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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台灣過去幾十年來在經濟上的卓越成就，中小企業的創業者一直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就台灣各時代的的產業經濟，將中小企業分類為傳

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兩種類型，試圖探討不同產業的創業者在人格特質上

的差異。並就八位具代表性的創業者之創業過程，探索不同產業的人格

特質與創業績效的關係，並研究人格特質以外的其他因素對創業績效之

影響。 本研究採探索性方式，以深度訪談法搭配量表施測，探索創業者

的人格特質與創業績效之關係，並根據研究目的，就各研究變項可能的

關係（由文獻歸納所得），提出初步之分析架構。透過量表與訪談資料

的分析整理後，交互對照比較各研究變項，共推論出 13 個與研究目的



相關之命題。本研究進而探索各命題的意涵，提出研究結論，茲將研究

結論，簡述如下： 1.不同產業類型的創業者，其人格特質呈現差異。 2.

不同產業類型的創業者，於人格特質上的差異性，與創業績效有明顯 關

係。 3.不同產業類型的創業者，於人格特質上的差異，表現在對外部機

會掌握 的「主動自發」程度，亦有所不同。 4.不同產業類型的創業者，

創業績效與策略類型的「積極創新」程度有明 顯關係。 5.不同產業類型

的創業者，對外部機會掌握的「主動自發」程度，與策略 類型之「積極

創新」程度有高度關連。 6.除了創業者的人格特質外，世代差異、創業

前的工作經驗、家庭背景或 組織正式化程度等因素，亦會影響創業者的

創業績效。  

摘要

(英) 

The entrepreneurs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have been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i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n Taiwan.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features and initial time of every stages in Taiwan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has classified them into two types; one is traditional, and the other is 

newly rising,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on the entrepreneurs’ 

personality and their performance between these two industries from eight 

representative cases. Besides entrepreneurs’ personality, this study also tries to 

explore if there are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entrepreneurs’ performa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methods of in-depth interview together with measurement sca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s’ personality and their 

performa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urposes, proposes further a 

preliminary analytic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s among all 

selected variables concluded from literature studies. From the arrange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information of in-depth interviews & scale-measured data, this 

study interactively compares every selected variables and advance to deduce out 

13 theses in relation with research purposes. This study also further explai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13 theses and propos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which is 

summarized as below: 1.The entrepreneur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show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sonality. 2.The differences showing in entrepreneurs’ 

personality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ir business performance. 3.The 

differences showing in entrepreneurs’ personality will reveal in the behavior of 

grasping outside opportunity, which shows on one''s own active and initiative 

attitude with certain degree of difference. 4.The entrepreneurs’ performance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is highly related with the actions dedicating to business 

strategies, which shows on the positive and innovative ability with certain degree 

of difference. 5.The active and initiative attitude showing in the behavior of 

grasping outside opportunity is highly related with the positive and innovative 

ability showing in the actions dedicating to business strategies. 6.Besides 

personality, generation gap, working experience,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 are also the factors to affect entrepreneur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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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重點整理 T-A 公司： 1. 創業前的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有

幫助？若有？是在哪些方 面？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的

影響如何？ 有。我本身是學模具開發的，在創業前已經累積 10 年的模

具開發經驗，這對我創業後，掌握客戶對產品的外觀及機構需求，有很

大的幫助，所以我總能夠以外觀及機構的設計及製造能力，迅速反應市

場的需求。 2. 您在怎樣動機下創業？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我從事模具

製作十年，一方面體驗到只單方面從事技術的工作，無法賺大錢。另一

方面，我看到父親終生務農，也沒有什麼好的發展。而做生意的機會比

較多，我若不嘗試做生意，怎知自己到底在生意方面行不行，而不管環

境如何，我一直認為「一支草，一點露，只要肯做，就一定會有出路

的。」因此抱著必成的心理，直接下去創業。 初創業時（民國 76 年，

我 27 歲），我並沒有看到什麼明顯的機會，就直接跟銀行進行貸款，

下去購置模具生產設備，當初，所有設備到定位後，連一個現成的客戶

都沒有，於是我自己印了名片，到處拜訪客戶，看到有公司行號就去拜

訪，這時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學習與人交往談生意，生意成不成並不

重要，重在訓練自己的膽識與業務技巧，當時周圍很多做模具的同業朋

友，都笑我這種盲目的拜訪客戶，連通路在哪裡都不知道，怎麼可能接

到模具生產的案子呢？ 3. 創業初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由於到

處闖空門拜訪客戶，都不見成效，後來我就想到去拜訪塑膠射出成型廠

（此為模具業的下游廠商），試著幫射出成型廠解決模具上的技術問

題，藉由與射出廠的互動關係，請射出成型廠介紹欲開模的客戶，後來

因緣際會，朋友介紹了一家美國的客戶，這是我接到的第一個案子。 而

開發美國市場的模具，由於美國客戶在模具圖的設計觀念上比較不同，

往往因模具開錯或設計圖有變更時，就須將整具模座廢掉，從頭另製一

副新模具，成本浪費往往很高。而且，即使是客戶自行要求變更，他們

也不願意吸收舊模具的開發成本。我發現美國人的模具設計觀念，與我

所學到的模具開發與製造經驗，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決定放棄美國模

具市場，進而切入日本模具市場，原因在於日本人的模具設計觀念與我

的觀念較為接近，並且也較能夠接受我的模具製作方式，另一方面也因

為我會講一些簡單的日文，溝通的隔閡上，比較不像美國的客戶那麼

大。因此，每逢模具設計變更或開錯時，都不用將原有模具廢掉，重新

另開新一副模具，僅須在原有模具上進行修改即可，不僅解省很多時

間，也替客戶節省很多成本。後來陸續接到很多日本的案子，包括佳

能、理光、全錄、西露霸這些大廠都成了我的客戶。而當時規模最大

時，廠裡有 30 多個員工，年營業額約 3、4 千萬，毛利在三成以上。 4. 

