC設計供應商及電源IC供應商均

無法透過整合提供相關零組件並協助製成半成品給該客戶，因

此，承攬廠商需具備有相關代理產品及技術能力，且願意承接

小量生產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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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P公司在液晶面板產業已投入多年，在通路業界中算是

液晶面板代理之領導廠商，對於液晶面板的特性及相關技術均已

熟悉，再搭配上現有已代理的電源IC或discrete IC等，及擁

有液晶模組產品開發之經驗，因此，有能力提供完整的系統解決

方案給該客戶，有關LCD TV系統示意圖，請見圖5-8。 

P公司在此案例中為提供液晶面板驅動模組，由客戶負責自

行外購TV Tuner模組及進行整合，請見圖5-9。 

 

 

 

 

 

 

 

 

 

圖5-8  TFT LCD TV系統示意圖 

 

 

 

TFT LCD TV 

天線 

TV Tuner 模組 

TFT LCD Panel 

類比式/數位式面板驅動線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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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TFT LCD TV模組化區塊示意圖 

3.模組化優勢 

本個案之模組化優勢與前一個案之Portable TV相同。 

4. 企業轉型過程描述 

(1)行銷方面 

說明:此銷售機會是透過原廠同業的轉介，因該客戶為國外通路

商，本身無製造能力，且所需之產品規格特殊、數量不大，

為特定場所使用，因此，一般TV製造廠商因考量相對投入

成本較高，對此類客戶較無興趣，應而委由具代理該產品關

BackLit IC、

Discrete IC及

相關 IC供應商

(原廠) 

類比式液晶

面板驅動 IC

供應商(原廠)

應商 

液晶面板

供應商(原

廠) 

電子零件通路商(整合上方相關IC零組件及液晶面板) 

國外通路商 

終端客戶 
 

類比式/數位式面板驅動線路板 

TV  

Tuner模

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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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零組件，並具製造能力之P公司協助生產；由於P公司為

液晶面板代理之領先廠商，且亦最早投入液晶模組的研發與

生產，在業界已有知名度，因此，原廠或客戶會引介有液晶

模組客製化需求的客戶給P公司承接。 

此LCD TV模組產品主要是應用在特定場所中，P公司在過去

已開發出液晶電視的驅動板，因此，只要依產品規格(包括

尺寸與使用之地區之電視收訊規格)作修改即可完成，未來

也可透過此一特性，衍生相關客戶需求之液晶模組產品，節

省產品開發時間及成本。 

(2)研發管理方面 

說明:本案在研發管理方面與前一個案(Portable TV)之模組化過

程與管理模式相同。 

 

(3)人力資源(內部組織調整)方面 

說明:除RD單位外，由於本專案之產品與先前開發之Portable TV

類似，為因應未來客製化需求多由RD所開發出來的原型所

衍生除來，因此，另增設應用技術部負責調整已開發完成之

原型以符合客戶之要求，並協同機構工程師(ME)，調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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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零組件定位的規劃，以確定符合客戶需求；而在開發出

原型到量產階段，仍需透過PE人員作為技術轉化的介面，

主要功能是依RD完成之原型及其相關產品規格和技術文件

轉化為生產流程的安排和相關治具及作業指導書的製作，並

安排生產線小量試產(Pilot Run約100件)，在良率(直通率)

達90%以上時通知PM，由PM決定事否可量產。 

 

(4)製造方面 

說明:本專案在製造方面與前一個案Portable TV之模組化過程相

同。 

 

 

 

 

 

 

 

 

 



 86 

第三節 個案資料分析與整理 

本節將就上述個案探討與對其經理人訪談之內容，依第三章所設

計之訪談大綱作一分析與整理。 

1.電子零組件通路廠商如何整合現有資源，建立自有品牌及產品銷售

管道？ 

(1)公司自有產品初期銷售管道如何建立?其銷售策略訂定之依據? 

概述：P公司自有模組產品初期銷售管道是透過液晶面板原廠的轉

介而能進入此一市場，待技術與能力較成熟且能獨立接單

後，即採直接銷售方式瞭解全球各區域市場需求與特性，再

行切割為透過當地代理商銷售與直接銷售兩區塊(如日本市

場必須透過當地商社才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必須透過專業代

理商才能進入特定市場，而中國市場因考量仿冒與利益因素

而必須採直接銷售等)，均為銷售策略訂定時之考量點。 

(2)公司為何會考量建立自有品牌產品之策略?其切入自有產品策略

之時機為何? 

