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場：92/11/13（四）   10：00—12：00 AM  

主講人：宏碁公司總經理  王振堂 先生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張重昭 所長 

講  題：從宏碁轉型談到台灣的機會 

背景介紹：宏碁集團是一個國際化高科技集團，主要從事自有品

牌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伺服器、顯示器等產品之

研發、設計、行銷與服務。在企業持續強化「創新關懷」

的服務文化下，產品行銷全球 100多個國家，是世界第

七大個人電腦品牌，並於 1999 年起連續 5 年榮獲讀者

文摘評選為亞洲最佳電腦品牌。王振堂先生掌管 acer品

牌全球營運，著重策略市場與產品，並發展電子商務。

面對龐大之企業體，採取目標管理、充分授權之管理方

式，使各事業處能充分發揮，快速滿足客戶需求；而本

人則藉由對環境變化之敏銳觀察能力，專注於整合資源

提升生產力。 
 



從宏碁轉型談到台灣的機會 
   

宏碁總經理 

王振堂 先生 

 

  張所長致詞： 

各位現場的同學及所有來賓大家早，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請到國內最具有

知名度及國際上形象最好的宏碁企業總經理王振堂先生來為我們演講。 
各位知道宏碁這兩年轉型之後，分成宏碁、明基以及緯創三部份。事實上，

這幾個事業都相當成功，我與王總經理相識甚早，早在民國七十九年我在政大

任教時，就有幸跟總經理在一起，當時我所開的課程是行銷管理。這次很榮幸

替同學請王總經理至台大管理學院來演講。孫運璿講座已經舉辦五年了，歷年

來邀請的對象都是非常有聲望，及主導台灣經濟發展的 CEO，因此我們就先
想到王總經理。王總經理畢業於本校電機系，目前現職是宏碁公司的總經理，

今天選定的題目是從宏碁的轉型談到台灣的機會。 
王總經理的睿智與用心從他上課時的態度即可得知。之前我在政大任教

時，班上只有 20幾位的同學，王總經理上課相當認真，每次都坐在離我最近
的地方，也就是我右手邊第一個，而且每一個禮拜都是如此，從沒換過位置。

其次班上同學大概二十多位，王總經理是班上成績最高的同學，理由是他對上

課的講題能夠很快的進入狀況，而且能迅速回應的，因此不管是考試或者是上

課的評價，王總經理皆是全班的最高分，所以今天很榮幸能邀請他蒞校演講，

現在就請各位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王總經理。 

  王總經理演講： 

前言：瞬息萬變的產業環境 
張老師、各位學弟學妹、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安。我接到演講的邀請時其

實非常遲疑，總覺得自己沒什麼學問，對事情的看法或許會偏離真實正確的觀

點。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在企業的經營上，觀點對不對不重要，但看

到結果就一切明瞭，能夠帶來勝利的觀點，就是企業經營裡正確的觀點。 
因為企業的經營瞬息萬變，環境會變，內部的種種條件資源也時時刻刻處

於變動的狀態，競爭者與下游供應商也會伺機而作，所以經營者必須在這變化

萬千的環境之中，隨時抓到重點，然後立即回應，為的就是爭取最後的勝利。 
企業的經營很難有長勝軍，泰半有起有伏。所有的論點，並非千古不變，

教科書上常常寫一些作者認為對就是對的理論，但真實的商業環境卻非如此。 



因為上過張老師的課，自己又是台大畢業的，雖然不是那麼有把握，但還

是希望竭盡所能地作一個整理歸納，希望將有參考價值的內容分享給各位。當

然我今天講這個題目，是因為我了解到，目前整個台灣社會、台灣產業或是台

灣一般的年輕人的就業與發展機會比以前差，是不是最好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年青人可能會感嘆怎麼會如此地生不逢時！怎麼會等到輪到我的時候，忽然說

情況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好。就我了解，有很多年輕朋友言道：『畢業就是失

業。』整體的經濟可能因為台灣政局一直動盪不安，國外的經濟一直變化才造

成了台灣現在這種現象？台灣的經濟是不是面臨到了一個轉型的契機，而因為

種種政治與社會的因素卻無法順利轉型，所以遭遇很大的瓶頸？針對這一點，

希望今天我的講演能對大家有所幫助，或者說有所啟發，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

目的，我就覺得今天不虛此行。 
 

宏碁的起步經驗 
我今天講演的題目是『從宏碁的轉型談到台灣的機會』，宏碁是白手起家

的一群人，創業初期，施先生找了一群人，籌資一百萬台幣，開始買進首部微

處理機發展系統，用去六十萬，僅餘四十萬，十多人薪水幾個月就沒著落。公

司開始是有些許生意，但依舊無法支應所有人事開支。到了第二年，許多工程

師以『白條』抵帳，意謂著公司先欠下薪資，至有餘力方發還。多位主管僅支

領一半或六七成的薪俸。直到第三年，公司開始營利，方得將白條贖回。 
對於當年的創業伙伴，有兩個值得一提之處。第一個，施先生說要『龍夢

成真』，自己都已經付不出薪水，腦筋裡面仍有一個非常遠大的志願，這就叫

做龍夢成真。老實講，我也是被此一願景所吸引，如果這是一個毒素，那麼我

也中毒甚久！現在台灣有好多人都中了此毒。中國人在近代世界的文明上不太

有貢獻，因為內亂、抗日、剿匪等事紛至沓來，不斷地自我內耗，而沒有真正

為全世界文明的進步提供足以使眾人銘記於內的貢獻。所謂龍夢成真，就是希

望中國人在未來的高科技舞台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非只是 ODM。這一個
遠大的夢想，不管是龍騰國際、龍夢成真，在高階主管的內心深處，都是很重

