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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對一個國家來說，基礎的電力設施是國家工業運行的命脈，所以電線電纜

產業一直是各國重視且致力於發展的基礎工業，對於此一產業，各國都有

其產業的保護及輔導升級措施，各個經濟體如歐盟、北美地區、大陸地區



等也都有嚴格的規範保障品質。而電力輸配電系統的停擺，會造成工業及

民生的極大不便與損失，更突顯此一產業在國家基礎建設上的重要性。然

而近幾年來，整個電線電纜產業面臨國際經貿環境的變遷與國內產業結構

的調整，不僅因為產業外移導致內需減少，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後，國內廠商面對國際大廠及中國大陸、南韓產品的競爭壓力與日

俱增。加上近年來國際銅價價格變化劇烈，對本產業有極大的影響。 電

線電纜產業為一資訊較封閉之產業，較少於公開資料中取得相關資訊，本

研究期望能透過對整體電線電纜產業及個案公司分析，以掌握市場概況；

分析外部環境再透過五力分析掌握產業的競爭態勢，並歸納競爭環境的機

會與威脅；分析個案公司內部環境，歸納個案公司的優勢及劣勢；再透過

SWOT 分析綜合歸納，發展個案公司在台灣電線電纜產業因應 WTO 開放

後的的經營策略。  

摘要

(英) 

Fundamental Electric Facilities is the lifeline of national economy for a country, 

therefore, every countr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lectric Wire and Cable 

Industry and spared no effort to promote this fundamental industry. There are many 

protective and assisted development measures of this industry in every country and 

each economy has its respectively strict regulations to guarantee the industry quality 

such as European Union, North America, Mainland China etc. The paralyzation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of Electric Power will bring great loss and 

inconvenience to the industries and the livelihood of people, which reflects this 

industry’s importance on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Electric Wire And Cable Industry has faced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Environment and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results not only from the industry shift that decreases the domestic 

demand, but also the growing pressure on domestic companies from the product 

competitions of foreign companies,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 Korea after our 

country’s entry to WTO. In addition, the flurry of copper number price has great 

impact on this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Relatively speaking, Electric Wire And 

Cable Industry is the one without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nd there is less access 

to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in the revealed data. The research expects to acquir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arket by analyzing the whole Electric Wire and Cable Industry 

and the individual case of company; analyz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acquire 

industry competition trend through Five Forces Analysis to summarize the 

opportunity and threat of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analyze the inner environment 

of the individual case of company to summarize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y means of SWOT Analysis, summarize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the individual 

company in Electric Wire and Cable Industry after our country’s entry to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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