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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紹： 
苗豐強先生，1976年自美國返台加入台灣的第一家電腦公司─神通電腦，自

此便一直扮演著台灣高科技產業及資訊基礎建設推手的角色，協助推動台灣科技

法令，並鼓勵國家資訊科技產業的發展。曾歷任多項民間科技諮詢委員職務，如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小組(NII)的民間諮詢委員會召集人，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化的民
間諮詢小組(iAeb)召集人，現任行政院國家資訊及通訊推動小組(NICI)民間諮詢
委員會的召集人。 

聯華神通集團旗下在全球有四十多家高科技公司，包括在台灣的五家上市公

司，﹝聯華實業、聯成化科、神達電腦、聯強國際、以及神基科技﹞，以及在美

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新聚思科技。在旗下所屬的公司中，神達電腦擁有完整

的電子產品上下游垂直整合製造的能力，提供國際電子大廠，從設計、生產、交

貨到售後的完整服務；神通電腦跨越系統整合及軟體應用的領域，以政府及產業

的自動化為核心業務；位於加州矽谷的新聚思科技，是全球第三大的商用IT產品
通路商，並於近兩年蟬聯多項國際IT大廠最佳合作夥伴的殊榮；聯強國際則是亞
太地區最大3C產品通路商，聯華氣體及聯成化科生產半導體及LCD廠所需的電
子級工業氣體及化學材料；神基科技則專事商用及軍工規筆記型電腦及LCD TV
的設計及製造。 

 



新經濟時代的企業經營策略 
 

神通電腦董事長 

苗豐強 先生 

 
所長引言 

很高興今天能夠邀請到神通集團董事長 苗豐強先生至台大管理學院演講，

神通集團目前全台灣排名第四名，在美國的事業體更為龐大。 苗董事長過去曾

在 Intel 工作，後來回到台灣來創立了神通集團，而近年也得到了交大的榮譽博

士學位，苗董事長今日將就神通的創新、全球化以及科技的佈局方面做一個介紹

以及探討，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請掌聲歡迎苗董事長。 
 

 

苗董事長演講 

前言 

所長、各位老師以及各位現場的同學大家好!最近有本書叫成長的賭局，這

本書對成長有許多的看法，其實呢，一個公司的成長變因還滿多的。從小到大都

是一段成長的過程，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成長的過程。過去我最困擾的事，就是

我過去在 Intel做事的經驗，他的營業額較神通大的多，當時在美國是排第五大。

我那時很想去一家有前瞻性的公司，這幾年排名也變動很多，也有自己的發展策

略，如 TI賣掉了很多事業體、MOTOROLA也專攻通訊。 我那時一進Intel就

發現它是個非常技術導向的公司，當時ＡＭＤ也一直緊盯著 Intel，沒想到現在

居然市佔率甚至高於 Intel。  其實這些都是和成長有關，我那時 Natioal 

Semiconductor 給我的股票和薪水是 Intel 的兩倍，不過我為了成長和興趣，我

對它相當的嚮往，所以還是進入了 Intel。 這也是現在年輕人所要面對的一個決

策問題。 也因為我進入Intel，第一個是讓我能一直接觸到最新的科技，第二

個是我能從頭尾了解到它是如何”成長”。從 R&D 到生產不但有許多的

Know-how 和 process 要處理，也要能瞭解到底有沒有市場和能不能 survive，

每一個階段都要很小心。有很多公司也面臨擴大規模的問題，太快和太慢都不行。 

 



成長的挑戰 

對高速成長公司的管理能力，高階管理人員都必須要能跟的上成長的腳步。

事實上我們常問自己三個問題：一、如何在競爭的環境中生存？ 二、如何在世

界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有沒有 core competence）？ 三、如何永續成長？這

些問題無論是經營或是做人處事都必須要想到。 在決定成長率方面也要端看相

對的成長率，要高於市場的成長率才算是成功。但若是產業中的 leader 時，則

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Intel學到了的第三件事就是 Networking，人際。Intel出

