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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健成透露，現在群聯

已從過往市場口中形容的「

雜貨店」，晉升為「精品店

」，訂單與專案多到接不

完，尤其來自國際一線大廠

客戶的合作案毛利率更好，

「明年營收增幅將會非常顯

著，而且毛利率會更漂亮」

。群聯因為擁抱國際一線

大廠，將可擺脫過往受制

NAND價格波動，營運動

盪的風險。

他說，群聯在2018年第3

季與超微合作，完成業界視

為「不可能的任務」的合作

案，成功打響在國際一線品

牌大廠市場的知名度，現在

只要是產品用的到NAND

晶片相關應用的國際大廠，

無論是做遊戲機、伺服器，

還是筆電、手機，都會想找

群聯合作。潘健成表示，群

聯目前已經掌握多家「非常

有名」的美系一線品牌大廠

訂單，展開長期合作，為此

，群聯特別擴大美國辦公室

編制，強化國際服務。

今年NAND晶片市況動

盪，近期價格更是跌跌不休

，群聯前三季仍繳出稅後

純益49.15億元，每股純益

24.94元的佳績；加計本季

還有處分業外收益，已有外

資出具報告，看好群聯今年

將賺逾四個股本。

他強調，群聯正邁入「

快速滲透一線國際品牌客戶

平台」的階段，相關效益請

大家拭目以待。潘健成日前

接受本報專訪，以下為訪談

紀要：

問：群聯營運近況？

答：今年第1季我們繳出

很不錯的成績單，但第2季

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影響，營運略為下滑，第3

季重新恢復成長，累計前三

季營收達356.56億元，年增

率近14%，為同期新高。

受惠下半年購物旺季，

以及新款遊戲機即將上市的

拉貨需求，群聯全球客戶已

陸續積極備貨，持續正面挹

注群聯下半年營收與獲利。

外界原本預期，群聯今

年營收將跨過500億元大關

，創新高，我們原本也樂見

其成，但第2季受疫情導致

強化戰力 研發能量日不落 創業20年 營收翻30倍

RCEP內涵沒有外表耀眼

記者張瑞益、李孟珊／台北報導

儲存型快閃記憶體（NAND Flash）控制IC大廠群聯

董事長潘健成表示，群聯成立迄今20年，透過穩紮

穩打，一步一腳印進入「樸實變身」的階段，更成

功將群聯當作工業品牌向全世界行銷，由過往打白

牌市場，現在已成功打進多家國際一線（Tier 1）

品牌大廠供應鏈。

群聯大變身 NAND精品店

財報亮眼 前三季業績同期最佳，外資看好今年賺逾四股本

大廠青睞 打入一線國際品牌供應鏈，明年毛利率可望衝高董座潘健成專訪

加速發展
訂五年大計

下游備貨急凍的影響太大

，目前看來，今年要做到「

年營收500億元」的目標恐

難達陣。不過，隨著我們

的客戶群愈來愈廣，加上

NAND應用愈來愈多，我

對明年營運深具信心。

問：群聯接下來策略？

答：群聯2001年成立迄今

滿20年，過去我們以每五年

作為一個發展階段，現在是

第五個五年的開始，以快速

滲透一線國際品牌大廠（

Tier 1）平台為目標。更具

體來說，五年前，群聯前十

大客戶中，只有二家是一線

國際品牌大廠，目標是五年

後，前十大客戶要有七家是

一線國際品牌大廠。

過去20年，群聯營運與

NAND晶片價格波動連動

性高，第一個十年，我們在

找生存方法；第二個十年，

我們找出對的營運模式。

問：群聯如何打開國際

知名度，獲得一線國際品牌

大廠青睞？

答：2018年和超微合作設

計生產PCIe 4.0產品是關

鍵。當時超微要推新一

代中央處理器（CPU），

然而業界龍頭英特爾放話要

跳過PCIe Gen4規格，直接

發展PCIe Gen5，加上超微

當時規模不比現在，很多群

聯的同業都不願意協助超微

開發PCIe Gen4 SSD控制晶

片。

我印象非常深刻，超微

是在美國時間2018年8月9日

邀請群聯一起合作，希望在

2019年1月4日的美國消費性

電子大展（CES）時，在展

場展示其搭載群聯晶片的產

品，短短五個月的時間要趕

出晶片，業界都認為是「不

可能的任務」，群聯當時對

於接不接這個案子也有很多

意見。

後來我們決定接下此案

，並且不計代價趕進度，最

後真的在CES展提供超微四

顆完成的IC。一般而言，

一個PCIe Gen4 SSD平台從

零到到量產，要花二年到二

年半，群聯最後只花了九個

月結案，讓超微的產品如期

在2019年7月7日如期上市。

這個案子讓群聯開啟和

超微這樣的國際大廠合作，

「群聯好厲害」的評價也在

國際間傳開。到今年，群聯

已完全拿回當初投入的成本

，但我們獲得的不僅是回本

，超微之後與美系大廠談遊

戲機合作，第一個就想到找

群聯一起，目前群聯手上接

洽中多個案子也都是因當時

完成超微「不可能的任務」

慕名而來。

