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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高科技產業景氣循環——力晶創業經驗談 

背景介紹 

力晶於 83 年 12 月創立於新竹科學園區，業務範圍涵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製造

及晶圓代工兩大類別。87 年以科技類股票在臺灣正式掛牌上櫃。88 年發行全球

存託憑證，成為我國第一家在盧森堡證券交易所上市的上櫃公司。 
為提昇在國際市場的競爭力及達到量產的經濟規模，公司設立之初，力晶即與日

本三菱電機建立技術、生產與銷售的策略聯盟關係。目前與日本的 DRAM 大廠 
Elpida 締結策略聯盟，雙方攜手合作共同研發最尖端 DRAM 技術。代工方面，

力晶亦為三菱與日立 LSI 部門合併後的新公司瑞薩科技(Renesas Technology 
Corp.)的主要代工夥伴，邁向系統晶片(System LSI)產品領域。  
精進技術、服務客戶、成為穩定獲利的世界級半導體公司，是力晶的願景。目前，

力晶以先進的科技和產能，提供標準型記憶體(DRAM)、消費性記憶體 
(C-RAM)、通訊用記憶體(M-RAM)、高容量快閃記憶體(Flash)、CMOS 影像感測

器及多元化代工服務。未來，力晶將強化國際合作策略，引進尖端科技，持續穩

健投資，在快速變遷的高科技產業中不斷建立競爭優勢，成為與客戶共創雙贏的

全方位記憶體供應商。（本次演講於 95/12/14 舉辦，由臺大工管系暨商研所郭瑞

祥所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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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歷 

力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崇仁 

出    生：1949 年 11 月 
籍    貫：臺北市 

學    歷：美國紐約西奈山醫學院醫學博士 

國立臺灣大學物理系畢業   

現    任：力晶集團董事長 

台北市電腦公會理事長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理事長 

臺灣玉山科技協會副理事長 

1980 年擔任台北醫學院生理學系副教授、臺灣大學物理學系副教授 

1982 年擔任台北醫學院生理學系系主任            

1987 年創立力捷電腦      

1994 年創立力晶半導體         

2004 年獲選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理事長、連任台北市電腦公會理事

長  

2005 年獲選玉山科技協會副理事長 

家庭概況：已婚 

個人興趣：閱讀、西洋繪畫、品酒 

重要成就：1987 年創立力捷電腦  

1994 年創立力晶半導體 

2004 年獲選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理事長、連任台北市電腦公會理事

長  

           2005 年獲選玉山科技協會副理事長 

 
黃崇仁先生，臺灣大學物理系畢業，並獲美國紐約西奈山醫學院醫學博士；

現任力晶集團董事長及台北市電腦公會、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理事長。 
1987 年，黃先生創立力捷電腦，專注掃描器的研發和產銷，並自創 UMAX

品牌行銷全球。1994 年與日本三菱電機合資在臺灣成立力晶半導體，投入 DRAM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產銷；2002 年力晶完成首座 12 吋晶圓廠建設，並與日

本最大 DRAM 業者爾必達(Elpida)、全球最大微控制器(MCU)公司瑞薩(Renesas)
締盟；2005 年力晶啟用第二座 12 吋晶圓廠，成為臺灣最大 DRAM 製造商，並

開始量產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2006 年力晶自旺宏電子購入 12 吋晶圓廠

房，同時在中部科學園區后里園區動土興建 12 吋晶圓廠。 
在黃先生的帶領下，力晶集團旗下的關係企業以及轉投資事業目前涵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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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周邊設備、關鍵零組件、通訊、軟體、網際網路、航太科技、光電、綠色能

源以及創業投資，成為營運觸角廣布、資源豐沛的企業集團。 
黃先生於 2001 年獲選為台北市電腦公會理事長，成為我國高科技業界最大

公會團體的領袖；2004 年更繼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之後，接掌台灣半導體產業

協會理事長，代表臺灣參與世界半導體大會。儘管企業及公益團體事務繁忙，具

有副教授資歷的黃先生不改學者本色，目前仍在台北醫學院講學。 
 
 
 
 

   

 

 
 
 
 
 
 
 
 

臺灣奇蹟推手 
孫運璿先生管理講座紀念文集第三輯 

2



 
 

管理高科技產業景氣循環——力晶創業經驗談 
                                          力晶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崇仁 

 

3

新經濟時代的企業經營策略 

 

郭瑞祥所長致詞： 

黃董事長、臺灣工銀彭文桂總經理、各位教授、同學，以及各位來賓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蒞臨臺大管理學院。今天是臺大商研所與臺灣工業銀行共同舉辦之

「WeWin 創業菁英講座暨孫運璿先生管理講座」，能夠透過課堂的講授以及像這

種業界舉辦的活動，讓商學院的學生和技術領域的傑出人士一起學習，這是非常

難得的機會。 
今天的主講人黃董事長可能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但我還是先做個簡單的介

紹；大家聽完之後一定會覺得：「這是位很少見的企業家！」因為他走的路和很

多人都不一樣。 
相信在座很多人都不知道，黃董事長是我們臺大物理系畢業，然後在美國紐

約西奈山獲得醫學院的醫學博士，回臺灣後，首先到臺北醫學院擔任教授工作，

在臺大也教過一陣子書。在臺灣大多數人都認為，教書是安穩、地位也很崇高的

工作，可是他卻在 38 歲時毅然決然放棄大學校園優渥的工作到外面創業，而創

業有很大的風險，更何況是從事與自己所學差異甚大的產業。 
黃董事長即從事與他所學差異甚大的半導體業，並且成就非凡，其他豐功偉

業就請他本人來與大家分享，他如何將力晶從一個小公司拉拔到今天——在全世

界半導體業擁有一定地位的企業，這對臺灣的經濟起飛及創新創業而言，都是非

常難得的經驗。 
我謹代表臺大、臺大商研所、以及「孫運璿先生管理講座」感謝黃董事長蒞

臨演講，同時也感謝臺灣工業銀行持續地舉辦如此有意義的活動。謝謝各位！ 

臺灣工銀彭文桂總經理致詞： 

黃董事長、郭所長、各位教授、同學，各位來賓，非常歡迎各位今天前來參

加這個講座；臺灣工銀每年都深入校園舉辦一系列的創業經營講座，主要目的是

希望讓各行各業傑出的企業家，與學生分享其創業與創新的心得；並同時藉此機

會邀請同學參與工銀所舉辦的「WeWin 創業競賽」。在這次籌備過程中，獲得商

研所及同學們的全力支持，我謹代表臺灣工業銀行向校方致最高謝意。 
過去幾屆臺大學生參與「WeWin 創業競賽」的表現都十分優異，因此我要

拜託郭所長鼓勵同學們踴躍參加。今年創業大賽的主題是「獵夢高手」，我們認

為「要創業，必須要有對夢想的渴望以及追求的決心」，所以你的夢想有多大、

決心有多強、人生就會有多寬廣。 
今天非常榮幸能邀請到力晶的黃董事長蒞臨演講，我個人對黃董事長非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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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如同剛才郭所長提到，黃董事長的奮鬥史非常豐富，力晶公司能夠在 12
年當中，從一個 8 吋晶圓廠的最小記憶體製造商，變成今天擁有三座 12 吋晶圓

