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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場：93/05/06（四）   12：30—14：00 PM  

主講人：台灣惠普董事長暨企業系統事業群總經理 何薇玲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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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次合併與孫子兵法 
背景介紹： 

何薇玲女士為台灣惠普董事長，總責台灣地區營運及管理，為惠普企

業產品與解決方案、服務及個人系統及影像科技等事業之台灣區最高負責

人，並兼任企業系統事業群總經理。  

何女士擁有美國舊金山大學電腦碩士、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學位。惠

普康柏合併前，何薇玲女士擔任康柏電腦台灣分公司董事長，為國內少數

橫跨半導體、軟體、電腦系統與電子商務領域的專業經理人。擁有長期、

豐富的資訊產業與外商公司管理經驗的何薇玲女士，於 1998 年負責康柏
電腦台灣分公司營運以來，以果決細膩的領導風格迅速整合原迪吉多及康

柏電腦優勢，帶領台灣分公司曾數度創下每年超越 30%成長的佳績。以積

極認真的領導風格與精微敏銳的產業觸覺著稱，何薇玲女士在電子商務、

行動商務及兩岸供應鏈服務整合上領先業界開創新局。 

加入康柏電腦之前，何薇玲女士歷任迪吉多電腦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Sunsoft大中國區總經理，在1991年回台成立Mips台灣分公司，回台之

前於加州歷任服務於Mentor Graphics和Mips Compute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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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次合併與孫子兵法 

 
台灣惠普董事長暨企業系統事業群總經理 

何薇玲 女士 

張所長致詞 

何董事長、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午安，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這一

系列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所舉辦的演講。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何女

士前來演講，我們都知道台灣惠普科技公司董事長何薇玲女士，是一個非

常忙碌的企業家。事實上，我們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請到她撥二個小

時的時間給我們，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我的介紹儘量簡單用幾句話來做

介紹，讓各位有更多的時間來聽她精采的演講。 

 何女士是台大歷史系畢業，之後在美國舊金山大學攻讀電腦碩士，我

認為學歷史的人實在很厲害，記得在我唸博士班的時候，唸過一本書，作

者是MIT的 Alfred Chandler，他寫的那本書精彩萬分，使我對歷史系的人
感佩不已。畢業多年之後，我又遇到一位厲害的歷史系朋友，那就是何董

事長。 

 今天的題目非常地有趣，我想各位都知道，何董事長歷經多次的合併

案，讓大家最佩服的是，不管每次怎樣地合併，何董事長都能夠在最後勝

出，而且都能帶領著企業在合併之後有更上層樓的表現，今天她願意就她

個人人生歷程裡每一次的重大轉變，來跟我們分享她個人的心得，這是非

常非常難得的，所以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何董事長演講。 

 

何董事長演講 

前言 
張所長、各位同學好。首先，我要謝謝台大工管系暨商研所、孫運璿

先生講座，給我這個機會在這邊做這場演講。 

 今天講的六次合併第二章，命題其來有自，大家都曉得：合併是企業

文化裡非常重要的一章。這一篇文章，其實我第一次講的時候，是去年的

的四月底。我為什麼會把第二章講出來，是因為我想把這一年的心路旅程

加進去講，到明天就是我們惠普和康柏科技合併兩周年，所以今天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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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其實滿有意思的，給了我ㄧ個回顧的機會。 

 現在是講求異業合併的時代，異業合併已經是一個勢在必行的趨勢，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阿諾先生，這個禮拜阿諾先生上了經

濟學人雜誌的封面，很多人對他就任州長的成績表現做了評分，評分的結

果非常有趣。在最後一頁，是他的選民加上新聞界給他的一些建議，建議

他大膽改革。大家都知道企業會去合併或投資，都是因為內部有需要，問

題是該怎麼做？既然被予以鼓勵進行大膽改革，就表示阿諾沒有包袱。這

也引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今天很多人都想要去改革現狀，為什麼大家

一聽到購併這個題目都很有興趣，就是希望在購併裡得到一些啟發，得到

一些靈感，去探究是不是可以引用企業界的想法，來應用到其他方面。 

 這個時代為什麼出現這麼多合併或兼併的案例，在同一時間，大家看

到好多銀行開始轉型為金控公司，金控公司是由兩三個不同的銀行，組織

不同的架構來做合併。達爾文在 1860 年提出「適者生存」的論點，能夠
生存下來的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強的，常常是最能夠適應環境的。以我