概述：因液晶模組產品屬工業產品之半成品，主要銷售對象均為下

游之工廠或代工廠為主，非最終消費者，且P公司於電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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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經營代理銷售多年，客戶對其多已熟悉及信任，因此，運

用公司名稱以延續其品牌效益較大，所以，選擇以”P公司

公司英文名“作為產品名稱，並於技術成熟後，以此名稱之

液晶模組產品進行銷售規劃。 

(3)如何評斷現有資源的有效性?及如何改良現有資源以符合客戶需

求? 

概述：初期依客戶所提供之產品規格進行技術整合，並於過程中逐

步納入公司已代理之IC產品嘗試將其設計到客戶產品中，並

與客戶提供之規格做比較，分析其效益與優劣，以判斷現有

資源的可用性或可取代性，以提供客戶參考或測試，以確定

是否符合客戶需求。  

(4)整合現有資源的考量因素為何? 

概述：整合現有資源的主要考量因素有二，一為將公司現有代理IC

設計到自有產品中，可透過一次性銷售，增加公司營收與利

潤，且該產品的研續推廣及衍生其他運用的過程中，掌握關

鍵甚至是全部零組件的來源，另一因素則為市場競爭考量，

資源整合後可提供具價格優勢的產品給客戶，除讓客戶降低

其產品開發所需的資源投入外，並可取得較低成本增加產品

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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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戶要求的規格，若非企業目前所代理之IC產品(即現有資源不

足)或技術能力不足時，應如何處理? 

概述：當資源或技術能力不足時，均直接尋求原廠支援為先，因可

取得較低成本與較高階的技術資源，然部份IC產品無法直接

取得原廠支援時，就必須向其代理商購買或合作，並由該代

理商提供產品規格與技術支援(或諮詢)，以期能滿足客戶要

求之產品規格。 

(6)公司自有產品的特性為何? 

概述：液晶模組市場經營特性為少量多樣之客製化市場，與一般代

理產品銷售不同的是此產品生命週期較長，以已開發的客戶

中如飛機上的液晶螢幕(可接收live TV)的產品為例，通常

每年客戶需求量不會太多，但會延續好幾年，因其有一定的

技術及安全要求的門檻在，也因此，當有開發出新客戶後，

則多可確保第二或第三年的營收能持續維持，而對於後續開

發新客戶的能力就成為此模組產品銷售上的重點，因對原客

戶之技術支援可減少，而轉至新客戶的開發也僅是對於原已

開發類似的模組產品作適當的調整；較不像代理IC產品配合

客戶終端產品目前市場狀況其生命週期短，技術人員需隨時

準備下一階段的技術支援與諮詢，耗費人力較多且毛利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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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競爭廠商多)。 

(7)銷售造單位如何與研發及製造單位建立溝通協調模式以正確傳達

客戶需求? 

概述：業務行銷人員將取得訂單後給PM(PRODUCT Manager)評估，

由PM做為該專案負責人，協同RD、TM、ME、PE及製造單

位工程人員共同完成此一專案。 

因此，PM為本專案之負責人，負責對外與客戶及對內與技術

和生產製造單位之溝通協調及專案進度之掌控，因此，PM

需具備技術背景與市場經驗者較能適任，可藉由每週經營或

產銷會議、e_mail及平日的業務諮詢等方式進行溝通，並

依內容作業規範與ISO 9000規定之相關文件進行專案管理

工作。 

亦即對客戶溝通部份則由PM直接負責，技術問題則由RD人

員與相關零組件的原廠(Vendor)溝通，並尋求技術支援，若

技術上仍有需與客戶溝通部份再由RD人員透過PM安排與客

戶之研發及生產部門負責主管溝通，讓RD人員能更正確掌

握客戶需求，學習與製造單位溝通方式及產品量產應注意及

遵循之規範，並隨時提供支援與服務(含售前與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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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零組件通路廠商如何建立研發機能及培養自我研發與管理能

力，以使新產品能符合客戶需求? 

(1)準備建置研發單位期間及建置完成初期主要負責人為何?初期研

發人力如何建置? 