廠，是臺灣最大、最會賺錢的 DRAM 製造商；我個人相信以黃董事長的膽識以

及他個人的策略，以後帶領力晶登上全世界 DRAM 龍頭的寶座，指日可待。 
黃董事長在工商團體也非常活躍，這一、兩年也擔任臺灣半導體協會的理事

長、台北市電腦公會的理事長、臺灣玉山科技

的副理事長。聽說黃董事長好學不倦、一有空

閒即看書，是誠品書店刷卡買書消費額第一名

的顧客，由此可見，他的好學不倦精神也是年

輕人學習的好榜樣。今天我們很榮幸能邀請他

跟同學分享他的奮鬥過程，相信同學將會收穫

滿懷。現在我們就以熱烈的掌聲歡迎黃董事長。 

內文照  

黃崇仁董事長主講： 

人生轉折 

郭所長、彭總經理、各位教授、各位同學，今天很榮幸能接受母校邀請回來

分享我的心路歷程和工作經驗、以及對記憶體產業的分析。 
關於我個人的背景，其實是許多很小很小的關卡，然後我一關一關確實地通

過而已。話說我唸的臺大物理系，當年是第一志願，而我在建中唸書時也只是中

等程度，當時就想：「聯考就考這麼一次，考過就好了。」因此考進臺大物理系；

進去後發現很不好唸，物理系學生都是一些保送的、狀元的，不過我這個人就不

想再變動，就這麼唸了 4 年。 
我是民國 38 年出生的，這一年出生的人總是遇到奇怪的事，別人當兵當一

年，我們就開始當兩年；別人唸省立高中我們就唸市立高中等等，蠻特別的，許

多改制正好都讓 38 年次的遇上。我爸爸是醫生，所以我原本要考醫科，結果那

年開始把醫科移到丙組去，又讓我遇上了。 
在生命的歷程中，會發現每件事情都是緊密牽連在一起的，後來我從事半導

體業是因緣際會。在美國唸完醫學博士後，問我的指導教授：「我唸完這個要做

什麼工作好？」我的指導教授雖然是在學校教書，不過也有點不務正業，各位應

該都知道，我們的腎臟是負責排尿的器官，若身體裡的水分過多、就會形成尿液

排出去，所以有一種荷爾蒙在控制水分排出量，叫做「抗尿荷爾蒙」，由氨基酸

所組成，30 秒就會氧化，所以腎臟的排尿控制是瞬間的變化；這裡賣弄一點醫

學常識，證明我是個醫學教授。 
後來我們實驗室的人一起合作，本來氨基酸都是左旋的，我們把它改成右

旋，去掉一個 NH2，之後就改變了；這氨基酸的維持時間延長至六到八個鐘頭，

而且不會引起血壓收縮，所以很快地就成為可使用的藥物。什麼人需要用到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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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呢？如果有人分泌這個荷爾蒙的細胞有問題，要常常跑廁所、晚上不能睡覺，

這種病人的特質就是永遠要用這種藥，只要找到這種病人就可以開始製藥了，我

的指導教授開了幾家公司，都是我幫他打點的；最後賣給美國的一間化妝品公

司，幫我的指導教授賺了好幾百萬美金，他很高興。因此，當我問他我以後該做

什麼時，他就告訴我：「去做生意好了。」因為要做生意，所以我就回來臺灣。

為什麼一開始我會去當教授呢？跟各位報告：我做事有個原則——「飲水思源」，

我想自己接受學校的獎學金出國唸書、回來就應該要對學術有所貢獻，所以前十

年我把我的所學貢獻給學校、當一個教育家。 
後來，臺灣的 PC 剛要發展起來，臺灣的 PC 要發展是因為電動玩具，當時

的電動玩具很好賺；各位大概不知道沒有電腦的時代，我一直唸到博士時都是沒

有電腦的，IBM 是設計大型電腦的公司，因此刻意限制 PC 的功能，不准 PC 搶

他們的生意，而臺灣就是拿 IBM 的東西開始抄來抄去，因而開始了臺灣的 PC
產業。當時我有個朋友從歐洲來，剛好要做 PC 第二代，問我要不要一起做？於

是我就開始做 PC。 
開始了以後，在出口方面利潤還不錯，有 5%~10%，但是量不多；當時很多

公司因為財務管理不好而倒閉，不過由於這些人的開始，才有了後面的發展。後

來我又因緣際會地去做掃瞄器(scanner)，那時掃瞄器是黑白的，我就想「為何不

做彩色的掃瞄器呢？」這是我個性上比較特殊之處，我會去創新和嘗試，而後來

成功了，力捷就是因為做了彩色的掃瞄器才開始紅起來的。力捷的經驗告訴我：

大家都想做品牌，但成功需要創新。 
就今日科技類品牌而言，我覺得唯一成功的是 acer。當時力捷製造的掃瞄器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不僅僅只是掃一次進入電腦而已。事實上，我始終

沒有把製造做好，製造就是要降低成本，這是我們在市場上無法跟 HP 拼價格的

原因，一個是研發技術的成本，另一個是市場的量，還有市場的跌價，這些過程

讓我體會到掃瞄器不能再做下去。 
後來 PC 產業中 Apple 開始向外授權(license)，我們一拿到授權就開始做，

還蠻成功的；但是後來 Apple 因

為 Steve Jobs 回鍋又突然不授權

了，不只是訂的零件存貨，連通

路上的東西也通通賣不出去，力

捷為了這個賠了 1 億 5 千萬美

金，如果要打官司我們也不可能

贏的。因此當時力捷面對兩個問

題：一個是 Apple PC 的問題；

另一個就是掃瞄器。我說句公道

話，當時力捷賠得很慘，但這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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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經營問題，而是整個風險的關係。那個時候力捷因為有做主機板(mother 
board)、PC，所以就直接準備做 DRAM。 

說實話，在座也有銀行家可以見證，當時全臺北市 99.9%的銀行家都認為：

「債務這麼高，黃崇仁一定會掛掉。」不過經過六年到七年的時間，我總共還了

銀行 300 億。全臺灣沒有人比我會還錢了。我那時候就決定做一件事：全面退出

下游工業，那不是我做的。為什麼？很簡單，我不是做 manufacture 的材料。那

時候我和別人合作，他帶我去看怎麼做主機板。我去之後一看，心裡想：「哇，

這不用做了！」一粒 transistor、一粒電阻，他每一個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我根

本完全不懂，而他只做三種主機板，我們卻有一大堆不同機種，根本無法競爭。 

 

