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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94/5/12（四）   PM  12：30—14：00  

主講人：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鄭崇華 先生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陳文華 所長 
講  題：回顧與前瞻—21世紀的環保商機—環保節能 
背景介紹： 
鄭董事長崇華先生係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歷任台南亞航公

司儀器工程師五年，美商TRW 公司生產，工程及品管經理五年。民

國六十年自行創辦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迄今。 

鄭董事長白手起家，創辦台達電子集團，一生專注於環保、節能

相關議題。因此，儘管台達電的產品不斷地創新，但是對於產品必須

節約能源的堅持卻始終如一。 

鄭董事長堪稱台灣少數有強烈社會責任使命感的企業家，創辦台

達電文教基金會，長期投入環境保護與科技公益創新的相關活動，

2004年設立環保公益獎學金，藉此鼓勵年輕學子赴荷蘭攻讀環保工程

領域之課程。鄭董事長在推動環保節能的作為上可謂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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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21世紀的商機—環保節能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鄭崇華先生 先生 

陳所長致詞 

歡迎大家前來參加這一系列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所舉辦的演講，孫運璿先生

管理講座已經舉辦過多年，每次都邀請到國內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來演講，由過去

經驗中獲得眾多好評，今天則很榮幸能夠請到鄭董事長來幫我們演講有關於台灣

環保節能科技產業的未來趨勢，讓我們鼓掌歡迎鄭董事長。 
 

 

鄭董事長演講 

前言 

非常感謝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的厚愛，安排我來參加這一次

的「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 

我在 40多年前走出成大校門，5年在亞航工廠，5年在美商 TRW，加上創

立台達的 34年，一共是 44年。這些時間全部都在工廠及公司從事企業經營，很

少參加公司以外的講演活動。在考慮了一下後，決定還是把自己隨著台灣電子業

發展的一些經驗與心得，以及從現在到將來我們要做的事，來與各位分享，特別

是在對環保與珍惜自然物資以及節能觀念的覺醒！身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我們

要怎麼做？如何才能讓地球的人類及生物長久的活下去，同時還能創造出二十一

世紀的好商機？ 

我是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成大電機系畢業，當時台灣並沒有太多的研

究所，留學的風氣很盛，台大理工科系大學生畢業後幾乎全部出國留學，我在成

大的同班同學大約也有一半到海外留學。由於我是隻身在台，受限於許多條件出

不去，只好乖乖地在台灣就業，當時很羡慕可以出去留學的同學。不過現在回憶

起來，也覺得自己過去的經歷是個很幸運的機遇，留在台灣讓我有機會從 1960

年代開始親身體會台灣工業發展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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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三大主力 

談到台灣經濟發展，我引用高希均教授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台灣經驗四十

年」一書中所指的「台灣經濟奇蹟創造的三大主力」來自： 

 政府把握正確的基本經濟發展策略 

 工商界人士掌握有利的投資機會 

 勤奮的勞工投入生產行列 

第一項談到過去的政府。中日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歷經二二八事

變、白色恐怖等，這些不好的經驗留下了後面的歷史包袱，甚至讓人民痛恨，使

得一部份最能代表中國人的漢族同胞不要做中國人。而當年在大陸的老百姓經驗

也是相同，所以造成失去民心。雖然抗戰勝利了，政府還得退守台灣，當時不論

是國際形勢以及內部經濟都極為不利，幸好後來政府做了一件非常對的事，就是

重用了如尹仲容、陶聲洋、李國鼎、孫運璿等有遠見，有魄力，清廉無私，視國

家社會發展為己任的官員，他們把握了正確的經濟發展策略，在國難中把握時

機，不僅扭轉了不利的形勢，把台灣的經濟一步步的趨入正軌，並做了許多重要

且有創意的措拖，如獎勵投資條例等。引進外資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啟

動作用，外資企業對台灣人才的培訓與交流，以及衛星工廠的產生都有極大的貢

獻，許多企業的創始人及本地企業的高階經理人都出身於外商，也帶來了許多有

用的制度，對人才培育以及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擴散都有很大的助益。 

 