概述：該公司研發單位初期僅運用當時現有之2位熟悉面板相關技

術人員負責，並由目前的技術長擔任負責人；主要負責的工

作內容為承接原廠轉介之液晶面板驅動板之客戶之維護等

服務作業，人力不足的部份仍需尋求原廠支援。 

(2)初期的研究機能為何?其技術如何取得?現有技術及人力如何承接

研發作業? 

概述：研發單位初期以承接原廠轉介之小量或技術較低階的客戶，

負責客戶相關技術問題的解決與維修作業，初期與原廠共同

作業，逐步學習相關技術，並轉移給內部人員。 

(3)研發機能建立的過程為何?在其過程中如何持續強化內部技術及

管理能力? 

概述：研發單位內部機能的建立，主要是因應新產品專案及技術不

斷的增加，逐步建構軟體、硬體、機構、光學、電源、技術

應用與製造工程等單位與機能，並透過原廠訓練、召募或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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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具技術經驗人才)與內部調整方式進行技術的強化，再經

制度化如ISO9000、內部控制制度與專案管理制度等規範加

強管理能力。 

(4)研發單位如何與銷售及製造單位建立溝通協調模式以提供正確最

終產品滿足客戶需求，及使製造單位能順利生產? 

概述：業務行銷人員將取得訂單後給PM(PRODUCT Manager)評估，

由PM做為該專案負責人，協同RD、TM、ME、PE及製造單位

工程人員共同完成此一專案。 

因此，PM為本專案之負責人，負責對外與客戶及對內與技術

和生產製造單位之溝通協調及專案進度之掌控，因此，PM

需具備技術背景與市場經驗者較能適任，可藉由每週經營或

產銷會議、e_mail及平日的業務諮詢等方式進行溝通，並依

內容作業規範與ISO 9000規定之相關文件進行專案管理工

作。 

亦即對客戶溝通部份則由PM直接負責，技術問題則由RD人

員與相關零組件的原廠(Vendor)溝通，並尋求技術支援，若

技術上仍有需與客戶溝通部份再由RD人員透過PM安排與客

戶之研發及生產部門負責主管溝通，讓RD人員能更正確掌

握客戶需求，學習與製造單位溝通方式及產品量產應注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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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之規範，並隨時提供支援與服務(含售前與售後)。 

3. 電子零組件通路廠商如何建立製造機能，以達到客戶需求? 

(1)準備建置製造單位期間及建置完成初期主要負責人及人力和設備

狀況為何?其製造管理人力如何建置與補強? 

概述：製造單位初期僅負責產品檢測與部份點焊作業，因此，在人

力素質要求不高，設備需求有不多，因此，對此新事業在製

造方面的投資不大，風險相對較低，並聘任一位顧問負責此

生產製造之管理；在產品日益多樣化及產能及品質要求提升

的需求下，逐步建構資材管理、生產管理、品保中心、客戶

服務管理與採購等單位與機能，並透過召募或獵才(具技術經

驗人才)與內部調整方式進行補足人力，再經制度化如

ISO9000、內部控制制度與專案管理制度等規範加強管理能

力。 

(2)初期生產線概況(主要機能)為何?其生產流程如何排定? 

概述：初期生產線主要負責點焊與檢測作業，因此，採工作站方式

排訂加工與檢測流程，待產量增加時，再以運送帶生產線方

式將生產作業再細分至標準作業模式，讓生產流程自動化，

更易於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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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製造單位組織架構建立之依據為何? 

概述：製造單位之組織架構之擴展主要是依據客戶端產品日益多樣

化及產能增加及品質要求提升的需求下，逐步建構資材管

理、生產管理、品保中心、客戶服務管理與採購等單位與機

能。 

(4)製造單位如何與銷售及研發單位建立溝通協調模式以正確瞭解

客戶需求? 

