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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

特別企劃

競爭
優勢

產業外移、工作出走，以往靠
「代工王國」的規模經濟，賺取
微利的「台灣第一」，已經成了
歷史。

台灣還有第一！

到底，台灣下一波的競爭力在哪
裡？還可能在哪裡，找到新的
「台灣第一」？

他們擁有核心技術、經營自有品
牌，行銷全球，但從研發到生
產，從就業機會到繳稅，幾乎全
扎根台灣。他們不受不景氣影
響，業績長紅，年年加薪。
他們是台灣的隱形冠軍，是台灣
最被低估的競爭優勢，也是台灣
產業結構轉型的解答之一。
眼前這堆不起眼的小東西，就是
iPhone、液晶電視、汽車等的關
鍵零件，蘊含獨門技術與工藝品
質，造就一個個你不知道的台灣
隱形冠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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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Edge

一年多的搜尋、探訪，《天下》
深入台灣，在休耕地上大片金黃
的太陽麻後面、在聞得到些微豬
圈味的廠房，在很容易便錯過的
小山丘上，找到一間間掌握全球
市佔率第一、卻不為人知的「台
灣隱形冠軍」們。

特別企劃Ⅰ
金融圈
人物特寫
競爭優勢
特別企劃Ⅱ

特別企劃

競爭
優勢

歐
債危機中，公認最有能力解救各國的，是德國。
術絕對是關鍵。早在一九九三年，上銀成立才四年時，

要能在﹁工業之母﹂的機械業，享有世界級位置，技

國、俄羅斯、日本、以色列，分公司足跡也遍及美國、

斷往上翻。如今，上銀除了台中總部，研發中心遍及德

往後二十年，這樣的戲碼不斷上演，上銀的實力也不

賣，他急電研發主管，從台灣飛去和他會合。

卓永財人在德國，聽到一家廠﹁有我們沒有的技術﹂要

年
○代，德國還被﹁ 歐洲

但大家可還記得？九

病夫 ﹂四字罩頂。
一路翻轉，靠的就是隱身德國鄉間，卻擁有世界第一
管理學界地位僅次於彼得．杜拉克，德國管理大師赫
日本、瑞士、捷克等國。

的中小企業。
曼．西蒙︵ Hermann Simon
︶的著作、︽天下雜誌︾將

。

。

的產值，也都是實質經濟貢獻，而非三角貿易、虛的

的就業機會、所繳的稅，絕大部份都在台灣。他們創造

當媒體大肆批評台灣工作出走時，台灣隱形冠軍創造

人才短缺。

群台灣的隱形冠軍，不受景氣影響，只苦於產能吃緊、

當眾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幾兆幾星的產業和企業，這

一點不輸﹁高科技﹂的產業。

基礎技術研究的傳產黑手，不符政府補助，科技含量卻

︵劉國泰攝︶

出版的︽隱形冠軍： 世紀最被低估的競爭優勢︾，揭
露德國出口世界第一的祕密，就在這群﹁隱形冠軍﹂身
上。
柏林財經大學管理學院兩名教授凡諾︵ Bernd
︶按圖索驥，追蹤西蒙
Klaus E. Meyer
︶、梅耶︵
Venohr

列出的這五百家隱形冠軍。發現他們近年來，不但沒有
衰敗，反而變得更厲害、冠軍地位更加穩固。有些企業
去年此時，︽天下雜誌︾深入德國全境，為中文世界

的規模，甚至已經大到無法再繼續﹁隱形﹂。
的讀者，揭開這群隱形冠軍的面紗。

隱身鄉間 領先全球
這群德國中小企業，不僅行銷全球，且是市佔率第
一；雖隱身鄉間，卻都擁有領先全球、高附加價值的核
幾年前，今天的機電股王上銀，也形同隱形。

心技術；且從研發、生產到銷售，無一假手他人。
幾個月前，上銀董事長卓永財透露，﹁我們正在談一
樁併購，對象在日本工具機業，有神一樣的地位。﹂
及

上銀的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兩大關鍵產品，已經是世
界前三大，市佔率僅次於日本

的世界第一。

不景氣下的模範生
這群台灣的隱形冠軍，和德國一樣，都技
價能力，行銷全球，且都是世界第一的共

術高超、持續創新，高附加價值，擁有訂

和德國一樣，這群台灣隱形冠軍，業績不

通性。

他們愈景氣，愈能搶佔對手的市佔率。

太受不景氣影響。甚至大環境愈不景氣，
﹁很多車廠零組件來自義大利、西班牙，
我們這種品質、財務體質、交期都好的供

不景氣其實很好，會有一些公司倒掉。像
應商，生意反而更好做，﹂巧新科技總經
市佔率高達六成。

理石呈澤說，他們的高級跑車輪圈，世界
單一工廠規模全球最大、品項世界市佔率
高達六成，微型馬達含油軸承製造商台灣
保來得，是李國鼎時代就引進的技術和投
資。
塑膠成型模流分析軟體冠軍科盛，釣竿產
量世界第一的寶熊漁具，以及網球拍、自
一的拓凱，都是大力投資時間和心力，做