了很多人才，無論技術或是管理，後來也有很多人離開了。而我們神通也是類似

的狀況，陸陸續續有許多優秀人才離開，雖然不捨得，但對產業或許有幫助。 後

來我父親也要求我離開 Intel 回台灣，雖然那時我不認為台灣有足夠的

Infrastucture可以讓我發展，當時父親特地找了個名人當說客要求我回去，說明

台灣有在進步，雖然充滿了風險但也有許多的機會。當然我也很心動，但有一些

問題，一個問題是 title(沒有 title,必須從頭開始)，一個問題是親情，另一個就是

投資人的問題。當時台灣主要做外銷以及鼓勵外資投資，而我們要從頭開始，最

大的考量會是我父親，不想受到他的影響和被侷限（笑）。那時要離開 Intel也花

了一番的功夫，但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裡及 Roadmap，所以賣了 Intel股票就回

來台灣成立神通了。 

 

7P哲學 

要從頭開始一個企業，我們全國繞了一圏買機器設備，從很多事不懂便成很

懂。我們現在 interview 新人，我們憑什麼請一個剛從學校畢業的人呢？ 我從

他們的眼神，看他們是否具有強烈的企圖心，因為我認為一個人對某件事除非很

有 desire 才能做的好一件事。 當初我在Berkley 也是決定要努力得到 Noble

獎金(笑，後來沒拿到)。在 7P 哲學中，與第一個 P(Ｐleasure)，讓人從內心主

動去喜歡工作，是相當吻合。其他分面是 Profession-alism（專業）、Planning

（計畫）、Performance（績效）、Perfection（完美）、Profit（獲利）、Prestige

（聲望）。前 4P是公司對員工個人的訓練，待前 4P達成後，公司的獲利增加自

然會回饋到個人，不僅員工得到有形的收入和無形的學習成長，並可以從中尋獲

樂趣。因為有前 6P工作的動力，自然會產生第 7P的工作狂熱。因此，員工在

公司的訓練與循序漸進的要求下，便能樂在工作中。我是從 R&D 轉換到

Marketing，而我的專長在於 Product marketing，也去解決客戶們的問題。到了



台灣，我白天做化學廠的工作當做練功，從採購建廠到請人，我學習到了很多，

而晚上，我們公司那時已成長到了 70人的規模，而我也覺得 PC市場很有商機

（那時沒有普遍的 PC,..好啦！年代太久遠，大家都還沒出生，那麼想像一下好

了。笑∼），但也想到做一個專屬中國人使用的中文電腦。 
 

中文電腦 

    發展的預算花了多少錢？我剛才說我很怕我父親，但害怕的時候也是會向他

求救，必要在財務支援上還有一線希望；但是我們年輕人總是有一點責任感，不

是錢的問題，而是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做？我們業務的副總裁李先生也談到，技

術研發的副總經理也談到，台大的標槍記錄，他還是記錄保持人，當初投得太遠，

標槍飛到觀眾席去，所以後來把標槍的規格改掉，重量變重、重心也改變，改變

後就無人能破其記錄。 

 