創業初期，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管） 我很肯做、務實、

敢打拼、守承諾，以我公司的房東為例，當初房租約定月繳 15000，因

初期沒什麼生意，繳不出房租，房東看到我這麼打拼，主動將房租降到

75000。而員工看到我的幹勁，會自然跟著我做，我沒休息，員工不敢跟

著休息，他們的向心力很強，有些員工跟我至今有十幾年，後來公司也

有陸續開放一些股份給他們，以我的廠長而言，我大陸與台灣的廠都開



放 5％∼6％的股份給他。另一方面，因為走日本系統的模具開發方式，

我公司的技術不斷提升，不僅模具的交期準時，同時我們有能力替客戶

更改設計，使之比原設計更符合市場的需求。 5.創業初期，市場競爭的

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何？ 創業初期，市場相對較小，技術的門檻也比

較底，而現在市場比以往大出很多，技術的難度也高出很多，比如說我

的大客戶做的是世界性的 LED 式手電筒市場，或食品鍊條的市場，規模

都很大，而且難度也很高，但是毛利相較以往，事實上是差不多。 6.在

創業穩定後，相較於同業的競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勢是什麼？ 可以貴

公司產品或服務說明嗎？（產/銷/研/財/人/管） 模具製作這個行業，基

本上客製化的程度很高，而客戶所設計的模具，不見得就符合市場的需

求。再者，模具製作的技術，市場上良莠不齊，客戶若找到技術不好的

模具廠，往往一副模具幾百萬的投資，因技術問題無法克服或製作速度

追趕不上產品上市的交期，往往付之一炬。而我們與競爭對手比較起

來，就在於能以較準確的交期替客戶開發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我們

不僅會製作模具，也會設計模具，提供客戶更為省錢的方案、並為客戶

抓住市場的趨勢，也就是說我們的模具製作，已經不僅是替客戶代工而

已，而是能清楚觀察到市場變化，尤其是大廠的市場方向，我們根據其

方向，提供客戶完整的成品。且我們開發的模具，也以模具的精密度的

層次與大陸的競爭對手區隔開來。另一方面，客戶在其他同業開壞掉的

模具，我們都可以接手過來，靠著我們的專業技術，提供客戶修補的服

務，把本來不可能救回來的壞模具，變成可以使用的好模具，大大節省

客戶的成本與時效。 7.創業初期，資金週轉上是否有遭遇過困難？ 民國

80 年，初期生意蒸蒸日上，我賺了一些錢，於是買了一個新房子要給父

親住，房子剛買不久，父親就過逝了。接著我的妻子，在「造橋車禍」

事件中，被火車嚴重撞傷，我當初遍尋名醫，要挽救我妻子的生命，同

年又被台灣一個客戶倒了 500 多萬。父親沒了、妻子命在旦夕、公司財

務吃緊，兄弟又無一人能為我出力，整個人很失志，常常夜半傷心，暗

自流淚，內心自責是不是錢賺了太多，遭到報應？ 我決定放棄這一切，

我將所有的案子都辭掉了，並且打算將現有的工廠，送給我的廠長許先

生，自己回宜蘭耕田去了。 當初有一家客戶叫暐宇的公司，硬是要把案

子給我做，而我因無心接，於是價錢亂報，比合理的價格多出三∼五

成，結果暐宇還是把案子給我做，出奇的是案子進行得很順利，都沒遇

到什麼阻礙，我每天下午到暐宇去報到，在會客室等著檢討，常常等

著、等著，就睡著了，暐宇的老闆常忙到下班，才來跟我檢討，而且陸

陸續續的丟了很多案子給我做，每個案子的進行都出奇的順利，且價格

出奇的好，就這樣，持續了一年，財務的問題也跟著解決了，而我的鬥

志又慢慢的恢復了。 8.您公司主要的授權決策機制為何？當您不在公司

時，如何下達決策？您在人員的訓練上，是否有安排這方面的培訓？有

哪些具體的作法？ 公司的決策，都由我下達，我不在時，由我老婆決

定，並沒有在人員上做什麼樣特別的安排，我知道即使把決策權交給我

的廠長許先生，他也處理不了這樣的事情。 9.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

稱的看法如何？ 我深知道一個員工要能在我公司待到領退休金很困難，

所以能一直跟著我的員工，我都會加以善待。以我的廠長許先生而言，

從創業之初跟我至今，我不僅給他股份，並替他投保個人保險，我也告



誡我的兒子，哪天我不在了，請他要把許先生（他至今未娶）當成自己

長輩奉養、照顧，許先生也很能體察公司狀況，景氣好的時候，月薪九

萬五，景氣差時，自願降薪為七萬五，令我感心。 至於職稱或階級，必

須與能力、努力相配。尤其年輕人，只要肯努力，前途不可限量，公司

年輕員工，只要是自願加班的，我都會暗中幫他們加薪。 10. 創業過程

中，您的家人是否給予實體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具體說

明？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以我的父親而言，我當初要創業

時，他很反對，並一直堅持要問神明，記得那天下午，我騎著單車載我

父親去村上的廟宇請示神明，結果神明指示我適合創業，但父親還是很

反對，我還是堅持創業。我用家裡的農地，去跟銀行貸了一筆創業資

金，父親拿我沒辦法。 而我的妻子，不管在公司的經營上或精神上，一

直給我很大的幫助，你沒看到我與廠商、客戶見面，都常帶著我的太太

嗎？ 11. 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外，是否有得到其他人的幫助？若有？

是在哪一方面？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我得到朋友的幫助很

多，我經營客戶的方式，一直是把對方當成朋友，以我們現在的客戶

TOYATA 而言，我一直與其主要的關鍵聯絡人保持很好的友誼，我不僅

在現在的案子上提供他們服務，連其他不是我們的案子，我們也在技術

幫他們處理，這些友誼，使我一直能擁有 TOYATA 的生意。 再舉一

例，我有一個做食品輸送帶生意的客戶，我知道他生意失敗，想東山再

起，當初需要開模具，我問他「你模具到底要不要開？」他答：「我付

不起模具…」，「我是問你模具到底要不要開？不是問你付不付得起模

具費？」我說。後續，他要我報價某塑膠射出件的單價，我因沒做過這

類的射出件，無法估價，就問我同行朋友成本多少？我朋友告知我 7 毛

錢/件，我不加任何利潤報價七毛錢/件給他，他說外面報價才四毛錢，

我報價怎麼那麼貴？我回頭問朋友為何客戶嫌貴？朋友告訴我成本兩毛

錢，他怕我不會自加利潤，所以才要我報這價格，我坦白告知此客戶實

情與實際成本，也因此，此客戶成為我長期的生意伙伴。 因為這樣的交

友態度，同業的朋友或客戶，對我很信任，並在技術與資訊上，提供很

多寶貴的意見與資源。 12.您創業初期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標為

何？與現況比起來，你自己給初期目標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達成

率打幾分？ 我天生喜歡自由自在做我想做的事，自由不受束縛，凡事要

有自己的看法，當初我認為未來是充滿希望的，若我不嘗試創業，我會

後悔一輩子的，就這個目標而言，我是很滿意的。而我未來的目標在於

開發自己的產品，而不是代工模具製造為主，我不太願意長期替客戶代

工，受制於人。 我給自己打 70 分，原因在於我開發的產品，客戶都賺

很多錢，我賺的太少（哈！大笑）。 13.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業應該

是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我認為理想中的企業，應該是能夠開發完全屬

於公司的產品、並直接做成品的行銷，比較本土企業家，我還是比較喜

歡許文龍的自由放任管理，而不喜歡王永慶的壓榨型管理。我希望我兒

子能承繼我的事業，他即使不能做到上市、上櫃，至少也不能做的比我

差。 14. 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您的人生價值觀是否有改變？若

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我認為須要幫助的人太多了，若

我事業告一段落，財力也達到我理想的境地，我應該會做慈善事業，去

幫助那些人吧。 T-B 公司： 1. 創業前的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有幫



助？若有？是在哪些方 面？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的影