要的思想，雖然當年的伙伴很多已經離開宏碁，但我們都能體會，人生若是沒

有走這一趟路，嘗試著將這個夢想實現，那就全無價值。 
第二個值得一提的是施先生要豎立一個典範，傳賢不傳子，幾個創業者約

定爾後不准讓自己的子女進入公司，直至今日已邁入第二十八年頭，原創者也

始終維持此一承諾。前陣子施先生對外言道：『我考慮把這個位子交給王振堂。』

結果此言就成為報紙頭條，對我來說，這並非新聞，然而媒體認為這對東方企

業來說是個特例，因為東方企業，不論亞、中、台，皆是傳子居多。 
這二十幾年的起伏，眾人對宏碁也是毀譽參半，因為從股東的利益來講，

宏碁的營運起起伏伏，有時候天蠶變，然後天蠶再變、接著天蠶再再變，總是

讓眾人的預期大起大落，有些人認為很不錯，然而從股東利益或是從員工的利

益著眼，就會覺得我們為什麼不能處理的平穩些？為什麼不能夠 EPS都是五



塊錢？股票分析師、股東、員工或者社會上關心宏碁的人，時常都會有這樣子

的觀感。大致上，我們也了解大家的看法，這方面我來做一個平直的敘述，請

不要解讀說我反對這個或者是我贊成這個。過去就讓他過去，待會我會跟大家

報告我的想法。 
宏碁的歷史，事實上是很有趣的，它可能是台灣的資訊工業的一個縮影。

宏碁常常做第一，例如晶片設計，宏碁是第一個進行， DRAM製造，宏碁身
先士卒，LCD的大量投資，宏碁也領先業界，投資軟體公司，宏碁也是拔得
先籌。樣樣都是第一，這次 ODM與品牌之切割，大規模在台灣進行的，宏碁
也是第一，所以這歷史是如此有趣。可惜我無法講那麼多，所以我就從公元二

千年開始，從這個講演當中，盡量地敘述有學問些。 
 
形勢比人強 
首先，我要說明宏碁的轉型是形勢比人強，我們在解讀很多情況之時，不

一定要對人預設立場，勢不由人，有時主事者想堅持也沒有辦法，包括我現在

的管理，也隨時要非常虛心地體察大局，只因情勢之起伏瞬息萬千，從內部到

外部、從上游到下游，眾人隨時有不同的策略應對，必須隨時掌握整個情勢，

一定要夠敏銳，而且要能粹取出重點中的重點，才能夠領導指揮組織作戰，尤

其是執掌此一大部隊，在全世界百多個國家行銷的公司，時時刻刻莫不如此。 
 

外部的挑戰 
第二點，那個年代的轉變也引起一些外界的質疑，整個過程也並非一帆順

遂，在 2002年發生一場危機，現在回想起來，我倒覺得那是一個轉機，若非
那場危機，宏碁今日的變革不會加速。 
先談到外在的環境，當時 PC產業已經成熟，價格戰火方熾，產業開始整

合，缺乏新品牌的出線，此時已不會有經銷商加入，何以見得？因為虧損的業

者預見市場成長趨緩而退出，因此造成大者恆大的局勢。這個跟過去時幾年

PC產業快速成長是不一樣的情境，當環境發生如此變化，我們就必須要了解，
以前的做法無法持續。另外有個很重要的因素：ODM客戶的政治考量。原先，
宏碁是 ODM與品牌合一，所以 ODM客戶的政治考量隨著時間不斷強化，acer
與其品牌競爭，acer的 ODM訂單就會逐步減少，每一個訂單都是十億美金到
二十億美金的，就是三百多億至七百多億台幣，一筆訂單上下可能就差幾百

億。公元 1999年至 2000年間，這些政治考量都浮上檯面，為什麼？只因 ODM
客戶的行銷部門在市場上與 acer競爭，若被 acer打敗，則行銷部門就會抱怨，
當時 PC產業已進入產品成熟期，產業的政治考量已經強化到了一個程度，此
時我們在策略上必須要做選擇。外在環境就當時而言是最重要的因子。 
 
內部的衝突 
內部也有一些狀況發生，首先， ODM與品牌事業雙雙虧損。早年是 ODM



賺錢然後補貼品牌，何以品牌一直在帳面上都是虧錢？若是品牌無法轉虧為

盈，我現在可能已經沒有工作，我不可能去管一個一直虧錢而無法反轉的事

業，然後臉皮很厚地一直做下去，這對我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我看到機

會，所以才接受這個新的任務。 
其次，明基跟宏碁衝突不斷，這個部分是因為管理方式不一樣所造成。衝

突之一， 是 acer這個品牌雙方都使用，在市場造成一陣混亂。宏碁到底要塑
造一個什麼形象？對此眾人常有不同的意見，譬如，一方要讓品牌色彩比較年

輕活潑，另一方則要求品牌能傳遞穩重可靠的訊息，這些雖都是正面的表達，

然而做法卻有參差。 
再者，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Total Brand Management System，

