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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場：93/05/21（五）   12：30—14：00 PM  

主講人：訊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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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產業經營策略 

背景介紹： 

黃董事長肇雄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學電機系，並於 1988 年於 

UCLA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目前仍任教於國立台灣大

學資工所，同時創設台灣大學第一所通訊與多媒體實驗室。於 1994 

率同五位專精於數位影音多媒體與網路技術之工程師創立了訊連科

技。訊連科技擁有頂尖視訊與音訊技術的影音軟體公司，專精於數位

影音軟體及多媒體串流應用解決方案產品研發。 

黃肇雄博士率領專業的研發團隊致力於影音視訊開發技術，將多

媒體影音娛樂帶入 PC 家庭之中，全球知名DVD 播放軟體 PowerDVD 

的誕生，更為全球 PC 使用者提供了最佳的數位影音視訊解決方案。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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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產業經營策略 

 
訊連科技 董事長 

黃肇雄 先生 

張所長致詞 

各位貴賓午安，非常歡迎各位參加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今天非常榮

幸地邀請到在軟體產業表現傑出的訊連科技 黃肇雄董事長為我們進行專
題演講。黃董事長，畢業於台大電機系，並於 1988 年於 UCLA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資工所擔任教授，並

創立了全球知名的訊連科技，致力於頂尖的多媒體影音軟體開發工作。著

名 PowerDVD即為其公司之產品，為全球最為普及的 DVD播放軟體之一。
訊連科技公司在黃董事長的領導之下業績蒸蒸日上，百餘元的股價，為同

期台積電股價的兩倍，更反應了公司的願景與黃董事長的身價。讓我們以

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黃董事長的演講。 

 

黃董事長演講 

前言 

 軟體產業有許多支脈，印度為軟體代工產業，而訊連為軟體產品產業，

有些為軟體服務產業，今日我主要是談軟體產品的策略。每個產業的策略

其實相差非常大，從軟體和硬體的差別點來看，一個成功的硬體公司其實

不太可能培養出一個好的軟體公司，至今，全球成功的軟體公司沒有一家

是由硬體公司發展而來的。以宏碁為例，它數年來一直想要切入軟體產

業，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我認為它在軟體產業成功的機會極低。在台灣，

瞭解知識產業的人很少，傳統的產業都在比營業額的多寡，而不是比知識

價值。這樣對產業的願景會有不好的影響。 

 另外，我想談一些策略模型，不論 BCG模式、麥克‧波特先生的五力
分析、亦或是 SWOT模型，都有一些盲點。今天我從軟體的角度出發，來
討論如何建構精準的策略並分享一些我觀察的心得。而主題不在於成為一

個好的軟體公司的方法，而是在於如何從好的軟體公司成為一個偉大的軟

體公司。一個小的公司並沒有資格談策略，它必須先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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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進而成為一個好的軟體公司，則可能需要一些創意的產品及一點運

氣。在講座的最後一段，我想談的是為什麼台灣今天會做得不好。 

 

