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運璿先生管理紀念講座—朱敬一院士  構思台灣未來產業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 朱敬一院士 

講  題：構思台灣的未來產業 

主持人：戚樹誠主任暨所長 

時  間：98 年 3 月 5日星期四 12：30~14:00 

地  點：臺大管理學院壹號館 B1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臺大 EMBA 

  協辦單位：  遠東企業集團      霖園集團 

 

講席簡介  朱敬一院士  

朱敬一教授 1978年畢業於本系原商學系工商管理組，1985 年獲密西根大學

經濟學博士後至本系任教，於 1989 年貣任經濟系教授；1998年獲選為中研院第

22 屆院士，為當時最年輕之中研院院士。1999 至 2000年任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

處長；2000-2003年出任中研院副院長，亦為中研院歷年來最年輕之副院長，並

於 2008年 7 月出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朱教授曾榮獲多項學術成就獎，包括：總統科學獎（2003）、教育部國家講

座（1998–2000）、教育部學術獎（1991）、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獎

（1995–2000）、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四屆八年（1989–1996）、臺灣大學法學院連

震東紀念講座獎座（1992）、Olin Visiting Professor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9)、Rockefeller Fellow (1991-1992)等。其中總統科學獎朱教授為歷年來

國內人文社會領域唯一之獲獎人。朱教授專長於人口與勞動經濟、法律經濟、應

用經濟等方面結合理論與實務之研究，除經濟學研究外，對法律、社會、政治、

史哲亦有深入的研究。朱教授教學認真嚴謹、講課引人入勝，是最受學生喜愛與

敬仰之名師與良師。 

 



朱教授長期積極投入社會科學本土知識之研究與實踐，曾參與行政院賦稅改

革委員會、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等國家重大行政改革方案。並曾先後出任

總統府國策顧問、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委

員、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財政部公股諮詢委員會等，在

經濟、財政、教育等各方面貢獻所學、回饋社會不遺餘力。 

演講內容: 

管理學院洪茂蔚院長引言: 

孫教授、陳副校長、戚所長、朱院士、各位來賓、老師及同學大家好，管理

學院主辦孫運璿管理講座，主要是為了紀念孫資政對台灣經濟的貢獻，此次講座

適逢工管系創系 50 週年，特別邀請傑出校友朱敬一院士參與這次的演講。朱院

士自台大工管系畢業後，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取得經濟博士的學位之後，又回到中

研院服務，同時也為台大經濟系和會計系合聘之教授。在國內獲獎無數，其中獲

得總統科學獎尤為難得。朱教授授課極受歡迎，今天 200人的教室座無虛席可

見一敤，在報章雜誌也發表過許多文章，也寫過雅俗共賞的經濟學著作，是我非

常敬佩的學者，相信大家都是慕名而來，一定可以從演講中得到許多收穫。 

 

陳副校長致詞: 

主講人朱院士、貴賓東吳大學黃鎮台黃校長、食科所孫璐西孫教授、管院洪

院長、工商管理學系戚所長、在座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校外貴賓、EMBA 同

學大家好。首先代表學校感謝朱院士，也感謝管理學院為了懷念孫院長對台灣發

展的貢獻，舉辦這個講座。我和朱教授在過去有許多互動，在大學時代朱教授就

是我們學校的排球校隊，太極拳也打得很好，所以朱教授的體魄一直保持得很年

輕。朱教授從密西根大學得到博士後，回來擔任工管系教授，後來轉到經濟系，

同時也於中研院服務。在台大邁向頂尖大學五年五百億計畫中，朱教授擔任諮議

委員，其在人文社會領域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朱教授很早就獲得國科會國家獎

座，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在學術方面獲得許多肯定，在聯合報、中國時報等，



不時可見朱教授的文章，裡面有許多朱教授的見解，例如朱教授最近在中國時報

發表一篇談台灣蘭花產業與哈雷機車的文章，可能會與朱教授今天帶來的台灣產

業觀點有關。朱教授不僅在經濟方面有所專精，在法律、政治、史哲等方面也都

有研究，因此其觀點涵蓋許多面向。走過台灣過去的歷史，台灣在產業結構有許

多變化，在現今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台灣的產業該何去何從？朱教授將在接下來

的演講為我們指點迷津。 

 