即為對品牌的管理，針對此一部分工作，1999年時宏碁引進了一個新的思想，
龍夢成真，這是一直不變的，可是如何經營經營管理此一品牌？早期，我們都

是想當然爾地就是讓它很有名，讓很多公司都用 acer，讓到處都看到 acer的
品牌，可是後來就發生分歧，宏碁與明基比較明顯，除此之外，在那個時候，

國碁、揚智與第三波也在用 acer品牌，與 acer有關的公司大概在十個左右，
走在街上看到 acer的光碟片，或者磁碟片，一下又看到 acer的光碟機、鍵盤，
可是它帶給消費者的印象非常模糊，中間所傳達的訊息有時候還會發生衝突。

所以 1999年時，品牌管理的思想最重要就是專注，要有一個很清晰的關聯價
值，一旦決定了關聯價值之後，從頭到尾，不管產品的設計、銷售或是服務，

皆必須一以貫之。現在我們選定的這個關聯價值叫做『I  CARE』，若有的人
I  CARE， 有的人 I DON’T CARE ，那就慘了。這個管理思想，也是導致宏
碁徹底切割的重要因素。 
 
組織結構調整 
接下來談到 1997年的組織結構調整。先前的架構是多個 SBU對很多個

RBU。那時我只負責台灣跟大陸，由於面臨到市場競爭力不夠的問題，因此考
慮如何變革，那個時候我有兩種選擇，須知道，再大的轉變，腦筋裡面都必需

有很清楚但簡單的模型，我的模型就是把所有的 RBU都切成兩部分，一部分
由電腦事業貫穿，另一部份則由週邊與通訊相連。理念上如此，但是執行上有

困難。像歐洲 RBU就認為總部無此權利，他們的想法是我有工作權，你這樣
做是違法，你怎麼可以叫我說把監視器的業務放棄，監視器業務是我賺錢我工

作的來源。 
所以總部要求 RBU放手往往不得其行，雙方都不放的時候，明基就自行

設立公司，然後開始面對經銷商與客戶，然而大家都說 acer是他們的。當時
的情形就是如此，為什麼要講到這個？因為我曾經跟我們施董事長提過另外一

個選擇，即我們這五個事業體聯合，SBU-1、SBU-2則獨立，這樣聯合起來，
即可採購最有競爭力的產品，然後把 acer品牌做起來，要接 ODM的自行去接，
要接 IBM、HP或是 Dell的訂單也比較沒有限制。因為台灣市場還是很小，每



次我跟施先生抱怨沒有人把台灣當作一個 Region。其實論面積，台灣只佔世
界百分之一，只因我們總部在台灣，所以把台灣看得很大，但將世界地圖一攤

開，卻要找了半天才找得到。因為台灣是施先生的故鄉，所以每次總把台灣想

的很大，後來聽我抱怨了半天之後，施先生他說：『來，給你一塊最大的，

CHINA。』後來我就不講話了，因為這個市場太大了。 
 
品牌與製造的切割 

2000年的 10月，施先生對我說：『我要把品牌與製造分開，然後請你來
管理品牌。』那時我楞了一下，我用台語說：『喔！這麼大桶。』他說：『是

呀！這就大桶，而且現在這樣做，就是跟你幾年前建議的一樣，等於以前你的

簽呈我放了三年四年，現在我同意由你去做。』那時我就講出我的觀察，過去

這幾年我們一直處在一個比較負面的循環當中，身處其間卻不自知，現在則希

望能啟動正向的循環，我當然必須確認獨立採購的權力，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問

題，如果說書面上弄了半天，還是得跟自己相關的公司採購，競爭力、談判力

與自主性就無由發揮。確定這點後，我們即依此進行。組織分割的時候，外面

就有質疑的聲浪出現，特別是股票分析師，他們根據十幾年來的報表分析，認

為宏碁都是倚靠 ODM獲利，把能夠獲利的事業分離，卻把賠錢貨留在家裡，
不知內情者發出這種質疑也是可預期的。爾後宏碁獨立更生，眾人的解讀是龍

夢成真的願景太厲害了，一定又是它所造就的成功。其時，施董事長同我言道：

『我們現在雖然虧損，但是我有很多股票，我把股票賣掉都要把品牌弄起來。』

這種意志的傳遞不就是龍夢成真的心髓。他還言道：『免驚！我可以給你時間，

你一步一步來，我存了很多糧，打個三年五年不必怕沒飯吃啦！』 
組織開始分割之時，明基繼續使用 acer，到了 2001年的 12月才有 BenQ

的誕生。那時，我們成立一個小組來解決所有 acer品牌上的衝突，不過這個
小組運作了半年左右，我就發現狀況不對而把它停掉，這個事情是昭然若揭，

透過十幾年來的觀察，龍夢成真的願景個人皆有，明基是不可能放棄建立品牌

的執著。另外，華碩也同樣熱中於品牌的經營。這些事業體手上都有千億台幣

以上的資源，不會隨便放棄這個願景，所以雙 A壹 B要再纏鬥十年以上，絕
對不會那麼快落幕。 
另外，acer品牌做了十幾年從來沒有賺錢過，到底要如何翻轉，我始終認