為例，又小又矮、又屬於非主流。但適者生存並不是最好的解釋方法，因

為世間其實有很多事情，不是用適者生存的法則能夠解釋的，比方說，有

很多大型公司沒做錯事，但也消失了。例如柯達雖然投資了許多產業包括

高科技、網際網路，但為什麼衰退了，答案在於七個字『digital』，柯達沒
有進入數位相機的市場，就無法發展其數位相機的業務，連帶的相片業務

和沖印的業務都受到衝擊，所以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柯達公司在這個時代

裡頭也要站在十字路口，被時代的潮流沖積侵蝕。除了柯達以外，像 AT&T
與 Sun Microsystem，都是個很好的例子。 

 

衝突引導成長 

New HP Way，惠普也在改變，因為在這個新的時代裡，受環境煎熬的
不是單一層面的問題，例如柯達，基本上是單角線的發展所面臨的困境，

像我們從單角到多角的經營，就一定要接受挑戰，這個挑戰就是「衝突」。

不管是購併、投資、體制內的改革或分裂出去的改革，其實都是向自己做

自我挑戰，因為這個行業如果不進步，大概就會消失。為什麼這麼重要的

題目在台灣很難得到共鳴，其實很多金控公司的合併是片面的合併，若真

要做到真正的全體合併，則有很多的動作要進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在合併裡頭看到的這些關鍵性的動作。 

 這四件事情講起來很容易，大家都笑瞇瞇地坐在這邊聽敝人漫談畢生

的併購革命，可是每一樣事情的背後，都是很多人、很多家庭流血流汗的

結果，今天在座很多都是在校的學生，當你開始做事的時候，你去面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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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定是你喜歡，公司也認為你可以做的。而當合併的時候，你可能把

被安排一個新職位，『Take it or leave it』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當遇到這
麼大的購倂，要怎麼樣把這個併購做得很成功呢？根據 Christensen 的看
法，他認為一家好公司的演進一定要考慮到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就是

RVP 三個字，其中 R 是指 Resource，也就是資源的合併，很多人在合併
上看到的是資源的合併；第二個 V和第三個 P其實是很多公司作合併時沒
有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資源只佔整個合併動機中的三分之一；第二個 V是
價值觀 Value，大家都認為惠普公司是一家六十年的老店，康柏公司是一
個十九年的小姑娘，老牛要跟小草結合在一起是不是會有很多的衝突，兩

者在剛合併時就傳出很多相互取笑對方的軼聞，要怎麼把一種過程導向的

文化跟結果導向的文化兩相調和？而 P是指過程 Process，惠普公司有一句
很有名的格言”Result is not the only thing”，其意義在於「結果」並不是唯
一重要的事，完成結果的過程也是十分重要的。 

  

六次合併經驗 

我的六次合併經驗中，第一次是 CADI 合併 Mentor Graphic，這是家
製造 CD的公司；第二次 Mips 合併 SGI；第三次是 Sun 合併 SunSoft；
第四次司是 Sunsoft 分離再合併的 iPlanlet；第五次是 Digital Equipment 合
併 Compaq；第六次是 HP 合併 Compaq，此為敝人二十年的併購歷史。 

第一家公司大概是兩百人的合併案，第二家公司大概是六百人的合併

案，由這家公司的合併過程可得知，勝利者不一定是留下的人，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職業考量，走跟留也都可以成為

英雄，就端看怎麼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到經驗。Sun 合併 SunSoft是在 1994
到 1996 年間，牽涉的人事約莫幾千人。第五家公司是台灣比較耳熟能詳
的，這是一萬五千人的合併，第六家公司就是惠普的十五萬人。 