DRAM 產業與風險 

當時也因為做主機板，有機會接觸到上游零件業。有一次市場缺 DRAM 缺

得很嚴重，要都要不到。臺灣很多人賺錢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今天檯面上很多大

公司當時派人拿著皮包到東京，去「秋葉原」買一大堆 DRAM，一個手提包的

DRAM 當時價值大約 30 萬美金，回臺灣大概賣 100 萬元。來回幾趟就有上千萬

的利潤了。那時候我就想：「與其受制於人，不如自己想辦法來做。」我就是這

種個性，如果今天受到牽制，我不會想：「算了！」而是選擇乾脆自己來。別人

如果說：「買股票很賺錢。」我不是去買股票，而是會想：「不如我自己來開公司

賣股票。」 
講個很有趣的例子：當時我公司規模比較小，又決心要做 DRAM，很多人

就說：「小孩子玩大車？！」玩 DRAM 這個大車還得了，日本在這方面又這麼強。

所以我想：「找日本比較小的廠合作，他們的技術很便宜。」當時力捷花了 2 千

萬美金，也都談得差不多、快簽約了，結果有一天有人跟我說：「台塑要跟那個

小廠合作。」當時我就很擔心這個消息，不知道是真是假，果然在 5 月時，台塑

宣布和他們的合作計畫。我就考慮要不要繼續做下去？當時，我在日本的一個合

作伙伴建議我去跟三菱談。我說：「怎麼可能？三菱電機是多大的公司耶，我算

哪根蔥啊？！」他說：「沒關係啦！去談談看。」當時情況是這樣的，三菱電機

通常是挑台塑這種大公司合作，絕對不會找我這種小毛頭的。沒料到，三菱電機

和台塑談的時候，一開始台塑就問：「技術移轉要多少錢？」但三菱高昂的開價

讓台塑無法接受，於是台塑轉而和另一家小廠合作。結果三菱非常不高興：「台

塑怎麼可以和那種小公司而不和我三菱合作呢？」因此三菱想趕快找人合作。 

所以我說每一件事情都是「opportunity」，而非「絕對」。人生都是這樣，但

那個機會你要可以抓得住。當時我的合作伙伴建議我去找三菱談，但是他提醒

我：「跟三菱談時，不管他說多少錢都要答應，他講什麼都要 say “yes”，不能 say 
“no”。」三菱的負責人是一個電機博士，做研究的，而我是當過教授的，所以兩

個人一拍即合，對方說：「我很欣賞你，希望可以跟你當合作伙伴。」我說：「這

臺灣奇蹟推手 
孫運璿先生管理講座紀念文集第三輯 

6



樣子啊！那有什麼條件呢？」對方果真提出了一個天價！我說：「OK！OK！ 沒

問題。」回到臺灣，日本方面也派人到臺灣和我到新竹科學園區進行會勘；而我

呢，就盡我所能想辦法找其他人一起

來投資成立力晶半導體公司。當時我

也拜託當時的經濟部長江丙坤等人，

其中也有人投資，這是我經過相當的

努力得來的，想盡辦法終於成功，因

此就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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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美金，我們的營運計畫把 0.35 微米製程

今天要告訴各位的是有關風險的

問題。我記得很清楚，在力晶要開始

建廠的時候，每一顆 DRAM 的市價是

生產的 DRAM 出廠價格訂為 12 塊美金。原本用 12 塊錢賣是很賺的，但是開始

賣時，行情變成一顆 2.5 塊，哇！這一路就開始賠了。我想：「不行，不能關。」

還好，撐了一陣子，又漲到 15 塊，開始賺一點了。一路搖搖擺擺，三菱投資我

的結果是，我和三菱變成共生體。其實三菱電機的技術是很好的，可是三菱電機

做 DRAM 在日本是算小的，最大的是 TOSHIBA 的 NEC。有一天日本的產經記

者跑來問我：「黃先生，你跟三菱電機一起合作，但他們這麼小，你們怎麼活下

去啊？」我說：「是這樣子的，我已經達到經濟規模了，我的成本是可以跟人家

match 的，可是現在是 down cycle 的階段，越大賠得越多，我賠得少，也就比較

容易回復正常，過幾年後，你看我還是在這裡，其他的說不定都不見了。」對方

就說：「你說這什麼話！NEC 這麼大，怎麼可能不見？！」果不其然，NEC 過幾

年就不見了，我還在這裡。 

內文照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今週刊》在 2002 年寫了一個關於半導體產業的報

導，後來我才發現只有力晶叫「半導體」，沒有人敢用這個詞，聽起來像「絆倒

去」（半導體臺語發音之諧音）。我不知道為什麼只有力晶取半導體，連台積電都

叫臺灣積體電路，不叫半導體。不過我對於那種名詞、諧音不會特別敏感。 
這 12 年走來，當然有幾個重大的決策，有一次很嚴重的是籌錢的事，這也

是最出名的一次。當時力晶要增資，這是最出名的一次，60 億要往前再增資 60
億的時候，如果增資不到的話，力晶就沒有辦法擴張到經濟規模的效益，並引進

0.18 微米的技術。 
當時，日本的 DRAM 賠得很兇，三菱也不例外，因此他們決定都不從事海

外投資，我跟日本方面講：「如果不投資的話，外界會認為你放棄我了，那我的

公司當然就活不下去了。」我那時候到日本去，三菱電機有 21 個董事，我見了

18 個，一個一個跟他們談。某位董事就跟我說：「我希望三菱從來都沒做過

DRAM。」我就跟他說：「你們三菱的技術真的很好，我對你們的信心超過你們

對自己的信心，怎麼會這樣呢？」經過我的努力溝通，他們就說 OK，同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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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後來，三菱又要求我找合作伙伴來分攤風險，慢慢尋找的結果，才找到台積

電的張忠謀先生並和世界先進公司合作，因此我一直記得張忠謀先生提拔的恩

情，那時候如果不和他做策略聯盟的話，憑力晶自己的力量是絕對做不起來的。 
我跟各位談這些，是因為一路走來有時候很順利，有時候一塌糊塗，絕對不

是各位想得那麼簡單的。如果要「創業」，就要有心理準備，一開始拿到錢很開

心是沒錯，但接下來就要步步為營。 
昨天我面試一個人，他的公司遭遇到網路泡沫化，我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

說：「當時拿到 2 億、錢很容易拿。」我問說：「為什麼 2 年就花完了？」他說：

「以為錢會一直進來！」所以我就說：「不能這樣想，這種事情哪有這麼簡單？

如果做 2 年之後的錢你不想辦法自己賺(generate)，人家怎麼會願意一直投錢進

去？」我的意思是：很多事情，一開始看得太過美好，可是當真正開始做生意時，

你要坐下來問問自己：「喂，5 年以後我在哪裡？10 年以後我在哪裡？」 
關於風險，我再講另外一個故事，各位會更明白。我有一家做 PCB（印刷電

路板）的公司（其實我是不太懂這個），但是當時臺灣一片看好聲，我想：「好歹

我之前也做過主機板，投入 PCB 應該也可以。」但是，當年那些負責經營的人

在做設備投資時出了問題，PCB 的製造設備很專業而且尚未標準化，這個廠的績

效一直都做不好。有一天剛好美國 Honeywell 要來臺灣找做 PCB 的廠，由於做

PCB 有環保問題，所以重新建造不如用買的比較快。他們評估了半年，決定要跟

我買，我很高興地想：「趕快丟出去。」結果呢，猜發生什麼事情了？突然 GE
說要買下 Honeywell，但是因為歐洲反對，最後 GE 沒有買成。由於 GE 說要買