行車架等碳纖維產品，市佔率都是世界第

這群中小企業，不僅行銷全球，且是市佔率第一；
雖隱身鄉間，卻都擁有領先全球、高附加價值的核心技術。

除了上銀，台灣其實還有更多不為人知，隱身在鄉間

然，也不再隱形。

現在的上銀，已經從追趕者，變成被追趕的對象。當

T
H
K

疾呼﹁台灣需要二次工業革命﹂，清大教授李家同批
評，台灣沒人願意投資基礎研究。政府或學術研究機構
都只愛﹁新益求新﹂：把最新最炫的科技列為國家重點
計劃，結果大都不了了之。

■

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產業？未來的成長動能在哪
裡？這群台灣隱形冠軍，提供了部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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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為千萬超跑
裝上輪圈的巧
新，台灣有更多
十年鑄一劍的隱
形冠軍，藏身於
田野間。

G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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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鄭俊文

成立時間：1986
資本額：4億

2011營收：16億
隱形冠軍事蹟：

釣具產量世界最

大，Okuma品牌
在華人地區位居

第一大，也是全

球捲線器前三大

品牌。並已在包

漢的張良任，決定創辦寶熊。

工匠打造的冠軍釣竿
但創業後，張良任才發現這行不
容易。從合金鍛造、齒輪結構，到
表面鍍膜，內含一百多個零件，處
處都是學問。更重要的是，他的對

兩

括澳洲、紐西蘭

等多國市場，穩

文

熊毅晰 攝影

鍾士為

藍色工作服，各自低頭專注

百坪的房間，四十個人穿著

坐在工作檯前，散布桌上滿是複雜
而精巧的零件，巧手組裝後，一一
這裡是寶熊漁具在台中潭子的生

幻化成手掌大小的捲線器。
產線。沒有自動化設備，也不見油
污與刺鼻氣味，與其說這裡是工業
﹁他們是工匠，不是作業員，﹂

車間，它更像瑞士製錶坊。

﹂品牌在世界多國
Okuma

寶熊董事長張良任說。工藝技術，
讓寶熊﹁
張良任原本經營網版印刷廠，每

拿下冠軍地位。

二十六年前某天，有位朋友帶了

天做的都是別人的產品。
一顆捲線器給他，﹁這麼一顆小東
西，竟然有這麼多技術，我手繞一
圈，裡面的線已經繞六圈，比玩具

讓寶熊在釣友界闖出名號的﹁橢圓
形齒輪傳動結構﹂，就是德國研發
團隊的發明。

找外援、練武功
為求強身轉骨，從工研院到中研
院，都可以看到寶熊合作或技術移
現在的寶熊，產量已經是世界

轉的影子。
第一，年產捲線器
三百萬顆、釣竿
六十萬支。品質也
在全世界和島野、
﹁這幾年

Okuma

大和三強鼎立。
的船釣捲線器不輸
國外大廠喔，﹂

張良任很清楚，技術是寶熊生存

︶、大和︵ Daiwa
︶。
野︵ Shimano

手是技術實力超過一甲子的日本島

商標，朋友都猜是

捲線器。倘若遮住

一萬多塊買了寶熊

先生，上個月剛花

三十五歲的釣友王

與壯大的命脈，他專找高技術含量

垂竿二十餘載，

■

張良任終於搏來大
刻。

挖角ＤＡＭ研發人才，遠赴德國成
不斷尋找外援，成果豐碩。例如

魚上鉤的美麗時

國客戶ＤＡＭ經營不善，立刻重金

日本產品。

釣捲線器品牌。

的客戶，代工練武功。當他聽到德

居當地第一大船

立研發據點。

技術是寶熊生存與壯大的命脈，
他專找高技術含量的客戶，代工練武功。

釣具世界第一

董事長：張良任

它靠著工匠精神，每年生產出三百萬顆捲線器、六十萬支釣竿，
品質也和日本老牌大廠島野、大和三強鼎立，成功釣住全世界釣友的心。

寶熊漁具

還好玩，﹂當下讓原本是釣魚門外

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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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熊 用製錶工藝做釣竿