 有的人覺得合併是異態，而我覺得合併對我來講是常態。每一個人在

自己的職場生涯裡，最少要偶見一次合併，假如沒有經歷過合併，就表示

還沒有付完學費。怎麼把合併裡這些未知的東西整理出來成已知的東西，

而且不但是自己已知，還要讓你兩邊的團隊共享其價值；把合併的事情，

從一個完全沒有辦法掌控的程序變成一個可以掌控的科學程序，從而分辨

步驟、分辨結果；個人怎麼看待自身的定位，與其是做一個被人任人擺佈

的卒子，何不成為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主宰者。今天，我簡單地敘述我觀

察到的一些事情。 

 合併中最頭痛的問題，其實都是在於”人”的管理上。勞方跟資方的看
法往往不同，很多人覺得我應該是代表資方，然而從外商公司的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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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人都是勞方，包括 Carly Fiorina女士也是勞方。真正仔細想想，就
台灣企業而言，林百里先生也是勞方，他的資方是股市和投資者。可是，

在合併的時候，還是會被分在一邊。資方的立場，希望勞方趕快簽訂意願

書；不願意留下來的就分批處理掉，資方最喜歡乾淨俐落的處理方式，讓

新公司明天就重新開始，目的就是趕快重新上軌道。至於勞方在合併時，

有恩不一定報恩，有仇卻一定報仇。第一、有人會結黨派，各立山頭，跟

對主管就有希望，但困難的是，主管跟公司的利益有時並不能相互契合，

因此就要智慧地去應對。第二、很多人會看績效評估，但績效評估其實跟

主管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常常有人說：在大規模的公司重整時，看的不是

個人的能力，而是個人在公司中的派閥背景。假如是如此的組織，就不會

是一個以績效導向的機構。但合併的問題回到資方，資方當然希望能夠留

下最好的人，換掉不好的人，而且留下來的人，能夠人在心也在。可是，

公司的業務必須持續推展，所以去年常有人開玩笑地說：『惠普第二季、

第三季的業務非常重要，如何在十萬呎的高空一邊飛，一邊將輪胎換好，

一邊還要安全著地。』產品如何取捨？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讓一加一等於

或大於二，這都是問題，我個人沒有答案，而只是提出這個現象。惠普合

併兩年以來的成績還不錯，去年成長率超過 25%，而今年更上層樓，從業
務面來看，不但是能夠保住在台的銷售，也保住在台灣下單的業務。 

 

十個教訓 

 有鑑於此，我把自己個人併購的經驗整理成十個教訓。第一個教訓就

是合併裡，一定有「一山難容二虎」的現象。原來台灣惠普是由余總經理

領導，我是個從外面來的野孩子，老闆就開始煩腦「一山難容二虎」的問

題。其協調過程很複雜，而最後余先生現在非常成功地在中國帶領惠普公

司的 BSG，現在業務已涵蓋整個中國。所以一山可以容二虎，只要領導得
好，上下聯繫做得好，就能夠創造雙贏，現在余先生不止在中國做得非常

順利，台灣惠普也繼續跟他合作，支持在中國的台商。 

 第二個教訓是兩大品牌的策略，大家都知道 HP 是百年老店，品牌是
赫赫有名的，而康柏的品牌也不錯，在消費與商務市場也有很多客戶，該

如何做品牌取捨？此外，公司的名字如何決定，也有很多的哲學在裡面，

我們選擇留下 HP的名字，畢竟這個 HP在 Business Week每年六月的全球
品牌排名是第十四位，而康柏的品牌排名是三十五。可是對於消費者而

言，品牌愛用者是不會放棄這個品牌的，例如 Apple 就始終有 3%的筆記
型電腦市場佔有率。所以，考慮上架率的結果，惠普決定兩個品牌共存，

公司品牌留一個，而其中存在很多的哲學意涵。 

第三個教訓是三角金字塔形的設計，三角加起來是兩個公司，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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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這個三角的 5%，而且把這 5%剪掉之後，還要保有戰鬥力，你的資源
其實已經減少，對外的形象還要保持。有一種切法，是一刀切三角形，平