概述：業務行銷人員將取得訂單後給PM(PRODUCT Manager)評估，

由PM做為該專案負責人，協同RD、TM、ME、PE及製造單

位工程人員共同完成此一專案。 

因此，PM為本專案之負責人，負責對外與客戶及對內與技術

和生產製造單位之溝通協調及專案進度之掌控，因此，PM

需具備技術背景與市場經驗者較能適任，可藉由每週經營或

產銷會議、e_mail及平日的業務諮詢等方式進行溝通，並依

內容作業規範與ISO 9000規定之相關文件進行專案管理工

作。 

亦即對客戶溝通部份則由PM直接負責，技術問題則由RD人

員與相關零組件的原廠(Vendor)溝通，並尋求技術支援，若

技術上仍有需與客戶溝通部份再由RD人員透過PM安排與客



 94 

戶之研發及生產部門負責主管溝通，讓RD人員能更正確掌

握客戶需求，學習與製造單位溝通方式及產品量產應注意及

遵循之規範，並隨時提供支援與服務(含售前與售後)。 

(5)製造單位的產能預估依據為何? 

概述：由於模組產品是以客製化為主，因此，均採訂單式生產管理，

依接單結果去安排生產流程及物料管理等作業。 

4.電子零組件通路廠商如何調整及強化內部組織功能，以因應自有產

品銷售與製造? 

(1)公司組織調整的依據為何? 

概述：公司依產品特性之差異，在模組產品技術與市場成熟後，即

將公司調整為零件事業處與模組產品事業處，除共用之後勤

與行政資源管理平台外，其餘組織的調整需求均按該事業處

營運上的需求作規劃與建構，也有部份組織及機能的建立是

客戶要求，如車用電子等即要求需與原製造單位區隔等。 

(2)公司因組織調整而產生人力或能力不足時，所採取的策略為何? 

概述：由於在組織調整之單位中多數為新設立或新機能，原始員工

在調整與調動上較為困難，且考量新技術與管理人才的引

進，因此，多採召募或獵才方式進行。 

(3)對於自有產品銷售組織的建立其引進銷售人力的資格考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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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由於模組產品採少量多樣之接單方式，客戶所屬產業較廣泛，

產品種類多亦多樣化，且銷售人員之溝通過程與結果均直接

影響到研發方向與生產結果的正確性，因此，除語言需求外，

有技術背景並能掌握專案且本身具備良好管理應變能力者，

會是最佳考量人選。 

(4)因應組織的調整，公司後勤及行政單位如何調整其能力與人力及

內部作業流程? 

概述：配合公司整體組織調整，增設成品倉等單位，並對原人力資

源部門也增加海外營運作業處及專案作業部，以支援模組事業處

之擴展需求。 

(5)自有產品售後服務機能如何建立? 

概述：為因應客戶的增加與產品多元化後所需的售後服務與客訴

處理，並希望能將客戶反映的問題能夠做為改善研發技術

或生產品質的依據，因此，將其建構在品保單位，並持續

追蹤處理至改善為止。 

 

就以上所彙整之概述，將三個新產品個案內容再依銷售、研發、

生產與人力資源調整四個構面作整理與分析，見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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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新產品個案依銷售、研發、生產與人力資源調整四個構

面彙整分析表 

構 

面 

個案一 

Portable DVD Player 

個案二 

Portable TV 

個案三 

TFT LCD TV 

從個案中對於企業轉

型關鍵要素之發現 

 

 

銷 

售 

客 

戶 

來 

源 

現有客戶中發

現銷售機會，提

供新產品服務

與規劃。 

 

 

由海外貿易商透過

原廠轉介取的。 

 

 

透過海外代理商取

得。 

 

 

 

由現有客戶發掘商機

或由原廠轉介之機

會，其銷售風險相對較

低，因客戶同意配合開

發、原廠願意提供技術

支援，因此，對於原本

並無研發及製造能力

之通路商而言，對於新

產品開發之投資少，風

險相對較小，投入意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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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單 

