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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前言 
 

數十年來，台灣的代工產業，一直

是產業鏈的主流。 

 

台灣過往的經濟奇蹟，吾人也不得

不承認，主要是代工經濟的功勞。 

 

歷經全球的金融海嘯，加上至今仍

無法止息的歐債危機，台灣的代工

產業，也到了該面臨它自己生死存

亡的時刻。 

 

反省， 

並不是否定過去的努力成果， 

而是希望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落伍，

以及可能的盲目。 

 

代工產業，帶給台灣人的， 

是財富多於幸福？ 

還是不幸感高於成就感？ 

 

代工產業， 

是不是一開始就持續地在剝奪台灣

人的主體性，讓我們在世界的經濟

輪盤裡，永遠是那個，甘願把自己

生存命脈交付在別人手中把玩的高

級奴工？ 

 

代工產業， 

是不是讓台灣人從此喪失主體性的

思考，不僅溜掉開創自主經濟的先

機，而且也愈來愈害怕走出自己的

產業之路？ 

 

代工產業， 

是不是已經到了它的末路？ 

我們應該憤怨曾經擁有的成就，被

幾個大國搶走，還是要慶幸，上天

可能要再給台灣一次開創自主經濟

的機會？ 

 

代工經濟行不通了， 

那麼，台灣經濟的下一步是什麼？ 

 

你知道新的創意經濟嗎？ 

你知道新的創意軟體產業嗎？ 

你知道新的創投觀念嗎？ 

你準備好當台灣自主經濟開拓者的

一份子了嗎？ 
 

二、代工是什麼？ 
 

什麼是代工？ 

大家都知道，狹義的是指OEM，廣義

的包括ODM。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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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是什麼？ 

所要探討的則是代工的本質，代工

對一個國家、人民、經濟根本的影

響。 

 

代工是什麼？ 

代工，就是「看人臉色」的工作。 

 

代工，就是「聽人吃穿」的工作。 

 

代工，就是「仰人鼻息」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讓你有事做，讓你有錢領，卻

無法真正快樂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只有趕工，或被迫放無薪假，

沒有自主靈魂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上班沒有笑容、熱情，下班只

有嘆息、不想講話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付出心力愈多，發現人生愈不

幸福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錢賺得愈多，愈痛恨自己職業

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遊戲規則、生存規範別人決

定，而你只能依循、在它底下過活

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別人拿走市場百分之九十七利

潤，而你只能分到百分之三血汗錢

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你辛苦接單，卻實際由自己同

胞買單，老大哥坐享其成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你接單接的很辛苦，所得利潤

也很微薄，迫使你不得不再往下剝

削的工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你用血汗打拼，好不容易賺進

大筆財富，子弟卻只想花你的錢，

再笨也不想和你過同樣人生的工

作。 

 

代工是什麼？ 

就是喪失主體性，而仍然灌輸你自

我感覺良好，有成就感的工作。 

 

三、代工思惟下的台灣宿命 
 

長期的代工思惟，形成了代工的邏

輯； 

 

代工的邏輯，演繹出代工的機制； 

 

代工的機制，建構出代工的產業模

式； 

 

代工的產業模式，則發展出了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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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代工的文化、代工的成功典

範…。 

 

沒有錯， 

長期的代工經濟，是台灣曾經富裕

的原因，雖然沒有人仔細去核算，

台灣人相對付出的身體健康與環境

污染的代價有多少？ 

 

然而， 

台灣人的淺慮與急功近利，的確讓

自己失去了反省。 

 

我們對於自己或同胞，從早到晚，

用燃燒生命的方式在辛苦工作，從

來都是習以為常，甚至認為理所當

然。 

 

我們沈迷在經濟奇蹟的光環，與代

工式的成功模式裡，卻一直不願意

面對，其實我們並沒有真正獲得合

理幸福的真相。 

 

代工思惟下的產物， 

這些已經深植在台灣人靈魂深處的

影響，進一步再影響著政府在組

織、產業、文化、教育等政策的擬

定上，更加始終無法擺脫為代工產

業服務的策略。 

 

 

這些層層疊疊的代工思惟與信仰，

交織成綁縛著台灣人手腳，填塞著

台灣人口舌，矇蔽著台灣人心眼的

代工宿命。 

 

從此， 

代工宿命，積累了台灣幾十年來，

政府的、產業的、人民的，始終找

不到最好出路的業障。 

 

事實上， 

檢視一下台灣的現況，我們充斥著： 

代工的國家（國家該叫什麼名字，

也要看人臉色，不是嗎？） 

 

代工的政府（政府該做什麼對人民

長遠幸福有幫助的事，也得仰敵對

政營的鼻息，不是嗎？） 

 

