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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資訊產業是整個台灣製造業產值最高的一個族群，產業中包含製造

商與通路商等型態，該型態串聯整個價值活動最初端至最末端的各功

能。   隨著科技與社會進步，產品在需求及運用上有明顯的變化，多

樣少量、品質保證、價格便宜、交貨迅速成了滿足客戶需求的基本功

能，面對這些衝擊與持續不斷的競爭，也宣告了資訊產業「微利時代」

的來臨。 本研究以近幾年來，國內成長最快、最穩定也最競爭的產業---

電源供應器為主，該產品在這幾年的發展中，因具有完整上中下游垂直

分工、水平整合的產業結構，品質佳、交期短、價格低，創造出產業競

爭優勢，電源供應器售價逐年下滑，如何從策略轉型中創造出更好的品



質、更高的獲利以及保有產業競爭優勢將是研究重心。 本研究選擇個案

公司進行探討，並採用 Porter（1980）的五力分析架構以及 Andrews

（1980）的 SWOT 分析架構進行個案公司的內部優勢、劣勢與外部機

會、威脅研究，最後提出對個案公司轉型之道的建議。 本研究之結論將

提供目前遭遇轉型困境的相近產業公司一個策略規劃方向。  

摘要

(英) 

Information industry is the highest production value industry among al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 industry includes commercial types of 

manufacturers and outlets that link each function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entire value activities. With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demands and 

utilization of product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Diversification but small 

quantities, guaranteed quality, low price and quick delivery have become basic 

functions that satisfy demands of customers. Facing these impact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industry has been declared that their “small margins 

times” has come. The target of research is SPS supplier industry that is the 

fastest growing, most stable but also most competitive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In years of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industry has an integ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which operators have already completed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s of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factories and horizontal integration, plus 

good quality, short delivery period, low price, it has creat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price of SPS supplier has going down year by year. How to create 

better quality, higher profit and keep competitive edges in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will be the focus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 chose a case company to conduct 

exploration. It also adopted Porter’s (1998)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 Five 

Competitive Forces” and Andrews’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WOT” to 

conduct research of internal strength, weakness and external opportunity and threat 

of the case company. Finally, the research presente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se company. The conclusions of research will provide similar 

companies that have difficulties in their transformations at present time with a 

direction of strategy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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