台達電子與台灣電子產業的發展 

2001 年是台達公司創立的 30 週年，我們回顧公司成立 30 年有什麼特別可

以慶祝的事，我當時想：如果台灣沒有李國鼎、孫運璿這一批人的智慧及努力，

替我們營造一個良好的投資創業環境，我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去創業，也不可能

有我們公司的存在。飲水思源，我們決定在 30 週年慶祝活動中做一些對他們的

感恩活動，如感恩音樂會，拍攝孫資政的「掌握風雨世代」及李資政的「競走財

經版圖」光碟片等。希望將這段歷史永留於世，作為後人學習的榜樣。 

台達電子的創立與發展，是隨著台灣電子產業發展的脈絡而成長，從 1964

年通用器材公司（GIT）在台灣設廠，其他許多外商如美國的德州儀器（TI），

TRW， RCA，Zenith，荷蘭的 Philips等。在外人投資獎勵政策下紛紛來台設廠，

也帶動了國內的電子工業。 

1970 年初期，電視機、收音機的外銷量已超過百萬台，外銷總額超過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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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後來彩色電視機外銷的繼續增加，也帶動了我國的電子產業，如大同、聲

寶，也製造電視內外銷。那時國內的電子零組件大都依賴日本進口，國人工廠非

常需要零組件的供應。1971 年台達創立，前三年全部都是供應國內的電視廠，

一九七四年開始供應 RCA、Zenith、Philips等外商，同時也提供外銷。當時公司

成長快速，前 10年的銷售平均年成長 47％。因為品質良好，第二年就獲得大同

公司的「最佳電子零件供應商」獎牌。供應給 RCA的電子零件，也曾有連續二

年無退貨記錄，而得到 RCA的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Vendor Award。 

1980 年代是資訊業成長蓬勃的時代，台達的產品重心也漸漸從電視市場轉

移到電腦市場，IBM、Digital、王安、HP以及後來的 Dell，Gateway都成為我們

的主要客戶。我記得 1979 年發現有美國的 PC 及其他數位產品，因為有電磁干

擾，而被限制進入歐洲市場。當時我們開發了 150個 Part No的 EMI Filter，獲得

UL CSA VDE Safety Approval，成為台灣第一家 EMI Filter的廠商，不久更成為

全世界第二大的 EMI Filter供應商。 

轉機就是商機。八 O 年代資訊產品的電源供應器，所有客戶都改為使用輕

薄短小且效率高的交換式電源，我們在這方面很早就有著力，訓練了一些人才，

做了許多準備的工作。1983 年開始我們就大量生產，供應各大資訊廠家，也因

此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電源供應器廠家。台灣的電子工業從 1984 年開始起超過

紡織業，成為出口第一位的產業，在電子產業中，電子零組件佔第一位，約 28

％。 

1986 年台幣大幅升值，不僅工資上漲，且勞力供應不足，加上顧客希望能

在靠近顧客的地區供貨及服務。因此，我們除了 1980年在美國設有 Office之外，

於 1987年成立歐洲 Office及墨西哥廠開工，1989年成立泰國台達電子及日本的

Office，在大陸方面，1992年東莞廠開工，2001年吳江廠開工。今日台達在全球

共有 17 座生產基地，其中在東莞、吳江及泰國的廠區是為我們的生產重心。此

外，台達的分公司及研發中心也遍佈在全球 20 多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共有 42

個服務據點，18個研發中心或設計工程部，以及超過四千多位的工程研發人員，

全世界的台達員工總數則已超過 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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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的核心競爭力 