為有一定的機會存在，在台灣或是在大陸，產品銷售時強時弱，不過我有很大

的把握能在市場強勢時多賺一點，市場萎靡時也不至虧損，何以當初 acer全
球的品牌業務，在財務報表上一直呈現虧損？這跟財務報表的表達方式是絕對

相關，因為當初工廠報價是按成本加成，比如加 12%，然後就賣給海外的公
司，它做得越多，運得越多，它就能賺錢。如果這個產品品質有問題，我們必

須自行解決；產品比人家落後三個月，我們必須自行解決；產品設計沒有競爭

力，我們必須自行解決。要知道，保護消費者的意識是非常強勢的，沒有把服

務做好的話，馬上挨告，這個公司就會面臨很多的訴訟。任何一個產品發生不



良，返修成本估計約 200塊美金，我們的 PC只賺 10塊至 20塊左右，其中只
要有一個不良，立即損失 200塊美金。往昔，此一爭論如影隨形，代工製造的
人當家作主，爭論始終不了了之。最後塑造出的氣氛就是：產品都很好、品質

也不錯、交期也可以，就是外面那些人不會賣，不認真賣。這幾年來的氣氛就

是如此，報表展現出來的結果，景況好的時候可以打平或者小賺，產品一有問

題或者是已經落後競爭者，那就悽慘無比，因為營銷費用不可能下降，服務還

必須持續推展，所以海外投資就發生虧損，幾年後就成為大窟窿一個。十年來，

宏碁在海外的虧損超過千億台幣億，可以說是血流成河。但我永不放棄。 
這裡面還有一個關鍵，就是海外組織沒有獨立自主性，沒有談判力，沒有

自由採購的權利，中間所謂的轉換價格，談到最後還是由代工製造的人拍板。

新產品推廣期差一個月就如同天地之異，整個競爭力的表現就在此處，只要我

能夠從此處扭轉，宏碁品牌不但是可以做的生意，而且是非常好的生意。 
2001年虧損逐步減少，2001年的第 4季，好不容易打平，我心想說大概

差不多好了，可能要開始好轉了。那個時候，我只跟微星與精英買了一些桌上

型 PC；鴻海還沒接我單子，鴻海認為宏碁策略不明，必須等一等；廣達則是
我親自去拜託他。宏碁能走出去，首先倚靠的是仁寶，當組織分割的時候，汐

止那棟大樓兩三千個人，分到品牌這邊才 200個人，緯創掌握絕大部分人力，
為此，我們的產品經理不敢貿然變更供應商，所以仁寶第一個單子是由我拍版

決定的。事實上，2001年就只有做那麼一個模組，然後，其他產品的步調就
不是那麼迅速，桌上型本來就非緯創想做的業務，所以我找精英、微星就沒多

少反彈。 
2002年的時候，明基已經開始構思自創品牌。到了 2002年第一季，LCD

面板大缺貨，那個時候我的動作不夠快，只是叫我們的人趕快排給供應商，因

為明基要改 BenQ，可能會有動作。我們的人想說：大家都是兄弟，應該不至
於拿不到貨。結果 2002第一季，整個明基本來都有相當的量在供應 LCD 監
視器，acer品牌的忽然沒有分到半台產能；屋漏偏逢連夜雨，緯創除了 IBM，
比較大的客戶就屬 acer，所以勉強供應。但是 2002年緯創忽然接了 Dell的大
單，所以它的資源和產能就移到 Dell，我整個供貨小於 50%。2002年是一個
大的挫敗。所有的地區，絕大部分是虧錢，營業額不夠的時候，虧損馬上浮現。

經此教訓，同仁就知道，分散供應商一定要走的快一點，因此我們著手與廣達

聯繫，但與廣達談價格時差了二十塊美金，剛開始我們量比較不夠，僅能承諾

十萬台。十萬台對廣達來說太少，所以報價偏高，我們要的價格跟他報的價格

差了二十塊美金。後來我就打電話給林百里董事長，他一聽到十萬台之數，當

即言道：『小問題，友情贊助。』結果這個模組最後做了六十萬台。一個模組

通常是八千台至 1萬台左右，因為產品的生命週期約當九個月，所以十萬台是
初始比較敢承諾的數字，結果沒想到廣達一來，我們一個月就已衝到六萬台，

他沒預期到跟 acer合作，數量可以衝到這麼大。 
 



管理小秘方 
談到關鍵策略之前，再與大家分享一點經驗，我從宏科到宏碁電腦，那時

候雙方還未合併，我是隻身前往。進入這個環境，我要講什麼事情之前，第一

句話一定要先講：『現在情勢不同、時代不同，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這句話沒講時，旁人負面的情緒是很難弭平的，因為你一直在講現在怎麼做才

對的時候，他人就覺得你在批評過去的錯誤，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爾後我就

一定注意用語。 
第二件事是，我開始只轉變少數的關鍵項目，一次一項，但是一定讓它做

出成績並展現效果，然後再進行下一項。選定的關鍵項目，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起連鎖反應，並且改變基本運作模式。同仁們與我洽談公事時，我開宗明

