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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擺脫me too 對失敗多一點容忍
上個月在福衛五號發射前，採訪了前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張桂祥，採訪時張主任提到衛星發

射的難度，韓國的衛星在李明博時代失敗了多次才成功發射，台灣在前面幾次的衛星則都

有歐美協助，直到這次才完全用台灣自己的產品，由於台灣並沒有航太產業，因此福衛五

號使用的台產零組件，都是第一次上太空，在發射前，整個團隊相當緊張，深怕失敗後就

沒有下一次，因為台灣對失敗的容忍度相當低。

其實不只這次的衛星發射，在其他領域，台灣產業也不太能夠容忍失敗，當然對產業而

言，失敗意味著資源的損失，尤其台灣的經濟又以中小企業為主，一兩次失敗可能公司就

要收掉。

這個因素也讓台灣多數產業永遠以 me too 的產品為唯一選擇，雖然大家一窩蜂做的結果是

毛利很低，但頂多也只是少賺點錢，再退一步，就算虧也不會賣不掉動搖股本。

只做 me too 不做高風險的研發，讓台灣產業的經營不致於餓死但也吃不飽，但毛利率越低

的產品，就代表對國家社會資源的越多浪費(想想台灣舉世無匹的低工業電費)，當然對單一

廠商來說，社會資源的浪費無所謂，只要我能賺錢就好，但對整體社會而言，研發失敗還

能取回經驗，作為下一次成功的養分，me too低利潤產品帶來的，卻只是國家資源消耗與

產業的停滯不前(還有個別廠商的微小利潤)，兩相比較下，孰優孰劣一見可知。

當然此文不是要所有廠商拿身家去賭一把搞研發，而是在資源的應用比例上，或許可以在

研發端多分配一點，對失敗有多一點忍受度，如此台灣才能走出 me too 的惡性循環。

主編



FLB 尼龍快速接頭 (使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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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明緯企業企劃部協理蔡明志

採訪‧整理／王明德、攝影／林鼎皓

最來電的隱形冠軍
–明緯企業
明緯企業是台灣工控領域電源供應器的重量級品牌，不過在其他業界

的知名度並不高，而靠著紮實的技術與應用領域的專業深耕，明緯走

出與其他廠商不一樣的電源供應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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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消費性或非消費性產品，電源供應器

