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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為WTO對產業發展、印刷工業概況、台灣平版印刷

業發展及現況、經營策略相關理論等。將透過相關文獻做系統地分析

與整理，對經營策略理論及印刷業經營有全面性的瞭解，同時經由本

章的相關文獻之分析與整理，建立其研究架構。 

第一節 WTO對產業的發展 

壹、WTO的內涵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是現今最

重要之國際經貿組織，透過與聯合國及各個專業性國際組織如國際貨

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關務組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等之密切合

作，實際上已成為國際經貿體系之總樞紐（認識世界貿易組織，民 91）。

以下就WTO的內涵作簡略介紹： 

一、 WTO宗旨基本原則（WTO簡介，民 91） 

（一）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MFN） 

（二）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三）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 

（四）透明化及可預測性（transparency & predictability） 

（五）普遍廢除數量限制（general elimination of 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對進口貨品（包括農產品）除為收支平衡、緊

急防衛、維護人類或動植物生命健康、環保或國家安全等目

的外，均不得有禁止輸入或設置配額限制之措施。 

（六）環保、生態保育等措施，不得造成不必要之貿易限制效果。 

（七）技術規格應採用國際標準（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八）檢驗檢疫措施應儘量採用國際標準；如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不

同時，需有充分之科學依據，證明其必要性（食品衛生檢驗及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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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禁止採用歧視性補貼及出口補貼措施(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 

（十）進口簽審規定，不得造成隱藏性貿易障礙（輸入許可發證程序

協定）。 

（十一）對投資不得設置自製率或採用一定比率本國貨品之限制（與

貿易有關投資措施協定）。 

二、WTO創立之目的與功能 

成立的目的在確保自由貿易，並透過多邊諮商，建立國際貿易規

範，降低各會員間的關稅與非關稅障礙，為各會員提供一個穩定及可

預測的國際貿易環境，以促進對外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拓展貿易機

會及增進世界經濟成長與發展。具體而言，世界貿易組織有六項主要

功能：1.管理世界貿易組織各項協定；2.仲裁貿易諮商；3.監督貿易政

策；4.解決貿易爭端；5. 提供開發中國家技術協助及訓練；6.與其他

國際組織合作（張啟明，民 91）。孟繼洛（民 89）指出世界貿易組織

的五項原則：1.不歧視原則，2.進一步自由化原則，3.可預測性原則，

4.更具競爭性原則，5.協助低度開發國家原則。 

三、我國加入ＷＴＯ之利益（WTO簡介，民 91） 

（一）享受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 

（二）參與制訂國際經貿規範 

（三）透過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經貿糾紛 

（四）促進產業升級，改善企業體質 

（五）增進消費者福祉，提升生活品質 

（六）擴大國際活動空間，提升國家地位 

四、我國加入WTO之預期經濟效益（WTO簡介，民 91） 

依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評估結果，我國加入WTO具正

面經濟利益，以 1995年為評估基準，假定我國於 2000年間入會，並

以我入會承諾大致於 2005年執行完成，作為計算基礎：則從 1996年

到 2005年，GDP將增加 7.14％，若按 1995年 GDP推算，約增加 200

億美元；出口增加 12.89％；進口增加 15.77％；貿易順差增加 2.98％；

整體福利增加 206億美元；整體失業率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及失業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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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調適，結構性失業現象將逐漸改善，在 2005年可望維持在 3％之

目標。 

五、入會對我服務業部門之影響評估（WTO簡介，民 91） 

（一）我國屬海島型經濟，經濟發展有賴積極拓展對外貿易。目前我

國經濟正快速朝服務業方向發展，服務業將是我國未來經濟發

展之主軸。 

（二）開放服務業市場，將有助於引進國外先進服務業管理及技術，

提升我服務業品質，從而帶動其他產業之發展。 

（三）在我服務業承諾表之項目及措施中，除少數行業之外，其絕大

部分之承諾我方在入會前即已陸續實施，因此入會對國內業者

之影響並不大。 

六、服務業部門之因應措施（WTO簡介，民 91） 

（（一一））人員移動方面：我國承諾必須符合一定資格之經理與技術人員，

始得進入我國提供服務。 

（二）資金移動方面：開放服務業市場所帶來之資金移動，可分成證

券投資與實質投資兩方面之資金及利潤之匯出入。 

（三）土地利用方面：我國在此方面所承諾者，僅允許外人取得為營

業及居住所需土地與房舍，且有互惠要求限制。 

（四）個別產業及整體經濟方面：開放服務業市場，對國內經營者會

產生競爭壓力，甚至經營權因此而被外人取代，但並不致發生

國內產業萎縮、就業機會、產值及所得減少的現象；反而可因

外來投資而引進先進技術，提升服務品質，降低服務價格，有

助於加速產業與整體經濟成長，提升國內產業國際競爭力。（五）

對消費者影響方面：開放服務業市場，經由市場競爭程度之提

高，將有利於消費者。 

貳、WTO對經濟的影響 

由經濟部在六月針對我國製造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中指出：台灣

加入WTO開放市場競爭後，業者在內銷市場上的競爭對手，除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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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外，受到各外國產品競爭者皆有增加現象： 

一、我國製造業以外銷市場為重要銷售主力，而在外銷市場上，仍以

來自中國大陸產品的競爭最多；且我國業者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

力，相較其他國家，似有鈍化現象。 

二、調查發現，除了同業間的競爭及不景氣市場需求減少因素外，客

戶的外移為影響業者經營的第三大環境變化因素；另有一成四業

者表示，未來開放兩岸三通對其經營有影響。 

從表 2-1得知，我國加入WTO後其 91年成長率為 3.5％較 90年

未加入WTO的成長率-2.2％成長 5.7％，雖未前幾年來的好，但顯示

加入WTO後，未來我國的經濟成長將持續成長。 

表 2-1主要國家經濟成長率調查表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世界 Global Insight估測值 2.4 3.0 4.0 1.2 2.0