Honeywell，所以對 PCB 廠的買賣案就要重新評估，我拿資料給他們看，GE 和

Honeywell 一起討論時，負責人員就問 Honeywell 說：「買完臺灣的 PCB 公司後，

你們 PCB 在全美國、全球的地位排第幾名？」Honeywell PCB 負責人就回答說：

「買完之後，我們公司就排名第五啦！」Jack Welch（GE 總裁兼 CEO）一聽完

就說：「那根本不要買了，乾脆整個 PCB 部門也賣掉算了！排名不到三名以內你

們根本拼不過。」後來果然 Honeywell 這個部門沒了，我也沒有賣成。各位，這

就叫做「風險」。 
這個故事最後，Jack Welch 沒有買成，我也沒有賣成，那個部門也沒有做成。

但從其中我學到一件事：Jack Welch 說要做到前三名才有機會，所以我將之奉為

重要的目標，如果你要做就要做到前三名內。這三名不是臺灣前三名，而是全球

排名。我從 Jack Welch 身上學到這個道理。   
剛剛談到力晶的創業，其實我最出名的就是蓋 12 吋晶圓廠。我跟各位說明

一下蓋 12 吋廠的心路歷程。當時我告訴幹部：「你要繼續做這個 8 吋廠的話，試

想，如果我們沒蓋 12 吋廠，力晶還有什麼東西？」Nothing！沒有東西！日本也

不再做 DRAM 了，太難生存了。有一天我找幹部談：「要做 12 吋。」哇！那時

候大家研究半天還弄不清楚。當時 12 吋晶圓是最先進的東西，做得最出名的叫

臺灣奇蹟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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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Intel」，連台積電都還沒有成功的經驗，我就去請教張忠謀董事長，張董事

長很抱歉的跟我說：「你要做這個，應該要問問 Intel，這是他們最早在提倡的。」

美國當初做 8 吋是 IBM 在提倡，這次是 Intel。 
於是我想盡辦法去請教Intel：關於 12 吋晶圓的廠房設備所需具備的規格條

件。當時剛好Intel的總裁Craig Barrett來臺灣，我就請教他，他說：「很好啊！我

甚至覺得比 8 吋還好。」但是我告訴各位，力晶做的 12 吋是第二代，老實說早

期有些公司投資的第一代 12 吋廠做得很不好，那時我聽完他說的那句話，當下

就決定：「好，我一定要做，不能不做。」但是做的時候產生一些問題。 
我跟三菱電機說我要做 12 吋晶圓，三菱電機說：「黃先生，我告訴你，我

們沒有設備給你，過去都是我們做好給你們做，但是我們現在的設備是 8 吋的，

如果你要做，你要想辦法把 12 吋技術做出來。」因為那時候三菱電機的董事會

不可能投注資金進去，對方說：「這樣好了，我派一個人陪你去臺灣幫你做 0.13

微米技術。」所以我就開始做了，第一，我相信Craig Barrett能做，那我也能做。

第二，我對三菱電機的技術非常有信心，做這麼多年了，我相信他們 12 吋一定

沒問題。這就是計算風險度(calculated risk)，
它不是絕對性的，總是有風險。至於風險是什

麼？你以為一年可以做完的，說不定延到一年

半、兩年，多出的這一年就是風險，風險跟時

間有很大關係。當時由公司的陳副總開始負責

這部分，做了之後發現，看起來雖然很清楚，

但是根本弄不完。我跟他說：「如果 2003 年 6
月之前做不出來的話，那就是大家一起死

啦！」結果陳副總 4 月就弄出來了。我這個人

有一個特點，就是「堅持」，只要做成功就會

繼續發展擴張。 內文照 

創業的要素 

前面提到許多我個人「創業」的部分，如果各位將來想創業，在創業之前，

有幾個課題(issue)要學習，也可以說是「創業要素分析」。 

一、風險與個性評估 

我常說：「商業是有風險的。如果沒有風險，就是科學、只要計算結果就可

以了。」我要告訴各位：各位進來商學院，唸了很多東西，離開這裡的時候，有

兩件事情不會變，一個是風險，另外一個就是個性。其他都會變，唯這兩樣東西

不會變。個性是非常確定，絕對不會改變；風險也不會變。如果不敢冒險，不管

你唸了多少書，還是不敢冒險，唸了 MBA 之後更不敢冒險。但是有知識會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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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知識會造成改變。如果你有冒險的膽量的話，就會創業，假如沒有，唸完書

之後還是不會去做。 

二、常識、直覺(intuition)與專業知識兼具 

如果各位要做生意，除了要有一般性常識(common sense)外要有直覺，也需

具備專業知識，學校的東西要唸，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常識。談到這裡，先舉個例

子：我有一位非常優秀的同事，美國一流大學的博士，是我的同學，他的專業非

常了不得。因我們都到一定的年齡了，有一天我跟他說：「某博士，你應該去唸

EMBA。」他問：「為什麼？」我說：「你可以多跟別人一起學習，另外可以多充

實一下。」結果他真的來考臺大的 EMBA；不幸地，某博士僅獲「備取」，我知

道後很生氣：「為什麼臺大管理學院把我的優秀同學擋掉？太可惡了。」不過，

我現在講句公道話：「某博士是建中保送臺大的，一直都是前三名，從來沒有考

過很差的分數，結果考貴校的 EMBA，分數卻很差。」什麼原因呢？第一個原

因可能是年紀太大了。另外一個原因很簡單，他太專業了，以至於他沒有常識。

貴所考的常識題他竟然答不出來，我常講：「叫開過餐館的人來答都答得出來。」

但是考這樣的題目對不對？對！題目本來就是考常識的，我看書都是要獲取常

識。 
我再提一個比較簡單的和常識有關的例子——文化。三菱電機曾跟我講絕對

不要買德國公司，德國公司是全世界最難管理的。日本人都講這種話了，那我一

聽就心生警惕。因為他們當時在德國的半導體廠要關時賠得一塌糊塗。三菱電機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case 是他們在法國的經驗，幾年前在歐洲做手機做得非常成

功，擴大開第二個廠的時候，廠蓋好、人也請了，只是還沒開始做，就發現手機

銷售下跌，當下決定關廠不做，結果兩個廠關掉花了 20 億美金。從此以後，日

本就開始非常在意文化的問題，而我則學到了一個功課——別在歐洲設廠。為什

麼愛爾蘭可以吸引外商？愛爾蘭是唯一在歐洲沒有文化障礙的，跟亞洲國家很

像，都沒有限制、也不刁難。 

德國人是非常自傲的(proud)民族，你根本動不了他，而且你以為管得了他，

絕對管不了的。德國的勞工是全世界最難管理的，第一個是他們的工會，第二個

是德國人不會聽你的，研究德國歷史就會發現他們不是那麼容易搞定的。法國或

英國人也很自傲，但是法國、英國自傲的是他們的文化，個人本身是不會的。但

是德國人是從骨子裡就自傲，要管他們很難。所以買德國公司最主要會面臨的就

是文化上的問題。我對這些東西是非常敏感的，大陸一種文化，德國、法國、美

國都一種文化，這就是常識。日本也一種文化，日本是什麼樣的國家？在日本是

沒有辦法解雇(layoff)員工的，所以每次開會都找一堆人，一個人在做的事需要五

個人去做，為什麼，都沒辦法解雇啊！所以效率非常差。日本都有這種文化，實

在是沒辦法。 

所以我說第二個要素，做生意一定要有直覺(intuition)。要有第六感，如果連

臺灣奇蹟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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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連感覺都沒有，沒辦法做的。 