(Power Supply)向來都是較容易被忽視的零部

件，不過台灣有一家廠商，長年聚焦電源供應器，除

了2009年的金融海嘯外，營收年年創新高，也是台灣

在此一領域的隱形冠軍–明緯企業。

明緯早年以生產工控的電源供應器為主，2006年開始跨入

LED產業，明緯企劃部協理蔡明志表示：「在LED領域沒有

知名度很辛苦，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深耕後，逐漸開花結

果。」由於明緯早期就投入工控領域發展，工控系統對穩

定度的要求相當高，因此練就了明緯的一身本領，雖然當

時在LED市場毫無名氣，不過產品自己會說話，憑藉著高穩

定的品質，明緯在LED的知名度逐步打開，營收迭創新高，

如今LED佔明緯的總營收比例已達45％，超過工控的35％。

重視研發 長年深耕技術

工控系統所處的環境往往相當惡劣，而工控系統又是製造

業的核心，一旦停機將造成重大損失，因此對系統內零部

件的穩定度要求相當高，高穩定度自然也帶來高售價，不

過製造系統不能只看當下的售價，要從整體成本來看，「

用我們的產品，初期當然會覺得價格偏高，不過由於穩定

度與品質也相對更好，因此使用期間更長、故障率也低，

長期來看CP值還是算高。」

與工控系統相同，LED系統對電源供應器也有高穩定度要

求，明緯主攻的LED看板設備，由於長時間在戶外使用，對

設備的考驗極大，而電源又是LED發光的關鍵，一旦故障，

整組LED看板就失去作用，而過去此一領域的電源供應器都

非專業型，使用壽命都不高，因此明緯產品的高穩定特色

在此，很快就獲得市場迴響。

不過LED領域的成功，並未讓明緯停下腳步，近年來環保議

題熱度不退，能源管理逐漸成為市場顯學，「智慧用電是

未來的重要趨勢，我們在這邊已經研發多年。」蔡明志指

出，明緯每年投入總營收的5％在研發團隊，這幾年也有顯

明緯企劃部協理蔡明志表示，明緯早年以生產工控的電

源供應器為主，2006年開始跨入LED產業。



名家思維CEO Talk

著成績，「工控對電源管理的要求無非是節能，但要達到此

一目標，就必須透過層層智慧設計，像是讓系統可以主動偵

測每一設備的用電狀況，同時還可加以調整。」

智慧用電除了硬體段的設計外，更主要的核心來自軟體，明

緯這幾年業在軟體部份投入大量資源，「我們現在是外硬

內軟，雖然賣的是硬體產品，但是裡面的軟體才是價值所

在。」目前明緯的研發重點在於韌體，不過台灣的韌體人並

不多，他也趁這次採訪徵才，希望可以廣招台灣這部分的人

才。

PQCDSR 奠基明緯成功基礎

對於明緯的成功，蔡明志指出領航者對企業的未來核心概念

無疑是關鍵，明緯董事長林國棟將明緯的市場經營重點，

歸納為「PQCDSR」6個英文字母，P是產品、Q是品質、C是

成本、D是交期、S是服務，R是信賴度，透過這6大重點，

明緯在電源供應器領域打下深厚基礎，提供客戶高CP值產

品，「這6大重點每年都會被拿出來檢視，找出不足之處補

強。」

不斷的檢視自己的不足、強化原有的優勢，這即是明緯長年

保持競爭力的原因之一。「電源供應器這個產業門檻不高，

但是要長期維持競爭力很不容易。」蔡明志指出，專業知識

必需依靠時間長期累積，才能和其他競爭者產生差異，這

幾年各類型垂直應用領域逐漸增加，像是能源、建築等，不

同領域的專業需求不同，「沒接觸過的還真不知道從何下

手，必須一步一步去做。」對於垂直應用領域的電源供應器

開發，明緯初步是以標準品投入，由於各領域對電源供應

器的功能需求大致類似，只需有大約10%的更動，即可滿足

客戶需求，但這10%也就是專業知識所在，經過長年的經驗

蔡明志表示，明緯董事長林國棟將明緯的市場經營重點，

歸納為「PQCDSR」6個英文字母，透過這6大重點，明緯

在電源供應器領域打下深厚基礎。

10   SmartAuto  smartauto.ctim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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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績，目前明緯的工程師對各應用領域的需求已能充分掌

握，透過本身的推估，就可設計出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

「電源供應器的發展已有相當歷史，在技術面已然成熟，

因此現在市場的要求重點是CP值。」蔡明志進一步表示，

一般談到CP值，就會想到價格，其實不然，高品質與合理

價格兩個元素缺一不可，在電源供應器中，穩定性與效能

是客戶最重視的品質要求，這兩者加上成本，就構成此一

領域的CP值評比要素，「電源供應器的位置在市電與設備

的中間，完善的設計才可以在保護設備的同時節省能源。

」而所謂的完善用電當然就包括穩定度與效能。

目前電源供應器在多數應用系統，其電源轉換率已能達到

97％，也就是說只有3％的耗損，對近年來蓬勃發展的LED

與電動車等應用來說，技術已足以因應，但對於需要廣布

終端節點的物聯網來說，則仍有成長空間，蔡明志指出，

未來物聯網的終端設備數量繁多，部分設備還會設置在沒

有電源之處，因此對電源控制有一定需求，此外各端點的

電源使用狀況也必須能從遠端監控，這也是明緯目前致力

研發的方向。

走出不一樣的路

從過去的代工到後來經營自有品牌，明緯在電源供應器上

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品牌的經營很辛苦，不過隨之而來

的市場口碑，將會讓你認為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經過

長年的技術深耕與品牌經營，明緯走出與多數台灣廠商不

一樣的路，儘管向來不採高調行銷，但其品質仍為其做了

最好的宣傳，蔡明志表示，未來明緯將持續投入研發，並

跨足其他領域，為客戶提供最高CP值的電源供應器。

蔡明志指出，經過長年的技術深耕與品牌經營，明緯走

出與多數台灣廠商不一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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