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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家電業在全球表現出色，中國空調、冰箱、洗衣機、液晶電視在

全球市佔率分別為 72%、50%、45%、20%，此外不少中國家電品牌也在國外

聲名大噪，而 TCL 正是其中之一，以下將分述 TCL 的簡介與發展歷程、核心能

力以及未來展望。 

家電產業簡介 

家電即指「家庭生活所使用的電器用品」，台灣對家電的分類由台灣經濟部

工業局以尺寸大小區分為「大家電」(包含冷氣機、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等)及

｢小家電」(包含電風扇、刮鬍刀等)，而西方國家則將家電分為｢黑色家電」(簡稱

黑電，包含電視等電子產品)及｢白色家電」(簡稱白電，包含冰箱、洗衣機等家

電用品)，中國分類依照西方國家分類的黑白電做區分。 

 

家電產業要能成功，必須具備研發、行銷、品質、產業鏈完整度、通路、充

足資金、品牌知名度等等，而在中國，由於家電市場尚未成熟、家電產品價格相

對工資較高、民眾購買頻率相較其他民生消費產品低，高價格再加上購買經驗不

足，使家電購買具有一定風險，因此中國民眾在選購家電時，以企業品牌形象為

主要挑選依據，其次則為服務完整性，最後則是銷售據點有無。 



 

近年來中國家電業受惠於政府政策，於第十一個「五年規畫」(2005~2010) 

中國政府由強勁的內需市場出發，提出｢家電下鄉、以舊換新」，使中國家電品牌

國內銷量及品牌知名度快速成長，並在全球出口市場比重上升；第十二個的｢五

年規畫」(2011~2015)則開始協助企業從內部的品牌發展、創新能力、核心技術

來成長，以期永續發展。 

 

隨著中國民眾消費水準不斷升高、廣大市場等原因使得中國家電業前景看好，

但在國際市場卻也面臨著挑戰，已開發國家經濟衰退、消費量下降;新興國家也

面臨節能減排趨勢，使生產成本上升;而在中國自身市場，也有收入分配問題、

創新能力不足。此外家電品牌於中國的市場份額大致底定，因產品同質性高，即

使仍有廣大的需求，各自的市占比例也難以大幅增長。 

TCL 企業簡介 

TCL 為一多角化集團，主要從事家電、多媒體、通訊等研發、生產以及銷售，

創立至今已 30 年，期間經歷多次變革，目前組織架構為「4+6」四個產業(多媒

體、通訊、家電、華星光電)、六個部門(系統科技事業本部、泰科立集團、新興

業務群、投資業務群、翰林匯公司以及房地產)，營收比重則以多媒體電子為主，

約占 46%，其次則為移動通訊約占 15%，家電產業大約 11%。 

 



TCL 整體集團旗下共有 60,000 多名員工，遍佈亞洲、美洲、歐洲、大洋洲

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中國設有 7 個大區域銷售中心、31 家營銷分公司、121

家經營部以及 1000 多家特約商，並在全球 40 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銷售機構，

銷售自身 TCL 品牌以及兼併的 Thomson、RCA 等品牌，國內、新興市場、已開

發市場銷售比例大約為 62%：21%：17%，可見其目前仍然專注於國內市場。 

 

TCL 品牌核心為「為顧客創造價值」和｢不斷變革和創新｣，經營理念有三：

｢為顧客創造價值」、｢為員工創造機會」以及｢為社會創造效益」。近年來 TCL 品

牌價值不斷提升，榮獲 2011 年｢第十七屆中國最有價值品牌-中國電視製造業第

一品牌」、第 45 屆國際消費電子展（CES）｢年度智慧雲計算電視」獎、全球電

視品牌第六名、｢中國消費電子領先品牌 TOP10」等。 

TCL 企業發展歷程 

TCL 前身為廣東省分立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創立於 1980 年，由政府百

分之百持股，經營項目以生產錄音帶為主，隨著企業不斷發展，現任總裁李東生

認為企業如想要永續發展，就應創建自我品牌，擁有自身的企業文化，因而於

1986 年創建了 TCL 品牌，並且開始朝手機市場發展。由於手機事業發展蓬勃，

使 TCL 有了多餘的資金，此時，TCL 觀察中國市場上大尺吋彩色電視(28、29 吋)

