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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紡織成衣業為台灣經濟發展初期之重要外銷產業之一，不僅在外匯收入

上創下輝煌紀錄，也因為勞力密集產業，故於當時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

會。惟隨著國內工業結構轉變，及台灣勞工不足與工資高漲等，不利的

經營環境，企業逐漸調整策略，以台灣的資金及管理的經驗，取得市場

競爭優勢，形成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國際分工模式。 本研究以企業內



部「價值鏈」觀點，選擇聚陽實業做個案研究，該公司經歷 WTO 國內市

場開放衝擊、配額取消出口影響、全球金融風暴等，也為上市公司，各

項紀錄完整。藉分析該公司主要活動及輔助活動，及其中鏈結關係，並

以其結果佐證。因為企業內部的價值活動是相互依存、互相鏈結的動態

系統，企業必需擁有分析及管理，其價值活動及鏈結的能力，才能取得

最有效的競爭優勢。 經由次級資料與個案分析，總結本研究的發現如

下： (一)在聚陽的價值鏈中，其企業基本設施是為水平化組織搭配專案

管理，各部各職其所善。透過導入全流程 E 化(創新)、供應鏈垂直整合及

採購系統等，並藉由多年的 OEM 經驗，累積高級生產技術，搭配大量使

用自動化設備，維持品質及提升效率，來達到低成本之優勢，並將其成

果與中下游供應鏈夥伴共享。 (二)從聚陽價值鏈中發現，除相當重視製

造生產外，也逐漸發展前端技術研發(含產品設計)；而其輔助活動，也搭

配其製造生產之價值活動為核心而設計，如採購供應鏈的垂直整合，即

符合典型 OEM 生產模式之企業，並有逐步往 ODM 發展的趨勢。 

摘要

(英) 

Garment Industry, one of the important export industries in Taiwan's early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y. Not only it was an important foreign exchange 

income source, but also creating a large number o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dut to 

labor-intensive. However, as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d, Taiwan 

confronted labor shortage, rising wages and other unfavo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factors. Companies then actively adjusted strategy, using its capital in 

Taiwan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to ob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forming 

international network, receiving orders in Taiwan and manufaturing overseas. In 

this study, use of "value chain" theory to analysis the case of Makalot Industries, 

because the case company has experienced the impact of WTO and opening of 

domestic market, the lift of export quota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also a 

listed company in Taiwan stock market, we can have their integrity record. By 

analysis of the company primary activities and support activities, and their linkage 

relations, and its results corroborated. Because of the value of the enterprise 

activitie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link with dynamic system, the company 

ne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its value chain activities to 

obtain the most effec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secondary data and case 

study, we have the finding as follows: The enterprise infrastructure of Makalot 

Industrial value chain is the horizontal organization with project management. 

Every department takes their own role. Furthermore, with E-process,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supply chain, the purchasing system, the OEM experience,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extensive use of automation equipment, they can keep 

high quality, improve efficiency, gain the low cost advantage, and share 

achievements with the companies within the supply chain. Within Makalot 

Industrial value chain, we found that they not only placed importance on 

production but als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ancillary 

activities were also designed to match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urchasing supply chain is one example of typical OEM mode to 

ODM mode.However, the main activities of marketing and services had been 

ignored, but they can bring the highest additional value within the rear of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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