響如何？ 有。我創業前在大同公司待了四年（民國 64 年∼民國 68

年），期間學到了豐富的機械原理、與工業機械研發的相關經驗。我在

大同公司從基層做起，從現場的機械操做、裝配、一直到機械的設計，

都有親身經歷過，另一方面，我在大同公司上班期間，晚上還要到大同

工學院進修「工業工程」的課程，使得我對工業管理的理論與實務有充

分的了解。這對我創業以後（民國 70 年），能夠把公司導入企業化管

理，有很大的影響。 2. 您在怎樣動機下創業？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我

創業動機在於幼年時家境貧困，我極力想要掙脫貧困，於是在大同公司

待了四年以後，在社會上有多工作了一年，便出來創業。當初我認為家

用的電源開關，是一個很有潛力的行業，我的專業知識，應該有能力製

造這類產品，於是想要切入這個行業，但由於這個行業的資金門檻，對

當時的我來說，太過高了，於是我四處尋覓其他的創業機會，後來我發

現鎖業（工業用鎖），這個行業的資本小，有與我所學的機械原理相

關，比起電源開關，容易多了，因此我便切入這個行業。 當初鎖業（工

業用鎖）這個行業（根本稱不上是一個產業），很少有人把他當一個事

業來看待，充其量只是一個小鐵工廠店面吧。因此，這個產業可說是尚

未形成。 3. 創業初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由於鎖頭這個行業很

冷門，容易被忽視，但是利潤極高。我初期 是把一些市面流通的鎖頭加

以改良，利用我對機械原理的專長，創新了一些新的鎖頭，當初是以台

灣製作機車 U 型鎖的工廠為主要的客戶，由於我們改良的產品，比市面

流通的機車鎖好用且便宜，生意蒸蒸日上，於是我們便進一步買零件、

自行裝配。 4. 創業初期，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管） 鎖頭

這個行業，因為容易被人忽視，當時很少人會去創新或改良這個產品。

再者，鎖業根本不講管理，生產技術上沒有標準化可言，我算是專業鎖

頭研發與製造的先驅者。在行銷上，我實在沒什麼手腕可言，我們只是

一味正當的經營，我從不交際，只專心把的產品做好，嚴格來講，我並

不是什麼「生意人」。 5. 創業初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

何？ 創業初期，因為鎖業沒有人像我這樣經營，所以競爭對手很少（幾

乎沒有），而且利潤極高。再加上我們不斷在產品上研發、創新、申請

專利保護，並創立很多品牌，交與客戶直接用我們的品牌行銷，長期打

造下來的企業形象，得到客戶的信賴與認同度，再加上我們後續又投入

大量資金與技術，將追隨者遠遠拋在後頭，目前的競爭對手，很難到我

們這種規模。 6. 在創業穩定後，相較於同業的競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

勢是什 麼？可以貴公司產品或服務說明嗎？（產/銷/研/財/人/管） 主要

是研發上擁有多像世界專利，製造上於民國 83 年及通過 ISO 9000 （據

我了解，那個年代願意花錢將自己公司提昇至 ISO 9000 認證的公司很

少，當時有這個認證的公司不到十家）。民國 84 年與歐美諸多國家的

客戶建立代理我的專利與品牌產品的合作伙伴（例如德國 DIRAK、美國

ABA LOCKS），再加上我於民國 86 年即於上海設立專業工業用鎖製造

廠，很少有競爭對手有目前這個規模的。再者，我一再落實「踏實、精

益求精、『納益』」的企業文化，我認為這文化是我公司最寶貴的資

產。 7. 創業初期，資金週轉上是否有遭遇過困難？ 有。我創業前存了

約 30 幾萬，公司運作兩年後，週轉困難，我回南部與父親商量，將家



裡的五分農地，拿去貸了 150 萬的款子，才解除困難。 8. 您公司主要的

授權決策機制為何？當您不在公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員的訓練

上，是否有安排這方面的培訓？有哪些具體 的作法？ 我對主要的幹

部，都充分授權，我不在時，除非很重大、很重大的事件，否則他們都

可以直接下達決策。主要原因是我於民國 84 年∼86 年於上海設立製造廠

時，公司大小決策，都須我批准，由於過渡勞累，身體健康出過很嚴重

的狀況，醫生建議我不宜過渡操勞，因此，我在公司內部長期培訓 5∼6

人的中堅幹部，他們都堪以獨當一面，下達重要決策，對他們處理的業

務負完全的責任，我現在的生活形態，比以前悠閒多了，幾乎處於半退

休狀態。 9. 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的看法如何？ 年資對我來說，

並不重要，重要在於員工個人的貢獻度、以及對公司的投入。我常常說

我的司機，有時他的話比廠長開會時的建議來的有用，各職位的員工，

只要盡心、盡力，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不管他在那個職位，都是好的

員工，在我的公司，沒有因為職位的高低，而有尊卑的差別。再者，各

職位的員工，公司都有一定的考核與升遷管道，只要在他職位上好好表

現，便有循序升遷，並不用擔心在公司發展的問題。 10.創業過程中，

您的家人是否給予實體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具體說明？

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我的父親對我創業很是鼓勵，他知道貧

困的可怕，寧可冒著丟失 5 分地祖產背上敗家的罪名，也願意我拿去貸

款，投資我創建的公司。這使我在創業初期，戒慎恐懼，更加戰戰兢兢

的經營這公司。再者，我太太在公司，負責公司的財務出納，使我在事

業的衝創上，無後顧之憂。 11.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外，是否有得到

其他人的幫助？若有？是在哪一方面？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在我創業過程中，有兩個朋友對我的影響很大，一位姓呂，他是一位精

於國際行銷的貿易商，當初他是我的客戶，由於他為我們的產品開拓了

可觀的國際市場，我們還曾因為合作關係，於高雄港附近，由我親自操

辦一鎖頭製造工廠，後來因為鬧翻了，我便把工廠讓給他， 我想這個人

可能到現在對我都還懷有敵意，但我認為他是我的恩人，因為與他合作

的關係，我拓展了國際視野，我的經營理念，在那個時候有重大的轉

變，這也是我走向國際化市場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另一位朋友姓苗，也

是我們的同行，我在經營理念與國際觀上受他的啟發很大。 12.您創業

初期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標為何？與現況比起來，你自己給初期

目標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達成率打幾分？ 創業初期，我並未設定

任何目標，但在三、四年前，我設定了一個轉型目標，即是要把公司的

主力產品-工業用鎖-慢慢轉成成品鎖-消費性的鎖頭，目前來說，已經達

到百分之八十，因此我給自己打 80 分。 13. 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業應

該是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我認為企業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賺

錢，應該要做一些善事，來回饋社會大眾。希望我所建立起來的企業文

化，能夠在這一個觀點上更加強化，即使自己不做了，公司還是能繼續

運轉下去，實踐這個理念。 14. 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您的人生價

值觀是否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除了物質上

已擺脫貧困的束縛以外，我應該沒有多大的改變，物質生活，我只要生

活上過的去即可，我到認為更該關心週遭的人。 T-C 公司： 1.創業前的

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有幫助？若有？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說