中華民國 4.6 5.4 5.9 -2.2 3.5

美國 4.3 4.1 3.8 0.3 2.4

日本 -1.1 0.7 2.4 -0.2 0.2

新加坡 -0.1 6.9 10.3 -2.0 2.2

韓國 -6.7 10.9 9.3 3.0 6.3

香港 -5.0 3.4 10.2 0.6 2.3

中國大陸 7.8 7.1 8.0 7.3 8.0

泰國 -10.5 4.4 4.6 1.8 5.2

馬來西亞 -7.4 6.1 8.3 0.4 4.2

菲律賓 -0.6 3.3 4.5 3.2 4.6

印尼 -13.1 0.8 4.8 3.3 3.7
資料來源：經濟部（92年 6月 20日）http://www.moea.gov.tw/~meco/stat/four/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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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出版 

資訊 電子 精密機械 材料 

印刷 

電腦配色— 

—廢水處理 

—特殊油墨 

環保水槽液—

—雷射全像 
電子噴墨— 

—電路板 

品級認證 

數位光碟 

電子書 

—色彩管理 

—排版軟體 

網路商情及—

電子檔案— 

交換 

電腦輔助—

—數位打樣 

—數位照相

裝訂設備— 

—印刷設備 

—加工設備 

—陶瓷 

製材適性 

彈性凸版版材— 

塑質— 
—織品 

液晶螢幕— 

立體印刷—

—靜電印刷 

—轉寫印刷 平凸凹油墨— 

分色機—

特殊印刷 

多媒體網路出版 

第二節 印刷工業概況 

印刷工業是一個綜合性工業，也是一種生產服務性的產業，為製

造業的一環，其上游作業與紙漿、塗料、工業專用機械、化學製品及

電腦製品等產業息息相關（經濟部，民 87）。在美國，印刷工業廠家

數目較任何其他產業為多（Romano , 1997）。在過去有許多預言都顯示

高科技的發明將取代印刷：1.在 1920年收音機將取代印刷 2.在 1950

年電視將取代印刷 3.在 1980年電腦將取代印刷 4.在 1990年網際網路

將取代印刷（Kipphan, 2001）。從圖 2-1得知，印刷不管在材料或被印

物上的運用是相當廣泛，也正因如此，印刷在現今的科技中還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 

 

 

 

 

 

 

 

 

 

 

圖 2-1印刷產業關連圖 
資料來源：張中一（民 91），台灣平版印刷經營策略之探討。TIGAX02印刷科技

研討會。 

印刷是一種綜合應用的科學，從過去發展的歷程中，可以發現，

科技的變化只要有利於印刷技術，並達出省時、省力、高品質、低成

本的目的，無不被應用於印刷工業（李興緯、李翔祖，民 87）。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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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特徵則是在提供全民生活的資訊與知識，透過印刷技術「圖與

文」的處理，在最短時間內，使用最少的成本，印製最多、最美好的

平面複製品（許瀛鑑，民 81)。而印刷科技的發展正朝此方向而努力。 

台灣印刷工業的生產規模，從家庭式工廠演變為中小企業，以往

的經營型態是各據一方，如今科技發展的進步使得印前、印刷及印後

工程已相互融合。加上引動自動化與電腦設備，使得傳統的『黑手行

業』形象及經驗導向改變為自動化作業及學識導向，台灣印刷工業發

展到現在已進入一個重大轉變期，傳統印刷技術已面臨新科技的挑戰

而逐漸式微（黃文隆，民 85）。 

壹、印刷分類 

印刷的分類大致上有三種分類方式：印刷版式、印刷性質、印刷

用途，分別敘述如下（經濟部，民 87）並由表 2-2及表 2-3所示印刷

方式和產品種類多樣化及複雜化的程度。 

一、依印刷版式可分為：平版、彈性凸版、凹版、網版及無印版印刷

五類。 

二、依印刷性質可分為：文化印刷、商業印刷、工業印刷、美術印刷

四類。 

三、依照印刷用途分為書刊印刷、新聞印刷、廣告印刷、有價證券印

刷、文具印刷、地圖印刷、包裝印刷及特殊印刷等。 

表 2-2印刷方式和產品種類概況表 

印 刷 方 式 產 品 種 類

文化印刷 書籍、報紙、雜誌書刊、畫報、文具、教科書 

美術印刷 鈔票、郵票、有價證券、名畫複製、版畫印刷、木版水印等 

工業印刷 電路版、紡織品、儀表版、建築材料、玻璃、陶瓷、玩具 

商業印刷 海報、廣告招貼、標籤、型錄、包裝材料 
資料來源：九十年會員廠商產業調查分析報告。台北市：台灣區印刷工業同會，

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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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印刷物之分類表 

大 分 類 中  分  類 

出版印刷 定期出版印刷、不定期出版印刷、其他出版印刷 

商業印刷 宣傳用印刷、業務用印刷 

証卷印刷 一般証卷印刷、卡片類印刷 

事務印刷 商業表格印刷、事務用品印刷 

包裝與特殊印刷 包裝紙材印刷、其他特殊印刷 

軟體服務 印刷附帶服務、新媒體關聯服務 

資料來源：委崎公治 & 根岸和廣（平成14年）。印刷の最新常識。日本東京，日
本實業出版社。 

由於科技的迅速變革，印刷工業面臨了結構的改變，技術內涵也

發生了變化。李興才（民 87）提到「印刷工業現在正值轉型階段，由

勞力密集轉為技術密集、由經驗導向轉為學術導向、由傳統印刷轉為

平面傳播、由印刷媒體轉為電子媒體」。李陵霄（民 87）也提出廿一

世紀的傳播科技主要內容為印刷出版、廣播和電腦科技，至廿一世紀

時電腦科技、印刷出版與廣播已高度融合，均以電子方式處理及傳送，

所以廿一世紀時，出版印刷和廣播之不同處僅為資訊之最終形式，如

可為印刷品或螢幕上畫面等，以致廿一世紀時電腦科技和印刷出版及

廣播的關係難以劃分，成為廿世紀末期的新名詞「綜合科技」的由來。

由此可見印刷工業的技術內涵和電腦、傳播、科技關係密不可分。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民國 92年 5月統計月報中指出，印刷產業