軟硬體差別 

 軟體和硬體公司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第一、軟體產品沒有產能的限

制。第二、軟體產品的生產成本為零。軟體產品在設計開發完成之後，其

成本為零。第三、購買前試用，同時不論世界各地，都沒有運輸成本的問

題。消費者購買軟體前可以先下載試用，不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只要

有網際網路就都沒有運輸成本的問題。而硬體，基本上不太可能是試用，

即使可以郵寄試用，也需要費用。 

因此市場領先者可以獨占市場。在硬體方面則不然，廣達之所以無法

獨占筆記型電腦市場，是因為不可能將生產線擴充至整個市場的大小；若

如此，在市場淡季時，廣達將有一部份的生產線閒置。而且，同樣的機器

設備無法變成原本產能的三至四倍，這也是台積電必須與聯電等共享市場

的原因。其實軟體產業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個市場領先者獨占市場的一

種產業。正因為這個特性，使軟體和硬體產業的企業模式截然不同﹔這種

特性會限制並直接影響公司經營策略的不同。 

軟體產品價格的訂定與硬體產品也截然不同。硬體產品的定價多與產

品成本息息相關，越高的產品成本自然需要定越高的價格﹔但軟體產業的

產品成本極低，大約是一張光碟片的成本，可以說是沒有產品成本。正因

如此，市場上軟體的價格從數千元到免費的都有。  

另一方面，硬體產品的功能都一樣，只在少部分有差別﹔反之，軟體

產品的特徵有很大的差異。在硬體公司，總是試著找尋成本更為低廉的替

代品﹔相對地，軟體產業是絕對的市場導向，完全是根據客戶的需求來設

計軟體產品。正因如此，軟體產業並不像硬體產業以成本策略作為其最重

要的產品策略之一，在軟體產業中，軟體成本策略並沒有產品與設備的成

本策略。 

軟體產業的從業人員全部都是屬於白領階級，從研發工程師、法務人

員、測試工程師、業務人員等，因此人才對軟體產業十分重要。不幸的，

人才的流動是無可避免的，所以人力資源管理在軟體產業就相對更顯重

要。 

軟體產品是全球行銷、全球競爭的市場特性。軟體產業的特徵與生技

產業的特徵相似，差別只在於無法利用網際網路傳輸，以及購買前試用成

本很低。生技產業的產品成本很低，產能通常也不是問題。所以生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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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市場領先者佔有大部分的市場的特性，使得市場行銷變得重要。 

 

軟體產業的特性 

市場領先者佔有大部分的市場 

由於沒有產能的限制，一旦產品開發完成之後，沒有產品成本以及運

輸成本，再加上全球競爭的結果，造成只有大約三個競爭者能分享市場。

與硬體產業不同的地方在於，市場領先者佔有更大比例的市場。以防毒軟

體為例，除了前三大的市場領先者外，其他產品的市場佔有率極低。所以，

軟體產業策略的訂定，也就是今天的主題，就是要找出軟體產品之所以能

領先市場的核心競爭力。軟體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就是要找出軟體產品的競

爭優勢，而且僅僅是高度的產品競爭力還不夠，還必須是領先全球市場的

競爭力，必須要做到世界第一的競爭優勢。例如鴻海用高速機大量降低成

本，有高度的市場競爭力，但其他公司也會做，那就不是鴻海之所以領先

市場的核心競爭力了。 

無形價值 

五年前，訊連在做 Power DVD的時候，一台 DVD的價格大約是三百
美金，Power DVD大約是五、六十美金，所以那時候的行銷策略是要以軟
體取代硬體。但今天，一台 DVD不僅功能多，而且價格比 DVD播放程式
還便宜。因此行銷策略必須要跟著時間而改變，來調整並重新定義產品的

市場價值，這方面可以說是最難的地方之一。好的行銷人員可以將低價值

的產品賣到好價錢，但別忘了，有時候為了擴大市場版圖，軟體公司也會

將軟體產品定為免費，自行吸收成本。Netscape是近幾年來唯一威脅到微
軟的公司，它就是用免費產品的方式來擴張市場。對軟體公司經營者的挑

戰，第一個就是創造公司的品牌價值。在軟體產業，創造產品品牌價值則

要比創造公司品牌價值早一步。就像Windows是早微軟一步成名的﹔而訊
連科技也沒有 Power DVD來得出名是一樣的。而且要花少量的行銷經費，
來創造產品的品牌價值的方式，就是趁著其他相關聯產品的氣勢來做行銷

推廣。趨勢科技就常常利用新 Windows 軟體推出的時機，伴隨著微軟
Windows的廣告，來創造產品的品牌價值。訊連科技的行銷經費並不高，
雖然有龐大的行銷企劃團隊，卻沒有高額的廣告行銷花費，這與一般的硬