群聯把握住機會，透過

那一戰讓很多國際級大廠看

到群聯，也讓群聯從市場口

中形容的「雜貨店」，晉升

為「精品店」。同時，透過

穩紮穩打，一步一腳印進入

「樸實變身」的階段。

問：如何看NAND Flash後

市？

答：目前 看來，N A N D 

Flash價格近期已有穩定跡象

，加上手機市場在歷經第2

季至第3季的慘淡後，已陸續

出現品牌廠追單現象，中階

機種需求更是明顯回升，還

有多款新遊戲機拉貨，加上

雙11及感恩節、耶誕旺季，

也可望有帶動一波拉貨潮，

都將穩定NAND Flash需求。

我 認 為 ， 礙 於 淡 季 市

場端降庫存，明年第1季

NAND Flash市況不會太好

，明年第3季NAND Flash可

望再次出現供不應求榮景，

一方面是傳統旺季效應，更

重要的是5G帶來的基地台

與終端產品應用，加上車電

、人工智慧、物聯網等多元

應用百花齊放。

群聯的營運並不怕NAND 

Flash跌價，就像假如我開一

家餐廳賣炒飯，米價下跌我

會不高興、會擔心嗎？其實

真的不會，對群聯來說，最

多就是影響二至三個月的時

間，但從2016年以來，群聯

的獲利就已和NAND Flash

價格漲跌明顯脫鉤。

問：群聯的的全球布局

計畫？

答：我們是以台灣竹南

總部為中心點，並且在台北

有辦公室，海外據點則有大

陸合肥，以及美國。

由於國際一線品牌大廠

客戶愈來愈多，尤其來自美

國的大客戶源源不絕，最近

我們才宣布於美國科羅拉多

州成立系統整合及技術研發

中心，主要是為當地企業級 

SSD 客戶與夥伴提供更完整

、更即時的技術支援與客製

化服務。

我們看到客戶對於企業級

SSD的客製化需求日趨上升

，而這樣的客製化需求缺口

正是群聯長期以來透過韌體

、控制晶片 IC 設計、驗證、

系統測試等完整的研發工程

團隊建立的競爭優勢，群聯

第一個於美國設立的SIE研

發中心，將逐漸建構起群聯

全球的「日不落」研發能量

，未來不僅能協助群聯提升

整體客戶服務品質、強化戰

力，更能爭取更多的訂單。

問：群聯在企業社會責

任（CSR）有何作為？

答：群聯相當重視友善

環境，即便群聯是IC設計

公司，並沒有高耗能的工廠

，群聯今年仍花錢在總部頂

樓架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希

望能夠多使用綠能，為環境

多盡一點心力。

另外，群聯有蓋一個有

機農場，使用再生水灌溉，

並且設計獨立系統收集雨水

、也特地設計灌溉的水流通

道，藉此讓水資源的運用更

自然、更效率並節省水源，

更重要的是整個農場的運作

都是以友善土地為出發點，

也讓群聯在企業社會責任有

更多的參與及付出。

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多

回饋受惠，用賺來的錢照顧

社會上需要幫忙的人。今年

10月我們剛辦完公司成立20

周年活動，在當天我們捐助

弱勢團體1,000萬元，這是

我們長期以來都在做的事。

躍

攜手超微
打開知名度

【記者李孟珊、張瑞益

／台北報導】2000年11月，

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26歲小

夥子剛拿到交大電控所碩士

學位沒多久，與四個夥伴共

同創辦群聯。20年過去了，

昔日的小夥子已經成了中年

人，多年前還一度捲入假帳

風暴，儘管風風雨雨，但幹

勁不減，這個人，就是群聯

董座潘健成。

專訪當天，潘健成的電

話響不停，他頻頻向我們道

歉，「不好意思，最近接的

案子太多，真的忙不完。」

訂單多，理應很開心，但現

在IC設計業最擔心缺晶圓

代工產能，群聯因為20年來

都和聯電合作，獲得聯電力

挺，潘健成現在最傷腦筋的

，是「人不夠用」。

為什麼人不夠用？不僅

因公司案子源源不絕，更因

為潘健成對砸錢投入研發更

不手軟。群聯當年以全球首

顆單晶片USB快閃記憶體隨

身碟控制晶片起家站穩腳步

，從成立第一年營收僅1.4

億元，拓展至工業用產品、

設計服務等領域，如今朝年

營收500億元邁進，用20年

讓年營收放大30倍以上的秘

訣，潘健成毫不猶豫地說：

「就是要敢砸錢研發」。

群聯今年上半年研發費

用占總營收比重約8%，若

以年營收逼近500億元計算

，今年至少要砸40億元。

股號 8299

成立時間 2000年11月8日

上市櫃時間 2004年12月6日

資本額（億元） 19.71

董事長 潘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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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聯小檔案