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創業前我在我大哥的模具

廠當模具師傅，對於模具的製作，有高度的專業性。 2.您在怎樣動機下

創業？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當初年輕、愛玩，投資股票輸了，負債一千

多萬，若沒有自行創業，當個模具師傅，恐怕一輩子也清償不了這筆債

務。 因在我大哥的公司從事模具的師傅，看到大哥的生意非常興隆，業

務量滿載，訂單接不完，而模具這個行業，勞力密集又非常重功夫（專

業技術），只要功夫好，不怕沒有訂單可以接，因此我大哥撥了一些規

模比較小的客人給我新成立的公司經營，就這樣做起來了。 3.創業初

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承接我大哥模具廠的客戶，以我大哥開發

相機、車用音響模具的知名度，來攬住客戶，以這些客戶，為公司的基

本營業額。 4.創業初期，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管） 模具

製造是一個代工的行業，客戶將設計好的模具圖交給我們製造模具，在

整個產品製造過程中，模具僅為其中的一環，由於代工的利潤固定，只

能維持住公司的基本管銷，並沒有大錢可賺。當初行動電話這個行業正

蓬勃發展，行動電話換外殼蔚為一種流行風潮，我們替客戶開發一些仿

原廠行動電話的外殼，發現客戶開發外殼模具，需負擔模具的成本，而

模具的費用，可說是占整個產品的開發成本的比率最高，基於這個原

因，我便投資射出機器，從開模到射出，一手包辦，使客戶不用負擔模

具費用，提供客戶行動電話外殼，而不使客戶負擔模具成本。由於我們

從設計、開模、射出一線的製造都在工廠內部完成，所以比起那些須委

外設計、製造模具來販賣外殼的下游客戶，每個外殼的單價比他們低很

多，再者行動電話的機種，汰換速度越來越快，我們由於一線設計、開

模、射出都在廠內完成，速度幾乎可達到與原廠手機同步上市，隨著原

廠行動電話的全球行銷起舞，由於成本與速度上的優勢，這些販賣行動

電話外殼的下游客戶，紛紛放棄自行開發模具，而直接轉向我購買外

殼，不僅價低客戶的開發成本、提昇客戶產品開發的速度，客戶更可以

全力集中在外殼的表面加工處理與行銷上，我的利潤已經不是單純來自

於模具製造而已，而是販賣模具製造出來的外殼，外殼需求越大，我的

模具射出模次就越多，一副模具的固定利潤，轉換成無限個外殼銷售的

利潤。再者，對於暢銷的行動電話機種，我同時賣給客戶外殼、也賣給

對模具有需求的客戶（這類客戶，外殼的銷售量合乎投資模具的「規模

經濟」，跟我購買模具自行射出外殼的單價比跟我直接購買外殼的單價

便宜划算）。我並沒有藉由提高模具廠的產能，來增加公司的營收，而

是透過模具衍生出來的價值（外殼）、與模具的製造速度（手機外殼模

具越能與原廠手機上市的時間點縮短，則模具本身的價值就越高）來提

高公司的營收。同時，我也以模具開發的速度，來嚇阻同業競爭對手，

只要同業或下游客戶的自行開發手機外殼的模具，對方模具完成、外殼

上市的同時，我立即降低外殼的單價，使同業或下游客戶對手機模具開

發的成本投入，無法回收。 當然模具開發的速度，除了我們累積對手機

外殼模具製造的專業知識以外，主要是來自我下游客戶或我周遭豐厚人

脈從市場所提供的新產品資訊。 5.創業初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

較起來如何？ 創業時，只要有足夠的專業技術與機器設備，再加上一些

穩定的客源，公司就可以經營存活。現在大陸的競爭越來越強，光有設

備、技術還是不容易拼過大陸的競爭，必須靠靈活的資訊，不斷創新技



術、開拓新市場，才有錢賺。 6.在創業穩定後，相較於同業的競爭對

手，公司的競爭優勢是什麼？ 可以貴公司產品或服務說明嗎？（產/銷/

研/財/人/管） 應該是對行動電話外殼模具的專業技術，我們因為高度集

中在這個單一產業上，因此開發製造的速度與成本都較具優勢，再加上

靈活運用行銷策略（公司製造模具、模具射出外殼，兩者都有錢賺）。

另一方面，我們原有的模具代工（相機、汽車音響模具）客戶，相當穩

定，這部分的收入，可維持公司的基本營運，現在即使手機換外殼風潮

已經消退了，公司靠著原有的模具生產技術替客戶代工模具生產，還是

可以繼續存活的很好。 7.創業初期，資金週轉上是否有遭遇過困難？ 

有。我跟我大姊週轉了一千多萬。 8.您公司主要的授權決策機制為何？

當您不在公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員的訓練上，是否有安排這方

面的培訓？有哪些具體 的作法？ 公司的營運決策，都是我一人決定，

公司賺錢、賠錢，員工不需要向我報告，成敗由我一人承擔。 但是對於

線上製作模具的師傅，我可是充分授權，只要與模具師傅確認好製造的

方向，師傅們的目標清楚，我便不過問，讓他們自由發揮，我只要速度

與產出的結果。 9.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的看法如何？ 在我公司的

師傅，年資並不重要，有時反而是一個累贅，模具師傅只要到一定時

間，我覺得沒有再往前進步，就會馬上將其淘汰。階級代表的就是專業

能力，專業能力不到，就不配有這個階級。 10.創業過程中，您的家人

是否給予實體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幫助

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主要是我大哥於我創業初期的幫助，帶我走進模

具這個行業，以及我大姊給我的資金資助，讓我於創業初期，能夠順利

的起步，還有我太太，在公司的營運上，給我很大的幫助。 11.創業過

程中，除了家人外，是否有得到其他人的幫助？若有？是在哪一方面？

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但不大。朋友只是利益的交換，不

求利益回報的朋友，很少。 12.您創業初期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

標為何？與現況比起來，你自己給初期目標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

達成率打幾分？ 我給自己打 90 分，我當初的目標純粹只是要還債務，

而現在債務也還了，也得到很不錯的報酬，而且現在生活快樂、身體健

康，我也很知足，未來也沒什麼好求的了。 13. 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

業應該是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維持住公司目前的狀況，不要退步，我

就已經很滿足了。 14. 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您的人生價值觀是否

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以往只想到我一個人

的成敗，現在我關心我的家庭，企業對我固然重要，但家庭對我更重

要，我也希望我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子女成長。 T-D 公司： 1. 創業前的工

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有幫助？若有？是在哪些方 面？可否具體說

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是。我創業前，做過營建業，

營建業的營業額很大，但回收期很長，從營建業我學到生意要看長遠，

不要著眼於短期的蠅頭小利。我 十九歲就結婚了，結婚以後，跟著公

公、婆婆從事食品製造業（小可艾食品有限公司），由於食品這業界，

營業額很小，且回收期很短，走的是傳統的糖果、餅店或傳統菜市場，

當我二十二歲（民國七十二年）開始主導這家公司時，我決定將公司由

製造導向轉型為行銷導向的公司（金門行銷有限公司）時，我是台灣食

品業少數先走入大賣場或連鎖店的先驅者，賣場或連鎖店的交易金額遠



比傳統食品市場大的多，且回收期也比傳統市場久，我會走入這樣的新

興市場，便是營造業帶給我的經驗與影響。 另一方面是我從事食品製造

所累積的專業經驗，對我後續經營這家以行銷為導向的食品公司，不管

在於新產品的開發或從國外引進新產品乃至於各式新食品的採購，皆有

影響很大的幫助。 2. 您在怎樣動機下創業？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我二

十二歲主導「金門行銷有限公司」時，在食品業已經有多年的經驗，當

初我發現我們從事的食品製造業（小可艾食品有限公司），礙於製造的

規模與設備與國內環境的限制，產品線的深度與廣度都有限，產能擴充

有限，相對營業額也跟著受限。相對的，我認為若以行 銷為導向，可以

對外採購的產品，相較於自製的產品，產品線的深度與廣度大出很多，

只要能做出多大的業績，便有多大的產品可供採購， 因此，當初的動機

可以歸結為「生產產能擴充有限、營業額有限，行銷市場無限、營業額

無限。」 以食品業的市場而言，當初台灣的經濟正在起飛，景氣不斷攀

升，因此整個大環境的前景是好的，人民對零食的需求是越來越大，雖

然我當初決定把新設立的公司定位以行銷為主，由於市場的狀況並不是

很明朗，我公、婆並不是很贊同這樣的想法，但我堅信篤定這個方向前

進，只要我肯幹，應該都可以闖出一片天地。 3. 創業初期，您切入市場

的策略為何？ 我主要是創新產品，以及招攬行銷的專業人才，以不斷推

陳出新的產品，透過各通路的專業行銷人員，導入各種新的通路，來打

下這片市場。 創新產品主要的方式，是引進進口食品，而且把進口食品

的單價壓到與國產食品的單價一樣低，甚至比國產食品的價格還低。我

能做到這樣，主要是因為我對食品製造的技術夠專業，因此對國外進行

採購時，相對的議價能力就會增強許多，假若採購不到好的價格，我就

會以我們的製造專業能力，去複製同樣的產品，甚至找出成本更低的國

內製造商，為我司 OEM，以行銷國內，這樣的製造、研發專業能力，對

國外進行採購，無往不力。另一種創新產品的方式，則是結合品牌、卡

通肖像，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與賣氣，比如說「Hello Kitty 棒棒

糖」…等。 至於專業行銷人員的招攬，我不斷的在尋找各式通路的專業

行銷人員，從原有的傳統市場的行銷人員，擴充人才至量販市場、傳統

平價店面、便利連鎖、大賣場、電視購物、網站、直銷…等具有這類通

路豐富經驗的行銷人員，招攬為公司的成員，並使他們持有公司的股

份，這些專業人才，能出資的即擁有公司的實質股份， 不能出資的，我

也會給予乾股（指依年終盈餘議定分得某比例的盈餘，但並未實際給予

公司實質的股份）。 4. 創業初期，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

管） 主要是運用專業的製造及研發能力，引進一系列的新產品，並藉由

各通路的專業行銷人才，迅速擴充市場。把生產、研發與行銷的能力做

了良好的結合。 5. 創業初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何？ 

當初生產技術比較不發達，產品的製造難度比較高，產能容易受限，但

是競爭對手相對也比較少，平均利潤高出很多。反觀現在， 食品業的製

造技術提昇很多，一貫化的機械作業，使產能提高很多，競增對手增

多，產品利潤降低，但由於我們產品種類與產品通路都比同業高出很

多，市場佔有率也比同業高出很多，就總體營業額而言，比當初高出很

多、很多。 6. 在創業穩定後，相較於同業的競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勢

是什麼？可以貴公司產品或服務說明嗎？（產/銷/研/財/人/管） 公司原



本就擁有生產、研發的能力，當初走向行銷為導向經營模式又比同業來

得早，在市場上的佔有率相對比同業高出很多。另一方面自己的品牌在

市場上，已經佔有一席之地，客戶與競爭對手比起來，相對忠誠度較

高。在通路的配銷服務上，我們已經做到當天叫貨、當天到貨，我們的

不僅替客戶配銷貨物、並主動替客戶盤點庫存，盡量壓低客戶的庫存

量。由於市場佔有率較大、客群較穩定，存貨周轉率比同業來的高，相

對產品的新鮮度也就比同業來的高。 7. 創業初期，資金週轉上是否有遭

遇過困難？ 有。當初跟我的公公、婆婆借貸了幾千萬。 8. 您公司主要

的授權決策機制為何？當您不在公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員的訓

練上，是否有安排這方面的培訓？有哪些具體的 作法？ 公司重要決策

都是由我做的，我若不在時，由另外一位股東決定。 對於公司的業務人

員，我們會給予他們在業務上較大得決定權，一般業務是由負責該通路

的司機做起，讓司機藉由送貨、補貨與客戶高度接觸，以求其對所服務

區域的客戶習性充分了解，再升等為業務人員，業務人員可以根據公司

所給的成本，自行決定售價的高低。 9. 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的看

法如何？ 在我們食品業界中，年資是很重要的，年資的長短，代表他經

驗的多寡以及貢獻度的高低，年資久的，他的經驗一定比較豐富，對公

司的貢獻也來的大的多了。 至於階級或職稱方面，我們以業績掛帥，一

般能在我們公司掛上區域經理職稱的，業績的表現都要相當好。 10. 創

業過程中，您的家人是否給予實體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

具體說明？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我的公公、婆婆就是這家公

司的前驅，因此，我的家人對我的事業很支持、贊成。公、婆不僅在資

金有幫助過我們，也在經營上給予我很多的建議，並且為我們帶小孩，

使我在家庭上無後顧之憂。 11. 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外，是否有得到

其他人的幫助？若有？是在哪一方 面？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沒有。 12.您創業初期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標為何？與現況比起