特別企劃

競爭
優勢

不斷追求技術精
進，是寶熊董事
長張良任成就
Okuma 世界級地
位的關鍵。

總經理：石呈澤

成立時間：1994

打。﹁武俠小說裡，高手的寶劍削
鐵如泥，其實不是他武功高強，而
是那支劍跟我們的輪圈一樣，千錘
百煉，密度精度比對手的劍高好幾
倍，﹂巧新總經理室特別助理陳新
打趣。
十一月的秋風裡，嗅覺輕易捕捉
到陣陣豬糞味，讓陳新有些尷尬，
﹁旁邊有十公頃的養豬場，園區正
協調他們搬遷。﹂
巧新佔有北美近百分之百的超跑

2011獲利：1.2億

年產70萬顆車用

鍛造鋁圈，全世

界市佔第二，在

造輪圈廠。

隱形冠軍事蹟：

超級跑車市場全

球市佔率第一。

具精緻設計能

力，目前有60％

的客戶都採用訂

製輪圈。隨著營

收成長，年年加

薪，明年預計加

九

資本額：18.3億

2011營收：27.2億

文

許以頻 攝影

劉國泰

︶的最新超跑Ｐ
McLaren

月的巴黎車展，英國麥拉倫
︵

１亮相吸睛，三千萬台幣的超跑，
。這三個英文

四個炫目轉動的輪圈上，都刻著三
個英文字母：

SuperAlloy

字母，代表著昂貴、訂製、限量、
獨特。
是巧新科技

一年，巧新因此差點破
○○

—通
—用 和 福 特 ， 以 為 高 枕 無

八
○年金融海嘯，佔
巧新八成營收的兩大巨人崩落，巧

憂了，沒想到

新又差點斃命，一千名員工裁了將

決定改採分散客源，轉攻高級跑車

風雨飄搖中接手總座的石呈澤，

近一半。
模具成型，便於大量生產，快、便

更加﹁搞怪﹂，在各種能夠挑剔的

Ｍ型化潮流，讓玩超跑的有錢人

的策略。

環節，更加要求獨特和稀有性，但
完全無法滿足這群消費者。

也更不在乎價錢。因此，鑄造輪圈

鐵，用錘打、壓縮成型，輕、精

高級訂製西服，﹂石呈澤比喻。

﹁鑄造輪圈像外銷成衣，鍛造像

密、沒有廢料，但難、貴、耗時。

強，因而笨重。鍛造像古代的打

宜，但孔隙多、密度低，須加厚補

的差異。鑄造是將金屬溶解後澆入

﹁手拉胚﹂和錘打，正是鍛和鑄

牆，還在不斷增高當中。

閉。如今它用三道門檻，築起競爭

兩大

好不容易攻進當時三大車廠中的

產。

手，二

時間、燒光了資金，訂單還沒到

圈市場，但從摸索到認證，耗盡了

軍方生意沒做成，巧新決定攻輪

第一道高牆：獨門技術

獨門技術，差點要了巧新的命。

破解製造彈身的技術，但也是這項

航太，像飛彈。巧新最早是替軍方

金屬鍛造大型部件，只用在軍事和

造，如今也還是普通轎車的主流。

十年前，所有的汽車輪圈都是鑄

的黛咪摩兒，﹂巧新總經理石呈澤

拉胚嗎？那︵密閉空間︶就是我們

﹁看過︽第六感生死戀︾裡的手

的腰身變瘦、變長了。

密閉空間。幾秒後再送出來，輪圈

械手臂抓著，送進一個大烤爐般的

廠裡，工型金屬輪圈粗胚，正被機

雲林工業區三個足球場大小的工

場邊的世界冠軍。

的縮寫，一家隱身於養豬
Industrial

S
A
I
高牆，令對手難以攀越。這三道高

而這家世界第一，有兩次差點倒

S
A
I

超跑輪圈世界第一

全球最頂級的跑車，都用它鍛造的輪圈。
它比對手貴，但設計、技術、品質和交期，都高人一等。
它年年加薪，員工平均月薪四萬五，明年還要再加一 ％
○。

詼諧比喻。

董事長：吳宗仁

接下來，這輪圈會被高壓重力錘

巧新科技

鍛造輪圈市場，是全世界第二大鍛

薪一成。

巧新 養豬場邊的超跑冠軍

特別企劃

競爭
優勢

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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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新總經理石呈
澤鍛造的SAI品
牌，代表了昂
貴、訂製、限量、
獨特。