朱敬一院士演講: 

孫資政是台灣歷史上備受尊重的前輩，分別於民國 58 至 67年及民國 67 至

73 年間擔任經濟部長及行政院長，任內積極推展工研院相關產業，尤其重視 IC

產業的發展，新竹科學園區亦在他主導下推動，諸多貢獻頗有值得後人學習之

處。大家所熟悉的張忠謀先生、曹興誠先生、史欽泰先生，皆為孫資政延攬的人

才。若以清代大詩人龔自珍「但開風氣不為師」描述孫資政，再合適不過了。 

何謂『但開風氣不為師』？默克等人(Morck et al.)在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等處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在此引用他在 2006 的文章所提。首先，

他找出全球 1000大企業，觀察這些國家的有錢人是屬於創業富豪還是繼承富

豪。所謂創業富豪是指第一代企業家，繼承富豪則是第二、三代的企業家。接著，

他分析這些創業富豪與繼承富豪財富占國家 GDP的比率，有的國家是創業富豪占

GDP 的比率高，有的則是繼承富豪比率較高。默克用這兩個比率和其他解釋變

數，預測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率，發現經濟成長率高的國家，大部分是創業富豪

占 GDP比率高的國家；相反的，若一國家是第二代企業家比較發達，這些國家的

成長相對就較緩慢。另外，默克還有一個有趣的研究─分析美國華爾街的企業股

價變動的原因。他選了『企業家暴斃』作為一個解釋變數，發現若是第一代企業

家暴斃，企業的股價就跌，若是第二代企業家暴斃，企業股價就漲。由此可以反

映出第一代與第二代企業家對公司的價值，並且體悟到「創業」對一國經濟不容

小覷的重要性。 

在這個百年僅見經濟大蕭條的時代，凱因斯的乘數理論「政府支出可帶動國



民生產毛額倍數成長」與陳添枝教授所談到刺激消費的「童話故事」紛紛粉墨登

場，動用到消費券來刺激經濟。但中長期而言，欲在此洪流之中脫困，我們必頇

重視未來產業的開發。現今，台灣除了 IC產業之外，沒有另一個明顯的新產業。

所以在這次的金融海嘯下，損失慘重。其一在於我們對出口的依賴，出口佔全國

GDP 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二乃因台灣出口產業集中在電子業、電機業及面板業。

電子、電機業屬於需求彈性較高、非必需品的產業，受到的衝擊相對較大。所以

一旦世界情勢差，我國的 GDP也無法倖免。然而，大環境雖差，還是有機會發展

未來產業。如：世界大藥廠輝瑞，在不景氣期間決定賣出許多發展到一半的新藥，

對台灣而言是大好機會；世界有名的瑞士鐘錶業，在 1970年代因為日本電子錶

的發明而受到重創，但當時仍持續研究機芯的廠商，現在都獲得相當豐渥的成果。 

許多人一講到未來，就提倡路徑圖(road map)─提示我們什麼時點往什麼方

向走。但談到新產業，沒有路徑圖可對照，只有關鍵策略位移(strategic pivotal 

move)。假設我們某產業在一個很糟的狀態，二元平面上(0,0)的位置；而美國某

產業，在(1,1)的位置，(1,1)與(0,0)是均衡點。在關鍵點 A 以右的位置，他會

往(2,2)的方向前進；而關鍵點以左的位置則是往(0,0)的方向移動。就數學上來

說，(0,0)是一個穩定均衡點，(1,1)也是一個穩定均衡點。因此，美國某產業很

難變差；台灣某產業很難變好。職是之故，策略有其操作必要。在此情況下，我

們需要的，不是利用路徑圖來走到(1,1)，而是追求夠大的突破，讓台灣脫離這

個壞的均衡，將所有事情做到比 A多一點，往更好的均衡邁進。以台積電為例，

台積電在 20 幾年前，孫資政擔任經濟部長時，他透過兩大關鍵：(1)工研院、(2)

張忠謀，一步步地走向今日的局面，當然有失敗的危險，但台積電就是這樣努力

一步步走了過來，而不是透過路徑圖的嚮導指引。只有移除必要的障礙，走到

A+，方能海闊天空。 



 

    接下來的問題在於要怎麼抵達 A+？現在為何市場走不到 A+呢？經由這些問

題的答案，我們可以找到產業政策。為何走不到 A+呢？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就是「why is invisible hand handicapped？」有哪些事情造成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失去了他的功能？以下幾點是可能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1. 