來，你自己給初期目標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達成率打幾分？ 我現

在的規模，已經比當初所想的事業體大出很多，若要與當初比起來，可

以說是 100 分，我未來的目標，是希望公司在專業經理人的管理下，好

好經營下去，讓我能在五年後退休。但對於這個目標，我想我只達到目

標的 60％，還是需要繼續努力的。 13. 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業應該是

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我希望我的事業體能夠繼續承接下去，讓有能力

的人永續經營， 不一定由我的子女來接手。我希望五年後能夠退休，並

讓這個企業持續下去。 14. 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您的人生價值觀

是否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創業一途，使我

走出傳統家庭主婦的模式，我可以自由自主的做我想做的事業，家庭同

時又能兼顧，公、婆也因我的事業成就，更加肯定我，也因為有現在的

成就，我才可提早安排退我的退休計畫，學學語言，移民國外，教育我

的子女。 N-A 公司： 1.創業前的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有幫助？若

有？是在哪些方 面？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的影響如

何？ 有。有極大的幫助。主要是學到「領導統御」的能力。我當時是在

製藥廠當打包工人，我的上級是打包工人的頭頭，下屬只有我一人，由

於跟頭頭接觸的時間很多，我從他身上特別學到任何事都要從基本功做

起的「紮根思想」，帶下屬就要讓下屬信服，我的的確確信服我的頭



頭。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令下屬心悅誠服的在你的手下工作，臣服於

你的領導之下，這就是我所學到的領導統御。 2.您在怎樣動機下創業？

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民國 72 年，我還在開撞球場時，偶然聽到看到一

個報導，說工研院已經研發出一款音樂 IC，體積短小輕薄，可置於卡片

之中，做成音樂卡，我一聽到這樣新奇的消息，隔天馬上停掉撞球場的

生意，一路就轉向音樂卡片的生意了，所以我創業動機，完全出於「臨

時起義」。當時這是一個全新的產品，我在想卡片中要夾帶音樂，勢必

要像一邊卡片一樣便宜，讓人人買的起，才可以造成風靡，因此我當初

便以新產品並低價的進入市場。 3.創業初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你要羅馬，得先讓羅馬毀滅。你要市場，得讓市場先毀滅。」我極力

的壓縮自己的利潤空間，並降低成本，以新奇的產品，搶得市場的佔有

率，並讓所有的競爭對手，沒有還手的空間。舉例來說，一個音樂卡若

市面定價 10 元，成本 5 元，我並便定價 6 元，並壓縮成本至 4 元。壓縮

成本的方式，在於我們在音樂卡的生產製造，用最少的 6 個人，達到 24

個人的產能，再者，我本身是念電子科的，對現成音樂 IC，開發成音樂

卡，並沒有什麼困難。 4.創業初期，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

管） 在於面對市場的魄力，原可賣高價、圖暴力的產品，我卻以低價進

入市場，加上我的領導能力得當，公司上下對我的決策深信不疑（懷疑

的就開除），於是效率提昇增加產能，才造成初步的成功。 5.創業初

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何？ 那個年頭，台灣的科技產業

剛起飛，當時環境與對手競爭輕鬆，而現在對手難纏，原因是當時這個

產業能力高的人並不多（我當然是其中佼佼者），現在這個產業能力高

的人多的多。當初賺錢如撈水，現在是微利時代。現在科技產業，在我

看來，大者橫大，原因不再大者的技術強、策略高明，而是這些公司的

「財力說」，有了強大的財力，什麼都可以買過來。 6.在創業穩定後，

相較於同業的競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勢是什 麼？可以貴公司產品或服

務說明嗎？（產/銷/研/財/人/管） 我們公司的競爭優勢不盡在產品或服

務，而在我所建立起來的「企業文化」-全體上下刻苦耐勞。因此公司管

銷極低、且效率比別人高，如此而已。 至於公司的產品，已經從早期的

音樂卡片，轉型到更高一個層次-低階的 IC 銷售，在低階 IC 銷售業界

中，由於我是上游 IC 設計廠「凌陽」的主要股東，「凌陽」研發設計

出來的 IC，優先權都掌握在我們手中，因此不論在 IC 的設計速度或客

製化的程度，與同業比起來，都較具優勢。 7.創業初期，資金週轉上是

否有遭遇過困難？ 曾遇過。我當初向親戚朋友借了約 200 萬元。 8.您公

司主要的授權決策機制為何？當您不在公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

員的訓練上，是否有安排這方面的培訓？有哪些具體 的作法？ 公司內

部有其稽核及控制制度，層層負責，該誰負責、就誰負責，重大決策由

股東會議決定。在面試時，盡量了解員工的能力與特質， 其餘的就由各

部門主管直接培訓。 9.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的看法如何？ 不管年

資、階級或職稱，全部按照內稽、內控制度走，而公司的內稽、內控制

度，並不考量年資，只要有能力、有貢獻、績效好的就出頭。 10.創業

過程中，您的家人是否給予實體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具

體說明？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很少。即使資金遇到困難，也

是向親戚標會或朋友週轉。 11.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外，是否有得到



其他人的幫助？若有？是在哪一方 面？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實質上，曾於資金週轉上幫助過。精神上，朋友的鼓勵與相互學

習，使我突破一些經營上的障礙與盲點。 12.您創業初期所設定的目標

為何？與現況比起來，你給自己打幾 分？ 若與過去目標比起來，我給

自己打六十分。未來則希望公司順利上市，股票大漲，股東更滿意。若

與未來設定的目標比起來，還有五十分未達成。 13.您認為的你要的理

想企業應該是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在同業之中是績優股，公司持續獲

利，對股東回饋，IC 銷售業績能更高。 14.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

您的人生價值觀是否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有。「守成不易、一步一腳印、凡事投機不得」。我初次創業成功，曾

