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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數位相機產品為近年最熱門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之一，其解析度已直逼傳

統相機及攝影機，另在價格上亦已走向更吸引消費者之價位，帶動市場

需求持續成長；雖然相機手機出貨量之大幅提升，但因畫素之差異與限

制、市場區隔不同，將與數位相機呈現共榮共存情況。預期未來隨著全

球數位影像環境的不斷成熟及數位影像產品價格之不斷下滑，全球數位

相機產品需求將持續維持成長，2004 年全球銷售量接近 7,000 萬台，依

CIPA 之樂觀預估，2008 年甚至可望挑戰 1 億台。 全球數位相機產業過

去與未來都會是日本廠商的天下，除了 Kodak 與 HP 之外，日系品牌掌

握全球約 80%的市場壟斷地位。由於國際品牌業者在市場價格競爭更加



激烈情形下，促使日系大廠來台灣尋找長期合作夥伴，以加強其產品市

場競爭力。根據資策會 MIC 之研究報告，台灣約佔有全球市場約 35%的

出貨量，但以中、低階產品為主。台灣的產業優勢集中在零組件與系統

代工，至於品牌與通路仍是台灣數位相機廠商最大的弱點。 目前我國數

位相機產業內之競爭激烈，又面臨環境快速變遷、生產技術提昇、資訊

科技高度發展等變化，本研究試圖以 Porter 教授之競爭策略、競爭優勢

與產業結構分析等理論著手，並採取產業五力分析與個案公司研究等方

法，探討台灣數位相機代工製造廠商的策略方向，並檢視成熟期產業環

境下競爭的內涵，促使業者在經營策略和管理上能有深層的體會，並整

理相關研究以供產業與個案公司做參考。 總結本研究之結果有以下之重

要結論： 1. 台灣數位相機代工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為：關鍵零組件來源

之掌握、堅強研發及技術創新能力、經濟規模的達成及良率之提昇。 2. 

個案之公司整體策略上可採用新產品開發與新市場開發並行的綜合成長

策略，事業層級策略則建議採用差異化集中策略。 3. 對同業的建議為：

發展 ODM 代工，而非接 OEM、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提供品牌廠商低

價策略下之價值需求、加強創新與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差異化產

品或服務之代工品牌價值。  

摘要

(英) 

The DSC product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onsumer electronics devices 

in recent years, not only the resolution can compete with one of traditional camera 

and video recorder, but also provide more attractive pricing for users. It brings 

continuous growth of market demand. In addition, the demand of phone camera is 

big increasing also and will boom with DSC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 

the global digital image environments get more mature and their prices are 

decreasing continuously, the overall global demand will keep growing. In year 

2004, the worldwide sales volume is close to 70 million units, and could be 

possible up to 100 million units in year 2008, based on CIPA’s optimized 

forecast. The DSC market no matter in pass or future dominated by Japanese 

vendors, except Kodak and HP, Japanese vendors occupied 80% worldwide 

market share and monopolize in the industry. The price competition become more 

severe, it’s forced Japanese companies to find the long term OEM/ODM partners 

in Taiwan and enhance their product competence. According MIC’s researching 

report, there is 35% worldwide market share coming from Taiwan makers and 

mainly focus on middle and entry level products. The advantages on Taiwanese 

makers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parts manufacturing and OEM/ ODM for finish 

products. As for branding and channel management, they are the most weakness 

points for Taiwanese makers. Nowadays, Taiwanese DSC industry is keen 

competitive, the manufactures face the fast variation of environment, enhancement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 the 

OEM/ODM manufacturers confront huge challenge on the corporate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Base on Michael E. Porter’s framework of competitive Strategy,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related industry structure theory, this study adopt 

industry five forces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o explore DSC OEM/ODM 

manufacturer’s strategies and strategic logic. Therefore, wishing I could more 

realize the corporate strategy about DSC industry by this research, and arrange 



relativ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to provide consultations on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for manufacturer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below: 1.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of Taiwanese DSC OEM/ODM 

manufactory: Control key components sources. Strong in research/develop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lement of economic sales and rising of yield rate. 2. 

The company in the case is suggested to take “Growth strategy” both of new 

product developing and new market exploration. As for business strategy, the 

“Differentiation Focus strategy” is the suitable suggestion. 3. The suggestions 

for DSC makers: To do the ODM business, instead of OEM business. Focus on 

manufacturing cost down and provide value demand under the low pricing strategy 

of branding vendors. Enhance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ing higher value-add 

products. Create the OEM/ ODM branding value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in product 

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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