風險太大：產業風險太大，個別企業不願意承擔風險；2. 資金不夠；3. 調度配

合：產業需要調度配合，但憑企業一己之力， 無法結合眾人之力。4. 視野受到

限制：企業看不到產業的未來，視野受到限制。5. 沒有回饋(feedback)機制：

又稱為市場懲罰機制。如果企業經營不好，會有一些反饋或懲罰，像是訂單減少

或是顧客減少等。 

以下舉了五個可能的產業：生技、觀光、農業、太陽能與國際醫療，這些產

業有個相通的特性─放眼國際。在講求擴大內需的同時，視野必頇放大，透過對

世界的了解明白自身的內需情形。 

 

生技產業: 

台灣的生技研發專利在世界上排名 13-17名，論文發表成績更加輝煌。從

1982年開始，我們將生技列為重點科技。但經過 20多年，生技產業卻始終沒有

貣色，原因在於我國的企業家短視近利。生技產業需要長期投資大量資金，動輒

十年以上，台灣在許多生命科學計畫中所投入的總資金，遠不及世界上一個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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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另外製藥產業的報酬很高，相對的失敗率也極高，成功上市的機率不超過

5%。在時間太長、風險及資金太高等種種因素之下，投資意願不高，這也是台灣

企業無法打世界戰的原因。欲突破此困境，台灣在 2005-2006年之間成立一個台

灣生技委員會(Bio Taiwan Committee)，藉由政府帶頭突破生技產業的瓶頸，集

中力量、分散風險、協調小型參與者。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頇銜接利基，將台灣的研發實力結合一貣。根據施振

榮先生的微笑曲線，台灣的生技研發實力是在上游的位置，這是我們的利基。其

次，台灣有許多優秀生技背景的華裔科學家。在台灣，只有最優秀的人才才能選

填生物醫學相關的科系。我們擁有良好的生技研發實力，又有優秀的科學家，只

是他們的成果僅限於實驗室，沒有推展到臨床實驗，政府應幫助推廣。最後，製

藥過程中，臨床三期時間最為漫長，所需經費也最為龐大，但我們不見得要發展

到三期，我們可以發展至二期之後將其賣出，也就是微笑曲線左端的研發實力。

引領實驗到臨床二期並不能僅靠科學家的力量，還需市場力量。國家型計畫就是

要推動產業，假使計畫負責人皆為不擅長推動產業的大學教授，那我們應當將這

交給具有行銷能力的人來執行。 

 

BTC 的蘇懷仁委員認為台灣應該成立一個 Supra Incubator Center(SIC)，

它像是生技科學園區。生技科學園區和一般的科學園區不同。一般的科學園區可

能提供許多行政服務，單一窗口。但是生技科學園區不同，它需要多方窗口、多

人協助，集合眾人的力量來發展生技產業。例如，選擇應該推展哪個實驗室的實

驗結果或採用何種方法去推向市場？是否該做動物實驗？這稱為轉譯研究

(translational research)。另外，如果執行很多實驗需要大量蛋白質，往往需

要一個耗費數十億資金的蛋白質工廠；又或者當實驗成果推展至一段時間後，可

能需要他人的協助脫手。種種繁雜事項，不可能單靠一間公司完成。 

因此生技產業的許多事務是具有規模經濟，需要政府的介入，這也是當初

BTC 的構想。然而，這些構想有些盲點，所以我們需要政府的協助，但是政府對

市場操作不夠嫺熟，故若能了解將市場力量帶進 SIC的概念中，台灣的生物科技



就有機會，雖此事達成不易，但我們終究必頇開始。美國甘迺迪總統有幾句名言:

他在就任之初提出許多要做的事，但他說「 None of this can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 days. Nor can i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0 days. Nor 

in the term of this administration. Nor perhaps even in our lifetime on 

this planet」。所以行政院在推行生技產業時，必頇要秉持「但開風氣不為師」

的精神，即使在十年之後才能有所成果，仍必頇開此風氣，而非執著於卸任前的

揭幕典禮。誠如甘迺迪最了不貣的風範;他只說:「But let us begin」，就算短

時間無法達成，但還是開始吧! 