是「聯電」最大的客戶，當初身價 5、6 億，我曾經失敗過，現在又造

就這番事業，再度實現我年輕時的夢想，因此，我最大的感想是這些改

變。年輕人，好好記住我的話：「少年得志不是福，守成不易、一步一

腳印、凡事投機不得」。 N-B 公司： 1.創業前的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

事業有幫助？若有？是在哪些方 面？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

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創業前我是待在較小的公司學做模具的技術，因

為公司小，精準的機械設備較缺乏，模具製作的方式，對人工技術依賴

還是很高，因此我學到的基礎功夫與觀念特別的紮實。另一方面，我在

這家公司找出了對模具製作的樂趣，也篤定這是我長期的發展方向，而

不斷努力學習，「勤能補拙」便是我最大的學習秘訣。 後續於偶然的機

會與大公司的工業設計人員接觸，我才更進一步體認到工業設計人員的

層次比模具師傅高多了，因為這層體認，我決定放棄先前的學習環境，

決定去報考二專，修習機械工程設計的知識。二專畢業後，我有機會進

去協億模具廠任職（這家模具廠的規模，在台灣算是屬一、屬二），我

從這家公司的老闆那邊學到更紮實的專業技術，也學到很重要的專業態

度，這態度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專業做到最專業」。舉例來說，一般模

具的壽命頂多在 30 萬模次，而協億公司開出來的模具壽命，可超過 50

萬模次，老闆常說：一副好的模具，從設計、雛形製作、檢討..到量

產，每個很細、很細的細節都不能漏掉，不僅不能漏掉，且要對於每個

階段會發生的小問題，都要能夠預測到（指模具可能的設計變更），不

僅要能預測到，還要有能力表達給客戶知道。這樣的觀念與技術，對我

後續創業，於技術的突破上，有很大的幫助。 2.您在怎樣動機下創業？

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我創業前一個工作，是開立一家很小型的個人工作

室，一方面沒有同事可互相切磋，另一方面因為規模小，所接洽的客戶

層次提昇不起來（指設計的案子偏向簡單、價格低簾，挑戰度也比較

低），我一直苦悶這樣的小事業，沒有很大的揮灑空間。後來幾位志同

道合的朋友（都擁有高度的工業設計專業）相約出來創立公司，就懷著

未來能一展長材、鴻圖大展的理想，幾個朋友就這樣合夥創業了。有機

會創業，我想是一種機緣吧！ 3.創業初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我

們一方面是承接之前協億公司的轉包案子，另一方面是接模具製作圖

稿。模具製作圖稿，重在實務的開模技術與經驗，為比較基礎的業務，

容易被取代，但當時價格好，比較容易切入，後來模具製作圖稿，紛紛

轉向大陸，我們才陸續承接工業產品的外觀與機構設計。 4.創業初期，

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管） 我們這個行業，受景氣的影響



並不大，有這個專業技術，不怕沒案子接，但問題是這個行業是以工程

師的時間、腦力換取金錢的，產能並不高，要提昇營業額（產能），首

在人員的陪訓與搜尋，但問題人員能達到一定的專業程度後，往往自己

出去當老闆，留住人才並不容易。我想我們成功的因素，在於知道如何

找到對的人，或應該說如何找到有天份的人，並且能夠留住人才。 5.創

業初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何？ 其實我們這個行業最大

的競爭對手在於自己，如何讓工程師的創意源源不斷、突破自我，才是

公司最大的競爭優勢。創業初期，由於幾個伙伴都是專業工程師，又是

股東，幾個人發揮出來的力量，已經足以使一家小型企業存活下來，至

於現在，由於經過市場的長期試煉，我們幾個股東的專業技術，又更上

層樓，承接的案子，不管在金額、客戶規模、產品的複雜度都比創業前

來的高多了，相對的報酬也比較好。 6.在創業穩定後，相較於同業的競

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勢是什 麼？可以貴公司產品或服務說明嗎？（產

/銷/研/財/人/管） a. 過去所累積的作品，已經為我們行銷這一環的工

作，做了很大的口碑。 b. 產品的創意、風格、市場接受度，已經跳出一

般基礎定價的模式，而是導向「客戶認定價值」定價模式。 c. 紮實的模

具基礎：我們認為一個頂尖的設計不僅在於產品的外觀，而在於設計出

來的模具，不管在治模、材質、後續加工都能為客戶節省成本。 d. 提供

客戶客戶完全解決方案:從產品的設計一直到量產，一手包辦，使客戶節

省各階段的轉換成本，責任歸屬明確，對客戶有更好的保障。量產階段

產品的問題相對減少。 7.創業初期，資金週轉上是否有遭遇過困難？ 

有。主要跟銀行與朋友借貸。 8.您公司主要的授權決策機制為何？當您

不在公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員的訓練上，是否有安排這方面的

培訓？有哪些具體 的作法？ 公司雖然是幾個股東一起創立的，但決策

方面主要還是由我下達。至於人員上，公司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工程師，

一直很難培訓出好的管理人才，也因為這樣，我對公司內部的工程師升

遷問題，一直找不出比較好的標準來評斷，完全與專業表現評斷，又有

失客觀，這一直是困擾我的問題，我們這個業界，普遍存在這樣的問

題。 9.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的看法如何？ 年資不能代表什麼，階

級也不重要。至於職稱，在我們公司就是責任、能力與肯定，績效不

行，是不配有相對的職稱的。 10.創業過程中，您的家人是否給予實體

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

響如何？ 我太太在精神上多少給我一些鼓勵，但我還是很難跟她共事就

是了。其他家人並沒有給予多大的幫忙。 11.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

外，是否有得到其他人的幫助？若有？是在哪一方 面？這些幫助對您事

業的影響如何？ 有。透過朋友的介紹或朋友本身的公司，承接不少的案

子。另外，在資金上的週轉上，朋友的幫助也是很大。 12.您創業初期

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標為何？與現況比起來，你自己給初期目標

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達成率打幾分？ 創業初期的目標，是希望能

夠產品完全依自己的設計理想被創造出來，但礙於市場需求與設計理想

的落差，目前只能說達到一半，我給自己打 60 分，至於未來的目標，

是希望整合設計，模具，到最後製程，進而走出自己的設計品牌名。而

這點，我想目前我可能連 50 分都不到。 13.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業應

該是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能夠以我們設計的專業能力（為整個模具工



業的最上游），一直到最下游所有的製程，都一手包辦。這樣，設計的

理想，才不會因為下游的認知的誤差，而實踐不出一個好的作品，倘若

這理想能達成，才有可能走出設計的品牌，而不是一個紙上作品，變成

不能被實踐出來的圖稿而已。這樣的體驗，不是金錢的報酬而已，而是

人生最大的樂事。 14.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您的人生價值觀是否

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創業以後，我更肯定

自己在設計上的天份，也比以往更有自信，我到現在才越來越體驗到設

計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每個人都生活在設計的品味中，只是每個人都

不知道，而我們知道，於是我們把這個「知道」拿去轉換成金錢。 N-C

公司： 1.創業前的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有幫助？若有？是在哪些

方 面？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創業

前的工作是從事國際貿易業務，因為我本身是念英文系，於就業之前，

對於「國際貿易」不甚了解，後來因接觸到國際貿易，才了解到國際市

場的需求，我想就業前最大的工作經驗，便是拓展了國際貿易的市場觀

吧。 2.您在怎樣動機下創業？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我創業前的工作是從

事 CCTV 這個行業，當初我的德國客戶挖角我出來，當他在台灣的

IPO，主要工作是負責德國總公司對台灣 CCTV 零件的採購或委託台灣

廠商的 OEM CASE。當初我為了這事業的長久發展，公司成立之初，我

便極力爭取要以我個人名義來成立公司，雖然獨立成立公司，在財務上

沒有母公司的保護，風險較大，但我當時費了很大的功夫，說服母公司

以我名義成立這家公司的好處等等，最後雖對外名義上是德國的子公

司，並掛名為德國母公司的英文名子，但實際上卻是一家獨立的公司。

我於擔任德國母公司採購期間，觀察到台灣 CCTV 這個產業，尚有高度

的整合空間，原因在於國外 CCTV 這個產業，為滿足客戶需求，已經進

化到提供客戶整個監控系統的工程架設、系統維護，而台灣這個產業尚

處於「單機產品」（單一監控產品）居多，對於整個系統的工程設計、

維護，與國外比起來，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認為若能以系統設

計、維護的角度切入這個市場，應該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另外一方面，

由於身為德國總公司的採購，對於台灣單機的供應商，議價力會提高很

多，同時因為我們切入的市場，由於提供的是整個系統的工程設計與維

護，與台灣這個產業的供應商並不互相競爭且願意提供技術的支援，而

母公司的技術亦可支援台灣，並且母公司透國我們從台灣採購的零件做

成成品，掛上母公司的品牌，再透過我們回銷亞洲地區，對我們無往不

利。 3.創業初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以監控系統為主力，而不一

單機產品為主力，配合母公司的品牌形象，充分整合台灣這個產業的製

造能力與母公司的技術、品牌優勢。 台灣在這個產業的優勢在於單機產

品的價格低廉，易於整合入系統工程之中，且台灣的產業富於彈性、靈

活度（指能提供高度客製化的單機產品）。而德國的優勢，在於提供專

業系統技術支援，或是較有品牌優勢的單機產品，我們一方面能夠不斷

搜尋台灣好的零件、產品來滿足德國母公司的需求，一方面挖掘亞洲市

場對系統監控工程的需求。客戶對於安全、監控的需求，是需要我們親

自去挖掘的，並不是原來就存在的市場，比如說：水庫、機場的安全監

控系統，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說一開始這些場所的監控

系統並不是那樣的先進，經過我們的專業行銷，客戶才採用的，因此我



們公司是需要為客戶創造需求、進而才能滿足客戶需求。 4.創業初期，

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管） 充分整合台灣安全監控產業與

德國母公司在技術與品牌上的優勢，由於介於兩者之間，容易取的雙方

的信任，資訊與技術的取得便相對容易許多。在財務的控管方面，我們

取得為母公司採購零件的應收款票期較短，而對台灣廠商的應付票期較

長，一方面可避免營運資金的週轉缺口，一方面資金進出週轉頻繁，增

強與銀行往來的能力。在人員方面，公司人員的流動率相當低，無論是

從母公司得到的技術或在系統工程方面的實務經驗，都能有效的累積，

增強公司的技術能力。 5.創業初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

何？ 創業初期，我們是以德國在台的 IPO 公司自居，本身規模不大，易

為競爭對手所忽視，不易感到競爭對手的壓力。現在 PC 業者夾帶著雄

厚的資金優勢，進入安全監控這個產業，相對就較有競爭壓力。但雖然

現在公司規模變大，接的案子增多，利潤上也不會比創業初期來的差。 

6.在創業穩定後，相較於同業的競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勢是什 麼？可

以貴公司產品或服務說明嗎？（產/銷/研/財/人/管） 主要在於工程系統

的專業技術，以及為客戶建制系統後的服務與維護，由於客戶的需求，

是由我們創造的，相對的，客戶後續服務與維護也須要我們的技術才

行，所以客戶會比較穩定，而且市場的範圍，也比較寬廣，不像單機的

供應商，老是把發展焦點，集中在監視的產業中。 7.創業初期，資金週

轉上是否有遭遇過困難？ 很少。若有的話，也是小額的週轉。 8.您公司

主要的授權決策機制為何？當您不在公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員

的訓練上，是否有安排這方面的培訓？有哪些具體 的作法？ 公司有一

定的內機與考核制度，工程人員都須經過這些制度的認定，方會授與一

定的權力。我不在時，都由我弟弟決策。 9.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

的看法如何？ 年資在我們公司，代表一個員工的貢獻度、忠誠度、與能

力表現程度，相當重要。而階級是在於對外稱呼的方便，也是能力的表

現，並代表責任的程度。 10.創業過程中，您的家人是否給予實體的協

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

何？ 主要是在精神上的鼓勵，一方面我弟弟也是公司的重要決策者，對

我公司的實質貢獻也很大。 11. 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外，是否有得到

其他人的幫助？若有？是在哪一方 面？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主要是在精神層面。可以讓我抒解壓力，吐吐苦水。 12.您創業初