平的去切它，這一定不可能，因為老闆會被切掉，扁平化的切法，老闆也

會被切掉，而導致老闆的人數變少。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最後切出來的東

西是否如同原來料想的扁平金字塔形，只有實際參與設計的人才知道，可

是在開始規劃的時候，我們建議由上而下的規劃。 

第四個教訓是加乘效果，一加一要等於二，一定需要四個拳頭，公司

在合併後誅殺異己，把其他派系的成員全部趕走。 

 第五個教訓，很多人在聽到合併消息時感到驚訝萬分。迪吉多的合併

是在過年的時候，有的人從電視上得知併購的消息；康柏的合併，很多人

認為不可思議。康柏在台灣做得這麼好，怎麼可能還要被併購，而且是被

那家公司合併。大家要知道，天要下雨，娘要嫁，大老闆們都已經看對眼

了，他們都要結婚，你就要有心理準備去做拖油瓶吧！因此員工只能用用

最開放的態度、最開放的想法來引導並接受這個改變。合併完以後，兩家

公司的每一個員工都是一樣，因為基本上，這就是你的新家。每一個人都

問：『合併容不容易？』我就會反問：『結婚容不容易？』現在離婚率是百

分之五十，可這就是現代企業遇到的環境。惠普的分公司，合併完一年以

後還在吵，合併的前九十天公司高層有擘畫一個路線圖，在九十天裡，每

個禮拜都有進度，到一百天後就彼此了，通通都是自己人了。 

 第六個教訓是公司要留人，先要留心，員工的心如果不在，即使今天

不走，明天還是會走。基本上，外商是滿重視人才的，所以，公司不光是

留這個人，而是要留下其價值體系。 

 第七個教訓，是要平衡發展。在開始合併時，很多人都是在打內戰，

在辦公室裡你爭我鬥。最後損耗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在合併初始，最重要

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減少內部鬥爭，取得內部平衡。很多人都知道，惠普

一開始合併，我就開始寫信給同事，每個禮拜天晚上發一封，讓大家知道

新惠普做了哪些事情，讓大家知道在裡頭鬥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公司外，外

界是如何來看待新惠普，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以提高危機意識，信中不能

只提好消息，也要有壞消息摻雜其中。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要離職，主管怎

麼可以假裝不知道。 

第八個教訓是在合併的時候，如果有客戶對公司的服務不滿意，公司

如何讓他安心？如何把整個團隊的士氣帶起來，這是一門相當高深的學

問。 

 第九個教訓是合併時一定要取得舊愛新歡間的平衡。新惠普有一個很

清楚的選擇程序，你要照這個程序來取得平衡，沒有所謂你的孩子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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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也沒有我的孩子打你的孩子，只有我們的孩子一起出去打別人的孩

子，所以舊愛新歡一定要取得平衡。 

 第十個教訓是沒有無可以取代的人才，可是每個人在表現不好的時

候，要低著頭非常地警惕。 

 此外我新近領悟出的三個教訓。第一個教訓，要有執行力。惠普跟康

柏合併的時候，投資了一千三百個人力，以一百萬個小時的時間進行新惠

普未來三年的規劃。今天台灣有這麼多的金融機構，有哪一個能預測到合

併三年後要做些什麼？都是打帶跑，而光靠總經理一個人的能力是不可以

把三年的願景描繪出來的，一定傾全公司之力，各部門之力以共商大局。

在這個部份，公司常把內部跟外部的力量相混淆。以金控的合併為例，部

分公司花費很多時間去擬定未來的組織，常常是兩個功能最後只留下一

個，如此一來，業務量也要縮一半，那合併的目的何在呢？合併是因為公

司看上對方所有的優點，當然就要把優點發揮出來，一定要內外兼顧。 

 