代工的教育體制（教學、考試、升

學、科系，充滿著為了進入代工產

業或政府單位謀職的短視心態，從

來都不認為，教育是為了培育幫助

台灣開創未來幸福與解決未來問題

的人才，不是嗎？） 

 

所以， 

我們在台灣處處可以看到： 

代工心態的經營者， 

代工觀念的銀行及創投， 

代工制約下的頭腦與手腳。 

 

四、代工宿命與硬體末路 
 

代工宿命，是台灣人的業障源頭。 

 

台灣人的臉譜，普遍充滿不快樂的

業障。 

 

台灣的產業，普遍充滿看人臉色，

聽人吃穿，無法自主的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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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思惟下的品牌經營，雖有創意

的皮，但仍難脫代工的骨，當然也

就無法規避代工產業的命運。 

 

硬體產業，是台灣代工產業的代

表，它造就了台灣代工經濟的風光

歲月，如今似乎也走到了它的窮途

與末路。 

 

我們的硬體代工被中國與韓國搶走

了，我們該是憤怨？還是慶幸？ 

 

五、代工思惟下的創意產業 
 

創意、創意經濟、創意產業， 

這些名詞，許多人皆耳熟能詳。 

 

政府也在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制

定公布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確

立了政策方向。 

 

然而，真相是什麼？ 

 

台灣人仍然用代工的思考在理解創

意、創意經濟、創意產業。 

 

台灣人始終用代工的思考在從事創

意工作。 

 

台灣人根深蒂固的代工依循習慣，

也不斷地在所謂的創意產品身上出

現。 

 

人本與生命深度思考相對貧乏的台

灣人，發展出來的創意產品，難免

都只剩下表面工夫。 

 

台灣人所做出來的所謂創意產品，

仍擺脫不了代工經濟的影子。 

 

用代工思考所制定的創意發展法

令，從它出爐的第一天，也同時完

全自焚。 

 

台灣人在工藝、技術方面經常得

奬，但這些成果仍然跳脫不出代工

產業模式下的框架。 

 

用代工的產業模式，投資所謂的軟

體園區或王國，鐵定死路一條。 

 

那麼，真相是什麼？ 

 

真相是，台灣並沒有真正下工夫去

理解什麼是創意經濟。 

 

真相是，台灣並不曾真心地把創意

產業當作它的未來命脈。 

 

真相是，台灣似乎還搞不懂創意軟

體無以倫比的偉大價值。 

 

真相是，台灣是由一群沒有創意概

念，或仍固執代工思想的人在討論

與決定創意產業的未來。 

 

真相是，台灣現有的教育體制，根

本無法培育出創意產業所需要的真

正創意人才。 

 

真相是，台灣現有的教育體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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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無法培育真正的創意人才，過程

中，還不斷地在扼殺可能的種苗。 

 

真相是，台灣現有的教育體制，仍

無視於代工產業的沒落，依然執著

地在貫徹它製造代工人才的老路。 

 

六、代工宿命的突圍：新創意

人才、新創意產業與經濟、新

創投觀念及新創意軟體攻略 
 

A. 新創意 
 

創意是什麼？ 

 

創意，就是沒有生命之愛的人，所

無法正確理解的事。 

 

創意，就是對生存意義沒有反省力

的人，難以明白的事。 

 

創意，就是喪失主體性的人，所做

不來的事。 

 

創意，就是缺乏自主、自由的人，

所難以成就的事。 

 

創意，就是不具洞悉事物本質能力

的人，所學不來的事。 

 

創意，就是安於現狀的人，所幹不

出來的事。 

 

創意，就是對幸福感追尋充滿渴望

的人，才會去做的事。 

 

*  *  *  * 
 

創意是什麼？ 

 

創意，就是像倉頡當初靈感以刀創

文，驚天地、泣鬼神的事。 

（註：本文以倉頡代表所有為人類

造字的先聖先賢，以下同） 

 

創意，就是神人創文，凡人文創的

事。 

 

神人創文，帶人類進化；吾人文創，

幫人己進化。 

 

創意，就是人與天地萬物展開溝通

的最原始方法。 

 

創意，就是虛無生玄妙的事。 

 

創意，就是無中生有的事。 

 

創意，就是至無生至有的事。 

 

創意，就是一本散萬殊的事。 

 

創意，就是氣數之源。 

 

創意，就是進化之機。 

 

創意，就是造命、改運的方法。 

 

創意，它的主體是人才，它的基體

是人文，它的客體是人間。 

 

創意，就是發明新思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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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就是創造新價值的事。 

 

創意，就是提出新觀點的事。 

 