期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標為何？與現況比起來 你自己給初期目標

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達成率打幾分？ 我初期並未設定任何具體的

目標，如果真要評分，我自認為以現狀而言，我給自己打 90 分。而相

對於未來的目標，主要是希望公司上市，讓跟著我一起奮鬥的同仁能跟

著獲利。現在，我給自己打 70 分。 13.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業應該是

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能夠更將權力下放給下屬，並希望公司能夠上

市，讓所有員工都能分享到更多的財富。 14.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

對您的人生價值觀是否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有。創業前，我比較軟弱、宿命，也不較不會去主動關心週遭的人。現

在比以前更堅強、有自信，也比較會關心週遭的人事，我認為有目前這

樣的成就，應該感謝很多人。未來若有能夠多一點時間，我會去幫助那

些自閉兒童，我小時候很自閉，一路成長過來，能有今天的收穫…….。 



N-D 公司： 1.創業前的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有幫助？若有？是在

哪些方 面？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幫

助，主要係對事的理解力與一些組織中較為普遍的作業準則或規則。以

往的工作經驗亦提供對事的判斷與決策上之參考及思考邏輯。 2.您在怎

樣動機下創業？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朋友的熱情邀請，當時個人亦考量

年齡及當時所任職的工作未來發展空間，可能會不如自行出來創業來的

大，因此當時設想最壞的狀況不過失去工作機會與部份資金，風顯尚在

可接受範圍。 3.創業初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因礙於法令規定，

市場發展已飽合，故在舊產品部份採以量抑價來擴大市場佔有率(將剩餘

未利用的設備及人力加以充份利用)，同時發展新產品，意圖在新產品取

得較高的利潤以擴大公司整體營業額，創業初期至今市場策略主要為以

上兩項。 4.創業初期，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研/財/人/管） 生產:比

同業更少的後勤人員及管理級主管，降低成本。 行銷:更優質更完備的

服務過程，與客戶建立長期夥伴關係。 研發:結合資訊系統，創立同業

間第一家結合專業認證檢測作業及 檢測管理系統的設備元件檢測作業，

成功取得國內台塑石化 及中油兩大煉油集團生產工廠之檢測合約（此為

本公司七成以上的業務收入）。 財務:除銀行借款外，亦得到主要股東

及朋友資金上的支持。 人事:以優於同業的福利待遇延攬本業資深優秀

人才。並以優於同 業的人均產值為公司取得較佳的營運績效。 管理:擺

脫小企業以家族及朋友的信任關係，建立營運團隊及管理，改以制度及

規定，以取得與各主要幹部之互信基礎，因此得以達到用人惟才的理

想。 5.創業初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何？ 較以往更為激

烈，且同業競價的結果，也導致整體利潤下滑。 6.在創業穩定後，相較

於同業的競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勢是什 麼？可以貴公司產品或服務說

明嗎？（產/銷/研/財/人/管） 生產:擁有全國最多的檢測設備(煙道檢測自

動測定儀 11 部)，在 煙道檢測作業上，案件消化量以國內單一檢驗室而

論為全 國第一。 行銷:為國內單一檢測公司，擁有最多的專責業務銷售

人員，並 結合技術顧問機構，提供完整的諮詢服務。 研發:結合資訊軟

體規劃設計能力，能以最快速度因應市場需要 自行開發系統軟體。 財

務:借很多錢 人事:建立全國惟一最專業的煙道檢測培訓教材，系統性的

對人員不斷訓練，以多媒體方式將檢測技術加以儲存並散佈，同時為國

內少數建立技術職的晉升制度，鼓勵公司同仁不斷提升檢測技術。 管

理:中小企業的管理瓶頸在於無法有效建立制度，因此對於管理 制度的

建立是一種挑戰，對幹部而言，亦難僅靠制度便能取 得對公司的忠誠。

因此本公司亦努力將公司各項管理及作業 加以制度化，並符合國內環境

檢測機構之認證標準。 7.創業初期，資金週轉上是否有遭遇過困難？ 

是，因初期投入資金不足，且之後公司獲利狀況未能有明顯的 改善，因

此股東增資意願不高，使公司在自有資金不足的情況下， 常常遇到資金

困難，最後都是朋友或股東予以財務舒緩。 8.您公司主要的授權決策機

制為何？當您不在公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員的訓練上，是否有

安排這方面的培訓？有哪些具體 的作法？ 創業至今難免事必躬親，但

是，以下是我們一直想努力達成的目標，不過仍有諸多不順遂，一切尚

在努力中，就是： 1）.依職務說明書及公司內規規定進行，以權責相符

為最主要的授權考量。 2）.如係必須由總經理決策之事項，能以電話指



示者，即以電話口頭指示， 如無法以電話指示者，則待回公司後處理。 

3）.以副職人員的形式，逐步訓練培養該職責所需的決策能力。 9.您對

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的看法如何？ 年資並無一定的意義，但可能因年

資較深對公司的歷史及各項制度的由來及演變較其他新進同仁有較清楚

的了解。年資不為本公司晉升主管的依據(技術職除外，因年資越深其對

技術及作業的熟悉度可能較多)。階級高低或職稱可視為員工的晉升鼓

勵，另外也可視為對能力與表現的肯定程度定。 10.創業過程中，您的

家人是否給予實體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具體說明？這些

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協助取得一些對公司有幫助的人際關

係，例如銀行經理、客戶、借貸資金的親友等，使公司於財務上業務上

得到幫助。 11.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外，是否有得到其他人的幫助？

若有？是在哪一方 面？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有，主要為經

營意見的交換及資金上的協助，及部份公司所需的 客戶及廠商的介紹。 

12.您創業初期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標為何？與現況比起來，你自

己給初期目標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達成率打幾分？ 當初創業初期

設定的目標為，讓公司能不虧損並持續營運下去並持續獲利，以目前的

狀況而言，僅能給自己五十分，因為自認為有更好的方法使公司更快的

發展，而目前看來，有些事情處理的時間都太長，至於未來的目標，也

還是維持我創業初期設定的目標。 13.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業應該是

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能持續的獲利，並突破目前的困境，利用目前的

環境提供員工自我實現的機會。 14.比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您的人

生價值觀是否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有。對

於人與事物的看法較為務實，也較為寬容。另一方面對自我也提高很多

自信，與發現自己的潛能。 附錄二：量表與訪談大綱 您好，這是一份

學術問卷，旨在研究企業家的人格特質 與營運績效之關係。本問卷填

寫，所費時間不多，且採無記 名方式，所有資料僅供整體分析使用，並

不對外個別揭露， 敬請放心填答。 問卷填寫後，敝人會於另外時間，

登門請益，並回收此 問卷。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協助，不勝感激。 敬

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天主教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吳秉恩 

研究生：廖裕霖 壹、 下列各項敘述，描述個人對生活中的看法與做

法，請在各項敘述中，依同意程度勾選一欄。 1. 過去在學期間，你常為

達到父母所期望的成績 標準，而加倍努力。 2. 當您圓滿完成一件事情

時，即使沒有人知道， 您也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3. 在做一件事之前，

您常希望別人能告訴您如何 去做的詳細步驟。 4. 您通常按照自己的選

擇，做自己想做的事。 5. 社會上（或家族）一般人認為有價值的東西， 

您都想努力獲得。 6. 工作時，您總是拼命去做，直到自己滿意為止。 7. 