91年產值有新臺幣 570億 4千萬元，佔製造業之比重 0.74%，印刷業

之內銷比率均達九成以上，屬內銷導向顯著之產業，所以國內印刷廠

商銷售行為以內銷為主，外銷為輔（經濟部統計處，民 92）。綜觀上

述數據及經濟部工業局在民國 88年發佈的「印刷工業發展策略與措

施」，產業具有以下幾項特性： 

1.接受訂單生產的加工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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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眾多工業相關聯，印刷產業的技術與產品應用遍及各行各業。 

3.應用技術變革快。 

4.近三年來輪轉機引進數量大增，平版印刷市場競爭激烈。 

5.環保標準日趨嚴格。 

6.印刷廠規模呈現兩級化，差距拉大。 

7.印刷數位化流程仍有瓶頸。 

8.網路應用仍未普及。 

9.近來大環境景氣不佳影響業務發展。 

由表 2-4所示：1996-1998年呈穩定成長年，但至 1999年至今由

於全球不景氣的影響，再加上美國 911事件及美伊戰爭影響，成長率

逐步下滑，正反應了市場需求變化的警訊。 

 
表 2-4印刷品產銷概況表 

年度 
生產值   

（百萬元） 

較上年同期生產值

增減率（％） 
銷售值    

（百萬元） 

較上年同期銷售

值增減率（％）

1996 66888 4.08 64775 6.14

1997 68527 2.45 66727 3.05

1998 69304 1.13 67964 1.85

1999 65006 -6.20 64780 -4.68

2000 66140 1.74 66148 2.11

2001 60364 -10.22 58735 -11.21

2002 57047 -3.93 56313 -4.1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92年 5月 405期。 

貳、印刷未來發展趨勢 

科技的進步，衝擊著傳統平面出版印刷的型態，如何有效迎接電

子資訊媒體時代的來臨，是我國出版印刷業界未來智慧與經營績效的

最新挑戰（蕭耀輝，民 91）。根據美國印刷基金會﹝GATF﹞200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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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預測報告，指出印刷科技趨勢為五化：數位化、自動化、網路化、

國際化、環保化（許瀛鑑、謝顒丞，民 91）。印刷未來的發展無論在

經濟市場趨勢、印刷流程市場、印刷材料、印前數位流程、電子商務、

裝訂加工等各方面均將逐漸朝數位化發展（謝顒丞，民 90）。同時美

國印刷基金會（GATF）2001年的科技預測赧告﹝GATF Technology 

Forecast﹞中資深技術顧問 Prince及主席 Schultz指出對於印刷科技的

未來發展將著重在下列幾個方向： 

一、平版印刷機方面—逐漸朝向張頁式平版印刷機及輪轉式平版印刷

機的自動化。 

二、彈性凸版印刷方而—每年將有 7%的成長率 ，且超過 70%的包裝

印刷市埸將會採用彈性凸版印刷，其技術的發展將持續幾年。 

三、網版印刷方而—目前已有將近 30,000家公司，而其未來幾年的成

長率將持續增加。 

四、油墨方面—從傳統單一的液體水性油墨發展為 UV混合油墨。 

五、紙張方面—某價格將會更經濟 ，且在未來講求環保的印刷工業下

再生紙將成為重要的角色。 

六、打樣方面—可提供較以往更多的選擇。 

七、網路方面—在未來將可透過網路處理任何事 、下載資料。 

表 2-5為各種印刷市場佔有率之預測，由表中可看出平版印刷仍

佔有大多數市場，但其數位平版印刷部分逐步取代傳統平版印刷作業

方式，市場的佔有率預計將由 2000年小於 1％的增加到 2010至 2015

年的 10％。柔版印刷在近年來有顯著的成長趨勢，其在市場上的佔有

率僅次於平版印刷，佔有率穩定維持在約 20％的比率。其他印刷方式

如凹版印刷、凸版印刷和網版印刷等方式，因市場變動，均有下降的

趨勢，另一種興新的印刷方式 Variable-image printing 因應數位資訊時

代的來臨，成長趨勢逐年增加，預計市場佔有率將由 2000年 6％的增

加到 2010至 2015年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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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各種印刷方式市場佔有率之預測表 

印刷方式 2000 2001 2003 2005 2010-2015 

48 >48 46 44 40 平版印刷 

  

>47 <47 44 39 30 傳統平版印刷 

直接成像平版印刷 <1 >1 2 5 10 

凹版印刷 16 16 16 14 11 

柔版印刷 <21 <21 <21 >20 19 

凸版印刷 4 4 3 3 1 

網版印刷和其他印刷方式 >5 >5 <5 <5 4 

資料可變式印刷 6 >6 >9 14 25 
參考資料：許瀛鑑、謝顒丞（民 91）：未來十年數位圖像印刷科技趨勢之分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術研討會，頁 8。 