體產品公司截然不同。 

產品功能大不相同 

在硬體產品中，幾乎所有產品的功能都一樣﹔Dell、HP、IBM所賣的
電腦功能幾乎都一樣。但在軟體產品中，功能看似相同，實際上的行為卻



 - 5 -

大為不同﹔同樣是 DVD播放程式，Power DVD跟微軟Media Player的特
色就是不一樣。這一項的挑戰，是如何彰顯產品的獨特性，以及定義產品

獨特性所創造的產品價值。 

硬體新產品的差異度並不大，但軟體產品的差異度相較於硬體而言，

可大了百倍。以電腦硬體而言，即使細分電腦硬體的項目，大概只有二、

三十類。但軟體，單單就遊戲一項，各個遊戲的相異度都極大。這種類似

創新產品的行銷，如何彰顯產品的獨特性成為了行銷人員極大的挑戰。這

種挑戰是很容易失敗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剛成立的軟體公司其實並不

適合談策略。 

全為高知識之從業人員 

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很大的主題。人才是軟體公司所有的資產，但由

於人才是會流動的，因此人才不能真正的被公司所擁有。在這一項中所面

對的挑戰則是企業文化的創造。其中有軍事化管理的、有人性化管理的，

都有很成功的案例，但同時也有失敗的例子，所以並沒有一個可遵循的規

則。因此招募人才，必須招募與企業文化相符的人才。另外，公司應分權

管理，授權管理，抑或集權管理，也有不一的看法，企業界也各有成敗的

案例。SAS公司的營業額很高，卻沒有上市，仍是獨資的公司。正因為適
合美國東岸的企業文化環境，若在美國西岸，也可能因為企業文化環境的

不同，招致人才流失。除此之外，企業管理型態、人力資源發展、績效評

估，都會影響公司的企業文化。因此創造一個適合公司的企業文化是經營

軟體公司會面臨的一個挑戰。 

全球操作 

由於網際網路的關係，使得運輸成本為零且可行銷全球，加上可購買

前試用，創造軟體產業全球操作的機會，同時也讓軟體公司有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競爭對手，所以軟體公司必須具備全球競爭力的需求。雖然軟體可

藉由網際網路下載，但仍需要當地的分公司來做客戶服務及地區市場行銷

的工作。所以軟體公司需要建立全球管理團隊，在各個地區要有分公司，

同時為了適應各個地方國情文化的不同，人力資源管理也要跟著地區而改

變。與歐美相較，台灣軟體產業在全球操作上的挑戰則來自於台灣的市場

形象不夠好，這也正是台灣近年來無法快速發展軟體產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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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軟體產業的誤解 

進入障礙低，退出障礙低 

軟體產業的門檻低，進入障礙低，同時退出障礙也低。軟體產業對管

理的需求深度較硬體產業來得高，需要良好的管理團隊、產品規劃團隊、

及行銷團隊，與硬體著重於生產團隊是不相同的。也有工程出身的廠商想

憑藉著一點好的創意或一項好的產品，切入軟體產業，但沒有好的管理團

隊是很容易失敗的。訊連其實也是靠一項產品起家的，但由於有好的管理

團隊，現在訊連科技已經有二十幾億的現金資金。而正因為進入障礙低，

同時退出障礙也低，造成大量新興的軟體公司成立，其中絕大部分因失敗

而退出市場。 

軟體公司的經營策略與硬體公司不同 

宏碁是硬體產業十分值得學習的對象，但宏碁是採用老二主義，這個

策略並不適用於軟體產業，主因是因為前述的領先者佔有市場的軟體產業

特徵。硬體產業與軟體產業有許多不同之處﹔硬體產業是以營業額來作為

指標，而軟體產業則是以企業價值來判斷﹔硬體的營業額高，而軟體的利

潤高﹔在組織行為學上，硬體產業著重在生產操作，軟體產業則著重在創

新及知識﹔硬體產業考慮產品成本問題，軟體產業則考慮產品價值問題﹔

這也是越成功的硬體公司越難進入軟體產業的原因。 

 

如何從好的軟體公司成為一個偉大的軟體公司 

策略就等於競爭，沒有市場競爭就不需要經營策略。波特的五力分析

最大的功用是幫助分析企業競爭的外觀。而 SWOT的 SW可以幫助分析企
業優勢及劣勢，幫助企業內省，定義企業在市場上的獨特地位。波特先生

的文章中利用圖形來分析西南航空的策略，僅利用一張圖形就可點出西南

航空策略上的問題﹔從這一點即可看出波特先生的功力。而且公司的經營

策略不太可能用三言兩語就說明白的，拿Wal-Mart來說，他們以低成本作
為公司的經營策略，這同時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策略。藉由 SWOT模式、五
力分析、或 BCG 模式來分析企業模型，可以了解企業競爭的外觀、幫助
企業內省、及定義企業在市場上的獨特地位，但這並沒能道破軟體產業策

略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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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偉大的軟體公司的策略 

首先要成為一個好的軟體公司﹔但今天的主題是談由好的軟體公司成

為一個偉大的軟體公司，而不是如何成為好的軟體公司。也就是說，公司

必須有一項領先市場的產品。若只有一個機會，則會有數十家甚至於百家

的競爭者出現。新進市場的公司並不適宜談策略。由於軟體產品的成本極

低，成本策略並不適用於軟體產業。同時，創意與創新是軟體產業十分重

要的關鍵。正因如此，人力資源管理的議題就格外重要；平衡計分卡是一

個人力資源管理上很好用的工具，特別在於內部流程、及員工學習成長

上﹔這正是因為軟體產業是著重於人才及創意。台灣在平衡計分卡的應用

上，都與MBO綁在一起，再加上平衡計分卡一個循環需要約五年的時間﹔
台灣軟體公司能存活五年的並不多見，多半公司不願意投資，加上懂得分

析模型的公司又少，因此在台灣平衡計分卡的應用並不多。另一個關鍵就

是國際化的競爭，除了全球化的管理團隊，如何克服低劣的台灣市場形

象，也是成為一偉大軟體公司的課題。 

就拿波特先生在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來談﹔西南航
空的策略看起來也很簡單，就是降低成本。以西南航空做例子，全部都使