您追求成功的推動力，主要來自對家族的關心。 8. 做完一件工作後，您

喜歡根據自己的標準來加 以評價。 9. 您生活的主要目標，是完成讓家

族（父母）引 以為榮的事。 10. 您時常在想：自己的表現是否已經符合

自己的 期望或標準。 貳、 以下是請教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每個問題

代表一種看法，請在（a）、（b）兩種不同的陳述中，勾選一種您比較

贊同的說法。 1. (a) 有足夠的休息及放鬆才能賺大錢 □ (b) 要努力勤奮

工作才能發財 □ 2. (a) 我發現自己努力的程度和成就成正比 □ (b) 我常

覺得我週遭的人，對我的成就毫不在意 □ 3. (a) 離婚率上升是越來越多



人未盡力維持婚姻 □ (b) 婚姻幾乎和賭博沒兩樣 □ 4. (a) 個人的基本態

度可以被改造的想法，我認為是很可笑的 □ (b) 我覺得只要是對的，就

可以說服他人 □ 5. (a) 能夠發財只是比別人幸運罷了 □ (b) 能否賺大錢

全靠能力而定 □ 6. (a) 若懂得與別人相處，會發現領導並非難事 □ (b) 

我無法影響他人的行為或領導他人 □ 7. (a) 我的成就是努力而來的，和

運氣無關 □ (b) 有時我覺得努力是無法改變自己成就的 □ 8. (a) 我們登

高一呼，其實可以扭轉世界情勢 □ (b) 我們想扭轉世界情勢的想法太過

理想化 □ 9. (a) 許多我所遭遇的事情，很可能都是偶發的 □ (b) 我是自

己命運的主宰 □ 10 (a) 要獲得與人相處的技巧，須經過一番磨練 □ (b) 

想要取悅某些人，比登天還難 □ 參、 以下各題的敘述若應用到您身上

時，您認為適用的程度如何？請依可能性比率大小，勾選一欄適當的比

率。 1. 有一位工程師，目前是一家大公司的中級主管，工作很安定且待

遇尚可，最近有家新成立的公司，想聘請他擔任高級主管，其待遇高了

很多，不過新公司剛成立基礎不穩，有可能會倒閉，若跳槽後有失業的

風險。請問您：新公司成功的可能性至少為多少才值得跳槽？ 10％ 20

％ 30％ 40％ 50％ 60％ 70％ 80％ 90％ □ □ □ □ □ □ □ □ □ 2. 有位

先生得了嚴重的心臟病，使他目前的生活非常痛苦，醫生建議他開刀治

療，若手術成功可使他恢復健康，若是失敗會使病情更加惡化。請問

您：開刀成功的可能性至少為多少才值得做 ？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 □ □ □ □ □ □ □ □ 3. 有為家庭主婦料理家

計，每月可省下一些錢，如果她將這筆錢存在銀行或郵局，則每月利息

很少，若是他將這筆錢拿去跟民間互助會，則利息很高，但是互助會有

可能被倒掉。請問您：民間互助會不倒的可能性至少為多少才可以跟？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 □ □ □ □ □ □ □ □ 

4. 有一項重要球類比賽結束前幾秒鐘，有位教練面臨一種情況：該球隊

若選擇罰球則可以打平，若選擇進攻策略，則可能一舉獲勝，但也可能

因進攻失敗而失去扳平的機會，輸掉這場球賽。請問您：「進攻策略」

成功的可能性至少為多少才可採用？ 10％ 20％ 30％ 40％ 50％ 60％ 70

％ 80％ 90％ □ □ □ □ □ □ □ □ □ 5. 有位大企業的主持人計劃投資

興建一家新的工廠，如果將此工廠設在國內，則可獲利，但若將此工廠

設在開發中國家，獲利會更大，但這些開發中國家的政局並不穩定，有

投資失敗的風險。請問您：若投資在開發中國家，成功的可能性至少為

多少才能投資？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 □ □ 

□ □ □ □ □ □ 6. 有位大學畢業生計劃出國留學，他同時拿到兩所學

校的入學許可，一家名氣較差，但幾乎所有畢業生都拿到博士學位，另

一家名氣較好，水準較高，但只有少數的畢業生能拿到博士學位，所以

若選擇名氣較好的這所學校，有拿不到博士學位的風險。請問您：拿到

名氣較好學校的博士學位的可能性至少為多少才選？ 10％ 20％ 30％ 40

％ 50％ 60％ 70％ 80％ 90％ □ □ □ □ □ □ □ □ □ 肆、 若將貴公司

近兩年來的營運績效與主要競爭者做比較，每個問題都有五種比較情

形，請勾選一種您比較贊同的情形。 1.過去兩年來的銷售額成長率 □ 

□ □ □ □ 2.過去兩年平均總資產報酬率（稅前淨利/總資產） □ □ □ 

□ □ 3.過去兩年的市場佔有率之改變 □ □ □ □ □ 4.過去兩年新產品

上市成功的比率 □ □ □ □ □ 5.過去兩年新產品的開發成效 □ □ □ □ 



□ 6.過去兩年整體的營運績效表現 □ □ □ □ □ 伍、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男，□女 2. 您創業時的年齡： 歲 3. 您創業時的學歷：□

國中以下，□高中，□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 4. 您在學時主修

（可複選）：□文，□法，□商，□理工，□農， □其他 5. 您之前所

學的專業技能與所創事業相關否：□相關，□不相關 6. 您在這次創業之

前，您共有 年與創業有關的工作經驗， 次的實際創業經驗 7. 您創業前

曾待過幾家公司：□無，□2 家以下，□3~5 家，□6~9 家，□10 家以上 

8. 您的父親曾創業否：□是，□否 9. 您的母親曾創業否：□是，□否 

10. 您的年幼家境：□清寒，□普通，□小康，□中上，□富裕 11. 您在

家中排行：□老大，□老么，□其他排行（請說明） 12. 您的婚姻狀

況：□已婚，□未婚 13. 您是否與配偶一起創業：□是，□否 14. 您的

子女數：□無，□1 人，□2 人，□3 人以上 15. 您的創業年數（從第一

個自創事業至今）： 年 16. 您創業行業別（請說明）： 17. 您目前的員

工人數： 人 18. 您目前公司的所有權型態：□獨資，□合夥，□其他 

19. 您創業時的資金來源（可複選）：□自有資金，□家人、親屬投資

或借貸 □朋友投資或借貸，□銀行或其金融機構，□其他（請說明）， 

20. 創業過程中，曾經幫助過您的個人或團體（可複選）：□父母或配

偶，□顧問（如律師、會計師），□朋友，□同業（如同業工會、協

會、業者），□其他（請說明）， 21. 事業創建方式：□加盟，□買

受，□新設，□其他（請說明）， 您好，以下為訪談您時的主要問題，

目的在深入研究業主在創業過程中諸多因素與創業績效間的關係，煩請

您於訪談之前，先過目以下問題，待訪談時，再一一與您請教，再次感

謝您的協助。 廖裕霖 訪談大綱 1. 創業前的工作經驗，是否對您的事業

有幫助？若有？是在哪些方 面？可否具體說明？這些工作經驗對您事業

的影響如何？ 2. 您在怎樣動機下創業？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3. 創業初

期，您切入市場的策略為何？ 4. 創業初期，您成功因素為何？（產/銷/

研/財/人/管） 5. 創業初期，市場競爭的情形與現在比較起來如何？ 6. 在

創業穩定後，相較於同業的競爭對手，公司的競爭優勢是什 麼？可以貴

公司產品或服務說明嗎？（產/銷/研/財/人/管） 7. 創業初期，資金週轉

上是否有遭遇過困難？ 8. 您公司主要的授權決策機制為何？當您不在公

司時，如何下達決 策？您在人員的訓練上，是否有安排這方面的培訓？

有哪些具體 的作法？ 9. 您對員工年資、階級或職稱的看法如何？ 10. 創

業過程中，您的家人是否給予實體的協助或精神上的鼓勵？ 若有？可否

具體說明？這些幫助對您事業的影響如何？ 11. 創業過程中，除了家人

外，是否有得到其他人的幫助？若有？是在哪一方 面？這些幫助對您事

業的影響如何？ 12. 您創業初期所設定的目標為何？未來目標為何？與

現況比起來，你自己給初期目標達成率打幾分？給未來目標達成率打幾

分？ 13. 您認為的你要的理想企業應該是怎樣？可否描繪一下？ 14. 比

較創業前與現在，創業對您的人生價值觀是否有改變？若有？ 是在哪些

方面？可否具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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