Ulrich Hahn (1999)指出傳統的印刷過程是連續且最有效率的進行

壓印。今天，印刷的焦點均擺在電子印刷術及噴墨印刷上，其主要引

起關注的是能簡化並縮短印刷前準備時間，不管如何，未來高產能印

刷將有一部份被此所取代。21世紀是印刷工業與傳播媒體間跨媒體整

合的時代，而印刷工業技術內涵正隨著科技變遷而不斷產生變化，在

科技變遷迅速的時代，印刷業界若能掌握及有效利用電腦科技、網路

科技、自動化、環保、資源、專業人才培訓等影響印刷科技發展之因

素，並適時適量地配合科技變遷來調整產業結構、及提昇或改變企業

總體質，將可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利基，以便於在市場上保有競爭力（謝

宛臻，民 89）。 

參、WTO對印刷產業的衝擊 

台灣加入WTO後對於印刷業所帶來的衝擊，本文從原料、設備、

印刷製品及經營三方面方面來加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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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料、設備方面 

張中一（民 90）指出，由於關稅障礙的減少與消除使得業者在原

物料、機材設備的進口方面將可節省部分成本，增加利潤。另一方面

張雲軫（民 91）並說明台灣印刷所需之大型自動化生產機器，大多是

仰賴進口，而我國加入WTO以後，依據我國入會開放承諾，將對印

刷業減少生產成本。在紙張方面，再生紙的回收利用將帶給環保極大

影響（蕭耀輝，民 87）。所以，在進口方面，不管是印版、印刷機、

紙張等都會讓印刷業者受益不少。 

二、印刷品方面 

依印刷品方面，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內需少量多樣』：網路和

可變印紋及少量印刷。第二是『產品包裝』：因WTO打開市場，包裝、

宣傳及說明書的產業也會有成長的空間。第三是『文化出版印刷品』：

在中國大陸對於思想及出版品的控制將十分保守，台灣印、銷行中國

大陸也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標（印刷人社論，民 90）。 

三、印刷經營方面 

市場的開放，會員國之間將可平等的競爭，對於開拓國外市場將

有極大的幫助。經營者在其選擇時，應有長遠的計畫及多加考慮當地

的文化背景、印刷的成本、品質，以降低投資風險，創造新契機。 

第三節 平版印刷 

壹、平版印刷起源及分類 

平版印刷是由 Alois Senefelder在西元 1796年的發明，在石頭上塗

佈特殊的油墨當作印紋，再將石頭濕潤之後上油墨，非印紋地方發現

不會沾油墨。而平版印刷的印紋與非印紋通常是水平的，這種特殊原

理是利用油與水不相混合的原理進行印刷。平版印刷可以細分為：石

版印刷術（印刷過程中，使用石頭當印版）、珂羅版印刷術（直接印

刷）、平版印刷（間接印刷過程）、平版印刷（直接印刷過程）( Kipp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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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現今平版印刷當中，多使用平版間接印刷，其真正的平版間接

印刷是 1904年由美國的 I. Rubel 所發明的。因印紋部份既未凸起，亦

不下凹，與無印紋部份同在版表平面上，故平版之特長在於製版容易、

面積較大、成本低廉、尤其方便於彩色印件的印刷，適用範圍廣泛（蕭

耀輝，民 75）。根據美國政府統計資料指出，在所有廣告印刷品中，

有 70％都是用平版印製而成（Hird , 1995）。 

平版可歸納為平面版(Surface Plates)、平凹版(Deep-Etch Plates)及

平凸版(Dry-Offset Plates)等三大類如圖 2-2所示（蕭耀輝，民 75）。 

 

   

   
平面版(一)： 
印紋油墨直接沾著版平面。 

 平凹版： 
印紋凹下於版平面 0.0003”。 

  
 

   
平面版(二)： 
印紋油墨沾著於硬化的膠膜
上，膠膜附於版平面。 

 平凸版： 
印 紋 凸 出 於 版 平 面
0.012”~0.020 ”。 

   

圖 2-2平面、平凹及平凸印版印墨附著情形比較圖 
資料來源：蕭耀輝(民 75)，平版印刷工學，台北：五洲出版社，頁 3。 

一、平面版(Surface Plates)：依印墨附著印版的情形可概分為：1.印紋

油墨直接沾著版平面(ex：直畫版(Litho Drafting)、轉寫版(Transfer 

Plate)、複寫版(Retransfer Plate)及萬代克版(Vandyck Plate)等)。2.

印紋油墨沾著於硬化的膠膜上，膠膜附於版平面(ex：蛋白版

(Albumin Plate)、珂羅版(Collotype)、預塗式感光版(PS Plate)、委

安版(Wipe-on Plate)、…等。 

一、平凹版(Deep-Etch Plates)：製版方式有電鍍法、電解法及腐蝕法

等。電鍍法及電解法成本太高、費時也多，故甚少使用。在腐

蝕法中，美國多用樹膠法(Gum Arabic Process)，歐洲、日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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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同業多用 PVA法(Polyvinyl Process)，但現均已少見使用。 

二、平凸版(Dry-Offset Plates)：有龍血法(Dragon’s blood Process)、琺

瑯膜法 (Enamel Process)、無粉腐蝕法 (Powderless Etching 

Process)、電鍍法(Electroplating)、電解法(Electrolytic)、感光性

樹脂法(Photopolymers Process)等。 

貳、平版原理及優缺點 

平版印刷是利用平坦的印版表面來傳送印紋，其印刷單元(press 

unit)由三個主要輥筒，即印版輥筒(plate cylinder)、橡皮輥筒(blanket 

cylinder)及壓印輥筒(impression cylinder)所組成，如圖 2-3所示： 

 

 

 

 

 

 

 

 

 

 

 

 

 

圖 2-3平版之基本印刷過程圖 
資料來源：Kipphan, H. (2001). Handbook of Print Media：Technologi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 Berlin：Heidelberg ,p54. 