    業務的副總裁李先生說：「中文電腦太好了！我可以找到一個顧客就是刑事

警察局，搜集犯人的資料。」現今的統一發票機其實是神通的專利，用中文打印

出來。在當時的年代，中文電腦若做不成功，就會讓公司垮掉；若做成功，市場

是非常大的。這時候遭遇了困難，技術沒問題，業務沒問題，只是財務的問題，

壓力很大，到底是要做還是不要做呢？很大的機會，也有很大的風險！為什麼會

這麼難作決策？因為資訊不足，我看不到未來。那到底有沒有辦法能看到未來

呢？有！隔天我找了業務的李先生，跟他說，只要能找到強而有力的客戶，我就

敢做。今天如果能找到兩個客戶，表示我的研究開發費用有兩家公司可以來分

擔，成本下降，也是一個 implication，表示市場裡有兩家公司可做！這對我而言

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因為突然間就發生一個可以預測未來的方法，就是資訊的

掌握。就像有時我們想去游泳，看到一個池塘，但是你擔心裡面有怪物，一個方

法就是站在那邊等，我想同學們應該不是這樣的。就去丟一個石頭，看看裡面會

不會有怪物跑出來，石頭丟越多、資訊就越來越多。但是也有一種人，即使取得

很多資訊，還是不做決策，我們政府就有點像這種人，公務員常常會有這種心態。

這個題目下次有機會再討論。這個啟發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以後在

decision making時都用得上。 

 

公司治理 



    在董事會上，到底外部董事，他對公司的了解有多少？坦白來講沒有那麼

多，還要花很多時間去教，他們可能會一直問，你在回答的同時會越來說懂。這

是說公司要想個方法讓你的資訊更清楚、預算更準確，讓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

到最後都能清楚你的資訊。我們常面臨的情況是，預算訂完後，預算成長 40%，

但是業績沒有成長反倒是費用成長了，因為預算是可以掌握的，但市場有太多的

因素無法掌握，所以預算的準確性很重要，預算若錯了，便會誤導公司的決策，

例如原先以為業績會成長 40%，於是多蓋了兩個工廠，但最後沒有成長，便造

成投資的浪費。 

 

    這邊舉一些例子，早上提到聯強國際和神達兩家公司原來都是神通的兩個部

門。1980年 IBM的 PC開始出來，這時 Apple市場佔有率很大，IBM為了搶市

場，於是採用開放性的 XX(01:00:50)，就是說每家都可以來做 IBM的體系，用

Intel的 XX，然後用 Microsoft的 windows，結合成Win-Tel的團隊；它們形成

了一個 common platform，讓大家在這個平台上做加工這件事。在 PC問世後，

那時候我在推動我們應該搶國外的市場，但當時、在二十五年前，我們沒有掌握

自己的庫存量，常常會造成缺貨，和客戶不太愉快。這些例子是想告訴大家，很

多決策是一開始想不到的；但當它來臨時，會強迫你去作很多決策，而且是對的

決策。做一件事情，要有好的目的，除了公司能有利潤成長之外，你必須要喜歡

它。聯強要分家出去了，那麼接下來它要朝哪一個方向發展呢？當時台灣的資訊

工業看起來要開始推動，所以聯強不但要供應我們的關係企業，還要供應給神通

的競爭者，這是種很高等的決策；因為如果它的生存是要靠另一家公司，這個生

存的風險會很大；但是如果這個市場已經成熟了，PC工業已經開始萌芽，這個

決策是很好的。要成為台灣最大的供應商，就要代理很多的產品，當時台灣還沒

有像現在生產這麼多產品，全部靠進口而來，所以需要大量資金。這時候的想法

就是〝策略聯盟〞，不是解決資金問題，而是庫存。和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合作，

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庫存，把全世界它的倉庫當成我的倉庫，不會有買不到的東

西。要成為全台灣第一，要想清楚自己的弱點在哪裡；聯強從一開始的想法，要

把客戶作大、供應鏈要增加、資金不能卡在大量存貨上、和國際大廠合作。不能

落入〝成長的賭博〞之中，現在把看得到的未來可能的限制，把它解決掉。 

 

成長 



    談成長，也會受到外在大環境的影響，要天時地利人和。舉現在有上市的〝神

基電腦〞來說，是神通和 GE合作的公司；當初他們從美國來，他們要找的是一

個好的產品能夠共同成長，share a common vision，而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就是做和電子雷達有關的，進出門禁的安全機制。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大家，如果

你還沒有準備好，人家也不會找到你；即使你已經準備好了，但不主動去找人家，

他也不會跟你合作。 

 