義地道出原則：『第一，我沒有太多時間。第二，我能力不好，所以今天不管

你準備幾個項目，我們只談一個項目，就是那個項目非做不可的，你做不下去

的你告訴我，我們來一起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開始進行的時候，眾人皆無

法適應，因為常要半個月前預約；準備了十幾個項目要傾吐，我一見面就說：

『等一下，你不要全說出來，先選一個來談，你如果還沒想好哪一個是最優先

選項，等你想好後我們再談，因為我能力有限，一次只能管一件事情。』很多

同仁說，我們千千百百個問題，他每次只解決一個的話，要等到民國幾年才能

完成。事情有輕重緩急，最重大最根本的問題如果能夠解決，對其他的問題都

會有很大改善。如果找到瓶頸所在，對其加以突破就能產生如斯效應。 
還有個例子，過去同仁們準備三十頁的報告，上面會誇讚說很認真。現在

則完全不一樣，我要求報告只要一頁，而且字不能打太小，因為我有老花眼。

以前會議的進行，施先生如果也坐在那邊，給同仁十分鐘，卻講了半個鐘頭，

施先生一句怨言都沒有，非常具有耐心。現在換我主持的時候，到了第九分鐘，

我會說：『剩下一分鐘，趕快講，你講不出來，這次就到此為此。』以前都是

由下往上，我說現在要由上往下；以前對於執行績效不佳都能諒解，總覺得大

家都情有可原，現在若選定了變革項目，就必須徹底執行。通常一個很複雜的

問題，解決到了第三個子項目時，其他的困難都會迎刃而解，因為實際的問題，

表面上非常錯綜複雜，骨子裡則不然。還有，組織的精神能量有限，如果要同

時解決所有的問題，就會將組織搞得筋疲力盡，如果聚焦在最關鍵的幾個項

目，良性的反應循環就一直發酵作用。所以我們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都

要找出一個可持續推展的解法。 
 
組織的分割與整合 
關鍵的策略我只講兩個，這一套對別的公司不一定有效，但是對宏碁而

言，卻可能是治病良方。 
第一個策略就是檢討及整合各相關企業。以前股權分散，有時候你做某些

變革，董事會或管理團隊卻經常無法同調，掌舵者就無法放手進行，無法放手

進行就必須妥協，妥協就無法貫徹，每次繞來繞去，總是虛耗白工。現在，全



世界只有一個 acer，而且整合的業務都要百分之百地擁有其股份，比如說歐
洲，我們在瑞士成立 Central Bellin，德國、義大利、瑞典等歐洲國家所有提供
銷售與服務的辦公室，其發票都是來自瑞士這家公司，財務功能的整合就可以

減少十幾個公司的開支。本來八、九十個相關公司，近期已降到六十幾個，但

我還要再減少。原來是分散的、地方分權的合資企業，由於產業已經進入成熟

期，我們需要將功能進一步的簡化，並且專注於單一品牌，別的品牌跟我無關。 
我剛開始接任時，有人提出一項問題：『歐洲那位主管是蕃王還是大將

軍？』所謂蕃王，就是一切由他自行治理；大將軍則由總部派出去，聽命於總

部。我們過去各個地區的主管都是蕃王，而且是蕃王林立。歐洲人很有優越感，

總覺得：『你們台灣還不夠先進，到處亂七八糟，我們歐洲先進而且文明，我

們的想法比你強。』這種心態上的問題，後來我一步步進行扭轉。現在是『One 
Company ，One Brand ，One Global Team』，具體的做法就是使用視訊會議，
每三個月都花兩天時間聚在一起，經過三年彼此互動已漸有默契，然後與同仁

分享宏碁的股票，宏碁的益造就眾人的利益。現在就是因為有了默契，所以決

策都很迅速。我相信全球世界級的經營團隊中，我們的決策與反應速度是最快

的。 
第二個關鍵策略，先前我已經稍微提過，就是供應商管理。讓 A級的團

隊以 A級的條件為我們服務。A級的供應商絕對是第一流，而且我們只選第
一流的，因此，後續的產品設計與產品品質，都是世界第一流。 
另外則要提到產品線的延伸。在筆記型電腦方面，我們除了商用型跟消費

型，又推出了平板電腦，近期之內會再推出十六乘九的寬螢幕筆記型電腦，除

此之外，我們尚與法拉利合作筆記型電腦。因為宏碁擁有多個產品線，今年筆

記型電腦可以賣二百多萬台，明年可以到三百多萬台，因此筆記型電腦已經享

有不錯的利潤，然而再回頭經營桌上型電腦，周邊產品銷售也能獲得綜效，所

創造出來的毛利已明顯呈現。 
現在整個組織在全球的運作費用是單月兩千多萬美金，這比起 IBM、

Dell、HP，我們是很省的，而且現在已經饒有盈餘，再把這個營業額往上提昇，
利潤即可大幅增長。 
上次前往紐約與大型共同基金投資者懇談，我們必須施展說服技巧，將宏

碁生機盎然的一面完整呈現。由於我們採行實體通路模式，有別於 Dell的直
銷模式。在這場直銷跟經銷的戰爭中，宏碁很有機會成為經銷陣營的奧林匹克

代表隊，我們有極佳的機會能夠與直銷商面對面競爭。 
競爭的利基就是我們的經營模組，其中也沒有什麼學問，簡言之，就是讓

資訊流、金流透過每一個層級的通路合作，創造出最快捷的運籌模式。直銷物

流走最簡短的路徑，所以直銷有很大的優勢，我們必須辦法整合通路的夥伴，

使訂單直接到工廠，工廠直接運送至通路商與經銷商，中間的配額必須預先設

定，使整個網路剎那間就暢通無阻，不會有任何延遲發生，所以我們是直接的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最適化物流體系，貫穿 acer、ODM、以及通路商，