印版輥筒為裝置印版的地方，當印版版面經觸版水輥的溼潤及觸

印紋（親油） 給水單元

印版輥筒

上水 

橡皮輥筒 
壓力輥筒 

 

上墨

印版

給墨單元

未上墨印紋 

非印紋面積（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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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墨輥所提供的印墨後，利用水墨反撥互斥的原理，使印墨附著印紋

部分並轉移至橡皮輥筒的橡皮上，然後橡皮輥筒再將橡皮上的印紋印

墨，經壓力輥筒的壓力轉移到被印材料上（謝顒丞、吳玉如，民 89a）。 

平版印刷的優點包括製版價格較低，可快速複製，在短版和長版

印刷上具經濟效益，可在不同的表面上進行印刷作業（如平滑和硬的

表面），比較起其他的印刷方式具有更高的解析度。平版印刷的問題則

為水墨平衡的控制。水墨平衡若控制不當，容易產生一個不易解決的

問題：乳化。當水槽液中酒精添加太多，水分揮發太快，會造成印紋

部分的印墨乾燥而剝落;反之，若酒精添加太少，水分不易揮發，造成

水墨不均勻，導致乳化的情形產生，印紋部分的印墨不會均勻，而非

印紋部分可能會沾上印墨（謝顒丞、吳玉如，民 89b）。 

參、台灣平版印刷業的發展 

台灣近幾十年來因工業發展與經濟起飛，使得平版印刷業蓬勃發

展，現已朝著科技化、資訊化及電腦化的方向發展。 

一、產業現況 

根據 90年度台灣區印刷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台灣區公會）調

查並委由印刷研究中心分析統計報告，因為台灣區公會會員多數為平

版印刷產業，可由此調查結果瞭解目前平版印刷產業的現況。近幾年

台灣投資環境並不甚理想，但印刷產業對機械設備的投資並未降低，

可得知國內平版印刷產業不論大中小型產業在經營策略上仍是藉由設

備投資方式增加經營競爭力，各中大型廠商更將此視為競爭之優勢（張

中一，民 91）。 

由昨日世界的機械性人力到今日世界的數位作業，可看到印刷工

業的進步與朝向更有效率與更多樣性的目標發展（Job Definition 

Format, 2000）。近十多年來，就印刷技術層面發展來看，印前部分可

說已近百分之百數位化了；在印刷方面，數位式印刷設備的引進快速

增加，單單去年的投資額就至少近五十億元以上（印刷新訊，民 91a）。 

李興才（民 91）指出台灣印刷工業的困境為：1.由於政府對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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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重視程度偏低，台灣印刷業被定位為傳統產業，未獲有力的輔導

2.紙張關稅以內銷貼補外銷 3.產業外移及印刷品免稅進口使印刷業務

流失、內需市場狹小導致新增設備機器閒置、環保意識高漲等，均使

印刷生產成本偏高，加以小廠太多而產能分散，致難與自由港地區如

香港、新加坡等競標拓展外銷，造成印刷同業在台灣島內搶食小餅、

競爭異常劇烈。 

二、未來趨勢 

許瀛鑑、謝顒丞（民 91）對平版印刷的未來趨勢作以下分析： 

1. 數位印刷雖非常進步，但平版印刷仍然維持支配性地位。同時環

顧全世界的數位印刷及柔版印刷的佔有率，雖在增加，但是平版

印刷還是保持著最大的佔有率。 

2. 未來的平版印刷機將會走向全自動且體積更小的平版印刷機。 

3. 複合印刷系統(Hybrid Printing Systems)是結合機上數位製版印刷

技術、結合直接印刷單位做機上個別成像印刷或結合噴墨技術而

作個人化印刷，已成為印刷機未來技術上的一大突破。 

4. GATF2002科技趨勢預測報告指出，平版印刷機製造朝整合數位

生產如直接成像（direct-imaging, DI）和 Variable-imaging印刷機

發展。 

第四節 經營策略理論 

本研究採用Porter 五力及SWOT分析作為台灣平版印刷產業經營

策略之架構，以期能釐清台灣加入WTO後平版印刷產業之現況並提

出具體的經營策略。以下便針對 Porter五力及 SWOT分析架構之內涵

進行說明： 

壹、經營及策略的概念 

「經營」一詞較常出現在企業界或商業界的領域，其重點在於強

調如何使組織創造價值與財富，如何增進生產力，並追求組織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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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效益。「經營」除協調組織內部結構的和諧運用外，更包括對外在

環境系統的交互作用，並強調組織的生產效能與績效（戴明國，民 89）。 

策略（Strategy）一詞源自於希臘文的 strategies，早期運用於軍事

作戰中，後來始用於企業經營。「策略」這個概念的涵義，因其應用的

領域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涵義。但不管策略的涵義為何?基本上都承認策

略是一套或一組追求適應外部環境，充分發揮組織資源的做法，理論

上這套做法是經由精細分析而建構出來的，為了使策略能夠被精細分

析且有效執行，學者、專家發展及建立出許多策略制定的程序與制度，

也引進許多策略分析的方法，以求研擬一套可行而有效的策略，也因

此導致許多的不同觀點策略理論陸續問世。然而詳審這些為數眾多，

不同觀點的策略理論，其策略分析依然都在從事（內部）優勢(Strengths)/

缺點(Weakness)、（外部）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Threats)（即所謂