三、「做決定」的勇氣 

第三個要有能做決定的勇氣。我大約是比別人多一點勇氣，但不知是否過度

大膽。另外，做了決定之後就要堅持到底，要努力打拼。我常告訴公司幹部：「如

果你有『勇氣』與『堅持』這兩項特質，你就可以出去創業。」否則，第二條路，

就是找一間好的大公司窩到底，例如：台積電；而第三個選擇，就是找一個好老

闆，例如：郭台銘，這樣你也可以賺很多錢。 

四、堅持到底 

第四個要素是要「堅持到底」，我的個性之一就是堅持，堅持到底真的很辛

苦，我這人另外有個優點，任何時間都睡得著覺，假如你會睡不著覺的話，那就

要小心了，選擇創業的話，就有可能整天都睡不著覺了。 

高科技產業循環 

再來談到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一定有循環，而循環的原因有技術性、產

品性、市場性以及經濟性，分述如下。 

一、技術性循環 

技術性循環因素以 DRAM 為例，因為 DRAM 製程推進影響供需，DRAM
產業可以看到一個特徵，他從全世界 30 家廠，淘汰到現在僅剩下 5 家，最有趣

的是：當全世界都在離開 DRAM 產業的時候，臺灣卻進入該產業，稍後我會為

各位解釋究竟原因為何。 

二、產品性循環 

循環的第二個原因就是產品性，以掃描器來說，現在已經沒有人要用掃描器

了，為什麼？所有的多功能事務機裡面都有掃描器，這個產業就自動被淘汰掉了。 

三、市場性循環 

關於市場性循環，一個 LCD 產業就把 CRT 給取代了，其實大陸是全世界

CRT 做最大的，現在大陸這些 CRT 廠都得逐漸關掉，所以永遠會有循環。 

四、經濟性循環 

最後一種循環是經濟性因素，是因為景氣需求的不同而產生的，例如微軟發

表 vista 後對於 DRAM 需求又增加了，但是韓國廠商他們厲害的是，不管景氣如

何循環，永遠都有資金投入；日本廠商是有錢才投入，這就造成了日本和韓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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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強弱差異，韓國技術並未領先日本，為什麼日本會被淘汰掉？這是因為韓國

的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比較低。我的觀點是：產業循環在最低點的時候你才要

投入。 
高科技產業整個演化是從多元化變成單一化，各位看現在鴻海、華碩一直合

併，越來越大，使得小企業很難生存，為什麼？以主機板為例，各位看主機板的

演化，最早是華碩、精英，後來有微星、技嘉…等，不過現在有些公司也幾乎快

要撐不下去，所以技嘉主機板部門要去跟華碩合併。經濟規模從原來的幾百萬

片，到現在一家廠商如果不做到一千萬片大概就不能混了，主機板幾乎都做四、

五千萬片的規模，所以經濟規模越來越大。經濟規模大，零件採購議價力

(bargaining power)就強，製造上賺的錢其實很有限，目前這些大產業，全都是成

本優勢。製造方面的能力仁寶、廣達這些差不了多少，所以原本以技術為中心的

產業，到最後全都是看生產成本。另外當規格統一以後，也有一個好處，例如：

大家都標準化以後，我們就要去做不同的東西，要專門去幫別人做特別的服務，

如果臺灣現在有一家公司專門做航太工業中飛機裡面的 LCD，各位可以看到，

德航、法航、還有英航，這些都是臺灣的客戶，專門的服務價格就比較高、毛利

(margin)也很好，但是要經過認證、要做比較特別的設計。 
提到從技術為中心變成以成本為中心，我們以華碩為例，華碩是怎麼起家

的？華碩當年是全臺灣做主機板最厲害、最優秀的，華碩一直擁有這項技術，但

後來技術慢慢標準化以後，各家差別就不大，可是華碩就從管理、研發、製造等

各方面努力，一開始毛利有 25%，後來慢慢就沒有了。各位須瞭解，像最近外資

券商就把宏達電的預估毛利打下來，因為那樣的毛利根本無法維持很久，商場上

大家對「賺錢」絕對是虎視眈眈的，隨時想進入分一杯羹；你現在的優勢可能是

因比較早開始，其他各家如，鴻海、華碩、仁寶，這些公司一定會想盡辦法攻進

來的，一攻進來，毛利就會下來。 
  

創新價值 

各位可以從微笑曲線（毛利率曲線）與苦笑曲線（出貨量曲線）來看（詳見

附圖），宏達電現在毛利如此高，最後一定

上；而在微笑曲線上，如果有創新的技術，

但以生產為中心的時候，就不行；如果以

品牌做中心的話就可以，宏碁是非常特殊

的情況，以前施先生當董事長時，希望宏

碁能夠同時做好研發、製造和生產三方

面，但這點連 IBM 都做不到，最後施先生

只好把製造切出去，產生什麼效應呢？現

在宏碁可以說：「我不一定要買自己切出去

會慢慢下來的，因為它是在苦笑曲線

5

台灣製造業毛利率與出貨量常成反向發展

鴻海

廣達

宏達電

圖： 

臺灣製造業 

毛利率與 

出貨量關係圖 

臺灣奇蹟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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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賺錢的百貨是 Wal-mart，Wal-mart 可以靠資訊系統來控制它