把所有重複的無效的全部去除掉，這樣就有機會在未來五至十年跟直銷模式纏

鬥，這附加價值鏈非常有效率，而且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 
 
勇於摧毀 Dell的神話 
很多美國人相信直銷會摧毀所有經銷商的神話，若是他們的說法正確，五

年後全世界的人買電腦全部上網，所有的百貨公司、、所有類似光華商場的賣

場全部看不到電腦，所有的經銷通路商全部改行，所有的供應商只供應給一個

超大個客戶，叫做 Dell，這樣的情境會不會發生？以我現在的分析，到目前為
止，儘管 Dell氣焰高漲，IBM與 HP都相信 Dell神話，但傳統經銷模式的營
業額，仍佔全世界 PC營業額的 70%，所以我不得不想這個問題：『為什麼佔
70%的經銷模式要如此低聲下氣？憑什麼佔 30%的人如此趾高氣昂？為什麼
我們此時便已承認失敗？』以前的領導廠商，像 IBM、HP、Toshiba，他們在
精神上已經潰敗，他們是 loser thinking。我以為精神決定一切，思想貫通產生
信仰，有信仰才有力量，所以我現在努力傳播一個思想，就是『經銷終將長存』。

在此，我呼籲 IBM、HP、Toshiba、NEC、Fujitsu要重新思考。儘管直銷有某
些優點，可是它也有極限，它不會無窮止境地擴張。 

Dell的利基是值得研究的，值得學術界深入探尋，它在消費性市場是否能
像商業性市場一樣所向無敵？我相信凡事都有它的極限，物極必反。以今天

acer的地位，有機會號召相關的業者形成一個聯盟陣線來與之對抗，消費者本
身也需要通路所提供的服務，我今天的這些思想，是為宏碁而戰、為經銷商而

戰，也為廣大的消費者而戰，因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的機會。 
現在 Dell的數量大約是我的十倍，它的進料成本 82%，費用 10%，賺 8%，

我現在的狀況是：數量只有 Dell的十分之一，所以我的進貨成本可能會多 2%，
可是我的費用約佔 7%，通路的成本可能是 5%，如果所有通路商合作起來，
每個人可以分攤 2%，等到數量成長為兩倍時，成本差距可能只有 1%，我的
營運成本變 6%，通路我假定還是 5%，我們還是可以賺 3%；因為我在全球市
場佔有率 3%而已，Dell約佔 18% ~ 19%，若能成長到三倍的量，整個成本不
會差得很多。我的成本假定是 6的話，通路可以降 1的話，我們每個人可以賺
4%，他們賺 8%才會覺得滿意，我們賺 2%就可以過日子，用 2%算的話，每
股盈餘可以到 4塊錢 5塊錢，在 2003年，我們的營業額成長 50%，1.5乘以
1.5是 2.25，2.25乘以 2.25是多少？當然現實不可能如此順遂，但是有希望的，
我們到現在已經六個季都賺錢，我們十月份一個月就賺超過一千萬美金，十一

月份應該還會更好一點，十二月份可能會下來一點，業績成長 50%何以值得
好誇耀，這是因為全球的 PC產業營業額只成長 2 ~ 3%。看看大陸的聯想，在
數量上它成長到 10 ~ 15%，但營業額已經開始在衰退，所有的領導廠商，假
如他的數量沒有成長超過 20 ~ 30%的話，營業額是往下掉的！因為平均銷售
單價下降速率極快，所以業績成長 50%，銷貨數量可比這個數字大上許多。
宏碁筆記型電腦是 80 ~ 90%數量的成長，在歐洲則是第二名。歐洲是先進地



區，他們具備相當的優越感，總是認為亞洲來的算什麼，要讓它認可一個品牌

並非易事，我們在歐洲與 IBM、HP競爭，與 Toshiba 、NEC、 Fujitsu以及
SONY搏鬥，總算拿到第二名，第一名是誰呢？第一名是 HP， HP加了 Compaq
之後只贏了我們 2.3%，他們現在是 18.3%，我們現在是 16%。Dell在歐洲也
下了很大功夫，他的市場佔有率是 10%，而且有往下掉的趨勢，我們對所謂
New Channel Business 模組開始展現信心，並非無的放矢。泛歐洲地區我們是
第一名，我們在六個國家取得第一，最值得一提的是德國，德國是歐洲最大市

場，我們的筆記型電腦在此做到第一名；還有義大利、荷蘭、瑞士、奧地利以

及東歐的捷克，連捷克都打到第一名。如今我們在歐洲已有一個不錯的成果，

我們要讓它繼續成長。大陸與美國是我們明年最重要的目標市場，所以我喊出

明年是『中美年』的口號。 
 
台灣轉型的契機 
談到台灣的轉型，並不一定是壞的事情，轉型有時候是爭取更好的前景與

機會，讓我們得以放棄缺乏效益的低層次工作模式，進而追求更優越的價值創

造模式。 
我認為台灣應當成為一個高科技營運中心，如同今天的宏碁，儘管工廠位

處於大陸及菲律賓，但由於我們是品牌的經營廠商，我們是整合全局的中央核

心，訂單業務由我掌理，財務稽核由我管控，廣告促銷由我發起，維修體系由

我建立，資訊系統由我規劃，因而能賺更多的錢。 
此外，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有效率的集資中心，台灣是資本市場非常發達

