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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龍博士 論文頁數：118 論文摘要內容： 展望未來平面顯示器發展，

OLED 具有自發光、不需背光源、構造簡單、低驅動電壓、省電等優點，

甚至可結合 LTPS 與 OLED 技術替代 TFT LCD，因此 OLED 是次世代平面

顯示器中最值得注意的焦點，為強化我國平面顯示器產業競爭力，需建構

完整上下游支援協力體系，目前 OLED 顯示器技術漸趨成熟，產品商品化

能力加速，需求日益增加，顯示 OLED 顯示器產業開始在台灣生根。 有

鑑於此，本研究希望經由全面而深入的個案分析，尋找個案公司可能成功

的經營策略，並擬定策略以應付未來快速變遷的環境。可達成以下三項目

的:(1)剖析個案公司的經營策略，認定其外在分析與機會威脅，並探討其

關鍵成功因素為何；(2)以策略規劃的方式，進行內在分析與優劣勢的評

估；(3)為個案公司制定經營策略，據以確定可行的策略方向，從而提出

策略的評估與選擇。 本研究的架構係採用 Aaker 及 Glueck 的理論架構來

進行內外在分析與策略規劃，整個研究架構分四個階段，首先進行內外在

分析，以界定外在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以及該產業的成功因素，並瞭解

個案公司所擁有的優劣勢，其次根據以上分析，歸納出該公司我面臨的問

題，從而提出可行的策略，在該策略下擬定競爭策略及營運策略 經過本

研究分析後發現 OLED 顯示器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以客戶為導向的服

務能力、雄厚的資金、設計與製程創新及商業化的快速能力、與目標市場

建立策略聯盟關係及量產能力。 本研究建議個案公司在公司策略採取成

長策略，短期為市場擴張擴張，長期則是採取產品擴張策略，並以差異化

作為競爭策略，以發揮個案公司的核心能力,並能繼續累積未來的競爭武

器。  

摘要

(英) 

Title of Thesis：The strategy for the Emerging industries of Display Companies：

A Case Study of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 Name of Institute：Graduat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ame of Student：Liang Yuan 

Liang Advisor：Kao,Jen-Lung Total Pages：118 Abstract： OLED is the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It is a new generation display. The OLED display needs no 

backlight, thus, can be thinner and lighter than liquid-crystal display, and has a 

wider viewing angle and temperature range and speedier response to boot. 

Therefore, OLEDs have lower materials content, less capital-cost potential and 

fewer process steps than an LCD. After an amazing short period of applied research 

development, commercial activity in the OLED display world is now exploding. 

This Research will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LED industry,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LED industr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collective 

documentaries and research data. It will also state the outlook of OLED industry, 

and discuss the environment of Taiwan OLED industr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 and weaknes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understand the stringen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is research has took a close look on the Taiwan OLED 

environment adapting the analysis of Five Forces and SWOT model. This thesis is 

the case study to ascertain the “Strategic Market Management” by Aaker, D.A., 

and the “Competitive Strategy” by Michael E. Porter. In this article, we find that 

the OLED industry key successful factors including business strategy should focus 

on: Strategy alliance and partnership, Technology innovation & R/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capit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 



to enlarge the gap with competitors and still keep the leading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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