有多

個例子，剛剛提到宏達電，他著眼於提升附加價值，因為他們在通訊產

品產

很強，但是其

設計 發

的緯創做的東西，我可以去買廣達的。」這樣，他的選擇就多了，這樣量就很大

了，既不需要背負製造或研發上的問題，也不會有存貨的問題，他控制得非常好，

換言之：當公司不負責製造，只負責毛利的時候，它對存貨的控制就會非常有效；

果然，後來宏碁一切都變得很有效率。 
各位看

少存貨，其他的美國百貨商做不到，現在 Kmart 也開始學，7-11 也用控制系

統。所以其實是公司的問題，一樣都是買賣東西，為什麼有人會贏？就是因為效

率好。 
再舉

業，通訊產品不好做，其他臺灣公司的技術能力，一定會追上來，例如：華

冠、華寶，特別是華寶，他是以製造為中心，製造方面非常強，所以宏達電就推

出智慧型手機，鎖定高階市場，使其毛利能持續往上攀升。相同地，以「創新價

值」而言，像神達選對 GPS 市場，擺脫 PC 的低毛利，這個可以維持優勢一陣子，

但是，臺灣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只要有人開始做，大家就會一窩蜂投入，拼來

拼去，或是從這家公司的人跑出去開另外一家，很快的最後大家都會做。所以，

論到「製造」，最後還是要拼成本、拼數量，沒有辦法，中間會有一段時間很賺

錢，大家都很賺錢，但是，很快就變成拼數量，根本改變不了。 
臺灣有一家全世界很知名、做 chip 的聯發科，聯發科的設計

能力會比外國人強？沒有，不過聯 科非常厲害的地方在其對於客戶的服

務，透過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做得非常好，尤其在大陸特別成功，他先把

板子全部做好，交給客戶只要配一配就好，所以沒有人打得過他們，因為他提供

的整體解決方案服務做得非常好。現在臺灣的價值要轉到這個面向——對客戶的

服務，在考慮成本的情況下，客戶所需的服務臺灣可以做，在同樣的價格下，臺

灣的工程師有競爭力，這是大陸做不到的，我認為整體解決方案服務是未來臺灣

產業發展上很重要的部分，臺灣會贏，這是我一直在講的，臺灣這方面很厲害，

不是在硬體的設計開始，只要設計跟別人一樣，但在解決方案服務這方面功夫做

好，這是臺灣未來很重要的一個商業指標。 

週期性的 DRAM 市場 

各位可以看到，DRAM 產業是一個循環的產業，所有的科技產業中，唯一

有循環性質的就是 DRAM 產業，面板價格一定是持續下降的，DRAM 是一個永

遠在不平衡的動態循環中，偶而價格往下跌大家就不投入了，過了幾天又起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1993~2005 年間有 3 個循環，在第一個循環裡面，IBM、

Motorola，通通退出，要進入第二個循環時，有力晶、台塑、茂德加入，當看到

臺灣廠商多外商少時，就知道會有事情要發生了，將會是以製造、成本、量為重

點，這就是臺灣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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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大廠還在做 LCD 時，我曾說過：「你們最好不要做，因為拼不過臺灣

廠商

投入。不過

在低

M
在年

其實增加許多，但是價格

跌了

。」從成本角度看，日本根本拼不過臺灣；但是這個東西很好玩，為什麼我

會認為面板的生意是不好的？在此我要解釋清楚，半導體與 LCD 面板這兩個產

業有何不同？這是很多人在問的問題，且這個差別很重要。我講一個簡單的道

理，人不是理性的，在股市中「買低賣高」是常識，但是人的行為常背道而馳，

一是低的時候不敢買，二是最高的時候會捨不得賣，以致會耽誤。 
日本人做半導體就是這樣，有錢的時候拼命投入，低的時候不敢

的時候投入，產業、銀行都會懷疑你這個動作的真正意思，因為在能見度很

差的時候，銀行也不太願意借你錢，所以就很難；但此時如果你敢做，兩、三年

就做起來了，力晶就是在這個時候起來，我們也是觀察過很多個循環才決定要在

這個地方投入；但是日本人都在高的地方投入，所以全部都掛掉。我告訴各位，

2001 年是很慘的一年，當我決定投資時，很多人都不看好，到 2003 年開始賺錢，

2004 年變很賺，很多公司在這一年賺很多錢，大量投資當然就下來了，不過這

同時也就是半導體淘汰最兇的時後，日本傳統的 DRAM 大廠就全部退出了。 
做 DRAM 真的要有很大的膽子、心臟真的要很有力才行。有時，一顆 DRA
初是八塊五毛錢，中間會跌到八毛錢，但是它一下子又會起來，所以如果你

要經營這種公司，就得要承受隨之而來的風險。人是經驗的動物，我們已經承受

了這麼多了，別人一看可能馬上就昏倒

了，但是我們不會，我們學會如何應付

這些情況，這些經驗也蠻重要的；並不

是隨隨便便就可以進來做 DRAM，如

果沒有經歷過層層「淘汰」的挑戰是沒

有辦法做的，人性本來就是這樣子。所

以此時必須決定財務的支出規劃，這時

候大家投資很小，慢慢的就會大賺。 
很重要的一點是 2005 年的 down cycle，當時需求

內文照 

一半，我告訴員工：「雖然價格跌一半，我們還是必須要賺錢。」所以雖然

2004 年力晶賺很多錢，但是 2005 年在 down cycle 時有沒有賺錢才是關鍵；後來

證實我們在 2005 年還是有賺的，這個經驗更告訴我一件事：「即使是逢 down 
cycle，也還是可以賺錢。」所以現在開始，我們就比較敢放手去做。 

力晶成功關鍵因素 

力晶成功的關鍵有幾個面向，茲分述如下。 

一、有效的財務管理

有效的財務管理讓公司即使是在 down cycle 時期，自己的東西還是可以產生

現金

 

流，可以償還對銀行的負債、發行公司債…等，財務做良好的管理，主要是

臺灣奇蹟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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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晶採創新的市場開發策略，例如：DRAM 有一種沒有品牌的現貨市場，這

是力

由日本負責研發並經營國際市場，力晶則專注在美國以外的第三世界國家，

然後

確定公司至少要維持有一到兩年的營運資金，萬一逢 down cycle 時沒錢，仍可以

撐下去。 

二、創新的市場開發策略

晶在控制的，因為力晶是最大的現貨供應廠商，當年我們做的時候，三菱他

們賣給 HP、Dell，我們就賣到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大陸的市場，因為這個市場我

們很熟，力晶是所有半導體公司中庫存最低的，庫存期限是一天，我告訴公司同

仁：「即使明天 DRAM 價格要上漲，今天還是要賣掉，再低價、再便宜我都要賣

出去。」這是我們公司的策略，一丟到現貨市場就是要收現金。我告訴日本人，

我們現在的營運比他們低約 20%以上，到後面包括物流、行銷…等費用加在一起

也比他少 20%。」力晶平均回收帳款天數低於 30 天，而日本公司是 3 個月，這

些錢我省下來可以再拿去投資，效率就差很多。 

三、國際策略聯盟分工 

將日本先進技術轉移到我們下個新的合資廠，我們現在也跟日本共同開發下

一代的技術。日本自己做自己的客戶，我們自己做自己的。日本人看重我們的營

運績效(operation efficiency)，光是一片 wafer（晶圓）的成本，我們就可以與日

本相差 20%。剛才一直提到數量要大，以降低成本，當然，現在在成本上，力晶

與三星相差 10%以上，因為三星現在規模這麼大，不過他很多營運都需要國際化

的成本，所以三星的成本是很高的。 

科技產業的風險管理 

科技產業的風險管理可分幾方面看： 

一、產品生命週期的變化 

產品生命週期的變化，NOR flash 最大的供應商是 Intel 和 Spansion，這種 flash
做到一個 density 以上很難跟 NAND 的技術競爭，因為 NAND 技術才真正適合

製作高容量的 memory，當然 Spansion 就開始找伙伴，但是他整個技術還是無法

跟 Toshiba 這幾家廠商競爭，雖然投資這麼大，但還是無法抵抗循環，所以他們

現在正面對一個蠻嚴重的問題，也想盡辦法看是不是可轉成做跟 NAND 類似的

東西，目前他們就正在做這個動作。而 CRT 顯示器就整個被淘汰出局了，但 LCD 
TV 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它一定要降價到某個程度，市場才會接受，一開始 LCD
降價很慢，CRT 淘汰速度就很慢，後來 LCD 降價很快，CRT 很快就被淘汰了，

他們之間有一個替換關係。而像 PHS 手機…等，技術如有突破的話，也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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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淘汰現象，特別是數位照相機市場就特別清楚，像柯達現在就很弱，即使柯