創意，就是不斷換腦袋的積極過程。 

 

創意，就是不斷發現真善美的方法。 

 

創意，就是把人從煩牢體制解救出

來的方法。 

 

創意，只不過是一種為了更幸福，

所採取的一種實際上是更安全的冒

險方法。 

 

創意，就是突破限制、跳脫原框、

超越規則的事。 

 

創意，就是從虛無到實有的全部履

踐過程。 

 

創意，就是抽象的原創概念，被一

步步具體化的發展過程。 

 

創意，就是解決一般想法，所無法

認同的事。 

 

創意，就是解決一般邏輯，所無法

想像的事。 

 

創意，就是解決一般道理，所無法

說服的事。 

 

創意，就是活路。 

 

創意，就是重生之路。 

 

創意，不是嫌惡過去，而是為過去

找到更好的詮釋。 

 

創意，就是當遭遇困境，可以幫你

通往出路之門的一把鑰匙。 

 

創意，就是你不要用愁眉、苦臉、

焦心、壞口氣去面對麻煩事的態度。 

 

創意，就是善用時間、人間、空間

交織的網絡，開發新事物的事。 

 

創意的最高境界：無極。 

 

創意的最高效益：無間。 

 

創意的最高原則：如環無端。 

 

創意，就是可以激起人們重新思考

的事。 

 

創意，就是可以激起人們重複感動

的事。 

 

創意，就是可以激起人們重建希望

的事。 

 

創意，就是一旦啟動，就不應該停

止進化的事。 

 

創意，就是一旦開始，就不應該停

止再生的事。 

 

創意，就是不要把它和設計、匠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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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為一談的事。 

 

創意，就是與創新不盡相同，卻經

常被劃上等號的事。 

 

創新很容易，但創意很難被滿意。 

 

創意，就是本身具有自主生命，不

必依附他物，也能繼續發揮效用的

事。 

創意，就是最好的生意。 

 

創意，就是企業生成運化的關鍵血

氣。 

 

創意，就是可以幫助各種產業進化

的關鍵力量。 

 

創業之路，就是創意之路。 

 

以人為本，是創意的起點，也是它

的終點。 

 

脫離人間關懷的，都不算是好創意。 
 

B. 新創意人才 
 

創意工作者，就是生命力及其存在

意義的實踐者。 

 

無法充分認知、實踐生命力及其存

在意義的，都不會是真正成功的創

意工作者。 

 

創意工作者，必須是能持續自我進

化的人。 

 

創意工作者，必須是本能、質能、

磁能兼具的人。 

 

創意工作者，必須是熱愛創意工作

的人。 

 

創意的主體性，包含創意工作者的

主體性，以及創意內容的主體性。 

 

欠缺主體性的創作，只是代工，只

是匠藝。 

 

創意工作者，必須永遠堅守自己

心、息、身的主體性。 

 

創意工作者，每天自我檢視的基

準：自主、自由、自在、自如、自

化、自然。 

 

創意工作者的主體性，決定了創意

觀點的原創性；創意觀點的原創

性，決定了創意內容的獨特性；創

意內容的獨特性，決定了創意產品

的競爭性；創意產品的競爭性，決

定了原始創意的價值性，當然進一

步決定了它的價格性。 

 

創意工作者的主體性，一開始就決

定了創意內容的成敗。 

 

創意的價值，是從創意工作者這個

主體就開始，並不是等到創意客體

（產品、服務、智慧等）呈現時才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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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工作者提出創意觀點，形成創

意內容，發展創意產品，開拓創意

市場，這些都少不了創意工作者的

主體性功能。 

 

缺乏觀點的所謂創意，只是沒有生

命力的堆砌。 

 

創意工作者的主體性，才是創意產

業的核心。 

 

創意工作者的天職，在完成不可能

的任務。 

 

創意工作者的思考力、溝通力、活

動力，都必須是超強的。 

 

創意工作者，本身就是自己的經營

者、管理者、生產者。 

 

創意工作者的責任：帶給人類通往

幸福之路的力量。 

 

人，這種生物，是上天最得意的創

意。 

 

沒有生命之愛的創意工作者，GET 
OUT！ 
 

C. 新創意產業及經濟 
 

創意產業是什麼？ 

 

創意產業，就是從事生產創意，以

及完成創意生產的事業。 

 

創意產業，就是發展過程中，其從

業人口會同步自然進化的事業。 

 

用代工產業模式從事創意產業，是

嚴重的無知。 

 

代工產業的生產模式：密集的勞工

附屬於有形的生產線；創意產業的

生產模式：每一位創意工作者本身

就具有一條、數條，甚至無限條無

形的生產線。 

 