SWOT分析），也都是圍繞在建立「競爭優勢」中心議題討論，只是在

進行策略分析時因著眼點不同，才會衍生不同策略理論（丁文郁，民

86）。茲將學者對策略一詞所做定義，整理如表 2-6所示： 

 
表2-6策略之定義表 

學者 策略的定義 

Chandler(1962)
策略是企業基本長期目標的決定及為達成其目標所採行的行

動方案與所需資源的配置。 

Tillers,S.(1963) 策略是組織的一組目標與主要政策。 

Andrew(1965) 
策略為達成目標所發展之目標、主要政策與計畫 

的組合，並藉此以描述公司目前及未來的業務。 

Ansoff(1965) 
策略是一個廣泛的概念 

策略提供企業經營方向，並引導企業發掘機會的方針。 

Newman & 

Logan(1971) 

策略是以整個企業為考慮觀點之整合的、前瞻性的計畫，此計

畫指出企業行動的目標。 

Schendel & 

Hatten(1972) 

策略係企業為達成其目標所制訂的基組織本目標，以及對組織

資源之配置。 

Kotler(1976) 
策略是一個全盤性的概略設計。企業為了達到其所設立的目

標，需要一個全盤性計劃，策略就是一個融合行銷、財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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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等所擬定之作戰計劃。 

Haner(1976) 

策略是一個步驟與方法的計劃。為了完成目標所設計的一套步

驟與方法，就是策略，其中包括兩大要素：（1）協調公司中

的成員與資源，與（2）實施的時間排程。 

Mcnichols (1977) 

策略是由一系列的決策所構成。策略存在於政策制定程序中，

反應出企業的基本目標，以及為達成這些目標的技術與資源分

配。 

Glueck(1976) 
策略是企業為了因應環境挑戰所設計的一套統一的、全面的及

整合性的計畫，以進一步達成組織的基本目標。 

Hofer &Schendel 

(1979) 

策略是企業為了達成目標，而對目前及未來在資源部署及環境

互動上所採行的型態。 

Porter (1980) 
策略是對外部機會威脅，及內部優勢與劣勢的因應，以達到競

爭的優勢。 

謝安田(民74) 
策略在企業經營上之意義為運用與分配企業之資源，以達成其

目標；包括主要的行動方向及行動方式。 

吳思華(民87) 

策略至少顯示下列四方面的意義：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

基、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達成企業目標的系列重

大活動、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司徒達賢（民90）
策略是企業經營的形貌，以及在不同時點間，這些形貌改變的

軌跡。 
資料來源：丁文郁（民86）、本研究整理 

貳、五力分析架構內涵 

一、五力分析之發展背景與價值 

Porter 的五力分析模式中（見圖 2-4），決定產業獲利能力的因素

來自五種競爭力量為「同業間的競爭」、「新進入者的威脅」、「替代品

的威脅」、「客戶的議價力量」、「供應商的議價力量」。 

利用此分析構面，即可確認產業結構的特質，這些特質決定競爭動力

與產業內的利潤率。就企業策略的觀點來說，企業面對每一項競爭力

量來源所擁有的相對態勢即形成其優劣勢。 
Porter五力分析的著眼點是觀察競爭壓力之後，企業為使其對自己

有利，可進行下列兩項選擇：(1)選擇進入競爭壓力較小的產業，以提
昇獲利潛力；(2)可以藉由策略性做為，來調整結構變數(方志民，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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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Porter 之五力分析圖 

資料來源：M. E.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Y: Free Press, 1980, p. 4. 

Porter 強調策略的訂定與執行取決於產業的競爭程度，而策略型

態可按策略標的與策略優勢的構面分為三種競爭策略：全面成本領導

策略、差異化策略與集中化策略，如圖 2-5所示： 

 
圖 2-5 Porter 之一般性策略圖 

資料來源：M. E. Porter,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Y: Free Press, 1980. 

Porter（1980）在「Competitive Strategy」中，認為策略的本質是

必須了解企業本身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然後再從複雜的競爭環境

中評估其影響程度，以擬定正確的競爭策略，確保其競爭優勢。亦即

策略優勢 

策 
略 
目 
標 

被購買者所接受的
獨特性

低成本地位 

差異化 成本領導 

集中化

全產區 

特定 
區隔 

供應商 
的議價力量 

客戶 
的議價力量 

潛在新進客戶 

客戶 供應商 

替代品 

 產業競爭者

現有公司的競爭

新加入者的威脅

替代品或服務的威脅 



 26

在競爭環境中企業必須檢討自身的優勢劣勢，以及外部的機會與威

脅，因此 Porter 發展出五種競爭力量來分析稱為「產業結構五力模型」

（Five Force Model）。 

參、SWOT析 

SWOT 分析法是 David（1986）所提出來的一般策略管理模式，

分為策略產生、執行、評估三個步驟，本研究只針對策略的產生加以

研究。在策略產生的過程中，主要是從企業內部和外部的角度，找出

內部經營所擁有的優勢（Strength）與劣勢（Weakness）、外部環境所

面臨的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進而研擬出適當的營運

目標和因應策略，以提供一種系統分析的觀念架構，使企業的策略擬

定更明確、更有系統化的一種方法。而 SWOT 分析具有以下三種特性： 

一、系統性的分析； 

二、過去、現在及未來資料； 

三、確認對企業績效與策略抉擇有潛在影響的趨勢及狀況。 

SWOT 矩陣是Weihrich (1982)所提出，主要在檢視企業內、外部

的環境。其中的策略產生即利用 SWOT 分析後，採行策略配對

（matching），把握經營上的優勢，克服本身的弱勢，利用市場環境的

機會，避開競爭者的威脅，以期能為企業找到最佳之生存利基（niche）。

企業在制定策略時通常有下列三個步驟： 

一、尋找企業組織最能適應的社會和經濟環境，即找出企業組織最佳

生存空間的利基，以利用環境所提供的機會，避開環境所給予的

威脅。 

二、找出企業組織在業務經營上所持有的資源與長處，即找出企業組

織的獨特經營力。 

三、在企業組織的獨特經營力與環境利基之間，找出一個最佳的配對。 

正如表 2-7 所示，可得到 2×2 種策略型態，即 SO 策略（把握優

勢－利用機會）、ST 策略（把握優勢－減少威脅）、WO 策略（減少

弱勢－利用機會）、WT 策略（減少弱勢－減少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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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SWOT分析矩陣表 
           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 