    當時他們給我的位置是”manager”，而這樣的一個位置，我關心的是他是否

擁有可以作決策的權利。這裡告訴大家，如果要談判，一定要找到 key person，

要能找到 decision maker，作一些 SWOT分析；把它分析出來，decision making

就出來了。 

 

策略的形成 

    作決策其實沒有這麼難，主要要有資訊、有很好的邏輯、講話要夠清楚，而

有策略的形成。舉例來說，以前我們曾經在想：怎麼做才可以把我們的公司發展

成跨國性企業？部門聚在一起討論，討論時間很長、有時討論也沒有結果。吵來

吵去還是找不到方法讓我們公司成為更成功的國際化企業。為什麼呢？因為無法

定義什麼叫〝成功的國際化公司〞，是要看外銷的比例？還是海外有幾家分公司？

於是，你要先定義什麼叫做「成功」？或者你想要成為怎麼樣的公司，簡單而言，

如果公司的 business process沒有辦法去支持，還是會垮掉。 

 

    Process是一個計劃的過程，很多事情可能沒有去注意到它，但要學會去

control。P是 Political政治，E是 Economical經濟大環境，S是 Social，T是

Technology，技術對我們很重要，因為跨國性的商務非常需要掌握資訊，

computer和 internet對資訊取得更能來得快、來得準。技術要跟得上才不會 lose

我們的 competitive；相對來說，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等大環境，雖然我們沒

有辦法去掌握它，但是我們必須去了解它。左手是 SWOT，右手是 PEST，這

兩個加起來就是「科學算命」。你必須去了解What is the world changing into? 

 

    我們做 PC產業，現在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公司，現在全世界 75%的 PC都

是在台灣生產，在這個情況下，怎麼生存？怎麼成長？怎麼佔有一席之地？現在



來看 PowerPoint。當初 TI, CI在台灣設廠的時候，我有很長的時間去採購、製

造、組裝、運出；八零年代 OEM開始，產品的設計要很快就出來；九零年代開

始要做 Design manufacture，製造的時間越來越短，後端的 logistic，電腦要怎

麼運到全世界去，我們出了一本書叫 982維他命計畫，就是 98%的訂單在兩天

之內要交貨，我們的做法是將半成品運到當地再組裝起來，原料要全部到齊，要

做好 supply chain management；後面還要做到售後服務。 

 

Business Model 

    整個 business model已經改變，如果還在想自己是 ODM、是 manufacture，

那就錯了；現在的 business model是全球的速度的架構，所以〝982〞已經變

成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整個是 IT的架構，這是一個大家必須要了解的趨勢。現

在新的 business model已經變成全球速度的架構，庫存、零件的 sourcing都很重

要，我們的設計都跑在前線，engineers到處都是，歐洲、日本呀，和客戶一起設

計，用 internet傳回來 layout的板子，兩天就可以銷到全世界，是一件很了不起

的事情，這也變成了我們的核心競爭力。 

 

全世界有三個中心能做這個事情，一個就是當北美關稅協定成立，美國跟墨

西哥的邊界，包括中美州在內，在這邊生產組裝的東西是免關稅的。全世界有三

個 interface，一個是北美洲，包括很多台灣廠商都在這邊設工廠，就是 logistics

的 interface。第二個是東歐的西邊，波蘭、捷克、匈牙利，是人工成本便宜的地

方，但他可以很快組裝來供應歐洲大陸，所以台灣也很多 ODM廠商在這邊有工

廠。我覺得越來越重要的是台灣跟大陸這個 interface，過去這裡最重要的是日本

跟東南亞國家，日本在泰國、馬來西亞到處建廠，慢慢在之後地失去了競爭力，

他的 technology還是很強，但日本不願意 change，所以日本最近很多大公司改成

外國人做 CEO，大刀闊斧，最近開始有些復甦。但慢慢中國大陸開始取代這個

地位，台灣一年生產 20個 billion，大陸生產 60個 billion。那 60個 billion裡 80%

都是台灣的公司，made by Taiwan in China。你不得不了解全世界的 logistics。 

 