孫子兵法：十三個教訓 

如何內外兼修呢？我今天只講一篇，孫子兵法的計篇第一，講的其實

是方法論，共有五點，叫做「道、天、地、將、法」。「道」是指在合併時，

一定要回顧原先的出發點，因為出師有名，名不正就不能出兵，所以道要

先定清楚。 

天、地、將，其實是天、地、人，也就是天時、地利與人和。我記得

兩年以前，康柏惠普合併的時候，天時是相當難以掌握的部分，那一年經

濟衰退，而我們第一年可以成長 25%，實在是值得慶賀。經濟衰退之下，
還要去做這件事，就要用百倍的力量去進行。在這邊一定要嚴重地聲明，

我們同仁裡，一看到我將孫子兵法和合併放在一起，就提醒我要小心，人

家一定很擔心合併的時候，你會準備對內動刀，這著實嚇我一大跳，這絕

對不是我所言語的兵法 

 孫子兵法的形篇是我一個好朋友告訴我的，「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

先戰而後求勝」，所以要做一個成功的合併，由上而下的規劃是非常重要

的準則，由上而下的規劃假如合了我剛剛講的「道、天、地、將、法」，

在開始的第一天，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機會。如果一開始就摸著石頭過

河，根本沒有把求勝之心先計算好，先戰而後求勝，基本上，成功的可能

性就會變得非常小。 

有一本管理方面的書籍，言及合併的成功性只有百分之ㄧ，這當然是

有點誇大，可是實際的例子確實近乎如此，參與購併的人，泰半傷了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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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血。可是今天能夠站在這邊，我們合併過來的很多同事。由上到下多花

一點心思，每一個層級都規劃出一個平衡點，每一個部門應該保留的價值

事先講明，再去選人擔綱。大家看到台灣的很多購併，選好人之後才要決

定這個部門要做什麼事情，這是錯誤的示範。一個是因人去就事，一個是

因事來就人，成功與否的差別就因此而生。如何善用兵法就成為成敗關鍵

之所在，由上而下的規劃假如進行得宜，下一個面對的挑戰就是談判與協

調，開始由你佈局與執行，讓眾人勞資雙方都能雙贏，從其中找到平衡點，

確實是一門學問，只可惜這門學問不是短時間就能清楚地向各位解析。 

 

結語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張圖表，有一家公司接受調查，闡述開除經理人

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無宏觀視野，當消費者打電話進來，發現業務非其

所份便直接掛掉，這種人不可能在公司裡長久生存；第二、學習能力中斷

的經理人亦不適任。學習是終生的，而且是非常快樂的事，所有的工作都

要主動，拒絕改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最後一個就是：薪水太高就要居

高思危。 

 最末，合併的公司當然會有一些誤傳，比如說雙雄相爭，必有一傷，

這都可以透過由上而下的規劃來化解。我認為，總經理的信，不管是七封，

還是十三封；每個禮拜一封，還是每天一封，都對安定人心有莫大的幫助。

被併購絕對不是悲慘的事件。如果能在購併中得到員工的信任，而且是兩

邊員工的信任，如此購併才會做得很成功。 

 

 

Q & A 

張所長小結： 

何董事長的演講實在是非常精彩，時間雖然不是很長，才一個小時，

不過我想各位聽到了何董事長這幾年來歷經多次合併的寶貴經驗，必然大

有感觸。過去我們都認為，合併總是會有一方悲慘落寞，不過董事長在剛

剛的演講裡面，多次提及雙贏，我覺得這一點非常了不起，既然是雙贏，

我想兩造都能滿意。事實上，我們看到國內金融業這些金控的合併案，可

以確定的是，台灣在未來，有關企業間的合併案會愈來愈多，從董事長的

這場演講中，讓我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為今天時間非常有限，各位一

定有一些問題想請教董事長，現在開始請各位來賓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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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我想請教一下，您剛剛提到在合併的時候，先決定說哪個功能需要，
然後再來找適當的人，另一個觀點是說，先找好人，再決定應該放在哪個

位置，這之間是不是有衝突？ 

A1：這當然有衝突存在，這就是所謂由上而下的規劃跟由下而上的規劃間
不同之處，一般傳統上熟悉的合併的方式，是由上而下，老闆選財務，財

務選副財務，財務選會計，一路選下去，這便是由上而下的規劃。在惠普

的這一次經驗裡，非常不一樣的是「由上而下」以外還有「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其實非常重要，所有的公司之所以合併，基本上都是尋求成長，

