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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手機的崛起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代社會是個科技大爆炸的時代，而最近幾年興起的「智慧型產品」更已成
為當代的主流產品，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儼然已是人們生活中無法缺少的一種
「必需品」！市面上各資訊大廠，如頻果、三星以及宏達電等，販售的產品，價
高物優。但是成立不到 4 年的小米手機卻以低價高規格手機的模式，以及特殊的
網路行銷電子商務販售，在智慧型手機之中闖出一片天。到底小米是怎麼做到的
呢？此篇論文探討之。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小米的發展歷程
（二）分析小米的行銷策略
（三）小米公司 S.W.O.T 分析
（四）比較小米和他牌差異之處
三、研究方法

討論研究動機

確立研究主題

擬定研究大綱

提出結論

資料統整分析

參考相關資料

貳●正文
一、小米的創辦人
雷軍，創辦小米──為了完成 18 歲的夢想，大學一年級時滿腔熱血，受到
《矽谷之火》一書的啟發而立下創業的夢想。他和多數人創業者一樣，害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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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他創辦小米時已年過不惑，而且在業界的他被譽為「創業導師」
。若失敗了，
怕沒有面子。但他終究是放下擔憂，創業了。當時一大關鍵在於他看見手機業的
未來，花了一些時間構思後決定運用互聯網的優勢，發動網友參與小米的研發。
當時他不保證成功，因為手機大廠非常多，而小米還只是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甚
至曾經為了尋求工作夥伴，拜訪過千家供應商，失敗多次後，憑著他莫名的自信，
最後成功開啟了小米在中國的知名度，也讓一開始拒絕和小米合作，只接大量訂
單的富士康願意做小米的訂單。因為時常被拿來和蘋果做比較，雷均曾在接受《天
下》雜誌專訪時這麼說：「我們和蘋果不同。賈伯斯是天才，他創造蘋果。小米
則是百萬人參與的群眾運動」。被媒體稱為「中國的賈伯斯」的雷軍，在 2013
年 2 月更獲選了《財星》雜誌全球「顛覆商業規則」的新銳創業家，而獲選理由
是「如蘋果創辦人賈伯斯一樣，沉溺於取悅消費者」
（商業周刊第 1326 期第 127
頁）。
二、小米的公司的理念以及發展經過
小米公司專注於先進智慧型手機自主研發。產品理念為「為發燒而生」，旗
下包含小米手機、MINU、米聊三大業務。首創網路模式開發手機系統，以及６
０萬發燒友參與開發改進的模式。
表一、小米手機發展經過
時間

重要事件

2010 年 4 月 6 日

小米公司創立

2010 年 8 月 16 日 發布 Android 系統 MINU 介面
2011 年 8 月 16 日 發布小米手機 1（掀起一陣轟動，打開小米在中國的知名度）
2012 年 8 月 16 日 發布小米手機 2（打入台灣市場的第一支手機，配備高規格）
2013 年 4 月 3 日

於國家會議中心舉行「米粉節」，多達 2000 人參與

2013 年 4 月 24 日 小米手機進軍台灣，和遠傳電信合作
2013 年 7 月 30 日 發布紅米手機（低階價格，中階規格）
2013 年 9 月 5 日

