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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資訊工業為我國及國外相當重要的產業，其資本密集的程度較過去之傳統

產業為高，且整個資訊工業以硬體部分又以個人電腦的產值為最，台灣不

論在個人電腦的製造及筆記型電腦的製造，其品質與技術在全球佔有重要



的地位，其代工製造筆記型電腦的數量占世界第一，但因台灣的筆記型電

腦產業因近年來產量暴增，各家生產廠商無不積極擴充產能，導致產能過

剩，又面臨低價電腦風潮與國外大廠殺價競爭，獲利大不如前，競爭可謂

相當的激烈，如何建立競爭優勢，實為目前筆記型電腦廠商亟思的課題。 

本研究基於以上的背景，探討筆記型電腦產業建立競爭優勢之相關策略，

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 一、先了解目前企業之產業定位，因此需先評估

目前公司現有績效，並作內外部分析，以界定公司所面臨的機會與威脅及

公司內部有何優勢與劣勢。 二、決定企業於產業中的定位後，進行策略

規劃，以決定欲執行之策略方案。 三、根據擬定的方案作資源需求與風

險評估以決定長、中、短期執行計劃並決定企業該如何執行策略的方式，

以建立競爭優勢。 本研究經過對策略理論與資訊產業相關研究的文獻探

討，並以上述研究架構作策略規劃後，提出研究結論及對個案公司、相關

業者及後續研究之建議。  

摘要

(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alled “IT industry” is very important to this 

world and people, the degree of capital intensity is higher than other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major sales amount are contributed from the manufacturing of 

personal computer . Taiwan has stimulated more and more know-how about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o the quality made by Taiwan’s factories has taken 

a leading place. ”Notebook PC”-also been called “Portable pc” or “Laptop” 

is a complex and mini-sized pc need to be made by experienced factories, so 

Taiwan’s factories with well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reate more than 50% 

shipping quantities of world. In recent years, many entrances enter to this market 

because of a continuously growing market and expand their capacity to produce 

notebooks. This Industry with more manufacturers and capacity must face capacity 

excess and low-profit issues. How to build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conquer these 

issue or avoid loss as possible? The answers are all concerned.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and status and adopts the strategic to try to find out 

better solutions. 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process into three segments as following: 

1. find the position in this industry so the analysis coverage should includ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alysis to verify what’s opportunity and threaten and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2. the strategic planning should launch after the SWOT analysis. 3. 

choose and take one or several alternatives according risk and resource assessment 

to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operation should create many control points 

to audit the strategy or process to ensure the advantage should be get a longer lead. 

This research takes a selected cooperation as a sample to develop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hope the conclusion could be a strategic-planning reference to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follow researchers can use these results to assist other relativ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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