用波音 737型的客機可以降低維修及訓練的成本。同時西南航空公司的文
化鼓勵空服員在航行中不僅要服務乘客，同時要帶給乘客一種歡欣的氣

氛。雖然創造歡樂的航程可能需要付給空服員更高的薪水、更多的訓練經

費，但西南航空在其他方面卻致力於降低成本，以創造更多的利潤。例如，

縮短轉機時間、增加轉運點以減少長程直飛等。波特先生分析的圖，將西

南航空的營運策略作了最清晰明白的分析。 

成為一個偉大的軟體公司的策略，首先要成為一個好的軟體公司，而

且最好要有全球 30%的市場佔有率，這樣公司的經營策略才能有一個有力
的附著點。但是若要反向，由策略去找適合的公司，其實並不容易。 

要找出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除了幸運的成分之外，要由企業內部來看，

究竟什麼是產品領先市場的原因。 

波特的五力分析，強調策略均源於競爭，是從企業外部來分析企業的

競爭力。而波特先生的理論，並未提及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部份，所以應以

SWOT模型來找尋機會。 

應用平衡計分卡，去產生 Strategic Activity System。並利用跨越鴻溝的
模型，來驗證產品策略的正確性。簡單來說，平衡計分卡是從企業願景到

公司策略。從四個方面來看，公司財務、客戶、企業內部操作、員工成長

與學習。這四個方面彼此是相互關聯的，同時可以對應到波特的分析圖。

平衡計分卡可以是對應企業內部操作及員工成長與學習的部份。同時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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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言，客戶是十分重要的，且公司財務方面則為策略提供一個大綱。除

此之外，有一本跨越鴻溝的高科技產業行銷聖經書籍。他提到創新產品的

行銷有個現象，就是剛開始時行銷業績會逐漸成長，但突然會大量消失，

其實是因為創新產品的產品週期中有一個斷層。這本書之所以對行銷人員

很重要，是在於對市場消費者行為的了解。而前述的模型並沒有提到產

品，但產品對於公司而言確實是核心，可以由跨越鴻溝的模型來檢視是否

已跨越產品週期的鴻溝。 

基本上，不只是軟體產業，應該說對所有知識產業，包括生技產業在

內，都應該有類似的特徵，類似的狀況。在這種產業的策略訂立上，核心

競爭力絕對是第一個要檢視的項目，而不是市場操作。除非在市場行銷、

或市場操作上，比其他競爭對手強很多﹔但台灣在這一方面似乎還落後其

他國家。當然，也會有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就是行銷。 

 

為什麼台灣在軟體產業走的這麼辛苦？ 

趨勢、訊連、智冠是其中做的比較好的。但對於軟體發展著重中文化

的概念，我卻不以為然。而且，台灣最近一直在強調中國化，會造成中文

軟體市場的侷限。此外，中國大陸的市場盜版十分猖獗，並不容易在該市

場賺到利潤。我認為軟體市場應以全球化作為佈局。就拿倚天做例子，它

也曾在中文軟體發展出一片天，但自從微軟Windows中文化之後，倚天就
迅速消失了。 

軟體產業需要有經驗的領導者來做全球化佈局。台灣其實在工程人才

方面並不虞匱乏，相較於新加坡、香港，台灣的大專院校在培養工程人才

的數目上，明顯多了許多。只是台灣許多人才都往硬體方面發展，這和媒

體的傳播有關，只看表面的營業額而不去了解公司內部的經營狀況。在資

金上台灣也沒有缺乏的問題，更何況又有硬體產業的支撐。但最主要的原

因是缺乏懂軟體的高階經理人，能對軟體公司的行銷市場、人力資源、企

業文化等，有通盤的了解。公司需要真正懂知識產業模型，懂市場行銷，

懂財務操作，並且也要對全球操作的有一定了解的經理人。 

 

台灣在軟體產業的機會點與挑戰 

台灣在軟體產業的機會點：第一、有絕佳的工程支援。第二、台灣特

有的員工配股制度，使員工與公司站在一起。第三、島國環境，台灣天生

具有的國際貿易觀。第四、台灣資金充裕。 

台灣在軟體產業的挑戰：第一、全球行銷上的劣勢。第二、缺乏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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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軟體產業經理人。第三、台灣英文能力的不足。第四、台灣缺乏跨國