第三個現象，我們常說要打品牌，這是錯誤的。今天像華碩、acer他們可以

打品牌的原因是因他經過過去產品開發到製造生產，一直到有一天出現矛盾了他

才把它分開。你沒有一個基礎就去打品牌的話，就是一個 growth gamble成長式



的風險。大家不要搞錯品牌是通路，當然他也是要有通路，那你說 dell model今

天他股票節節下降，我不是說他的 model不對，但通路有通路的打法。就是你打

品牌的話你必須要有 outsource的管理方法。HW/SW的 support，service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不要花那麼多錢去蓋工廠但我可以成長我的 business。研

發、製造就是我們講 logistics裡很重要的。Technology，台灣最賺錢的兩家沒有

品牌的公司是台積電跟鴻海，沒有品牌，管理最好，但他有 technology，24小時

不停作業，還有 take advantage of 時差。要有非常完整的 IT架構，才可以看到

全球貨流動的情況。Economy of scale是產量越大生產成本越低，低到不能低了

為什麼?因為產能沒有了。你蓋一個新的工廠，成本又高起來。很多公司都是這

樣下來上去下來上去，這就是成長的混亂，你以為公司越來越好，但你 lost 

management。通路跟後面的 support有沒有 added value，如果中間人沒有附加價

值你就沒有辦法生存。如印度的 back office，就像台灣的 IT產業一樣，我把全

世界的訂單拿過來，然後到大陸生產去。一個人派到國外去通常都是業務人員，

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訂單取得，賣東西很容易賣，費用成長怎麼辦。他會拼命擴

充。第三個問題是 profit出了問題，你想賣高價賣不出去，回過頭來跟總公司砍

價錢。你以為他很賺錢，但收錢不容易收。我們很怕的是 inventory的問題，這

不是每個月的問題，你只看賺不賺錢。 

 

組織架構 

 我想組織架構我們看一下，在我們公司國際化中，我發現很多銜接不起來的

部門。Organization你很難設計得剛好，有的設計會變成很多部門間有很多跨部

門的市情，這是一種浪費。最好的是各部門切得很清楚又銜接得很好，但這種太

理想了達不成。所以我主張我們從這個架構開始，由他們去成長，膨脹他的權力

中心。但現在光是我們的 HQ就有好幾個，還好有網路的存在。我們發 e-mail

最好是可以同時寄給多個人，一個 email不該談情緒、不該太長。組織架構間的

interaction很多，我們把他 group成幾個 function，一種是 Execution的 function，

還有一種是像 logistics、MIS的 function，還有一種是 architect。所有東西是連起

來的，這個架構我們叫 inter intra company communication protocol，所以你必須

要有一個通訊的標準，我們的組織要變成這種 scaleable，可以成長但不會混亂的

公司，我們的公司就是這樣。還有靠創投去找機會。不要以為一定要上市，到了

一定大小你把他分出去，這時候他已經有自己的管理和規模了，這種是我認為比



較健康的成長。 

 

結語 

 再來講 IT產業的未來，必須 convergence。PC產業的未來，從 flat panel到

lcd panel都是在電視機裡面，一年低於七千萬台。電話手機是八億台，或 mp3 

player，上網的遊戲機。這個又連線到我們 back office。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

business model。我們剛才看的圖，這種組織是存在的。希望今天短短兩個小時

能給大家一點方向感，其他的就是要靠各位去努力。 

 

 

 

Q&A 

問：新經濟時代應該是走上所謂教育娛樂的時代，因為以後辦公室跟娛樂，應該

是很模糊，這樣才能創造出比較有創意的員工。還有教育，這兩點是我們比

較欠缺的，因為在中國人的形象裡要把上班和娛樂結合很難。請問苗董事長

在這方面有什麼看法？如何來突破這個先天上的瓶頸？ 

 