考 

量 

最終產品為市

場成熟產品，將

進入價格競

爭，客戶有成本

壓力，而P公司

能掌握相關零

組件及整合後

能提供具優勢

的價格； 

且此一市場需

求大，未來因應

其他客戶客製

化之修正幅度

小，因此公司進

入風險相對較

低； 

對公司整體營

收與獲利均能

提升。 

屬訂單數量少之客

製化產品，因單價及

毛利高，且關鍵零組

件原廠提供技術支

援(此客戶亦為透過

原廠轉介)，再加上

TFT LCD TV為未來

趨勢產品，本產品可

作為學習基礎； 

另考量該區域市場

(日本)本身已擁有品

質良好之關鍵零組

件供應商，要切入不

易，因此，運用此一

契機，將公司品牌打

入該市場，擴大銷售

區域 

屬訂單數量少之客

製化產品，但未來

類似產品市場需求

將會增加，目前單

價及毛利高，且有

類似產品模組化經

驗，因此，可運用

已有的模組產品進

行調整修正。 

另考量該區域市場

(日本)本身已擁有

品質良好之關鍵零

組件供應商，要切

入不易，因此，運

用此一契機，將公

司品牌打入該市

場，持續擴大銷售

區域。 

先就以代理多年IC零

組件所具備之核心技

術協助客戶進行整

合，以瞭解新產品研究

開發模式，在進行小量

生產，可在投資與風險

有限的條件下，進行企

業轉型。 

對於市場進入策略則

先由技術與銷售進入

門檻較低的產品先行

切入，再隨著公司本身

技術成熟後，逐步進入

其他區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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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發 

主要提供液晶面板

之驅動模組及背光

模組，技術門檻較

低，且有原廠支援； 

已掌握關鍵零組件

及技術，整合困難度

較低。 

本案完成之模組產

品已接近最終消費

產品(僅差機殼部

份)，因此，所需的

技術與整合的零組

件較複雜，需由相關

零組件原廠提供支

援，而該關鍵零組件

群亦多為公司代理

多年產品，因此，零

件事業處FAE即能

提供技術支援。 

增設機構工程師，負

責產品尺寸、IC位置

安排與外殼得規劃

及搭配 

本案因有過去經驗

與模組產品可供參

考，因此，投入開

發資源相對較少，

且延續先前經驗，

可減少除錯

(Debug)時間；唯考

量未來此一相關衍

生性產品應用會持

續增加，仍會造成

RD部門之工作負

荷，因此，另行設

立技術應用部門負

責將已開發完成之

原型產品依客製化

要求作局部調整，

讓RD部門專注新

產品開發，提升經

營效益。 

研發機能的衍生，是由

原代理IC產品事業處

中所設置之FAE人

員，運用其對關鍵零組

件技術的熟悉，先進行

技術門檻較低的新產

品技術整合，並在原廠

的支援與訓練中，學習

較高階技術，再建置

RD部門負責未來新產

品開發與整合技術的

延續，於接單過程中逐

步建立完善的研發組

織與能力。 

 

 

製 

造 

由研發單位所開發

出來之原型到量產

過程為承接此案之

關鍵，需增加製造工

程人員 

另增採購與資材單

位，負責原物料採購

及外包作業，補足製

造機能成一獨  立

單位 

另增無塵室設備以

因應背光模組之生

產需求 

增設品保單位，負責

生產過程與最終產

品品質判定，並增設

客戶服務功能，以直

接收到客訴訊息，以

作為研發、生產製造

及產品品質檢測改

善之依據，此一回饋

機制能有效提供P

公司在轉型過程中

所遭遇之問題及需

改善的部份 

因製造能力已漸成

熟，考量將過去因

本身產能不足，而

委外生產的部份，

透過擴廠方式提升

產能，增加公司獲

利與掌握產品品

質，更可將部份較

敏感的產品或客戶

訂單由自己掌控，

資訊不易外洩。 

製造機能的建立，初期

先由簡易的點焊與測

試開始，因人員素質、

數量與生產設備投入

需求不高，因此，風險

較低的狀況下，進行小

量生產。 

並在接單過成中，也運

用代理商與下游製造

廠商長期配合關係，參

考相關製造廠商組織

架構，配合接單過程中

逐步建立完善的製造

組織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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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力

資

源 

組

織

調

整 

於模組事業處中增

設RD部門以專注負

責模組產品之研發

作業 

增設製造工程單位

以建立研發與製造

量產之轉化與執行

單位 

強化PM(產品經理)

之功能，以能負責專

案承接與完成之能

力 

增設機構工程師及

品保單位以完善RD

及製造單位之機能 

增加基層技術及作

業人力與中階管理

主管； 

並考慮引進高階研

發及經營人才(含

國內外)，配合全球

據點的設立，提升

管理與銷售服務能

力 

人力資源與組織調

整，主要是配合個別機

能建置的需求所進

行；而在新產品銷售過

程中，逐步建構完善的

RD與製造機能，並引

進高階研發或製造管

理人才，以快速補足研

發或製造能力不足的

部分。 

 