管理能力的團隊。 

 

結論 

一、台灣不能只專注於資訊產業的硬體製造上。 

二、台灣不能再忽略軟體產業。 

三、成功的軟體產業策略與任何的知識產業策略相同。 

四、檢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對軟體產業策略的訂定有很大的幫助。 

 

張所長小結： 

各位一定非常喜歡 黃董事長這場熱烈精彩的演講。過去大家對於軟體
這個產業的熟悉度並不高，可能正如同 黃董事長所言，公司間的比較都
用營業額當作指標，只注意到營業額上千億的公司，而忽略了小營業額的

公司，卻忽視這些可能帶來高利潤的創新產業公司。這場演講十分的精

采，但由於時間有限，各位一定期待提出一些問題來請教董事長，我們現

在開始請各位來賓提出問題。 

 

Q & A 

問：我想請教一下，以您的觀點，及全球性市場的角度來看，軟體 OEM
在台灣算不算核心競爭力？訊連為何不將其他競爭對手消滅？ 

答：OEM 軟體跟創意軟體還是大不一樣的，以創意來講，創意軟體還是

比 OEM來的高。以 Power DVD來講，它的創意已經不算很高了。當
研發能力及行銷能力都差不多時，之所以沒有消滅其他競爭對手的原

因，是因為與對手競爭，多半自己也會損失某些利益。如前所述，市

場不應該毫無競爭對手，領先者佔大多數市場，並不會完全佔有所有

的市場。在跨越鴻溝一書中提到，一個產業有競爭對手是十分重要

的。訊連其實並不想消滅所有其他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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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在軟體產業工作，屬於專案性質的軟體公司。對於訊連科技的傳奇

性成功，十分好奇。因為成功的過程一定有很多辛苦、心酸、以及一

些值得學習的地方，能不能請董事長分享？ 

答：今天談的主要是軟體產品公司，與專案性的軟體公司是有區隔的。此

次談到核心競爭力，也談到跨越鴻溝，可是在專案性的軟體公司來

看，比重會不一樣。至於公司創業的故事，由於每一個公司的故事都

很長，可能要講好幾個小時。但簡單的來講，訊連是我的第三家公司，

之後又開了另一家，這四家公司中失敗了三家。成功是困難的，而且

並不是依循著相同模式就會成功。在前兩家失敗的時候，我就知道我

並不是一個好的企業家，只能算是一個好的技術工程師。因此在 97
年禮聘趨勢科技的執行副總長，整個行銷、法務、業務都由他負責。 

 

問：請問董事長，您當初怎麼決定要出國，怎麼決定要創業？ 

答：其實我是個最沒有至主見的人，之所以念台大電機系，只是因為它是

當年的第一志願。因為哥哥及同學全部都出國，所以就決定要出國。

在父親的觀念裡，成功的人必定念很多書。因此我必須承認，做這些

決定時，我並沒有思考。但是在當年我畢業的時候，台大電機系並沒

有教授可以跟。至於說創業則是我自己想做的。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就蠻苦的，父親是警察，要養五個小孩。在美國打工求學的同時，藉

由接觸公司經營，發現自己對企業經營感興趣。有些人努力去追求，

卻沒有結果；而我一直在追求的只是真善美，這種追求，到了時候自

然會發生。 

 

問：大家都知道，台灣在晶圓代工是世界第一，想請教黃董事長，您認為

在軟體代工上有沒有機會？ 

答：沒有，代工業很明顯的成本導向。做軟體代工很重要的是軟體工程，

台灣在這個部份很弱。除此之外，台灣朝軟體代工產業發展有四大障

礙：第一、成本。印度跟大陸在這方面都遠遠比台灣便宜。第二、台

灣在這方面的訓練著重於創意軟體的設計。第三、軟體代工的產業不

新，表示大部份市場已經被印度吃掉了，台灣想切入這個市場，只能

收到小訂單。這和中國大陸想要切入晶圓代工的市場一樣，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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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積電及聯電競爭。第四、台灣的英文程度。台灣的英文能力不及

印度，不容易與印度競爭軟體代工產業。 

 

 

張所長結語： 

各位一定還意猶未盡，不過時間實在是非常有限。我想今天大家都跟

我一樣，聽到一場非常精采的演講。讓我們再以熱烈的掌聲來謝謝 黃董

事長。今天的活動就到此告一個段落。謝謝各位，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