的國家，其股票市場是全世界交易三大熱絡的市場之一，有眾多投資人在他國

的投資行為相當保守，在台灣卻變得賭性堅強。半導體在 1996、97年左右投
入了五、六千億台幣，各位如果最近注意到面板五虎，他們明年即將投資一千

五百億；最近三星傳出明年第三季面版價格可能會反轉，在這波面板的漲勢之

中，三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它萬萬沒料到，讓大家都賺錢了，台灣這些廠

商投資擴充速度比它自身還快。三星與 LG原本穩居世界之冠，可是沒料到台
灣這五個面板廠，每一個都賭性堅強，而且鴻海還沒有進入。這裡所展現的就

是集資的能力，這種舉世少見的能力就是我們的優勢之一。 
此外就是研發，台灣產業厲害之處就是快速，先前郭台銘董事長曾言及

NOKIA與其合作的故事， NOKIA 有一新的模組在德國開模，進行半年後推
出市場，結果熱銷，全世界的需求非常之大，但該模組產量有限，所以 NOKIA
就拿了一些圖跟一個樣品給鴻海，鴻海在一個禮拜內即把所有量產的模具開

好，做出樣品並報上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價格，所以 NOKIA在半夜就下單了。
製程研發速度上面，我們是獨步全球，絕對享有優勢，再加上半導體的整合，

與內建軟體的搭配，台灣的競爭力是無庸置疑的。這方面大陸絕無如此迅速，

韓國亦非對手，香港、東南亞更是不用提，所以這方面的優勢需要好好地發揮。 
另外就是全球運籌，亦即 Global Logistic。此一部分，我們的優勢就是速



度，台灣企業的腦筋比較靈活，同樣是中國人，但是目前大陸企業看起來沒有

那麼靈活，未來世界獎賞的是腦筋活的人。 
最後，我們在觀光上也具備很大的潛力，其實觀光也是龐大的綠色產業體

系。我曾走過很多國家，我覺得台灣的觀光資源其實是很不錯的，以前因為國

防安全而做了許多限制，現在解放的話，機會是很豐潤的。 
有次碰到日月潭涵碧樓的賴董事長，他言及該飯店房價為一晚一至二萬

元，卻依舊高朋滿座，何以如此？原來他與世界著名的旅遊集團進行策略聯

盟，提供整套的服務，他販售的商品是一種氣氛、一種感覺、一種享受。 
試想一下，各位在國外賺錢，回來台灣享受一番，有何不可呢？我們當致

力吸納全世界的旅客來台度假享受，打高爾夫、遊山玩水、兼且享受美食，豈

不快活？我最近又去夏威夷一趟，夏威夷沒有別的，就是觀光、旅遊，繁榮之

極，與十年前相比，現在的景氣更是蓬勃至極，五星級的飯店永遠客滿。 
我覺得台灣是寶島、是福爾摩沙、是美麗之島、是非常寶貴的資源，但要

藉由所有國民的知識水準提高，眾人的視野能伸展至國際，收入與品味同步提

升，國外旅客才能感受到這個環境的可愛之處。 
在文化方面，最近台中談論古根漢美術館，它可以帶動一個城市的發展，

因為藝術是無價的，藝術品動輒上億台幣，其中亦富有創造價值的機會。藝術

和文化也是一種自我的認知與定位，與行銷息息相關，台灣在這方面有機會創

造出獨特的吸引力。 
 

各位可以看到，我認為未來台灣的機會裡沒有工廠。我認為價值的創造是從腦

力出發。我民國六十五年畢業，那個時候全台灣還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微處理

機，微處理機是到了民國大約六十五年才稍微有人在談論，台大電機季刊才開

始刊載微處理機的技術論證。今日所有的電腦通訊產業，皆由微處理機衍生而

出，在那個年代，我們找工作時，大同、士林電機、東元、聲寶、中華電信、

電力公司都算是最好的工作了，可是你看看這二十幾年的變化有多大。各位不

用太擔心，十年後、二十年後，你可能會發現台灣已是另一番格局。 
謝謝各位，謝謝。 

 

Q&A 
   
Q1：總經理，我聽你演講，感覺你是一個很會編織夢想，而且也是一個很棒

的演說家。想請教你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目前 ODM和品牌同時
進行的企業，以您在 acer的經驗，你覺得這樣的經營模式，在未來 5-10
年，他們會不會像 acer有一樣的轉變？第二個問題是 acer整個集團曾經
和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活氧計畫」在進行，那分家之後這個部分是由

緯創接手還是由 acer品牌或是說由 acer整個大集團持續在進行？後續如



果有這樣子的研究發展計畫，acer如何善用此一合作計畫？謝謝。 
A1：在某些情況下，ODM和品牌是可以分開的，有三個條件，第一個是，產

品是主流產品，而不是配件，比如說：手機、電腦、筆記型電腦是主流

產品。第二個條件是，當產業進入整合期，由成長到成熟，成熟以後就

會整合，大者恆大，然後就剩下幾個品牌彼此競爭，此時可以考慮分開

買方。第三是政治考量已經提升到了很高的程度，一個單子動則 10億、
20億美金，然後對方說，因為你有自由品牌，所以不給你訂單，你說要
如何堅持同時經營 ODM與自我品牌呢？你要考慮整個公司很多人有利
益在上面，有股東、有員工、有供應商，很多人有利益，你不能用你個