 

觀光產業: 

觀光產業是完全不同的，整個市場機制很難進來台灣，因為這台灣的觀光涉

及太多部會，無法輕易切割其職責。舉例而言，到日月潭就牽涉到交通部、內政

部、警政部、地方政府、環保局和文件簽證等事宜。所有觀光客只會感覺旅程好

玩與否，如果有問題，也無法清楚分辨是由哪個部會管轄，縱使有不滿，也不會

形成督促改進的壓力，所以觀光客最直接的反應就是不再來台灣了，因此觀光市

場不容易有市場反饋，才有人會說「台灣的美，不去會終生遺憾 ; 去了之後會

遺憾終生」。台灣的觀光產業被分割得四分五裂，沒有一個統籌部會來管理，所

以台灣非常需要一個通盤計畫(master plan)。 

所謂的通盤計畫是台灣的景點規劃需有事先統一規劃，不是單一地區花蓮要

不要蓋高速公路或是澎湖是否該興建賭場，要或不要二擇一。這種二擇一問題似

乎表示我們只有這個侷限的選項。就整體而言，如果花蓮的定位是給國際觀光客

遊玩，那就只需要國際機場，如果考慮是否蓋高速公路，其實就只是從台北的觀

點來看花蓮而已，而非通盤計畫之下的選項。行政院日前也提出設立文化觀光

部，觀光本來就不應該設立在交通部之下，應該由一個統籌部會來運作。最後我

們提到要設立反饋迴圈(Feedback loop)的機制使觀光市場能回流，像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和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美食評鑑專欄一樣，提供一

個反饋的平台，在觀光的整體建立反饋迴圈才是最重要的成功關鍵。 



蘭花產業: 

蘭花金額不大但可以抗衰退。去年國家出口值衰退，蘭花卻有小幅的成長，

因為許多場合都需要有蘭花陪襯。另外，蘭花還具有本土的特質，雖然有人說蘭

花的出口值不大，一年僅僅八千多萬美金，與其他上兆元的電子訂單比貣來不算

什麼。但一張 100元的電腦訂單，台灣經濟上的生產加值(value added)才六塊

多，而一張 100元的蘭花訂單，扣除少許肥料成本，價值加值卻將近有 100 元。 

台灣蘭花的強項在品種和配苗，但是台灣的小農民殷實且國際視野不大，不

懂得也不知道如何申請品種、育苗和運送技術的國際專利，導致其他國家可以輕

易的模仿。尤其參加國際蘭花展的業者抱怨小農民常把台灣的珍貴瓶苗輕易賣出

去給國外，就如同台積電把新發明的新技術拿到建國市場拍賣掉，對整個產業而

言是相當可惜的，也造成台灣的蘭花無法和整體國際競爭。  

 

太陽能產業: 

在這經濟的動員勘亂時期制定臨時條款，可以讓成本效益分析線鬆一點，比

較容易通過太陽能發電計畫。國外很多國家在能源發展條例，是要廣泛做太陽能

的 10 萬戶陽光屋頂，在家家戶戶的公寓上放太陽能板。舉例來說，德國很多人

使用退休基金來投資太陽能發電，在公寓的屋頂上蓋太陽能系統。因為政府保證

20 年回收且回收的電價高於他支付的電價。所以把退休金集合貣來蓋太陽能發

電板，定期把電賣給政府，除非政府買了很多次級房貸的債卷，否則政府不會倒

的。有人說台灣也來做 10 萬戶陽光屋頂，但因為牽涉廣大，就需要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但要是在澎湖等特定地區蓋太陽能系統，就不需要條例，只需要 BOT，

因為澎湖是特定的一個點，不需牽涉這麼多人。 

 

國際醫療: 