談到台達的核心競爭力，我們可以從幾個項目來看： 

第一是「全球化組織」：台達立足台灣、佈局全球。我們不是為了全球化而

全球化，是因為市場的需求。在市場全球化的佈局下，對顧客提供全球性的供貨

及服務。所有的顧客都會願意把單子交給具備全球供應能力的業者，我們這幾年

建立了全球化的據點也就占有很大的優勢。 

第二是「技術的領先」：創新與新產品研發一直是我們努力的重點。台灣在

過去幾十年來，在研發方面，擁有非常敬業及受過良好訓練的工程師，我們公司

更是強調要從基礎來扎根。雖然這樣的路走起來比較艱苦，但這也是我們公司跟

別人不一樣的一點。這幾年我們更加強與國內外研究單位的合作。國內各優秀的

大專院校以及中科院、工研院等研究機構都與我們有許多的合作計畫。十六年

前，為了讓我們的 Switch Power Supply技術領先，我們在 Virginia Polytech成立

R&D Lab，請李澤元（Fred Lee）教授來擔任 Lab主任。五年多前，我們又在上

海設立了研發中心，並很榮幸再度請到李澤元教授來擔任中心主任。經過五年多

的發展，中心現在已有 80 多位博士、碩士等一流的研發人員，大部分來自於我

們密切合作的 6所大學。此外我們也與麻省理工學院（MIT）合作，五年多來的

「活氧計畫」，也讓我們提昇了技術能力，尤其是在語音辨識的領域上。就是這

樣藉由不斷的創新與研發，讓我們走在潮流前面，保持優勢與領先地位。 

第三是「製造的競爭力」：堅持品質以及掌握成本，重視生產效率與產品的

品質和可靠性，把對的事情一次就作好，一向是我們全體員工持續不斷努力的目

標。我們更利用全球的資訊科技建立網絡，加強軟體及系統整合，為顧客提供全

面性的服務。另外我們有一個很強的的自動化工程部，重要的 Project 在產品設

計階段就讓自動化參與，同時設計出最經濟有效的生產製程及設備，不僅可降低

成本而且提高品質，使我們獲得客戶更高的滿意。 

第四點談到公司的企業文化：台達的企業文化中，我們沒有明文寫出來的就

是企業道德，這個本身是該做的，但我們嚴格執行與要求員工，即使拿不到生意，

我們絕對不賄賂，也不許員工到不正常的聲色場所。我們是股票上市公司，但絕

對不介入股市的起伏，只管把公司的事情做好，我們的企業文化就是顧客滿意，

品質，創新，合作以及敏捷。 

第五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身處在這個社會，企業

為社會的一個公民，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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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落實企業責任上，除了繼續不斷研發、生產環保節能的產品，我們十

年前成立了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舉辦許多公益的活動，如音樂會、公園種樹、

廢電池回收、兒童夏令營、救災捐助等等，我們也在國立科學博物館捐贈了一間

「物質世界展示區」，透過簡單有趣的科學遊戲，來推廣兒童的科普教育。此外

我們也贊助了許多學術教育活動，並提供大學的研究計畫與獎學金，以及孫運

璿、李國鼎講座等。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欣慰、有成就感的事。 

 

二十一世紀的覺醒─環保節能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想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人類應有的覺醒，我們及我們的子

孫將來會面臨什麼問題？人類要怎麼生活下去？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 

讓我們回憶一下，人類在一萬年前由游牧時代進入農業時代，人口從約 7

仟萬，經過幾千年增加 10倍，到約 7億。工業革命（西元 1750到 1850年）以

後全球人口在短短不到 200年內又增加 10倍。現在人口約 63億，呈指數成長，

人類自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現在，我們引以為傲的工業進步讓我們的物質生活享受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但我們不可忽視在這短短不到 300年中，自然界資源的

損耗及環境的破壞也是空前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被浪費而急遽減少，其

耗損速度也隨著工業發展而急遽上升，這些資源包括空氣、水、土壤、樹木、礦

物、石油、陸地及海洋的其他生物等等，最顯著的例子，二氧化碳的過度排放及

森林的砍伐造成溫室效應，物資的不當使用及浪費造成天然物資的耗竭。所產生

的廢棄物更造成環境污染，真是不勝枚舉。太陽系與地球是經過四十六億年逐漸

演化才形成適合人類及生物生活居住的環境，但人類卻在不到千萬分之一的時間

內，就把這個環境破壞了。 

最近有一份由全球 95 個國家一千多個專家，共同執筆的「千禧年生態系統

評估」的報告，指出全球已經過度使用自然資源，使全球三分之二的自然資源嚴

重耗損，石油再過三、四十年就要用完了，煤礦最多也只能用上百年，我們必須

很嚴肅地面對這大幅惡化的地球資源議題，以免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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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商機 

記得兩年多以前，我讀了 Paul Hawken及 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合著的

