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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生活水準的提升，線性馬達驅動器在民生產業之應用需求也逐漸增

加，本研究針對台灣電動傢俱用線性馬達驅動器之產業結構作廣泛的探

討，藉由台灣廠商利用兩岸資源的有效分工，分析台灣電動傢俱用線性馬



達驅動產業之具體競爭優勢的來源，建構出完整的產業競爭策略。 本研

究以個案公司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調查，藉由探討競爭優勢的形成

條件及來源，分析台灣電動傢俱用線性馬達驅動產業廠商之競爭優勢及關

鍵成功因素，提供台灣線性馬達驅動器業者擬定未來競爭策略之參考，本

研究獲得主要結論如下︰ 1.台灣電動傢俱用線性馬達驅動器產業的關鍵成

功因素為規模經濟、專業人才、技術能力、供應鏈垂直整合能力。 2.以外

部、內部環境分析及內部資源能力來看，個案公司最適合採行成長策略，

以發揮現有之核心競爭優勢，並可將此成功經驗複製到其他電動需求應用

之產業。 3.建議個案公司可併行採用兩種成長策略方案，即市場滲透策略

與產品擴張策略。  

摘要

(英) 

The enhanc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 have made the Liner Actuator very 

demanding in the civil industry. This research is aimed at the linear actuator 

industry for furniture application in Taiwan and proceeding the analysis of the 

market structure, investigating the specif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linear actuator 

industrial,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actuator manufacturers in Taiwan. 

This thesis is going to take the J firm as the subject to investigate and interview 

profoundly, to induce the 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he linear 

actuator industry. Finally, this thesis have acquir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s follow: 

1.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linear actuator industry for furniture application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economical scale、professional skill、technical capability、

intergraded supply chain. 2.The best coporate strategy for J firm is “Growth 

Strategy”. 3.For “Growth Strategy”, J firm could execute the market penetration 

strategy and product extending strategy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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