多由國外大廠進口，價格普遍難以負擔，因此 TCL 決定為中國消費者著想，減

少不必要的彩電設備以降低價格，透過與香港長城彩電部門合作、藉助其工廠進



行生產，進入了彩電市場，並將彩電產品取名為「王牌彩電」，彩電事業非常成

功，從此成為 TCL 發展重心所在。隨著企業規模不斷擴大，TCL 對於技術與生

產工廠的需求上升，因此於 1996 年對外併購了香港陸式(Luc)集團彩電項目。 

 

1997 年惠州市政府與總裁李東生簽署了為期五年的授權經營協定，為 TCL

由國有轉向民有企業的開始，TCL 資金結構開始轉變。同年，發生了亞洲金融風

暴，這次危機使 TCL 的 OEM、ODM 訂單大幅減少，TCL 了解單靠中國市場及

現有的產品是不足夠的，必須走向國際，因此經過兩年的籌策，TCL 於 1999 年

由黑電市場進入白電市場，並且正式進軍國際，由鄰近的新興國家出發，挑選經

濟模式與文化相近的越南為第一站，再加上前三年併購的陸式集團於當地有工廠，

因此可以直接地進入。 

 

隨著國內外市場發展、企業規模不斷擴大，TCL 這次發現自己於資金上的不

足，因此於 2001 年 TCL 開始引進外資。隔年，TCL 希望透過進軍已開發國家市

場，取得行銷管道，同時學習設計、技術、品管等能力，以收購德國施耐德

(Schneider)彩電業務為第一站，並且在 2003 年和 2004 年分別兼併了美國

Govideo 和法國湯姆遜的彩電業務。2004 年集團整體上市，惠州市政府的持股

比例由原本的 100%降為 12.74%，TCL 正式成為多方持股的民有企業。2009

年 TCL 透過合資成立了華星光電，供應自家產品的面板，成為中國第一家擁有



完整產業鏈的彩電公司。 

 

然而，自 2011 年開始 TCL 企業劣勢逐漸突顯，營業額一路下滑，股價也不

斷創新低，主要原因為組織過度龐大，使得市場回應能力差，並且缺乏管理人才，

在觀念上還是專注於產品質量，較缺乏品牌投入；在已開發市場不斷透過併購發

展，但併購往往缺乏正確評估、疏忽於企業文化的整合，使得企業表現不佳，財

務壓力不斷上升，同時，大環境景氣不佳也使得 TCL 雪上加霜。 

 

因應此情勢，TCL 於 2011 年進行組織重整，以「4+6」組織管理事業，並

希望透過國際化規避國內競爭、量產以達到規模經濟、攫取新興市場機會以突破

瓶頸。此外，集團總裁李東生於 2012 年透過五次連續增持自家股票，希望能增

強投資人與員工信心。 

 

簡言之，TCL 的發展策略由 OEM、ODM 貼牌生產出發，取得資金後再透

過併購獲得工廠與技術，並開始進行 TCL 自有品牌生產。在國際市場上，新興

市場由於經濟結構同質性高、摩擦較少，因此以 TCL 自有品牌策略為主，設立

分公司、進行合資，而在已開發市場則因現有品牌競爭激烈、風險較大，而透過

併購手法，取得當地品牌，進行 OEM、ODM 生產，以取得當地行銷管道，同

時也設立研發機構習得技術。 



STP 分析 

    TCL 自 2008 年開始啟用 The Creative Life 的品牌定位，其品牌名稱可以讓

消費者聯想到輕鬆愉悅、高科技、自由、創意生活等...的品牌個性。  

    在 STP 方面，利用三個市場變數來做區隔，分別是地理變數中的地域、人

口統計變數中的收入和年齡、消費者心理變數中的集群偏好和特性。 

    首先在地域方面，我們以本國市場和外國市場來看，研究顯示(如下圖一)，

中國消費者的電視替換率大大高於其他國家，平均更換週期約為4年，除此之外，

新興國家的電視替換率也是高於其他高發展國家，因此 TCL 的目標市場是以本

國市場為主，而近年來，新興市場也是 TCL 主要的海外市場，是繼中國市場以

外的新業務增長動力。 

 



                  圖(一) 