Natural Capitalism，中文版翻譯為『綠色資本主義』由天下出版，在中文版的序

文中郝龍斌先生曾寫下這一段話：『綠色資本主義─創造經濟雙贏的策略』一書，

似乎為我們找出一條出路。作者以親自從事企業的經驗，向工業界人士提出一個

挑戰：如何大規模提升自然資源生產力？以美國為例，估計廠商所使用的自然資

源中，只有 6％製成成品到消費者手中，其餘材料都成了廢棄物，你想想這樣的

效能，當然有大幅改進的餘地了。 

我今天帶了一些「綠色資本主義」，及李資政、孫資政的光碟片，要贈送給

學校。我誠懇的呼籲有智慧的朋友們，在每天工作與學習之餘，留點時間來咀嚼

這本書的涵義，好好的思考。這本書中所提示的新觀念，各種問題以及解決的範

例，給了我們許多啟示，也指引了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不論是政府或民間，都

應該立即付諸行動，對企業界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商機。 

台達長久以來，一直以環保節能作為我們公司的使命，不斷地投入於研發，

落實我們的理念，同時開發市場需要的產品，對佔我們營業額 50％的電源供應

器效率從過去的百分之六、七十，每年不斷提升，目前許多產品效率都在 90％

以上，其他如零組件及視訊產品皆以節能、環保、健康為優先考量，十年前開發

的節能燈泡安定器，可省下 2/3的電能。歐盟公告的 RoHS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Hazardous Substance）指令，規定 2006年 7月起電機電子產品，不得含鉛汞

等 6大類危害物質，但是目前市場上流行的液晶平面顯示器及液晶平面電視所使

用的背光板（CCFL）裡面含汞，而我們今日正領先開發成功符合 RoHS 規範的

無汞平面背光板，不久就可以供應市場。 

我們在 2000年就開始試用無鉛焊錫，同時於 2001年在吳江廠設立重金屬及

毒性物質檢驗實驗室，所以對歐盟的 RoHS環保需求已有準備。關於二 OO三年

二月歐盟公告的WEEE（Wast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其內容正合

乎物質重複利用，回收再製節省天然資源的環保原則，值得提倡實施，今後對產

品的設計及使用應有新觀念及做法，這也是我們該做的。至於台達的節能交流馬

達變頻器，本來就是用於自動化的節能產品，最近大陸地區缺電，我們各廠設備

安裝後約節省設備用電量 30％。在潔淨能源及新產品方面，我們創立了旺能光

電公司，今年第三季就開始生產 Solar Cell與我們的 Solar Inverter成為一個系統

產品，此外我們也積極的開發燃料電池的各項零組件及汽車零組件。 



 - 8 -

結語 

我剛才提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應該覺醒，不要把經過 46 億年孕育出適合

人居住的地球，在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現在還不到千萬分之一的時間內，對自然

物資及能源不當使用或作無謂的浪費，把這美好的自然環境破壞殆盡，以致造成

後代子孫無法生活。其實我們只要對環保節能多用點心，可做的事情與機會非常

多，一些實際的例子，如 Toyota的 Prius II 在市區每公升約可跑 26公里，大約

是一般汽車用油的 1/5，而性能絕對不差。再舉一個例子，已經有建好並且正在

使用的 Green Building，它的用電只有一般的 1/16，而還比我們現在的 Building

更舒適、更健康。我們要有新的工業革命，觀念要改變、作法更要改變，這不僅

需要立刻採取行動，這也是一個商機。 

我們決定現在與將來蓋的建築物，都要建 Green Building，例如即將在今年

8 月完工，台南科學園區的台達廠房，也是一個 Green Building。最近全世界都

在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議題，台達的企業社

會責任白皮書，其內容精神之所在，就是「企業誠信」與「善盡世界公民之責任」，

同時我們也將公司治理透明化與種種環保節能的作為，融入到企業日常的核心管

理中。 

多年來感謝我們客戶對我們的肯定與鼓勵，2004 年我們獲得 Microsoft 與

Cisco評為全球最佳供應商（Supplier of the year），HP及 SONY等公司也給我們

Vendor Award，同時感謝國際投資者的肯定，外資持有台達企業的股份比例也已

經是台灣上市公司的前茅。 

希望藉由今日的機會能與各位作些經驗分享。請各位先進、教授、同學們也

能多提供在環保、節能上的新觀念、新作法與我們交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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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所長結語： 

能夠聽到如此有智慧的前輩講演，除了對同學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外，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如此，難得能夠當個聽眾坐在台下，聽取前輩二小時的經

驗分享，實在是彌足珍貴的享受。最後我謹代表台大商研所，贈與董事長一個紀

念品，希望他能擺在書桌旁邊，然後記得今天他所帶給台大師生的這麼一場知識

的享宴。 

再次謝謝董事長帶來這場熱烈精彩的演講，提出許多環保能源開發的觀念與

見解。這場演講十分的精采，但由於時間有限，我們今天就在此感謝董事長的蒞

臨與演講，也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