發布小米手機 3（目前全世界速度最快的手機）以及小米電視
資料來源：改寫自：小米公司發展史（引註資料十）

三、小米手機的行銷
（一）高規格低售價
小米 2s 擁有四核心處理器、8 百萬畫素的鏡頭，甚至許多自創軟體。規格
完全不遜於蘋果、宏達電等大廠的產品。但是 MI2s 的價格根本不到同時期蘋果
公司推出的 iPhone5 的一半。其他廠牌的智慧型手機，和小米機相同配備的，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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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也較小米機來得貴。如此親民的價格，籠絡不少民眾的心。使得小米手機開賣
僅僅兩個月，就超越摩托羅拉等廠牌，成為中國第六大手機品牌。
（二）限制通路且小量釋出
與電信業者合作以前，小米只透過官網做網路販售，使用電子商務，省去供
應鏈的層層剝削，清楚的反映在價格。此外也因為銷路單一化，小米公司得以推
行「飢餓行銷」。每一次限量、小量的釋出產品，且採用預購方式。激發消費者
一種「因為限量所以要買要快」的天性，搶著排隊購買。同時此種行銷策略還可
引來免費的宣傳。另外只限於網路販售還有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可供販賣者蒐
集客戶群的資料。小米手機賣出去後，公司可以透過電子商務的優勢，了解消費
者的類型，進而使用於改良手機或鎖定消費族群。
（三）無限創意的人性化
小米公司十分注重消費者的感受，於是開放用戶參與討論、研發。並且加入
了許多別於其他廠牌的創意於小米軟體之中。直至 2013 年 4 月止，小米已申請
超過 300 件中國專利成功，其中有 284 件是發明專利，完全站在使用者立場所開
發。像是桌面的客製化、喊拍即拍的相機、按 home 鍵直接使用閃光……等，吸
引不少年輕族群的喜愛，使用起來也相當方便。
（四）以「客」為尊，「客」為你瘋狂
發表小米第一支手機之前，雷軍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佈局。他設立一個平台，
號召網友在平台上頭討論，討論「如何做出中國人需要的手機」，實際採納廣大
網友的意見，同時也製造出高忠誠度的粉絲。然而在手機售出之後，使用者仍然
處處享受到「顧客至上」的貼心。小米公司注重客服，2300 位員工中有 900 位
負責電話、網路等各種形式的客服。並且在吸收消費者意見的同時，每一個星期
進行一次更新，修正問題並使手機更加貼近使用者的生活。
（五）培養「米粉」的驚人忠誠度
小米公司建立一種類宗教模式，公司會主動組織粉絲（簡稱為米粉），是全
球眾多科技業者中唯一插手管裡粉絲的一家。由公司或是粉絲自主性組成「同城
會」，目前全中國共有兩百一十二個同城會，幾乎每個星期都會有同城會舉辦活
動，凝聚粉絲向心力。然而小米公司每年會舉辦「米粉節」，需要購票入場，票
價為新台幣九百六十元，忠誠的粉絲們卻非常願意花錢來朝聖。如此特別的景象，
也只有小米公司做得到了，完全可以吸引媒體的大幅版面報導。不用花半毛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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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帶來的效益卻遠比打廣告來得多很多。再說「小米教」的各位米粉們滿腔
熱血，在部落格或網路上常常主動分享小米相關訊息，不僅擁有對外界宣傳的效
果，也是一種直接給予公司回饋的方式。
四、利用Ｓ.W.O.T 分析小米公司
表二、小米公司 S.W.O.T 分析表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1.中高階規模，價格親民
2.軟體速度快，更新效率高
3.人性化產品設計消費者喜愛

1.產品供不應求，粉絲憤慨
2.外型與 iPhone 太相似，時而被稱為「山
寨機」

4.粉絲忠誠度高，免費行銷
5.網路行銷，間接縮減中間通路剝削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1.已在中國廣大市場打開知名度，公司
拓展速度快速
2.邀請許多知名國際企業工程師加入團
隊，對於提升產品有極大幫助
3.在實體店面販售，才可擴大銷售總量

1.手機大廠多，競爭激烈
2.專利問題是開展全球經營的一大挑戰
3.中國市場內有多家平價手機廠，低價
策略很可能被取代
4.營業額亮眼，造成中國地區山寨品隨
之出現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

五、與其他智慧型手機大廠做比較
（一）比較比較小米、hTC、三星與蘋果公司的行銷策略
在台灣，超過 7 成的民眾擁有智慧型手機，隨著智慧型手機的需求快速發展，
各廠牌手機業者的競爭也越演越烈。台灣的智慧型手機持有狀況，分別由 hTC、
三星和蘋果佔絕大多數。各式機種有各自特色、優異之處，各個廠牌也各有支持
者。而近三內年崛起的小米起步較慢，但卻籠絡不少其他廠牌的支持者轉而使用
小米手機，以下方表格分析各廠牌優劣之處。
表三、比較小米、hTC、三星與蘋果公司的行銷策略
小米
品牌特色

1.以互聯網的
模式
2.採電子商務
行銷

行銷策略

1.網路行銷，

hTC
以謙和的方式
做出卓越的成
就

三星

蘋果

以設計經營為
品牌價值的重
點

強調不斷的創
新，利用新產
品掀起話題

1.不斷推出手

透過品牌行

1.以完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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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