    第二，在收入方面，TCL 分別瞄準中端市場的一般中產階級消費者，和低端

市場的中小城市、農民市場。第三，在年齡方面，TCL 則是把目標放在第一次結

婚的婚購族和已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中年再購族；對於婚購族來說，TCL 的價格偏

低，而對再購族來說，主要的消費目的是換購更高性能的電視來使家人有更好的

生活品質，TCL 的產品注重功能和創新性，正好對此族群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四，在集群偏好方面，TCL 是鎖定喜歡實用型、環保型和高科技智慧型產

品的消費者。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如下圖二)，影響消費者購買因素中占比例最高

的是品牌信譽，其次則為產品的質量和功能，再來則是環保和節能的效果，因此

TCL 把其目標市場放在較注重功能面的消費者身上。 

    第五，在消費者特性方面，TCL 的核心消費者較偏向理性和開放的心理特質。

TCL 的消費者注重性價比，不會因炫耀心態而一味地青睞高價品牌，反而是理性

地選購適合自己的產品價格和性能；再來，TCL 的消費者注重生活品質，嚮往創



意生活，勇於嘗試新事物，這類型的消費者較會接受新興產品(像是智慧電視等

高科技產品)的發售。 

            圖(二)                                       圖(三) 

綜合上述，TCL 對自身品牌的定位是「高性能低價格的國民品牌」，其消費

者擁有高 CP 值的特性，本身產品兼具創意和高性能。然而在品質方面，根據研

究分析，TCL 的產品品質較不具競爭力，根據 2011 年中國市場研究調查中心的

品質調查報告顯示(如圖三)，TCL 的品質排名不佳，其核心產品-彩電的排名是第

七名，其他產品(冰箱、空調、洗衣機)皆未進入前十名，而占品質調查的前三名

多為國外知名品牌，這表示 TCL 在產品品質方面相當虛弱，因此在未來 TCL 需

在產品品質方面多加琢磨。  

以下是 TCL 的品牌知覺圖，其利用品質和價格來做為區隔變數，總結出 TCL

為─高 CP 值但品質卻偏低的國民品牌。 



4P 分析 

TCL 為自己的營銷手法取名為「有計畫的市場推廣」，意思為｢企業綜合利用

可以控制的各種營銷手段，主要包含產品、服務、價格、營銷通路、促銷。」 

Product 

TCL 的黑電事業─彩電在企業發展初期即開始推展，彩電為 TCL 多媒體事業

的核心產品，而此事業群又占整體營收約 47%，可見彩電對集團的重要性。TCL

彩電主要專注於高科技端的智慧電視、等離子電視、液晶電視等，與較低階的背

投電視與等離子電視做出了區隔。 

TCL 研發人員約 1000 人，全球 10 國設有研發中心，並設有博士後流動站，

將研發全力投入於彩電事業，其產品款式(約 520 種)大幅多於競爭者-海爾(212

種)、Sony(218 種)、海信(362 種)、長虹(273 種)。 



此外，2009 年合資成立的華星光電提供了 TCL 彩電的面板，也成為其優勢

所在。近來，TCL 致力於智慧雲技術開發，創立專用智能點讀教育系統，引領全

球教育，新開發的數字電視支付功能，使消費者可以透過電視與遙控器支付銀行

卡，可見研發創新為 TCL 彩電的競爭力所在。 

2012 年 TCL 彩電全球銷售市佔率上升至第五名，雖然銷售量相當好，但其

銷售量卻與品質不成正比(圖四)，此外其好評程度在中國卻相較競爭者為最低(表

一)，因此在産品性能、功能、安全性、操作簡便性等品質方面仍需加強。 

 

圖(四)品牌平板電式銷量份額與品質調查排名對比 

至於晚了 7 年才開始發展的白色家電事業，產品款式相較競爭者少、差異性

小(表二)。 

表(二)中國白色家電排行榜 

中國空調排行榜 中國冰箱排行榜 中國洗衣機排行榜 

 
品牌
排行 

產品
款式 

好評程度  
品牌
排行 

產品
款式 

好評程度  
品牌
排行 

產品
款式 

好評程度 

格力 1 992 17.02% 海爾 1 557 14.54% 
Panas

onic 
1 163 24.00% 

美的 2 1131 37.29% 西門子 2 230 21.82% LG 2 178 18.55% 

TCL 24 130 12.79% 美的 4 200 14.13% 海爾 5 672 24.72% 

長虹 26 125 5.55% TCL 29 127 7.92% TCL 23 47 30.24% 

(資料來源：萬維家電網 http://price.ea3w.com/) 