節能減碳的風潮，則是讓輪圈走
﹁我們去比案，成案率高達八

％變
○

單。

找到足夠的好手，吸收接不完的訂

www.cw.com.tw 88

競爭
優勢
特別企劃
代表只要有巧新參加提案，對手的

成，﹂石呈澤說。八成的成功率，

﹁材料漲價我就漲

還擁有訂價能力。

等 ， 讓 巧新 不 但 挑 客 人 ，

技術、品質和交期，都高人一

是鍛造的對手貴，但設計能力、

鍛造比鑄造貴三倍，巧新又比同

失敗率就高達八成。

向更輕、製造更省料，也因此促成
，就是巧新
Fit

轎車開始用鍛造輪圈，譬如本田在
日本推出的油電小車
的最新客戶。

第二道高牆：新設計、材質
兩坪大的小房間裡，擺著一排飛
機淘汰的舊椅。兩名博士帶著十幾
回事，﹂石呈澤說，

價，沒有自行吸收這

陸設廠，﹁大陸沒有

他也不準備去中國大

名工程師，在研究如何百分之百自
攻飛機市場？﹁是，也不是，﹂石

製碳纖骨架的飛機座椅。巧新要轉
呈澤說，最終還是著眼於比飛機大

cost down

且我都是找附加價值

我要的技術人才，而
的客人，對

面對更輕、更新、更多可能性的

千倍的汽車市場。
市場需求，從鐵到鋁，再到鎂合
沒興趣。﹂

到兩百美元，毛利從一

均 價 從 五 、六 十 美 元 提 高

客戶從兩家變二十家，

金、碳纖，巧新不斷研發新設計、
新材質，將對手遠遠拋在後面。

第三道高牆：內行業務
二十六億到今年預估三十九億，預
石呈澤每天都在煩惱，在產能不足

九年的
○○

計四年內還會倍增；員工從一千到
的情況下，怎麼樣能夠擴充產能、

成二五％，營收從二
和德國的隱形冠軍一樣，不僅研
四、五百，再回到一千人；隨著營

巧新專門挖角或找被歐美車廠裁
萬元，﹁明年還要再加一 ％
○，﹂

薪資四萬五千元，今年整整提高一

■

掉的技術或採購幹部來當業務，對

三道競爭高牆，關鍵都在人才。

發、技術和生產全部自己掌握，銷
收成長，年年加薪，去年員工平均

石呈澤打包票。

售也不假手他人。

巧新精心設計輪
圈的線條與爪
數，讓60％客
戶使用客製化產
品。

客戶瞭若指掌。加上產品優勢，

本頁空白

碳纖產品世界第一

文

材料研發聯盟﹂顧問何毅夫表示，

用是在軍事。經濟部﹁碳纖維複合

鍾士為

是日本三一一大震後，他代表扶輪

熊毅晰 攝影

界網壇前十強，有七強用它
為了防堵武器氾濫，高品質的碳纖

它的產品，從個人用的網球拍、自行車，企業用的波音、空中巴士客機座椅，
到國家級的眼鏡蛇攻擊直升機，通通都是世界第一。
這家台灣碳纖維大廠，成立三十二年來，幾乎每年營收都兩位數成長。