國際醫療就是幫外國人看病。台灣絕對有醫療的利基：台灣的醫療水準很

高，收費也不貴，醫療資源也不像歐美需要排好幾個月的隊。我們可以做一些低

階的醫療，像是美容、健康檢查等。全世界不敢說，但就亞洲而言，泰國、新加



坡、馬來西亞，那些國家的醫療水準和我們還是有差距。我們有利基，但為什麼

推不貣來呢？ 

我們在法規、廣告、行銷等等都有限制。舉例來說，要去新加坡開刀，簽證

只要三小時，台灣有可能嗎？如果要吸引中國大陸的有錢人來台灣，三個小時簽

證辦得成嗎？。其次是廣告，台灣的醫療是不准做廣告的。還有萬一有手術需要

國外的醫生來台灣，可不可以呢？另外一個限制是，台灣很多好的公立醫院沒有

動機去做國際醫療。台大的副校長說他們的任務是教學研究，研究做好順便看病

可以，但是看病賺錢，非台大之職能也。什麼東西最能吸引亞太病患？陳定信院

士人稱「肝帝」，是國際肝炎協會理事長，專門看肝非常有名。要怎麼把台灣的

利基打廣告打出去？「肝帝治肝」，這個廣告打出去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假設台

灣要做國際醫療的醫院，要怎麼利用醫院的名譽？這是企管系的專業。如果能想

通，就能做好國際醫療。 

 

綜地來講，剛剛談了五個產業、三個問題：為什麼原來市場做不到？政府要

如何使力才能幫它達成？又要如何用最小的力達到最大的效果？我們說國事如

麻；基本上構思不麻煩，麻煩的是構思完成後如何與官僚機構打交道。所以，運

用產業策略位移到 A+，才是當務之急。前文所提的五個產業，能完成一兩件已

屬難得。中華經濟研究院是幫政府做政策研究，但大多政策研究是短期的，然而，

政策研究所關注時間應該更長。龔自珍說：「一事平生無齮齕，但開風氣不為師」，

做產業政策就應該如此!孫資政致力於培育出一個好的產業環境，並造就了諸多

創業機會給新的企業家，如同王永慶先生或張忠謀先生這樣的創業富豪。從孫資

政當年所做的貢獻當中，我們正逐漸構思出未來產業的典範。 

 

Q&A 

 

Q：就我所知，去年第四季主計處預測的經濟成長率，誤差是歷年來最大的。統

計的方法是用過去資料做預測，在經濟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未來要預測經濟成



長率、失業率等，要怎麼做？ 

 

A：不能說去年誤差大就表示統計誤差有劇烈變動。去年的誤差是因為去年環境

太特殊了，是過去 70年僅見的，環境變動大，誤差當然也會很大。這是第一個

答案。第二個答案，主計長石素梅是商學系的系友，請問她。 

 

Q：剛剛學長有提到，判斷一個產業環境好壞與否，政府是否獎勵創業是一個很

重要的指標。以美國大學為例，像史丹佛大學的創業風氣十分興盛，大部分學生

在畢業前已經創立 2 到 3家公司，他們茶餘飯後的話題也都是如何創業。相較之

下，台灣的大學比較欠缺創業風氣，想請教學長，台灣該如何努力，才能創造像

美國頂尖大學一樣的教育環境與風氣？ 

 

A：我想還是看領域。如果史丹佛有東亞文學系的話，他們學生在大學時可能不

會想創業。不過像生技產業，美國最發達的幾個地區，舊金山、聖地牙哥和波士

頓附近，都有大學研究做支援，所以比較容易發展。除此之外，美國的資本市場

比我們先進多了，所以創業是需要環境的，不是我們在台大弄一弄就能創業。不

過華人對於做生意不太看得貣，不把商人看這麼高。尤其教授;如果院長、副院

長還在外面兼個公司董事長，好像弄髒了一樣。我們的環境不太鼓勵教授創業，

這是事實。 

我幫施振榮先生辦了一個龍騰微笑競賽，有很多台大學生得過獎。那個競賽

就是鼓勵大學的老師和學生組成團隊，往創業的方向走，把知識帶到產業。這是

需要鼓勵的，不是一年兩年就能改變。這個比賽辦了第四年，有一次人家問我，

你辦了三年、四年，好像還沒看到甚麼創業的成果出來嘛。本來我覺得很驚訝，

後來我想清楚了，贊助的人是生意人，生意人如果三四年沒看到成果，虧本三、

四年還能做嗎？可是我們是教授，他把它當生意做，我把它當教育做。教育能夠

三年回報嗎？教學，看到成果是三十年以後的事情，小學老師更苦命，看到成果

是四十年以後的事情。改變觀念、改變創業習性是非常久的事情，如果龍騰微笑



競賽還要我繼續主辦，二十年後有成果就相當不錯了。 

 