代工產業的產值，是全部有形生產

線相加的結果；創意產業的產值，

是全體創意工作者全部無形生產線

相乘的結果。 

 

有形的生產線，耗損能源；無形的

生產線，進化能量。 

 

有形的生產線，污染環境；無形的

生產線，改善環境。 

 

代工產業，是不斷地以耗損換取代

價的產業；創意產業，是不斷地以

進化獲取收益的產業。 

 

代工產業的生產模式，與其產品推

出後的商業模式分立；創意產業的

生產模式，一開始就包含了它未來

的商業模式。 

 

讓那些沒有文化主體性，不懂文

化，只會代工文化或文化代工的人

來管文創產業，只有文化創傷，而

沒有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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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一旦成熟鏈結，將形成台

灣的創意經濟；創意經濟將是台灣

自主經濟的下一步。 

 

D. 新創投觀念 
 

什麼是創投？ 

 

大家都知道， 

創投指的是創業投資， 

是一種用資金投注於某些具有未來

發展潛力的初創事業，而獲取利潤

的方法。 

 

在代工經濟環境之下， 

傳統創投事業的投資規劃與思惟，

主要仍必須依循著代工產業的經營

模式，來建立它的投資邏輯與公式。 

 

易言之， 

創投的成敗仍繫於其所投資產業的

生命力。 

當產業的生命力面臨挑戰，甚至到

了危急存亡之境地，創投也必須被

迫改弦易轍，尋求另一條出路。 

 

如今，代工產業已經走到了它的末

路，創投業者也必須正視這個無情

的現實。 

 

在全球的經濟風暴中，歐債的危機

裡，以及台灣產業的節節敗退下，

創投業者的新思考是什麼？創投的

新意義又是什麼？ 

 

創投的本質就是高風險。所以對風

險建立正確的認知與態度，才是創

投的核心重點。 

 

風險是什麼？ 

 

長久以來，人們對風險二字普遍存

在著負面的印象，對它不是敬而遠

之，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心存擔憂

與疑慮。 

 

風險是什麼？ 

 

事實上，對事情本質欠缺洞悉能力

與創意思考的人而言，每件事都是

風險。 

 

風險的另一個代名詞叫困難。人們

習慣把自己未曾做過的不喜歡做

的害怕做的做起來很麻煩的，

稱作困難；當困難不想去面對時，

最有說服力的藉口，就叫風險。 

 

產業最大的風險是：欠缺創意思考

的經營習慣。 

 

一個經營思考欠缺創意的事業體，

生命力將逐漸退化，營運風險也愈

來愈高。 

 

所謂風險評估，可能是最專業的藉

口。 

 

人類無數次的大進步，都是迎著風

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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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與人生最根本的風險是：逐漸

喪失獨立思考及主體性而不自知。 

 

創意思考，是所謂風險的真正解藥。 

 

精進的創意思考，讓人類在風險

中，提煉出令人驚喜的幸福。 

 

如今，我們必須有魄力的去重新賦

予創投新的時代意義。創投，不僅

是指創業投資，尚且係指：「創意

投資」、「創意產業投資」、「創

意經濟投資」。 

 

新的創投觀念，就是讓創投事業成

為台灣創意產業與經濟的開拓先鋒

者。 

 

E. 新創意軟體攻略 
 

創意軟體是什麼？ 

 

傳達訊息，是人類最關鍵的發明，

是從倉頡造字，到網際網路、數位

內容，到許多創意軟體的出現，一

直在走的無盡旅程。 

 

創意軟體，就是一種不斷精進人類

傳達訊息能力的軟體。 

 

創意工作者在他所寫的軟體中，植

入了他最原始的誠心與正意。 

 

創意軟體，就是一種不拘於硬體形

式，也能暢行無阻的軟體。 

 

一種功能不受時間、空間、人間限

制的軟體。 

 

一種產能不受時間、空間、人間限

制的軟體。 

 

一種價值是以時間乘以空間乘以人

間來核算的軟體。 

 

一種人們在工作、生活或娛樂上願

花費代表生命的時間，為它駐足停

留的軟體。 

 

一種具有類似人體神經系統或幹細

胞機制的軟體。 

 

創意軟體是創意產業的金鑽，是創

意經濟的王牌。 

 

台灣創意產業的未來星群裡，創意

軟體將不會缺席。 

 

七、結語 
 

台灣必須從代工經濟的泥淖中走出

來，邁向自主經濟的康莊大道。 

 

創意產業是台灣未來自主經濟的主

要命脈。 

 

創意軟體事業，也將是台灣創意產

業明日星群中最閃亮的一顆。 

 

加油吧，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