世
社，將一億元捐款支票，交給台中

在這行，要成就冠軍地位，不是
日本三大供應商，以及客戶，都很

為拓凱的技術實力享譽國際，包括

加低調。拓凱策略長王國中說，因

原材料高敏感度，讓拓凱行事更

得國家出入口許可證才可購買。

維被美國列為戰略級材料，必須取

的球拍；世界賽車場上，

策略：無中生有、橫刀奪愛

市長胡志強。

近半選手用它做的安全帽；環法自
行車大賽，三分之一選手用它的車
架。全世界最大客機空中巴士 A380

﹁無中生有﹂，開發新產品，就是

商務客艙包廂，乃至美軍眼鏡蛇攻

﹁橫刀奪愛﹂，搶進既有市場。

擊直升機的引擎罩蓋，也是它做
它是拓凱，全世界碳纖維複合材
關注拓凱的一舉一動。

的。
﹁兩種都只能默默去做，而且一刻
有全球矚目的關鍵技術與地位，這
一切，要從沈文振的專業複合材料

大的特性，碳纖維複材的應用也在
工科畢業後，在一家貿易公司擔任

由於重量比鋁還輕，強度比鋼還

一家來自台灣的中小企業，卻擁

料產品大王，卻鮮為人知，是典型
台中工業區一棟兩層樓水泥建
不起眼。這裡是拓凱的總部，三十
不斷擴張。從網球拍、自行車，到
銷售工程師，推銷當時最新的進口

2011營收：35.5億

2011獲利：5.4億

隱形冠軍事蹟：

1.網球拍：高階

碳纖維球拍（150

美元以上）年產

140萬支，市佔約

2.飛機椅背：碳

但做工廠，一直是他的夢想。沈

45％，全球第一

市佔率約70％，

全球第一

4.安全帽：專業

帽，年出貨23萬

頂以上，市佔約

45％，全球第一

5.自行車車架：

碳纖維複材車架

年出貨21萬支，

市佔率約30％，

全球第一

年輕時的沈文振，從台北工專化

材料。台灣電子業的起步、起飛，

年代決定自行創
○

光男的經歷，讓沈文振看到了碳
纖的前景，八

業。不只是他，國內也興起一波網
球拍創業潮，﹁和光男直接或間接
相關的網球拍廠，有上百家。﹂

羅光男的愛將
這上百家廠，半數以上如今已經
關廠，其餘多在中國大陸繼續小規
而拓凱除了

九
○年金融海嘯時成

模的網球拍生產。
長持平外，過去每年營收成長率都
是兩位數，去年集團合併營收已達
波力體育用具品牌總監洪碩宏觀

五十八．八億台幣。

頭，關鍵就是沈文振經營的格局與

察，拓凱今天能成為複材同業龍

﹁當大家忙著賺眼前的錢，拓凱

氣魄。
卻已經在看未來，不斷在轉型，﹂
洪碩宏說，拓凱從體育用具業、自
行車業，一路做到航太業與醫療

表的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研發與設

﹁每轉進一個新領域的背後，代

業。

備支出投資，﹂洪碩宏說。同樣系
出光男的波力，光轉型做羽球拍自

購、產銷到船務一手包。﹁在光男
習，﹂他說。

的七年，真的是我一生最大的學

的重用，職務是業務經理，但從採

不多，沈文振很快受到老闆羅光男

3.CT＆MRI床板：

背景說起。

多年前，在這裡起家，世界第一的
風力發電葉片，乃至於可見未來的

資本額：8.19億

文振透過朋友介紹，進了光男。

不過現階段，最廣泛與先進的應

身分也沒讓它搬家。

築，在周遭廠房的擠壓下，顯得更

調。

不能懈怠，﹂沈文振解釋自己的低

萬個，市佔約

的隱形冠軍。

纖維椅背年產八

飛機機身與汽車車體等。

成立時間：1980

當時光男網球拍工廠裡，有專科

40％，全球第一

幾乎從不在媒體曝光的董事長沈

董事長：沈文振

學歷、而且又是材料本科出身的人

選手級安全
級

文振，上一次在鏡頭前公開露面，

拓凱

﹁我都指導過，我都參與過。﹂

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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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凱 美國最在乎的戰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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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無中生有、
橫刀奪愛，拓凱
董事長沈文振至
今仍在累積世界
第一桂冠。

有品牌﹁

﹂，就已經非常辛
Bonny
以及因應不同產品，做出不同特性

︶所言：
Hermann Simon
年就西進大陸，目前在廈門擁有上

人工貼合製程需求，早在一九八八

的拓凱，儘管為因應碳纖維龐大的

每年研發支出佔營收三％至五％

碳纖的研發實力。

﹁隱形冠軍在全球的成功和相對競
萬人的生產基地。但最重要的技術

○

西雅圖，併購一家航

十七年前就遠赴美國

架。﹁真正讓碳纖維自行車架成為

但最早開花結果的，是自行車車
笑的沈文振二話不說

頭上時，一向不苟言

家生產的安全帽戴在

下來會端出什麼新的創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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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更別提跨行業轉型有多艱辛。
如同︽隱形冠軍︾作者、德國教