達原本有很多 film 的技術，但是到了照相數位化的時候，都無用武之地了，柯

達差不多在五、六年前還在中國大陸簽約生產、銷售底片，現在都不行了，那個

變化實在太快、太恐怖了，因為許多東西全部都要消失。 

二、市場形式的改變 

市場形式的改變就是新競爭者加入，以網路為例，原本只有 Yahoo 一家，後

來 Google 來了，Yahoo 就有可能被消滅掉，特別是網路的市場沒有絕對，這個

變化很快。而通路的庫存管理和物流速度也相同，力晶其實也在做通路的庫存管

理，做得非常好，當然臺灣有一家很強的公司——聯強的通路管理也做得很好，

它的成功就是通路管理成功的展現。至於前面提過生產成本的控制、原物料價格

的變動，像 CD 光碟片這類產品受油價價格變化的影響非常大，這些是無法掌控

的。當然這個企業版圖的改變也會帶來風險，像 AMD 和 ATi 合作，nVidia 也會

遇到改變，這些改變影響最大的，除了 IBM，就是台積電和聯電，所以他們非

常認真的看待這些改變。 

科技產業的避險策略 

科技產業的避險策略，分述如下： 

一、躋身業界前三大

科技產業的避險策略之一就是進入業界的前三大，剛跟各位提到，你最好攻

進裡

 

 

面去；第二，全力擴張產能，我剛剛提的三星就是如此，有錢的話儘量擴張，

當然你量大，整個產業會進入激烈競爭，但是最強、最大的會留下來，別人會慢

慢被淘汰；第三，掌握成本優勢，這就是日本來臺灣跟力晶合作的原因；第四，

強化運籌管理效率，科技產業的製造、存貨管理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是用別人

的錢在做生意，你跟客戶買原料進來，鴻海跟上游供應商都是要求六個月後付

款，但供應商的錢放在鴻海六個月，賺的毛利比銀行的利息還高，例如：跟鴻海

做可以賺 6%，銀行一年利息只要 3%，扣掉半年的利息還有 4.5%；鴻海跟下游

客戶收到錢可能要四個月，中間製造一個月，庫存一個月，上游供應商給他六個

月的時間，所以他賺一個月到兩個月，鴻海一個月做 1,000 億，一個半月差不多

就是 1,500 億，非常恐怖，它在財務上面做一個很大的動作，一個半月馬上就有

1,500 億的現金可以用，你不要看他營收，營收是什麼意思？當鴻海有 1,000 億

營收的時候，就是代表他欠上游供應商 6,000 億，但是他的供應商還是給他賺一

個半月的便宜，各位，剛剛提到的 1,500 億，他有這些錢什麼都可以做，差別就

在這裡。 

二、控制通路

臺灣奇蹟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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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提到的聯發科的整體解決方案，它是一種通路，你做設計的工作就被它

擋住了，根本進不來。所以通路的控制非常重要，再好的技術如果不能控制通路

的時候，都沒有用，差一點的產品控制了通路仍可以賣出去，當然也要有多元化

利基市場，也要多做不同的。科技公司要從 a 轉到 b 不一定是很順利的，要轉必

須有很長遠的規劃，例如宏達電、威盛都很成功，威盛就是有一次 Intel 做不好，

他們就慢慢轉多元化。聯發科也是一樣，聯發科就是在靠通路，他的設計跟日本

根本沒辦法比，他就是通路控制得很好所以才做得好。           

三、人才的流通與管理 

人才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大陸的半導體為什麼做得不好？因為大陸人才

不穩定，臺灣的情況是愈有受教育愈好管理，愈少受教育愈難管理，但是大陸剛

好相反，愈有受教育愈難管理，北大、清華這些名校畢業生都很難管，他們是獨

立的 Elites，有更高的薪水隨時可以走，這在臺灣就不會發生。大陸某半導體大

廠就曾一個晚上就有 250 個員工被挖走。各位知道台南科學園區，奇美是南科做

得最好的，10 年前南科也做得很辛苦，為什麼？因為工程師不願意去。南部比

較沒有人要去，所以人才的流動也很重要。生物進化到多元化，近親交配都是不

行的，所以他們需要外面的基因，科技產業每年 20%的人員流動率是有益的，一

灘死水的環境絕對不行，IBM 就曾遭遇很大的困難，因為他的人不走，而像 Intel 
和 HP 就都有很好的人才流動。而日本則都是同一群人在公司，這樣很不好，這

種特質最後根本激盪不出什麼東西來，要做出改變會很難。 
 

半導體產業 vs LCD 產業 

半導體產業與 LCD 產業之差異，分述如下： 

一、投資型態的差異 

半導體廠房最大的特質就是可以分期投資，但是 LCD 廠卻需要一次做完才

行，LCD 廠負債很高即是因為他不能分期，所有的投資都是要一次完成。依「投

資固定成本下降」來看，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半導體廠是從 8 吋開始，8 吋跳

到 12 吋，所費不貲，所以一開始產品很貴，到後來就慢慢便宜下來，然後一個

世代可以維持很久，到後來成本才又慢慢向下降；但在 LCD 產業，四代就比三

點五代貴很多，然後到五代，它的投資是開口發散的，投資的錢再多都可能不夠，

所以其實 LG 到最後是拼錢的，除了尺寸之外技術差別不大，因為製程的部分並

沒有什麼改變。 
因此有的 LCD 廠只投資到第五代就沒資金了，有的投資到七點五代，有的

到第八代，總會有一個極限的。另外一個限制就是面板有它的空間， 四十幾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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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視已經很大了，誰要 60 吋的電視？所以需求全部集中在三十幾吋。半導體