答： 這個可以從企業開始，像我們公司很多人是在外面跑，還有些是在家裡工

作，慢慢地業務也開始走這個模式。所以要是大家能依照這個技術、model

充分應用，應該慢慢地是往這個方向走。但教育的話感覺上是蠻壓抑的，我

們失業率還是很高，但高科技的需求還是不夠，好像台灣是該走開放式的教

育，學校預算和企業界的配合。 

 

問：我強調的是公司對教育的重視。 

 

答：我們現在新進人員他自己可以 self learning，intra的資料已經看不完了。他

learning的過程是 dynamic的。我覺得企業界蠻重視這塊，這不是一天就能

解決的，但這不是一般性的通才教育。 

 

問：您說非常希望年少不要在父親的控制下成長，那您對您的小孩有什麼樣的期

望？您會讓他有自行創業的機會？還是在MiTac集團下成長？ 



 

答：問到我的要害了。常常我們犯同樣的錯誤。我有兩個小孩，差了 19歲，這

是核心競爭力。老大教育的方法和老二不一樣，老大管得嚴，他就想跑得遠。

老二則還保持比較良好的關係。 

 

問：台灣神通將來在 TV方面有沒有什麼計劃？ 

 

答：神通以前學到很多，第一個就是有通路不要去賣自己的產品，第二個就是千

萬不要去做光碟機。我們不認為我們是適合做這個事情。 

 

問：您剛才提到 made by Taiwan in China，可見我們台灣在製造和研發還有相當

的競爭，那我們現在台灣研發人才和大陸的比，我們還有哪方面是可以抗衡

的？ 

 

答：我們跟大陸不是競爭是合作，我們真正的競爭對手是韓國。R&D大陸跟台

灣還差一截，台灣的 R&D不是自己強，而是要了解市場走向，所以我們跟

product marketing要走得很近，大陸這方面就比較差。但假以時日大陸是會

起來，包括 IC design，已慢慢走向大陸。但台灣現在還是領先，但領先不

是就該留在台灣，我們應該是趕快丟過去，很多大陸政策我是很反對的，沒

有大陸這塊包括鴻海、台達都沒辦法起來。因為大陸這塊增加我們的競爭

力，所以可以把歐美的生意搶過來。不要擔心他走到大陸去，而是要加強我

們未來 product marketing那塊東西。 

 

問：Intel現在在推數位家庭的東西，那您覺得台灣或神通集團應該要有些什麼樣

的因應？ 

 

答：這就是我剛講的 digital convergence，房子裡的 home gateway可能跟電視機

在一起。WiMax出來後頻寬又大了十倍。公司當然有因應，但現在又出現

了每家推出重覆產品的問題了，我們要去仲裁你該做這個做那個，但我現在

已經不想去做這個仲裁了，讓他們自己去看誰的產品做得比較好。 

 



問：在集團的成長過程中，您是如何做出要跨入哪一個市場或事業的決策？ 

 

答：我剛才講了兩個小時就講這個東西。開個玩笑。這是很難的事。坦白講

 我剛才講了很多成功的故事但也有很多失敗的，但那不夠 exciting就不講

 了。我們在五六年前成立創投，他會到處幫你找機會。市場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反過來看，市場存在再結合技術是比較好的。 

 

 

所長結語 

 

非常感謝苗董事長從個人學習、創業成長的角度，到怎樣成為一個企業家來

跟各位同學做分享。從公司來看，神通集團可說是台灣 IT產業發展的一個縮影。

從 1983到現在 20多年來，神通的營業額已成長到 4000多億到 6000億之間。最

後我要談的是我們這個講座能幫助各位對企業有更多了解，我們剛也聽到說神通

有神通的大學，我們也希望說能有下一次，更希望能開一個神通講座的課程，會

後我會再跟苗董事長請教如何來幫助我們開設這樣的課程。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各

位今天的參與，請再次以熱烈的掌聲來感謝苗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