爭優勢背後，最重要的單一因素就
與研發部門，仍然設在台灣。

授西蒙︵

是技術。﹂拓凱可以不斷挑戰新領

人，其中除財務與採購外，其他都

拓凱在台灣的員工只有二六

域，關鍵就是沈文振在技術扎根。

從配方到產品 一手掌握

項世界冠軍桂冠。﹁全世界做碳纖

下航太客戶，沈文振

是航太產品。為了打

維複材的公司，我們是產品最多

堅強的技術實力，讓拓凱戴上多

是研發人員，且還在不斷擴充。
材，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楊聲勇指

曾經把拓凱當作ＥＭＢＡ個案教
出，拓凱有一個能力是其他複材廠
十年看來，都不怎麼
是拿下波音與空中巴

划算的投資，現在卻

太零件廠。這項長達

沈文振回憶，他在創業第五年
士碳纖複材椅背與內

一，﹂沈文振語帶驕傲。
後，就開始在公司全力推行多角化

元的，很多項市佔率我們都是第

所謂的碳纖維，是把直徑只有頭
研發計劃，包括目前當紅的航太與

不及的，那就是從配方到產品，全

髮五十分之一的纖維紗，放入碳化
裝材的關鍵推手。

部自己掌握。

爐，經過上千度高溫的﹁燒結﹂製
醫療產品，都是早在當時就已經同

主流的，其實是拓凱，﹂一貫沈穩

當攝影要求他把自

程後，再用樹脂黏合在一起。碳化
步進行。

上游買碳纖維絲與樹脂原料後，依

欠這樣的創意。﹂

照做，﹁我們公司就

一般碳纖維複材廠，都是分別向

技術難，樹脂配方更難。

特定比例製作成﹁含浸﹂布，接著
高，﹁我們最早做，現在也還是巨

的沈文振說到這兒，語調明顯提

當大家忙著賺眼前的錢，
拓凱卻已經在看未來，不斷在轉型。

同業都在看，這家世界冠軍，接

是貼合、塑形、印刷、熱處理等製

投入最久，最近才現曙光的，則

大兩倍的量。﹂

程。
但拓凱卻連樹脂配方都是自己
的，因此具備可以打造更高品質，

本頁空白

德國管理大師西蒙

行政院長陳冲

冠軍︾也已經被翻譯為二十五種語

二十五個辦公室，所出版的︽隱形

吳韻儀．吳琬瑜

﹁大家對商業世界的認知是有偏

採訪整理

見的，﹂西蒙指出，大家向來習慣

講。

下經濟論壇﹂邀請，將到台灣演

hidden

上打入﹁
Google

果在
﹂︵隱形冠軍︶這
champion
言。

﹁九八％都是小市場，每個小市場

明年一月七日，西蒙教授應﹁天

看大企業、大品牌，但是在全球上

都有個冠軍。﹂每個冠軍都有全球

萬個市場中，大市場只有兩百個，

從先進市場的美國、日本，到竄
化的實力、在地創

現，德國之所以一直在全球出口獨
厚植國家的全球

爭力的中堅企業，

國家需要有國際競

﹁除了大企業，

很大的貢獻。

造就業，對經濟有

升的韓國、中國，近年都開始探
式。
二十多年前，德國管理大師赫

佔鰲頭、即使不景氣下也不受什麼
競爭力，﹂西蒙指

︶發
Hermann Simon

影響。其中的關鍵支柱，不是打響
出，但是過去大家

曼．西蒙︵

全球知名度的德國大企業，而是一
都忽略了。
在全球經濟低迷時，中小企業比
幹。行政院長陳冲與經濟部，開始

大企業，更支撐了台灣經濟的骨

會員國中，台灣中

來發展顧問服務，在十九個國家有

業，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並

求去做分享報告，﹂台灣

︽天下雜誌︾分別採訪西蒙教授

比較台、韓、日三國隱形冠軍的優

與行政院長陳冲，解答隱形冠軍企

成為厚植實力的中堅企業，也正是

小企業是非常有競爭力，經常被要

﹁在

推出﹁中堅企業﹂方案。

西蒙專研中堅企業與定價策

群名不見經傳、深藏在各行各業的

隱形冠軍

略，曾在三大洲的頂尖商學院擔

中堅企業，稱之為﹁隱形冠軍﹂，
以不同於大企業的思考與策略，在
任客座教授，包括哈佛、麻省理

全球化下愈來愈興盛。
這些企業默默在各自領域中建立
工學院、史丹佛、倫敦商學院、
、慶應大學。他後

標準、大幅領先競爭同業、打開國
％
○以上，個個是冠軍。

作者：西蒙（Hermann Simon）
出版社：
《天下雜誌》出版
出版時間：2013 年 1 月

有競爭力的中堅企業。

劣，及台灣如何讓中小企業，成為

A
P
E
C

際市場，全球市佔率甚至高達七

的企業領袖代表，國泰金控董事長

21 世紀最被低估的競爭優勢

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課題之一。

如何將台灣的中小企業，推升到

蔡宏圖表示。
具有全球前三名實力的隱形冠軍，

亞洲隱形冠軍 還不夠國際化

德國管理大師西蒙：

A
P
E
C

答：隱形冠軍在經濟中極為重

小市場都有個龍頭，就是﹁隱形冠

場，其餘九八％都是小市場。每個

市場，其中，只有兩百個是大市

業、知名品牌。全球可能有一萬種

投資，是產業平均的兩倍。平均每

是爆發性的創新，但是在研發上的

量。他們擅長持續改進的創新、不

新工作，也培養社會長期創新的能

隱形冠軍創造市場上絕大部份的

隱形冠軍是長期導向、非常全球

的五倍。
化，是穩定成長的力量，

在市場、文化、心態都愈來愈全

場，能有效分散經濟波動的風險。

超過八 ％
○的營收，來自海外各市

而隱形冠軍是全球化企業，通常

市場。

企業，八成以上的營收，來自單一

場，例如中國移動、德國電信等大

企業。許多大型企業只仰賴單一市

的平均任期是二十年，遠超過大型

C
E
O

中，扮演什麼角色 ？
要。今天，大家對商業世界的認

軍﹂。

要成為真正的隱形冠軍，
發展的瓶頸是人才、國際化的人才。
資金反而不是大問題。

位員工擁有的專利數量，是大企業

知有偏見，連專家都只了解大企

問：你認為隱形冠軍在經濟發展

書名：

究、學習﹁隱形冠軍﹂的新成功模

條搜尋結果。

個關鍵詞，會立刻跑出超過八千萬

如

不景氣的救生圈 —
中堅企業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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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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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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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西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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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全球邦﹂︵

︶時
globalia

代，隱形冠軍更有優勢，可以厚植
國家的全球競爭力。
問：政府可以如何協助隱形冠軍
發展 ？
答：隱形冠軍是靠自己的優勢與
實力，建立全球市場地位；不是靠
政府輔助。但是，經營的環境當然