產業中，廠房設備折舊完之後繼續使用下去，台積電毛利那麼高就是因為這樣；

可是 LCD 產業不行，必須要投資新設備來維持成本競爭力，他每一代差異就在

於板子的大小，板子愈來愈大，但人的視覺是有限制的，各位看電視機的大小都

大約在 37~47 吋，這是人感官覺得最好的尺寸，大於 47 吋就不好。因為房子沒

有那麼大，在視覺上會不舒服；在日本 37 吋賣得最好，因為日本房子沒那麼大，

要那麼大的 LCD TV 做什麼？不需要嘛。這就是為什麼大家要投資七點五代的原

因，為了拼那一點點的毛利。 

二、原料與成本的差異 

原料單純這點也很重要，因為半導體原料很單純，就只有晶圓、氣體、和一

些化學材料，剩下的就是用製程來分；而面板產業不同，原料很多，而且問題在

於這些原料中，例如：玻璃、偏光膜、TAC 都是寡占，在臺灣這個做不起來，

所以它不跌價的，LCD 產業的特性，就是當它的面板價格跌的時候，設備成本

與原料不會跌，原料成本貴又受油價的影響，所以 LCD 才這麼不好做。它受油

價影響非常大，而半導體產業受油價影響卻非常小，因為它唯一跟油有關係的是

電力，而電力在總成本的比例很小，所以半導體是非常穩定的產業。 

三、競爭力的差異 

面板產業是資本決定競爭力，我要 1,000 億資金，如果沒有 1,000 億根本不

用談。而半導體是技術決定競爭力，我做 90 奈米，就是要有技術，台積電也是

一樣。各位知道 LCD 三點五代廠有很多都拿去做手機面板，如果現在所有三點

五代廠所產出的 LCD 都拿去做手機面板的話，將會是現在手機需求的 30 倍。臺

灣有時候投資是盲目的，我告訴各位，當年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在投資砷化鎵，

那時候臺灣投資砷化鎵的生產總量是全球需求的 10 倍，而現在臺灣做砷化鎵的

只剩下一家而已，當時大家瘋狂投資，但還是不行；而 LCD 面板產業的需求現

在都是固定的，那會發生什麼問題？電視是家電，家電跟 PC 最大不同的地方在

於家電是傳統產業，什麼叫做傳統產業？各位家裡的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多

久換一次？而你的 PC 多久換一次？這是第一個問題。 
再以各位同學的手機為例，你會說：「這個手機太炫了，不買對不起自己。」

因為手機是消費性產品，所以一定會常換。手機用 3 年會覺得太丟臉，不過電視

用 10 年都不會有流行的問題，所以電視的性質是傳統產業，但是具有科技性質

的消費性產業，像 SONY 現在推出新的二種液晶，它同樣的尺寸，一種是 12 萬、

一種是 19 萬，中間 7 萬塊的差別就是在晶片！它是賺這個的，面板都一樣，面

板的附加價值沒有辦法增加。 

四、需求面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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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點，當大家加速換電視之後，換完了怎麼辦？就沒有人要換了，本來

全球有 8 億臺電視要換，舊的電視太占空間，所以現在換成 LCD，一臺電視通

常用 5 年到 8 年，現在是預計 3 年會重置設備，因為要重置，大家開始投資生產，

請問：「換機結束後增加的產能要怎麼辦？」三星現在拼 60 吋的，臺灣要怎麼做？

不做，好像覺得三星比較大我們比較小，所以三星就用錢把我們拼死，半導體應

該是不會有這種情況，所以這二種產業不同。 
 
以上是一點個人的意見，提供給大家參考，謝謝大家。 

 

內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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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Q1：董事長剛提到有二種東西是不能改變的，一個是風險，一個是個性。請教

黃董事長，您認為自己從小到大個性改變了多少？謝謝。 
 

黃崇仁董事長： 

我想我只有改變成愈來愈有膽量而已，其他都還好，另外，我從比較懶得唸

書變成比較願意唸書。我年輕的時候比較內向，現在既然曝光那麼多，之後就會

比較敢講話了。而在做決策方面，我告訴各位，如果今天要出去做生意，你的第

一個決策對成功或失敗的影響通常會很大，因此不能輕舉妄動，第一個決策就成

功才能帶給你自信，之後就會一路成功。第二個就是我以前比較沒有堅持的力

量，個性改變之一就是我變得比較堅持了。就像你追女朋友，堅持到底也會比較

好。 
 
 

Q2：我們都知道力晶是國內最大的 DRAM 廠，但是像華亞科或茂德科技目前也

做得不錯，請問黃董事長如何看這個成長趨勢？想讓力晶成為何種角色？ 

黃崇仁董事長： 

我不怕這種競爭，因為我是從最小的一家拼到現在。跟大家講一個故事，我

常常看大學，覺得唸臺大比唸哈佛有用，這是良心話，表面上唸哈佛很好，但是

大家將來要做的是臺灣的生意，應該更深入了解臺灣各個層面；很多家長都把小

孩送到國外，不留在臺灣，其實我是反對的，當你更了解你的員工，更了解你的

市場，你會做更有效的決定，大學都在國外唸，根本不了解臺灣這個地方，你回

來要做臺灣的 CEO？當你連你的部下在講什麼都不知道的時候，你根本不了解

這個地方的文化，要如何管理呢？管理必須要有一般常識，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各位如果選擇去國外深造，要先把臺灣大學唸完了再去，各位以為唸完哈

佛 、 史 丹 佛 會 有 很 好 的 機 會 ？ 對 ， 也 許 可 以 去 GOLDMAN ， 可 以 去

MORGASTANLY，這個我贊成，但是你要去華碩、力晶這種地方，對不起，我

告訴你，我會比較欣賞臺大畢業的。 
另外，你必須要了解什麼是你想要的，而不是以薪資多寡來判斷。我們當年

說要去美國唸書，為什麼？因為當時沒有什麼選擇；那現在呢？我會選擇在臺灣

讀書，為什麼呢？力晶有一組臺大畢業的 MBA，我帶著他們學習，他們學習到

了很多的東西，之後就派去外地做生意。所以歡迎你們來參加我們的創意競賽，

我之所以會做這個，因為我終究是一位教授，很多人喜歡當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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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要做不同的行業有不同的誘因，我最喜歡舉一個例子，各位知道有個

品牌叫 LV，LV 這個皮包占全球總利潤的 50%左右，各位不管在外面看到什麼品

牌，還是這一家最賺錢，這一家行銷有它的力量，如果我來教行銷，我第一個就

是教 LV，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沒有存貨。比如說 Dunhill 的領帶很出名，

我看成本都差不多，都是 OEM，但它的價格也比 LV 便宜 20%，到了明年過季

的時候就打七折，再過幾年折扣更低，而 5 年前的 LV 領帶現在還在賣，而且還

更貴，但你還是會買，這就是品牌的威力，只要可以做的東西，LV 通通都可以

賣出去。各位要學行銷的話要學 LV，這家當年在紐約也是沒什麼名氣的品牌，

換了這一個非常厲害的老闆，一開始就把行銷做得非常好。 
再者就是創造力，LV 的利潤有 60%來自日本，次高的就是香奈兒。下一個

市場就是中國的市場，這個市場文化很重，臺灣是有錢人買真貨、買假貨都沒有

關係，例如我有錢我買一個假貨，反正我是有錢人嘛，又看不出來，大陸就不一

樣，沒錢就用假貨，有錢就用現金買真貨，他們的民族性跟我們不太一樣。各位，

要做生意一定要看市場，LV 基本型的設計就是會每年都賣，所以要做一個長賣

型的產品。 
假如我用高科技來看品牌，我們真是悲哀，新產品不到幾個月就可能出現殺

價，而它們那種東西 10 年都還在賣，當然，存貨也可能愈賣愈貴，就像酒；還

有 LV 價格也是不跌的，為什麼？因為通貨膨脹。我超喜歡舉 LV 做比較，這是

給各位一個小小的評論。 
 

Q3：臺灣的半導體廠如：力晶、茂德、南科，大家的毛利率都差不多，但力晶

的營業淨利率是最高的，請問董事長，力晶在這方面有什麼祕笈嗎？ 
 

黃崇仁董事長： 

主要就是力晶在工廠的效率，我們同仁做出來幾乎是完美的，我們說這是「殭

屍式的企業」，控制精準不能出錯，但要再精進也就十分困難了。 

 
 

郭瑞祥所長結語： 

謝謝黃董事長今天分享了非常多寶貴的見解，不論是知識面或是經驗層面，

最重要的是他對這個產業的深入了解及分析，對各位教授、同學、業界朋友而言

都獲益良多，讓我們再次謝謝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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