希望客戶群盡量不減少，而管理的基礎組織架構就必須延展。現在由上而

下，是先選好的人，再去選位置，發生的問題就是，他最後選出來的東西

假如只有二分之ㄧ的話，他怎麼看到另外的二分之ㄧ呢？所以一定要有一

個由下而上的規劃，把所有原來做的業務，擬一個清單，在該業務裡去蕪

存菁之後，找到適合該業務的人。所以在惠普的經驗裡，由上而下的部分，

我們選了一千三百個人，進入「無塵室」，進去「無塵室」以後，讓其作

由下而上的規劃，把全世界的業務全部排出來，排到百萬個小時的工作。

台灣分到一千多小時，做例如 E-mail，兩個公司變成一個 E-mail address，
兩個公司的網頁變成一個公司的網頁；接電話的同仁說：「新惠普，你好」，

這全部都放在裡頭，這絕對是反傳統的做法。 

Q2：請教董事長，您在演講中，曾經談到要怎麼切割這個事情，可不可以
再解釋一下，因為董事長說提及這一次在合併的時候曾經涉及不一樣的切

法，而得到相當成功的過程？ 

A2：切割的方法，最普通的方法就是以三角金字塔為例，一刀切割下去，
每一個人切 5%或 10%，這是最明顯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嚴重，切完後業
務一定受影響，因為好的經理人進去一定受影響。上個月張忠謀博士在天

下論壇有提到，惠普有一個 HP Way，老 Hewlett和老 Packard有個管理上
的創新，他們把組織扁平化，而組織扁平化的切法應該是上面管理者少一

點，下面的人不會受影響。組織扁平化之後，要擴展稽核控制，一個經理

需要領導十個下屬。所以事先規劃好，在組織扁平化後，要如何確保高階

的人力資源。這一部分，惠普做得滿辛苦。 

Q3：請問您如何培養幽默感？聽說您會在辦公室滑滑板，是真的嗎？ 

A3：滑滑板、唱歌、溜冰這都是各位同學可以作得到的事情，如何在 wrong 
timing do the right thing，這就是對自己的一個要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非
常大的壓力，而在壓力很大的時候，就要去找一個抒發的管道，有人抒發

的方法是唱卡拉 OK，我也一樣，我的辦公室裡滑滑板也是一個樂趣。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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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去學這些新的東西，我覺得滿有趣的，因為我個人前半生是不會唱歌

的，有一年實在太丟臉，每一年尾牙別人上台都可以唱很好的歌，我都只

能唱酒家女，乾杯，乾杯，乾杯。怎麼辦呢？我就找老師。我所有學習都

是有老師指導，開車是有老師教練帶出來的，第一天就上高速公路，老師

嚇的要命，然後下高速公路之後，老師臉很白。有老師之後，要排時間，

我的聲樂課剛開始的那一年，每個禮拜固定的時間都要去唱，老師叫我回

家唱三遍，我就回家唱三遍，很乖很聽話的。 

Q4：我想請教幾件事情，第一件，你一開始就談到衝突，我想你是台灣第
一個人談到衝突的重要性，因為沒有衝突的話，就不會有創新，所以這是

非常好的想法。另外，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第一個，HP 合併了
Compaq，Compaq把 Digital吃掉了，和 Compaq合併的目的很簡單，就是
吃掉他全球的業務，另外一個 Digital 的α chip，結果這個效果沒有完全
發揮出來，而 HP 現在把 Compaq 吃掉了，我看不出策略上的目的是在什
麼地方？第二個問題，你剛剛談到合併的文化，似乎在台灣差異比較小，

可是在美國文化差別極大，我很少聽到你談到美國在這方面的文化；第三

個，你剛剛講到扁平化，請問你們合併了之後，在貴公司使用虛擬團隊到

什麼樣的程度？ 

A4：這個許先生的問題可能要另外闢一個鐘頭講。接下來看，公司跟公司
合併的時候，一定有一些東西是他想要吸收進來的，我們先講 Digital 跟
Compaq的合併，大家都知道Digital是做大型主機的，α chip是做High end 
performance computing的產品，他一定想要吃這一塊，所以 Compaq原本
是做 small server computing。真要做到 High end computing的話，就要去找
具互補性的產品，差別在於由上而下，我要把整個產品線拉起，可是他並