優勢（Strengths） 弱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ies） SO---Maxi-Maxi 
使用強勢並利用機會 

WO---Mini-Maxi 
克服弱勢並利用機會 

威脅（Threats） ST---Maxi-Mini 
使用強勢並避免威脅 

WT---Mini—Mini 
克服弱勢且避免威脅 

資料來源：Weihrich, H.,”The TOWS Matrix-A Tool for Situational Analysis”, Long 

Range Planning,1982,Vol.15,No.2,p.60 

梁世武（民 90）表示 SWOT分析可用來描述當前行銷情勢，行銷

主管必須確定公司在一個商品計畫中所面對的主要機會、威脅、優勢

與劣勢等問題。S/W分析（Strength/ Weakness Analysis）是指優勢劣勢

分析，主要是探討公司內部的能力，優勢是指公司成功之策略與領先

其他競爭者之處；相對的劣勢就是公司必須加強之處。O/T分析

（Opportunity / Threat Analysis）是機會與威脅分析，和 S/W最大不同

是，O/T乃針對外在的影響因素作分析，找出可能影響該商品計畫的

機會與威脅，透過這樣的分析找出未來行銷決策的建議。 

高階管理者應偵察企業的外部環境，其中外部環境除了重要的總

體環境因素（Microenvironment Force）外，包括人口統計、經濟、科

技、政治法令以及社會文化等，外部環境也是指個體環境因素

（Microenvironment Actors），此包括顧客、競爭者、配銷通路、供應

商等，這些都會影響其在市場中的獲利能力，故發現環境的機會與威

脅，可使高階管理者及早因應環境的快速改變，並讓公司可快速的適

應新的環境，另外高階管理者應偵察企業的內部環境，內部環境指的

是公司內部本身所具有的環境，包括行銷、財務、生產、組織架構、

組織文化、價值觀等，並從中瞭解本身的優勢(Strength)與劣勢

(Weaknesses)。高階管理者在確認了這些因素之後，便可評估策略因

素，來加以整合部門間的團隊合作以發展出更好的競爭力與卓越的內

部能力（ In-Company Capability），並且訂定企業的使命，使命之陳述

可以使企業的目標、策略及政策得以確立（榮泰生，民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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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印刷業經營策略相關文獻 

表 2-8 印刷業經營策略之國內研究部分 

研 究 者 研   究   目   的 

張中一  
（民 91） 

探討台灣平版印刷產業的經營模式現況、目前亟待克服的問題、

產業發展機會、我國印刷業者在未來投資、經營規劃及增加產業

競爭優勢等內容 
林星銘  
（民 91） 

透過產業及個案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台灣印刷電路板設備產業之

經營策略。 

楊孟泰  
（民 91） 

瞭解台灣印刷業實施策略性成本管理的情形，並藉由文獻整理、

問卷調查及個案訪談，找出其它行業在成本管理方面成功結合策

略管理的條件，一併瞭解印刷業是否也具備實施的條件，同時證

明策略性成本管理對於經營績效是否有差異。 
陳協裕  
（民 91） 

剖析秋雨印刷公司的經營策略及找出國內印刷產業的關鍵成功因

素，經規劃、評估、選出最佳方案以提供轉型策略。 

陳秀瑜  
（民 90） 

以平衡計分卡四個構面為研究理論依據，藉由問調調查之研究方

法為數位化印前企業經營建立出合適之績效評估指標，期使印前

作業相關產業在多變的環境下亦能永續經營。 

陳昭男  
（民 90） 

1.了解國內目前印刷電路板業務與策略聯盟之概況 2.探討策略聯
盟型態與業者規模之關聯性 3.研究策略聯盟對於印刷電路板產業
績效之影響及未來發展 

蔡明強  
（民 87） 

探討關於關鍵成功因素理論及印刷業的產業特質，並藉以實證平

版印刷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陳進德  
（民 87） 

探討平版印刷業的行銷策略與公司績效之關係，並以文獻探討方

式作為實證分析的基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張中一（民 91）以五力分析，綜合評估受訪印刷產業的競爭強度： 

（一）同業間的對抗強度：我國平版印刷產業上、中、下由關係密切，

是一個內需型產業，由於同質性大，彼此對抗強度太弱，進而造

成同業間的削價競爭。因此在此產業中，家數的多寡是影響競爭

強度的基本要素。 

（二）進入者的威脅：東南亞興新國家與大陸在印刷產業的發展，由

於這些國家勞工成本較低、豐富的資源以及政府獎勵措施等等，

使印刷成本低廉，較具競爭優勢，對於有意要外銷的業者，此情

況是需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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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戶的議價力量：由於我國印刷產業屬於內銷型產業，廠商競