大力協助提升的。
問：台灣、韓國、日本三地的中

德國隱形冠軍在目標市場都有子
公司，在全球有六、七十家銷售辦

務。而要經營這樣的全球銷售與服

與全球的客戶直接接觸，提供服

公室，是稀鬆平常的事。他們可以

答：台灣、韓國、日本的中堅企
務網絡，需要大量有國際經驗的人

堅企業，各有什麼優劣勢 ？
業，一般技術都不錯，不然也無法

在國際化與開放上，台灣勝過韓

有外語能力、在國外念書、或工作
得最大的是國際化。

本，比起德國的隱形冠軍企業，差

但是，不論台灣、韓國還是日
態，培養掌握全球邦機會的能力。

送下一代到國外、培養國際化的心

洲國家來說，當務之急是更開放，

都落後至少一個世代。我認為對亞

相較於歐洲，亞洲國家的國際化

才。資金反而不是大問題。

發展的瓶頸是人才、國際化的人

所以，要成為真正的隱形冠軍，

絡，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才。要培養國際經理人與經營網

成為國際級大企業的供應商。

影響，就是教育。除了理論與實作
國、韓國又強過日本。但在創新

台、韓、日隱形冠軍大ＰＫ

結合的技職教育，提升國際化能
上，還是日本比較有競爭力，擁有

受到政府的影響。其中，最關鍵的

力，對隱形冠軍幫助更大。

的經驗人才，需要熟悉其他市場、

的專利數量也比較多。

了解其他文化。這些都是政府可以

行政院長陳冲：

培養中堅企業的三個方法
答：推行中堅企業，有兩個歷史
賓到韓國。所有外國新聞週刊，每

發生問題：馬來西亞、印尼、菲律

發生問題後，每個月都有一個國家

年亞洲金融風暴。從七月四日泰國

還有一個歷史因素，是一九九七

過這次風暴。

改了方向，分析台灣為什麼可以躲

台灣卻都沒事。年底，外國媒體就

對。但當預估是台灣會發生問題，

問：台灣現在推中堅企業的意義

因素。第一個是我在銀行當放款科
星期都在猜下一個是誰，每個都猜

是什麼 ？

長時，分到的都是中小企業，對中

很適合台灣，因為中國人本來就是

而且，金融機構有時候對技術不

往來的，只有二十萬家左右。

一二八萬家中小企業，跟金融機構

財務報表要做好一點。台灣現在有

是比較難的，首先要求中小企業的

第三是資金。中小企業取得資金

步。

台讓他們切磋武功，這樣就會進

來。政府能做的就這種事，弄個平

聯盟，讓學研界跟實務界被湊起

企業跟馬達有關，那就參加一個小

個馬達技術研究中心，台灣有很多

第二是產學聯盟。例如成大有一

的特質。

的設計上，要重新恢復台灣人創業

追求標準答案，所以在師資和課程

年國教方針中，就是希望學生不要

方式讓學生只尋求標準答案，十二

了，我覺得跟教育有關係。教育的

但是，這幾年創業精神慢慢淡

重建技職教育

小企業家與生俱來的特質。

因為有創業精神，這是我們所有中

技職教育。台灣過去的成就，就是

第一是教育，主要就是如何改善

方需要政府協助。

多中小企業。那時候︽經濟學人︾

他們主要的論點，就是台灣有很

小企業有特殊的情感。

寧為雞首，不為牛後。

我每次週末下鄉，
之前說 long stay
，我都是 factory stay
，
到工廠去看一下，看看中小企業。
的講法是，台灣企業很厲害，他們

如果能把中小企業挑選出來，鼓

的組裝線，一夜之間可以從Ａ產品
變成Ｂ產品，他們很驚訝台灣的彈

揚優良學生那樣，給他一點幫忙，

勵他們成為中堅企業，像是學校表
讓大家學學他們的做法，可以提升

性、韌性。
最近，我們在開經濟會議時，

台灣的競爭力。
long

我就提出一個德國的概念，叫做
︵中小企業︶，這沒有
Mittelstand

，我都是
stay

我每次週末下鄉，之前說

去看一下，看看中小企業。我覺得

，到工廠
factory stay

字。︽經濟學人︾很喜歡寫這個主

英文字，英文期刊都直接寫德文
題的報導，今年十月它就寫，為什

他們幾乎就像中堅企業，我們鼓勵

答：要提升中堅企業，有三個地

麼樣的協助 ？

問：政府對中堅企業，會提供什