 

Price 

表(一) 中國市場彩電排行榜 

 
中國品牌
排行榜 

彩電產品
款式 

好評程度 

海爾 1 212 12.40% 
Sony 2 218 14.66% 
海信 3 362 13.54% 
TCL 4 520 9.13% 
長虹 5 273 15.19% 

(資料來源：萬維家電網 
http://price.ea3w.com/) 



TCL 產品與國內競爭者定價接近，但相較國外品牌低價，是走中低價位，此

外，TCL 透過技術創新，朝節能方向開發，成為「2011 年度中國節能產品企業

領袖榜」唯一上榜的彩電企業，符合政府節能補貼政策，使產品價格親民化，達

到全民普及。 

Place 

TCL 為一「渠道型企業」，亦即在各地擁有深入基層的直銷網絡(圖五)，相較

競爭對手能自行控制零售終端、接近市場也能快速進行回應。 

 

圖(五)TCL 銷售網絡 

2000 年因自建通路成本過高、對各銷售機構授權過多使企業整體策略不一

致，而展開「渠道健身」計畫，透過減少高階管理機構、增加終端銷售據點，使

企業走向扁平化，更貼近市場。 

 

在實體店面，設有顯眼的｢TCL 王牌紅色展櫃」，並成立獨立售後服務中心。

系統建置方面，採用物流管理系統、ERP、DRP 等以提升效率。 

 

分配 銷售 

市場訊息 日要貨計畫 

TCL生產 銷售片區 分公司 經營部 
基層辦事處 

經銷商 
顧客 

內部結算 發貨 銷售 

彈性要貨計畫 購買資訊 



電子商務方面，TCL 成立了「TCL 電子商務中心」，以因應更大的銷售通路

需求，並能更接近市場資訊、降低成本，此中心獲得充分的授權，得以靈活定價

和供應產品，外部電子商務經營，也與天貓電器城、京東商城等合作。 

 

觀察 TCL 官方網站語言數(3 種)相較競爭對手海爾(24 種)、美的(11 種)、海

信(10 種)低，可見其對海外市場注重程度及電子商務投入仍相對競爭者少，此外

競爭對手也同樣與外部電子商務合作，因此 TCL 在電子商務並無優勢。 

Promotion 

在推廣的部份，TCL 透過傳媒廣告提倡「優質價廉」的概念，並透過公益行

銷、運動贊助提升其曝光度，在顧客服務方面亦相當注重，提供購前諮詢、售後

追蹤以及獨立維修站的服務，對「會使用」及「產品沒有問題」的顧客與「不會

使用」及「產品有問題」的顧客給予同等服務，期以優質服務塑造品牌形象。但

觀察 TCL 電視廣告可發現注重兩重點：產品性能與服務，對於品牌形象提及甚

少。 

 

未來展望 

綜合上述，TCL 對自身定義為「國民品牌」，提供高性能價格比的產品，然

而普遍中國家電業皆以此做為自身定位，因此 TCL 僅與國外大廠做出差異化，

而忽略了與中國廠商的區隔，此外，TCL 的品質也仍有進步的空間，才能更加符



合「高性能」的定位。 

 

透過 TCL 的 4P 分析，可發現其核心能力在於顧客服務、營銷通路以及技術

創新，雖然擁有中國家電業的重要程度第二及第三的關鍵成功因素，但卻缺少了

最重要的「企業品牌形象」，而技術創新雖然與中國競爭者相比之下名列前矛，

但相較外國大廠仍屬落後，此外，近來中國消費者開始將顧客服務視為基本需求，

而營銷通路也朝向電子商務轉變，上述兩趨勢使 TCL 的核心能力逐漸式微。 

 

因此，TCL 若要達成其目標「建立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企業」，企

業本身需大量投入品牌形象推廣、找到自己的定位與國內競爭者做出區隔，並增

強技術創新；在海外新興市場應投入節能減排相關技術研發，在已開發市場則應

由 OEM、ODM 形態轉為品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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