因此，電子零組件通路產業中，隨者產業的演進而進入價格競爭

及微利化趨勢，通路商必須跳脫原有之區域型代理買賣的經營模式，

除持續進行全球化服務據點的設立外，若採合併方式，因牽涉兩造公

司的組織文化與相關法令規定，需耗時較長且變數多，因此，通路商

在未具經濟規模的情況下，運用差異化策略，除培養自身技術能力成

為有能力能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的加值型電子零組件通路商外；更

往上提升成為少數通路商，結合本身已有的通路客戶群及成熟的技術

能力，運用對市場的敏感度找尋出可切入的產品市場，逐步增加研發

與製造能力，發展企業自有品牌產品(以工業產品為多)之通路商。由

於後者其所需之技術、管理能力與產品複雜度高，相對的其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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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高，是突破產業困境之較佳策略。 

由上述研究分析中發現，P公司運用企業轉型策略，將公司由電

子零組件代理商，轉型為具高附加價值之品牌產品開發製造商，其在

轉型中所運用之策略與關鍵要素請見表5-4。 

表5-4 個案研究發現彙整表      

項目 研究發現 

一 通路商的轉型開始時點，會先經由原廠(vender)或現有客戶中提供新產品(或服

務)需求訊息，且該新產品(或服務)經通路商評估其技術門檻不高(通常多屬原

技術改善或多項現有技術整合，並能掌握關鍵零組件)且財務(初期投資)需求不

多的條件下，開始進行嘗試。 

亦即投入的決策關鍵是先有訂單需求與支援再決定嘗試新產品開發。 

二 所選擇切入的市場為利基型市場，少量多樣，原廠因成本考量不願接單，未具

技術能力的通路商也無法承接，唯有掌握關鍵零組件通路商才有機會切入，其

相對需承受的風險較低。 

全球性市場的切入，除初期透過原廠(具全球知名度且屬寡佔市場)大廠轉介

外，運用自己本身已有的通路累積銷售經驗，再配合區域性銷售特性，以較低

風險考量採不同進入策略。 

由於新產品開發是屬於工業產品，多數為半成品，在該公司經過近 20年的電

子零組件通路經營中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與客戶的信任度，因此，採用公司名

稱做品牌，除可延續原通路管道，在對海外市場推廣上也可藉台商或原廠給予

直接的支援與推廣，在品牌認知上亦無障礙。 

三 技術來源，主要是運用原本已擁有之核心能力再加上原廠支援，進行整合與開

發新產品作業。 

技術人員的建立與研發機能的衍生，初期是由現有技術人員承接，並學習新技

術，再隨新承接的產品引進相關的技術人員(採召募或獵才方式)，持續開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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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潛力的新產品。 

技術成熟後之新產品開發專案管理，則需透過 ISO等相關制度規範，從專案

提出、審核、研發、評估到生產與專案評估及回饋等做完整管制，以降低新產

品開發風險的產生。 

四 組織調整則採按部就班方式，依階段需求調整組織、職能與人力；由於多數通

路商對於資產購置意願低，因此，對於因人員增加與增設廠房，會採取較保守

方式，如租賃或委外，待產品成熟後再逐步增加設備採購等；因此，會配合客

戶要求，先調整組織架構，再依重要性及緊急程度調整或召募人力。 

另在強化職能部份除培養內部既有員工外，也採獵才方式，直接引進新技術或

管理人才。 

五 在製造能力方面，由簡單的加工與檢測做起，從新專案中學習，並至下游客戶

處觀摩，召募有經驗之中高階主管，引進管理技能與架構製造單位組織；並建

立研發與製造間的轉化管道，讓原本無製造經驗的通路商，能夠將客戶構想轉

化為具體產品產出。 

六 新產品專案管理負責人之選定，將影響專案之成敗，因此，專案經理應具備市

場與產品知識、技術能力(或經驗)與對製造能力的了解，並具主動解決問題能

力與溝通能力，如此，才能逐步在專案進行中遇到問題、面對問題、瞭解問題

及解決問題，且能從多方面去考量問題的最佳解決方式，提供客戶滿意的產品

(服務)，也讓內部能有具體與正確方向完成整個專案計劃。 

七 回饋機制對於企業發展(轉型)過程，均是重要的資訊來源，唯有正確的反映出

問題點，才能提供經營階層做出正確的決策，因此，企業轉型中應建立完善且

真實的回饋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