他的產品，再深化發展。

他，幫他做點廣告，鼓勵其他人用

，而德國經
Mittelstand
麼法國沒有

支撐。
濟是靠許多 Mittelstand
我們當然要扶植中小企業，但中
小企業當中有些比較特別，他專精
︶其實
Mittelstand

某些領域，有核心技術能力。我們
發現，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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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要掌握全球邦的機會，需要

（黃明堂攝）

是那麼了解，經濟部工業局評選的
相較於來自先進國家的同級品，又

銷售到新興市場，品質較高，價格

生比較能接觸新的機器，加上業師

業來提供學校所需的訓練設備。學

現在，經過這些合作安排，讓企

到企業之後，都得重新學起。

中堅企業，可以做為金融機構授信
很有競爭性。所以從去年開始，我
的教導，是雙贏的合作。這比較類

間公司都會認為，

著用。在德國，每

了﹂。有人願意去

答：教育部的技職司，我們以為
他們應該要做這件

認為每個人都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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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優勢
特別企劃
的標準。
們一直推出口新興市場，成長率、

如果要做像德國那樣，要很長

似西蒙講的概念。

問：西蒙分享德國經驗時，指出
做傻瓜協助提供人

的歷史。因為很多企業都不希望

答：今天，我們認為台灣出口，
政府最重要的角色，其實在技職教
才很好，我將來等

推動﹁業師制度﹂

市佔率都增加。

問：大企業全球佈局，可能貢獻
了很多 ＧＤＰ，但對當地可能無法
造成有感的貢獻。在此刻，中堅企
業對台灣整體經濟有什麼樣特別的

多半是大企業貢獻的，這是個統計
育。院長對台灣技職教育有何想

意義 ？

的迷思。因為我們過去對企業出口
法？
它是管所有技職學校的，但其實它

大學。他們會覺得

要提升中堅企業，有三個地方需要政府協助：
教育、產學聯盟、資金。

參與，他們都覺得﹁給我人就好

的分析，很少針對企業大小做分

只管以前技術學院升格的科技大
事。

析。很多統計中的﹁大企業﹂，其
台灣出口統計中的大企業，大概
學。至於高職，是屬於當年省政府
所以，教育部技職教育，要推動
經過技職教育，將

實就是我們認為的中堅企業。
有三萬兩千家，這裡面，其實有將
教育廳留下來的中部辦公室在管。
一元化、一條鞭，不能說高職跟科
來到工廠去做事，

另外，德國人不

近三萬家，是符合我們對中堅企業
他們過去對台灣出口，就已經有
技大學是不同單位管，變成技職教

的定義。
很大的貢獻；但如果是台灣接單、

生差。他們沒有職

不一定比大學畢業
業貴賤的想法。技

育沒有整體的想法，只有教育部長
技職教育體系裡也要推﹁業師制
職教育的發展，需

大 陸 出 口 ， 對 ＧＤ Ｐ 的 貢 獻 就 少

度﹂，從高職一直到科大，老師一
要學校、企業、社

一人在想。教育部也答應這件事。

定有部份要從業界來。我在跑基層
會價值文化的整體

了。有潛力的中堅企業，對出口已

時，工廠會抱怨說學校訓練出來的
配套。

經有貢獻。如果經過適當輔導，會
中堅企業和大企業不太一樣。大
人，根本不能用，因為學校用的器

有更大貢獻。
企業通常是做大量生產；中堅企業
材，企業老早就已經不用了。學生
■

準，價格又相對有競爭性。尤其是

通常走利基市場，產品有某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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