爭激烈，再加上品質的不確定性、沒有統一規格等。使購買者很

難保持忠誠度，議價能力相對也提高。 

（四）供應商的議價力量：1.在機器方面，國內對於平版印刷機尚無

具規模製造商，長期仰賴進口，其議價能力相對降低。2.在技術

能力方面，若要從國外購買新進技術，則國內廠商則可能要支付

龐大的購買費，其議價能力方面不高。3.在原料取得方面，紙張

由於長期受到政府關稅的保護，因此國內或國外紙張的取得上，

不論購買過內或國外紙張所花費的成本都較國外印刷廠高，其議

價能力顯然降低。 

（五）替代品的威脅：電子書是台灣最近一個新興的媒體，其應用廣

泛，對於產業將造成衝擊性的影響。 

二、林星銘（民 91）透過產業及個案分析的方式進行研究台灣印刷電

路板設備產業之經營策略： 

（一）隨著電子系統朝向輕薄短小、高功能化、高密度化、高可靠性、

低成本化的潮流走勢，以及電子構裝往高腳數、細微化、多晶片

化、面積縮小化與低價位等需求發展下，電路板設備業為了因應

下游電路板業在技術層次提昇的需求，因此，必需積極開發新密

度電路板製程設備，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已是業者在面對日益

競爭的環境裡所必須採行的一種經營策略。 

（二）在台灣印刷電路板設備產業中，本研究認為，提昇人力資源之

素質、健全之財務結構（經營能力、獲利能力）、創新之研究發

展、適時之產量（產能）、高層次高品質之產品、快速滿足服務

客戶的需求、擴大市場占有率，以及建立全球服務網，再搭配正

確適當的經營策略；如「探勘者策略」之創新研究發展，「差異

化」之生產製程策略，「顧客導向」之行銷服務策略，「經營團隊」

之營運策略，將是提昇企業績效之關鍵成功因素(KSF)所在，另

外企業需掌握「內部核心競爭力」，再正確適當搭配企業之經營

策略，發揮企業整體綜效，是提昇企業績效之關鍵成功因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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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此，創造核心資源、累積基本能量應該是企業思考經營策

略時的另一項重要的邏輯。 

（三）許多高科技企業的成就除了是擁有良好的經營團隊、一流技術

外，更重要的是它們在某一個特定的領域中深耕、持久執著。再

者，「策略聯盟」近年來盛行，企業和上下游廠商之間的對抗，

只能換來短期利益，長期只會增加交易成本、毀損整個體系的實

力。從台灣中小企業間的合作網路長期經營的成果，顯示合作是

台灣企業能與世界大廠對抗的關鍵。 

三、楊孟泰（民 91）瞭解台灣印刷業實施策略性成本管理的情形，找

出其它行業在成本管理方面成功結合策略管理的條件。研究結果

如下： 

（一）台灣前 80 大印刷廠的經營者偏向於認為實施策略性成本管理

對於經營績效的改善僅些微同意，抱持著並不積極的態度，此或

可以說明經營者並未實施的原因，乃是因為其並不認為策略性成

本管理乃是改良經營績效的有效之道。 

（二）印刷業實施策略性成本管理後，應當能對經營績效有正面的改

善作用。 

四、陳協裕（民 91）根據 Porter(1980)所提出的五力分析架構分別為顧

客分析、供應商分析、競爭者分析及替代品分析等層面，對印刷

業作個案研究並進行結構之分析： 

（一）顧客分析：在顧客分析方面，將針對顧客所擁有之議價能力量

高低作為分析主軸，來了解顧客力量對該產業區段吸引力之影響

大小。 

（二）供應商分析：供應商方面主要以紙張與油墨供應廠商進行分析，

藉以瞭解供應商在整個流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力量之大小。 

（三）現有競爭對手分析：透過現有競爭對手分析，企圖瞭解在同一

產業中所面對的挑戰與威脅，找出本身的優勢以及未來競爭的利

基。 

（四）潛在競爭對手分析：潛在競爭者對手方面，加入 WTO 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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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巨型出版產業將造成威脅。 

（五）替代品分析：多媒體及電子書的發展，對傳統出版、印刷產業

將造成威脅。 

五、陳秀瑜（民 90）研究結果如下： 

（一）印前企業未來研究與發展方向偏向設計編輯領域：公司成立年

數較久對於公司之未來有較明確之發展方向，且願意多面向的發

展，這做法不外是在這多變的印刷環境中另一種生存之道。 

六、陳昭男（民 90）研究結果如下： 

（一）策略聯盟之動機主要在於尋求專業分工、技術交流，以解決產

能不足之問題，並藉由關係維繫及降低成本來增加機械稼動率與

市場佔有率。因此「生產製造」、「行銷」、「研發」乃策略聯盟的

主要類型。 

（二）採取策略聯盟廠商大多著眼於成本控制、風險分擔、避免削價

競爭及發展核心技術等目標達成。熱衷度與投入意願強，對策略

聯盟成效感到滿意者達 82﹪ 

（三）策略聯盟參與者在各取所需的前題下，多以訂定契約或協議議

書模式進行聯盟，以明確權利和義務。並設有對話窗口或專責單

位，確保聯盟的正常運作。 

（四）印刷電路板製程繁複，產品多樣性高，而業者多屬中小企業，

資本材不足，資金取得不易，造成小公司重產銷而大公司則可兼

顧技術研發。 

七、蔡明強（民 87）研究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經因素分析，萃取出平版印刷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分別

為；組織因素、行銷因素、研發因素、服務因素、生產因素、物

料因素、市場因素、業務因素。 

（二）其重要性排序最重要的四項關鍵成功因素分別為；服務因素、

物料因素、組織因素、業務因素。 

（三）員工人數、成立時間的不同，會影響對關鍵成功因素的認知。 

（四）高經營績效廠商在組織因素、生產因素、物料因素及市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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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構面上擁有較高的掌握能力。而在物料因素構面上擁有較高掌

握能力的廠商，其經營績效必較高。 

八、陳進德（民 87）研究結果為： 

（一）在整體效果方面，行銷決策與競爭優勢兩者的互相配合僅對於

資產報酬率有直接的影響。 

（二）大台北印刷廠商在行銷決策的規劃與實行上，主要考慮從行銷

決策構面下工夫，就會對績效發生顯著的影響，而無需考慮競爭

優勢構面或兩者之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