省去中間剝

機的機海戰術

銷，定位公司

配合情感訴求

削，壓低價格
2.重視使用者
意見，建立強
大粉絲群
3.運用飢餓行
銷，造成手機
搶購潮

2.與許多關鍵
性夥伴結盟的
借力使力策略

為高品牌價
值，看重消費
者的感性面

販售商品
2.塑造良好品
牌形象，建立
粉絲團

公司設計團隊
綜合網友建議
由代工廠製

由公司研發部
門專門研發新
產品

由公司研發部
門專門研發新
產品，且強調

由公司研發部
門專門研發新
產品

做，當供應商
技術不夠時，
公司直接派駐
工程師進行技
術指導和研發

軟體技術以及
培育高級智慧
人才

主要利潤

由 Android 系 販賣手機直接
統 MINU 介面 獲利
的軟體服務獲
取主要利潤

販賣手機直接
獲利

販賣手機直接
獲利

全球經營

1.員工來自世
界各地，也有
許多是國際企
業的員工
2.公司善於操
作議題，有足
夠的創意
3.專利問題是
進入國際市場
的一大挑戰

為歐洲各大電
信業者客製化
訂做雙品牌智
慧型手機，口
碑良好，成功
進入美、日市
場，進而發展
到全球

1.透過全球在
地化的理念，
希望在世界各
地打造第二、
第三個三星
2.發展良好的
品牌形象，善
盡社會責任，
取得各地消費
者的品牌認同

在美國推出
iPhone 第一代
手機後，風靡
全球。此後每
推出新產品就
舉行盛大的發
表會，吸引全
球關注

資料來源：參考資料
（二）分析小米、hTC、三星與蘋果公司比較結果
因為小米公司採網路銷售，而且公司主要是透過軟體服務獲利，所以價格壓
得較低。另外 hTC、三星與蘋果公司則因不限於網路販售，在實體通路上所需行
銷費用較高，而且著重於販賣手機得到利潤，因此以同配備的手機而論價格較高，
在消費者做選擇時可能會較為吃虧。另外 hTC、三星公司對於產品的定位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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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階手機到低階手機都有推出，此時相較機款較少，產品在同一定位之下的的
小米、蘋果公司。民眾對於公司的代表性產品就較為模糊，可能無法了解該公司
的產品價值。拓展全球經營這方面，hTC、三星與蘋果公司三家大廠已成功推廣
至重要國家賺取獲利，而創立時間較短的小米公司目前還只限於亞洲地區的知名
度與熱潮，若要分食國際大餅，產品的專利問題可能吃上官司，小米公司就此問
題須再做進一步探討。
参●結論
現代社會民眾所追求的不僅是可通話的手機，而是可以當作一台小型電腦
可供隨時處理事情的智慧型手機，且在各手機廠牌競爭之下，產品更新速率不斷
提高，民眾越來越講求軟體快速、使用便利、人性化設計和價格親民……等，此
時舊有的手機大廠必須配合時代潮流，找出全新的地位，否則很可能會被新興的
創意型公司超越，被市場淘汰。然而新崛起的小米公司，已是各手機大廠的一大
威脅，它所使用的電子商務經營模式，獨具創意也出奇成功。廣大的粉絲也是小
米公司的一大助力，利用群眾「愛分享、愛閒聊」的力量省去不必要的行銷支出。
公司有計畫性的組織粉絲更是一大特點，讓粉絲忠誠度提高，產品自然有一定銷
售額。小米公司不像是在「賣商品」
，比較像是在「交朋友」
，如我們分享好東西
給好朋友，傾聽使用者聲音，讓使用者參與設計產生莫名成就感，此時使用者變
成粉絲，像是在追星一般追隨著小米公司新產品的腳步。特別的是，創辦人兼董
事長的雷軍不追求讓小米公司走進國際市場，和全球競爭。他曾說：「我們不想
當大餐館！就想做巷口的小餐館老闆。就只想怎樣把產品做好，怎樣讓一大群人
參與。」
（天下雜誌第 522 期第 58 頁）它所堅持的是產品的品質，以及民眾參與
的意願。
面對一個具有威脅性的後起公司逐漸茁壯，大廠牌的手機企業該怎麼做呢？
以完美主義路線的蘋果公司加以分析，市佔率曾經領先全球的蘋果，近一年來卻
風光不再，逐漸被其他廠牌超越。其原因可能是蘋果公司追求完美且秘密研發的
推出新產品，然而這樣的手法是不允許採納消費者意見的，在現代這個強調雲端
服務的社會，等到蘋果公司要改善產品的不足之處時，消費者可能已經沒有耐心
等待，甚至是對產品失去信心。蘋果應當效法小米著重客服以及重視消費者意見
的行銷重點，即時的針對商品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除此之外，蘋果公司走下坡還
有另一個原因，就是產品沒有新鮮感和足以讓消費者驚喜的創意了。現在的蘋果
應當找出新的突破，而非推出很多完美但是很相像的手機機種。否則在未來幾年
內蘋果可能不只被三星這樣的大廠追過，深富創意設計以及重視顧客意見的小米
公司快速拓展之下，要超越蘋果，也非全然不可能。在競爭激烈的智慧型手機市
場，每家公司都應該隨著彼此的成長，不斷修正及讓自家公司處在全球大環境中
最合適的位置。我認為不論任何行業都應該要「跟著時間一起走」，今天一個企
業成功了，地球一樣自轉，時間一樣流逝，人當然也一樣在思考。倘若思考的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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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顧客，企業只沉浸在成功的氛圍中而沒有新的想法，這樣的企業不會長久的。
因為永遠都有一個像是小米這樣成長快速，讓其他公司措手不及的新的公司追在
自己後頭。我想不只是蘋果，不只是剛剛享受成功的小米必須要看得更遠，所有
企業都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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