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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科技的進步帶領 3 C 電子產品的需求市場快速的成長，由於行動電話

/MP3/PDA 等 3 C 產品成為流行性消費產品主流，其所帶來的購買熱潮刺

激、及各地區 GPRS /CDMA 等系統的推動，線上音樂的行銷且造成 2005 

年全球行動通訊及 3 C 的市場景氣復甦，而在此波手機市場的復甦帶來

包括手機用/MP3/PDA 等 3 C 電聲器件在內的手機零部件產業的快速發

展。在這個身處倍數成長產業中的企業如何面對多面的產業競爭，並且

如何想辦法保持原有的優勢，才不至於被其他競爭者所取代；並透過產

業的結構及各項競爭策略的分析來找出合適的關鍵成功的經營策略模

式。 本研究主要以描述個案研究法，透過次級資料分析與產業專家深度



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並選擇個案 K 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藉助以 

Michael Porter 競爭策略之五力分析、S.W.O.T 分析模式為主要分析架

構，作有系統的策略理論的研究，並以探討出個案公司之競爭優勢與最

適可行策略，並彙整相關研究以供個案公司與同業參考，以期經理人能

對競爭策略有更深層的體會。 本研究獲致的結論包括： 強化完整解決

方案的提供能力，並且擴充技術人員，以加強對客戶的技術支援、加速

研發產品的提供，以滿足客戶需求。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個案公司應

加強知識管理，並以組織學習代替個人學習，以有效提昇公司整體實

力。  

摘要

(英)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leads the speedy growing of 3C electronics products. 

Due to mobile phone, MP3 and PDA…etc. 3C products become the trend of 

consuming products which stimulates the purchasing upsurge and drives the 

moving of GPRS and CDMA systems in each areas. The online music promotion 

causes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3C products’ market prosperity which also 

make the fast development for sound components, used to cell phones, MP3 and 

PDA…etc industries. How to maintain the original advantage to avoid to be 

replaced in the competitive industry and find out the key successful managing 

model through the industry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various competitive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uses describing case study, proceed the study through 

analysis of subordination data and depth interview to the professors in the industry 

by object K company. The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comes from Michael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in Competitive Strategy and S.W.O.T. analyzing 

model.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to the strategic theory, we get the K 

company’s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the suitable with workable strategy. 

Besides, through compiling relevant researches for K company and the same 

trade’s reference. This research gets the conclusion include: Strengthen the 

providing ability of total solutions, increase technical staffs to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support to customers and speedy products evelopment to satisfy 

customers’ needs. In the side of HR management, K company should strengthen 

KM and replace personal studying by organization studying to increase the 

company’s competitio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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