沒有由下而上，所以併購以後，做α chip 的半導體廠賣給了 Intel。現在
拉回來看，HP跟 Compaq的合併還是一樣，對 HP而言，大家最耳熟能詳
的是印表機，請問各位，印表機可以賺大錢嗎？一個碳粉匣賣八百塊還有

人嫌貴，我們公司最常聽到人家問說為什麼碳粉匣那麼貴，你有沒有想說

一個碳粉匣裡頭有 200個專利，那個墨水讓你保證九十九年有效，你可能
不在了，可是你寫的東西還在，而且不汙染環境，裡面的化學成分可以做

到這種程度，大家都知道這個產品如此之好，為什麼八百塊或兩千塊可以

買好一點彩色的，還嫌貴。這市場就是這麼大，消費市場就是這麼大，可

是你倒回來看消費市場後面，大家雖然都以為新的時代是數位的時代，自

己在家裡面可以做相片編輯，做出來的相片，在家裡面就可以印。這後頭

有很大的商機在裡頭，你只看到前面那一端的時候，看不到後面那一端，

所以新的惠普產品是全系列的，我們的各項技術都還在，各別應用在不同

的領域。照我們剛剛的講法，假如缺了由下而上這一塊，擔保剛剛講的這

些組織架構會減少百分之十，你一定要能夠面面俱到，把它們全部結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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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後，再去計算。 

Q5：董事長您好，我姓劉，我在飛利浦半導體服務。因為貴公司桌上型電
腦部分讓飛利浦半導體佔有一席之地，可是在筆記型電腦上面，據聞成本

縮減的壓力非常的大，相較之下，很多區域型供應商取得訂單的機會較

大，特別是在 ODM 的案子，之前 HP 和 Compaq 在合併之後，有一些原
來比較高等的技術人員，因為某些因素而離開原來的單位，導致後面接手

的人比較傾向於追隨之前的設計，設計是不斷地升級，但是架構並沒有多

大的突破，再加上成本縮減的壓力，導致很多大量區域型供應商加入戰

局，使得很多國外的業者退縮觀望，這個部份，不知道董事長你有什麼看

法？ 

A5：唸管理的一定知道拋物線，供給需求一定有不同的線可以畫，我現在
畫的拋物線叫做客製化，尤其像筆記型電腦這種產品，剛剛出來的時候價

錢蠻高的，我記得第一代的筆記型電腦是康柏發展的，這麼大一個，要兩

個人搬。現在，我們可以做到價廉物美，而且人手一台，其中最主要的驅

動力不是技術而是消費者，今天，你看到的筆記型電腦的技術已經到了這

個地步了，去年的年底，Business Week裡面有畫一張圖，他用了幾張台灣
筆記型電腦供應商全球的銷量，我們現在一個月可做到百萬台的筆記型電

腦，可是邊際利潤大概跟原來的差不多，就是說我們成長了 25%的銷量，
可是價錢上沒有增加很多，原因為何？今天用的計算機跟十年以前用的計

算機有差別嗎？會不會多兩個鍵，現在多 11 跟 12。未來的潮流已經在這
邊了，現在這一代筆記型電腦整個的量已經掌握在全世界那兩家大的廠商

手中，你一定為了要爭取這個市場，台灣的所有的供應鏈都有跟風，四年

以前在新竹園區裡頭流行一句話，男子漢就一定要有一個 fab，今年流行
的話是，只要是男子漢就要有個 LCD 廠，這樣跟風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市
場，c 客製化這一點，我們就跟日本品質差蠻遠的，台灣有一些關鍵性零
組件，我們掌握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全世界的量，可是這兩家公司

去年的盈餘是負的，我們比價錢，男子漢一定要拿到世界第一位，最後消

費者得利。不能講說惠普下單的人在攻擊這個價錢，因為我們是要來因應

世界的這個潮流。我們對於技術的要求，不知道你跟我的看法是否相同，

台灣要用的筆記型電腦一定是輕薄短小，在美國認為大才好用，所以要先

分清楚。 

Q6：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你們對於 Dell這個 PC怪獸有沒有什麼對策，
什麼時候可以超越它？ 

