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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筆記型電腦是全球 PC 市場現階段最具發展潛力的產業，甚至開始一步步

替代桌上型電腦，根據 IDC 統計，未來三、五年仍將維持 15％以上的年

成長率。以往，台灣廠商特色是靠日本的技術，美國的市場及受託代工廠



商的工程師勤勞努力，在英特爾及微軟所建立的標準下，以模仿、改良、

降低成本，創造出多項資訊業的世界第一。現在，筆記型電腦代工產業，

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是需要靠產品技術的創新，及經營管理的創新，才有

辦法立足。 本論文係屬探索性研究，並採用個案研究方式，以國內知名

筆記型電腦代工廠商廣達電腦、仁寶電腦、華宇電腦及藍天電腦為主要對

象，將不同代工模式的特質及產品創新過程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其目的

有下列 4 項：（1）探討 OEM、JDM、ODM 的特質。（2）分析不同代工

模式產品創新過程。（3）比較不同代工模式產品創新過程的差異。（4）

針對台灣筆記型電腦製造廠商，提出產品創新過程之規劃及執行的建議，

以提升代工廠商產品創新績效。 為了更清楚釐清代工模式，除了整理歸

納學者的見解外，並排除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製造商的自有品牌

（OBM）業務部份、專業代工模式（CEM），再依據國際品牌廠商委託

台灣代工廠商，在「產品設計參與程度」及「製程技術投入程度」兩個基

本構面，將代工分為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原廠設備委

託製造、JDM (joint development management)共同研發製造管理及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原廠委託設計製造三種模式；其中，ODM

包含 ODM（Top10）及 ODM（clone）兩種類型。 本研究以筆記型電腦產

業為例，研究發現若代工模式屬 OEM，創新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即

「樣本驗證」、「設計驗證」、「試產驗證」及「量產」。而代工模式屬

JDM、ODM（Top10）及 ODM（clone），創新過程可分為七個階段，即

「創意產生」、「產品企劃」、「產品設計」「樣本驗證」、「設計驗

證」、「試產驗證」及「量產」。若代工模式不同，則創新過程各階段活

動不同，且各階段活動影響要素亦不同。  

摘要

(英) 

Notebook Computer industry will be high potential industry in the 21th century in 

the PC marketing world wide, even will start to take replace of Desktop PC.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IDC, it will maintain at least 15% year growth rate in 

the coming 3 to 5 years. Before, the character of Manufacturer in Taiwan were：the 

technology of Japan, the territory in U.S.A, the standard was built up by Intel and 

Microsoft. The manufacturers here created a lot of “Number One” in this kind of 

outsourcing field by the way of imitating, modifying, and decreasing cost. In the 

current moment, if there is one manufacturer wants to stand at international stage 

stable and have strong competition ability, it should have creation of products skill 

and new management sense. This paper is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discovery, and 

adopted case study way, the most of famous manufacturers will be the case in this 

paper, they will be analyzed by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outsourcing 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The main purpose will be the following 4 points：

（1）confer th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ODM, OEM, JDM；（2）the analysis 

for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ls；（3）comparison 

table about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ls；（4）

provide the plan and suggestion in executing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osition of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and try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nufacturers her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del of outsourcing 

clearly, the opinion of scholars will be put in order, besides, the Selling part of 

brand name （OBM） of Taiwan’s manufacturers, CEM will be excluded. The 



outsourcing field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models which are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JDM（joint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and ODM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according to 2 basements：「the level of 

designing product」and 「the level of devoting manufacturing skill」. Among 

ODM, ODM（Top10）and ODM（clone）will be included. This research will 

take the NB industry to be example. It is found that if the outsourcing is OEM 

model,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can be separated into 4 phases：

「engineering verification test, EVT」、「design verification test, DVT」、

「production verification test, PVT」and 「mass productions」. And if the 

outsourcing are JDM、ODM（Top10） and ODM（clone）model,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will be separated into 7 phases：they are「idea generation」、

「product planning」、「product design」、「engineering verification test, 

EVT」、「design verification test, DVT」、「production verification test, 

PVT」and 「mass productions」.Perhaps the outsourcing model is different, then 

the phase will be different, and the influence cause will not be the same, too. By 

interview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understanding, if manufacturer accepts to be 

entrusted to be outsourcing of OEM, JDM, ODM by Japan customers, the a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product, the epidemic rate of produ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manufacturing will be better to be visible；if manufacturer accepts to be entrusted 

to be outsourcing of OEM, JDM, ODM by U.S.A. customers,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in product and the demand from the marketing will be effective for 

vendor in Taiwan；however, if manufacturer accepts to be entrusted to be 

outsourcing of ODM by Europe distributor customers, it will be great helpful for the 

flexibility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ontrolling the demand of marketing. Key 

Words：Outsourcing models OEM、JDM、ODM, The process of product 

innovation, Notebook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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