人的理想或是情緒去做決定。我的體認是品牌是人的事業，ODM是物的
事業，人的事業考慮的是千千萬萬個消費者的感受，所以的經銷通路的

關係，這在品牌裡面是絕對重要的，ODM是技術、是產品設計、是量產
運籌能力品質控制能力，這是物的，整個的邏輯、整個的思考模式是不

一樣的。譬如說：在市場上有一個產品出了品質問題，作品牌的人呢就

是怎麼樣保持消費者和經銷商的信心，為最重要的思考點和對策，工廠

延展的人馬上派人去測產品規格，到底當初定的時候是定什麼產品規

格，跟產品規格有多少偏離，這一開始的動作就不一樣了，整個的思考

是不一樣的，這方面我想我的體認大概是這樣。關於MIT的「活氧」宏
碁是有繼續的參與，我們除了MIT之外還有史丹弗、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策會等幾個研究機構，我們都有保持聯繫。今天宏碁最重要的研究發

展，是以人為本、以人為出發點的研究發展，所以我們的價值創造中心

事實上是作深入的市場研究以及客戶需求研究，因為製版、開模現在有

很多人要幫我們做，而且做得比我們快又好，所以這方面就沒有重複，

不過我們還是會有非常多的研究發展投入，最重要關注的焦點是：使用

者、客戶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真正享受到科技，而不要每次用科技的時候

都很有挫折感。現在很多阿公、阿媽一開機忽然電腦當機了不知道怎麼

辦，我們關注這些，我們要怎麼樣讓它非常可靠，所有人在用的時候都

很愉快、很享受，然後怎麼樣跟無線通訊、怎麼樣跟電腦語音、音響、

電影的結合，這是我們未來研究最重要的方向。 
 
Q2：請問王總經理，剛剛有提到當初品牌跟代工分家的時候，研發人員多數

留在緯創，請問當初如何考量分割研發部門？還有對於一些像實驗室、

研發設備要怎麼樣來共享？或是直接就全部交給某一方？ 
 
A2：當時高層開會的時候，就是把比較偏品牌的部分分到經營自我品牌的企

業，比較偏研展製造的就分到負責研展製造的企業。不過當時宏碁品牌

是很弱的，那大家的印象也是品牌虧了 10幾年從來沒有賺過錢，讓工程
師選擇的時候，他可能會選一個比較穩當的方向，我當然給予尊重，我



不能強迫叫你過來。我知道有一些很優秀的人才最後都不過來。雖然有

些人很緊張，但是我認為沒有關係，因為我要的第一流的團隊是要具備

一種能力，也就是去看了東西之後，可以分辨哪些東西是好的、哪些是

不好的。所以我有留下幾個高手，他們有能力知道這個是好的、這個團

隊是好的，或是這個產品是好的，我認為這樣就 OK了，沒有關係。我
也認為利用這個機會將組織精簡化，等到氣勢上來的時候，我們再招進

更好的人才。至於說研展的設備或者是這方面的資源，基本上是各做各

的，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後來投資比較多的都是在後端測試的部份，

比較不是在中間測試的，另外我們再投資一個叫做：『快速的關鍵零組

件驗證』，因為若能快跟供應商議妥條件，我的成本就有機會降下來，

LCD面板，韓國的來也好、台灣的、日本的來也好，對於進料我能夠很
快的認可，我在談判上就有優勢，我們就投資在對我們最關鍵、最有效

益的東西，這個我們當然要擁有，而且要持續累積。 
 
Q3：王總經理你好，請問一下 acer以前企業識別標 A是大寫的 A，現在是小

寫的 A，那不知道這後面是不是有什麼故事？ 

A3：簡單的講就是要變得更溫柔啦，原來的樣子是比較霸氣、比較尖銳，因
為有一個菱形，我們在應用的時候會產生許多困擾，比如說這個字和這個菱形

的距離要多大，然後當他轉成直的時候那到底要怎麼看怎麼寫，然後常常在全

世界的廣告或者招牌就亂了，因為每個地方要拿去製做的時候，常有距離差一

點、大小差一點、顏色差一點的困擾，後來我們也了解到不能一直只有在硬體

的事業上，我們現在要發展的方向是硬體加上微巨化服務，這樣一個方向，是

要給客戶一個貼心的服務，使得硬體的價值能夠更提高，讓這個品牌給人的印

象是比較親切、比較容易接受的，所以我們相關的價值關鍵字叫做

『CARING』，就是很關懷。阿公阿媽沒有人理，我們理，歐吉桑歐巴桑我們
理，大家不『CARE』手機跟電腦怎麼用，我們管，大家不知道新的家電在家
庭要怎麼從現在的家庭過渡到未來的數位的家庭，我們會提出一些建議跟願

景，事實上這個品牌的標章也是花了幾百萬美金我們，請了一家最有名的公

司，他們要設計這個的時候，就開始跟每個高階主管、跟員工談未來的方向，

最後一直歸納出來，然後這個英文字到底要怎麼寫，怎麼樣整體的感覺，到顏

色的選擇，這個是一整套的，非常專業的，大致上雖然比較軟性，有些人像是

在大陸的經銷商認為這樣太柔弱了，應該要強硬一點，但是整體的感覺是讓人

覺得這樣的商標比較親切，然後格調比較高。各位注意到嗎？acer重新排列組
合就是 CARE，所以我們說『We are born to CARE.』我們本來就很關懷，關懷
使用者、關懷這個市場，所以這個 acer 我們也沒有注意到，但是一直討論討
論到最後，CARING是我們最重要的關聯價值，我們要用 INNOVATIVE的方
式，所以 I CARE 事實上是『INNOVATIVE CARING』，我們現在從產品的
設計，一直到運銷、銷售服務的過程，我們要貫穿這個『INNOVATIVE 
C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