我去年花了一年時間，到北部、南部教了十所高中，人家問我期望看到什麼

成果，我覺得奇怪，教高中期望看到什麼成果？假設四十年、三十年之後，有一

個學生跟我說他是某一年那個班，他們都比我們這一輩傑出，這是我最大的成

果。我希望三、四十年之後，有一批學生，能夠比我們這一輩好很多，這是我的

期待，所以這是要花時間的。 

 

Q：剛剛您在演講中提到，政府有很多產業的推動計畫，不管用什麼名稱，主事

的人主要都是學者。這也碰到一種情況，可能在研究或是學術相關領域中，學者

非常專精，但是對於產業推動，尤其產業中像是價值鏈、商業模式等，學者可能

無法很快掌握情況。所以產業推動的政策，經常到最後段沒有什麼成果，這問題

沒有什麼合理的機制可以解決嗎？比如說剛剛您說蘭花產業，還是要企業去做品

牌、政府去做協調。但是這個協調的人，和企業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如果這

個部份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產業政策都會停留在最後，無法銜接。目前的情況

好像大多數也是如此。 

 

A：首先我要修正一下，並不是政府在推很多產業政策。剛剛提到那些國家型計

畫，基本上是研究計畫，只是他有一個標的:希望研究能夠變成產業價值，那是

研究計畫背後的一個產業期待，那是計畫遠景，並不是產業計畫。第一，我已經

把政府的角色做了很大的限縮，我幾乎不談產業政策，要先看符不符合那三個問

題：為什麼市場做不好？為什麼政府能做好？有沒有什麼可行辦法讓政府出最小

力就能作到？我才看產業政策。很多產業不符合這三個條件，我就不贊成政府去

做。比如說，台大招標餐廳，為什麼政府要管？我想不出來為什麼市場做不好。

第二，就算很多產業，國家出面做但做不好，也不能一概否定。應該要一個產業、

一個產業看，每個產業面對的困難、問題不同，要進入產業了解之後，才能想出

一個解決辦法。其實照理說，推動產業責任最大的是經建會主委，政府推政策的



人往往被瑣事綁到沒時間想、沒時間規劃，所以很多環節，不能一言而盡，也不

是所有產業可以概括說明。 

 

Q：今天的題目是講台灣的未來產業，牽涉到我們將來的定位要怎麼走，我想問

一個更大的問題。政府很多的解決方案看到的就是大陸，比如說觀光產業等很多

產業，看到的就是大陸。就經濟層面而言，對這種情況的看法是什麼？ 

 

A：看產業大概兩個面向，一個是市場，另一個是利基。就個人觀點挑的產業，

不見得跟大陸有絕對關係。比如說生技產業，做出來的藥是全世界的人都吃，愛

滋病，哪裡沒有愛滋病？所以是賣給所有人，除了可能有少數疾病的反應和黃種

人的特殊基因有關係之外。比如說蘭花，蘭花市場最大的前三名是美國、日本、

歐洲，和大陸沒關係。觀光和品牌醫療當然和大陸有關係。太陽能呢，中國大陸

是個很大的市場，但全世界太陽能發電最蓬勃的國家是德國、西班牙、日本、荷

蘭，都是很先進的國家，所以不見得和中國大陸有關係。 

 

剛剛挑這五個產業，其中有一個考慮是要風險分散，如果不是風險分散，不

會挑到蘭花。蘭花的產值很小，雖然加值很大，但它是低風險、低報酬(low risk, 

low return)；生技它是高風險、高報酬(high risk, high return)；太陽能板，

如果賣電池還有一定獲利；PC完全代工產品加值很低。好的投資組合(portfolio)

本來就是不同的組合嘛，地區不見得是全然的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