A6：基本上我們看自己，HP是高科技低成本高客戶滿意，而 IBM是高科
技高成本，從我的角度來講是低客戶滿意，這樣講可能其他人不會承認。

而 Dell是高成本的，Dell在綁住你以後，價格絕對不便宜。Dell是一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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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配銷模式，基本上 Dell是一個通路公司，不是一個高科技公司，我們
認為他是低科技公司。其實！Dell 是在 HP，在康柏這種公司的陰影下才
能夠存在的公司，我們每簽一個新的供應商合約，簽一個新的 OEM 的機
型，Dell就高興異常，他是模仿型追隨者，你已經做完了研發，你已經做
完了你的客服政策，他這時就會走進來對供應商說：我要完全一樣的東

西，你品質可以少一點，紙張可以薄一點，銷貨期可以長一天。所以從這

個角度來講的話，我們真的對台灣的 ODM 供應商太好了，我們移轉了很
多的技術，沒有想到這些技術的移轉卻幫助了競爭對手，其實 Dell第二個
要感謝台灣的公司，因為台灣的供應商彼此抄襲，競爭的能力很強。 

Q7：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您有六次合併的經驗，剛剛您也提到，在合併的
過程中，可能是由上而下，可能是由下而上，也就是說一個是以人為主，

一個是以功能為主。在這六次合併的二十年之間，當然整個企業的態勢都

有很多的變化，那以您個人六次的經驗來講，到底哪幾次是以功能為主，

哪幾次是以人為主，因為我相信在這六次過程中，您都能掌握當時的需

求，所以在最後都能勝出，可是為什麼你能做到這一點，就是說你怎麼掌

握自己的定位，跟培養自己的能力，使得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永遠是個贏

家。 

A7：謝謝陳教授覺得我永遠是個贏家，可是我真的不是用勝出來衡量，我
一直在解釋，走其實比較容易，留下來其實是很大的承諾。每一次合併，

準備跟同事同甘共苦以前，我一定告訴同事，這絕對不是一個人的決定，

而是一個團體的決定，我們大家都在一起，才有合作及再繼續成功的可能

性，你在講的勝出，可能是在合併之後，業務還是非常的蓬勃，我想我們

的成長，這個才是勝出。從我的六次經驗裡，前面的三次我根本沒有主導

能力，我在美國跟剛剛在台灣時，看到的時候就只能覺得大勢已去，其實

有我很多的經驗，這邊只能寫上獨木難以支天，有一種孤臣孽子般的感

覺，可是有個很大的差別，尤其這邊很多單身的小朋友將進入職場，要能

夠接受挫折，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合併的時候，不是每樣東西都照

你的規劃，要培養自己的適應能力。我常常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不知道怎

麼解決的時候，我就坐下來說：好吧，天要下雨，娘要嫁，就這樣子來，

讓我從這樣的角度，再往前走。我覺得這個阿 Q精神其實蠻重要的，對於
生存是有些幫助的。至於合併的時候是不是一定能夠做到由上而下，然後

再由下而上，看每一個公司的需求不一樣，假如這個公司規模不一樣，惠

普跟康柏是 IT史上最大的合併，你不做由下而上，不做檢查表，不做檢測，
你根本不知道你公司裡頭有哪一些業務。我的第一個工作合併的時候，只

有幾十個人，就把所有的蘿蔔頭都叫來一起，繼續做各自的事，之後回去，

這也是一種合併的方式，可是當我們那個部門的老闆走了之後我們都蠻難

過的，這個給我的感覺是，那個時候他沒有被關心，就沒有辦法做到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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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覺得以後絕對不要這樣子做，假如我有機會，一定要能夠做到大家雙

贏。 

 

 

張所長結語： 

 我想各位一定還有很多問題，但時間實在是不太夠。今天實在是非常

的榮幸，也非常的高興能夠邀請到國內首驅一指的知名外商，而且今天何

董事長的演講也非常的精采，請再以熱烈的掌聲來謝謝何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