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        記者邱德祥／攝影

群聯董座潘健成談話重點

群聯全球布局

以台灣竹南總部為中心點

，並且在台北有辦公室，

海外據點則有大陸合肥，

以及美國

擴大徵才計畫

目前台灣研發人員約1,550
名，至少要再找400位研發
人員，整體而言，「徵才

無上限」

群聯策略與目標

��以快速滲透一線國際品
牌大廠（Tier�1）平台為
目標

��目標未來五年，公司前
十大客戶中，有七家是

一線國際品牌大廠

群聯現況

進入「樸實變身」的階段

，更成功將群聯當作工業

品牌向全世界行銷，由過

往打白牌市場，現在已成

功打進多家國際一線（Tier�
1）品牌大廠供應鏈

看NAND Flash後市

��雙11、感恩節、耶誕旺
季效應，近期報價回穩

��淡季市場端降庫存，明
年第1季市況不會太好
��明年第3季可望再次出現
供不應求榮景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採訪整理

■李淳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昨天終於簽署。表面上RCEP

無比巨大，15國人口逾20億，貿易額跟

GDP都占全球三分之一，是全球最大的

貿易協定區域。乍看之下，加入者一起

升天，排除者跌入地獄。但果真如此？

關鍵在細節。初步拆解RCEP可發

現，其內涵可能沒有外表耀眼。依據

RCEP之前公布的資訊，零關稅比例

可達92％。但這句話很有玄機，因為

以日本為例，其農產品五大聖品（稻

米、麥、牛豬肉等）都不降稅，平均

農產品零關稅比例只有六成，比起

CPTPP的九成差太多，而且原來「零

關稅達92%」是老闆的話術，指的只有

製造業，不包含農產品。又很快掃了

一下文本，發現談了八年，東協十國

及中國大陸最終還是沒開放政府採購

市場，令人失望。

因為RCEP有二個性質，一是現有「

東協加一」協定的升級版，一個是建

立中日韓自貿關係。對台灣影響也分

兩軌，一是在東協市場面對中日韓的

競爭有無改變，另一軌則是在中國市

場面對日韓的競爭有無升級。 

在東協市場，過去十餘年來，業者

面對東協加一FTA，已經歷過一段痛苦

的調適期，目前看來腳步稍微站穩，

加上目前我國出口到東協已有約77%產

品也可享有零關稅，因而出口東協重

要市場的占有率，這幾年不但沒下滑

還緩慢增長。根據資料，RCEP的平均製

造業產品零關稅比重，會從原來FTA的

90%升級92%，對台灣整體影響有限。目

前還沒時間精算，但額外消減2%產品

的關稅，若涉及鋼鐵、電機、紡織、塑

化等我國原本就跟中日韓纏鬥的產品

，仍然有殺傷力，要協助因應。

另一軌在中日韓部分，是這次RCEP對

我國主要影響所在。在RCEP框架下，中

國大陸與日本，日本與南韓這兩個現在

無自貿關係的國家因此建立自貿關係。

日本也發布官方說明，未來日本出口到中

國大陸的零關稅製造業產品，會從8%增

加到86%，但要分十年才會達到。台灣現

在出口中國產品已約有七成零關稅，重

點在剩下三成要繳關稅的產品，就會面

對來自日、韓的潛在挑戰。例如立式工具

機，目前我國是中國大陸第二大工具機

進口來源，跟日本一樣面對9.7%關稅，若

日本關稅降為零，衝擊就很可觀。所幸

，中國大陸RCEP承諾，還是將立式工具

機排除降稅，日本關稅維持9.7%不變。但

這樣並不能讓業者開心，因為我國面對

中國本地業者的競爭衝擊並未因此改變

，充其量不會因RCEP而背負受敵。

事實上，根據日方官方說法，RCEP

對日本在中國大陸市場受益最大的產

品，是汽車與零組件，這對台灣影響比

較小，因為並非台灣主力競爭產品。

RCEP絕對有衝擊，對東協市場的衝

擊較小，在中國、日本市場影響比較

大。不過事前大家就研判RCEP自由化

程度不會太高，經初步分析實際上也

是如此，因而有衝擊不能鬆懈，但也

不用過於緊張。

筆者從過去參與ECFA一路走來的經

驗顯示，改善兩岸關係也無法獲得支

持加入RCEP。過去馬總統時期，曾

一度跟馬來西亞的FTA稍有眉目，立

即被中國駐馬大使公開警告馬國不要

妄動後告吹。一國都不行，何況是15

國？面對衝擊，我們還有不好走但可

行的路可走，包含持續升級拉開價格

差距、輔導業者重新落地東協生產、

加入CPTPP以及全力參與以「信賴、志

同道合」為條件的下世代供應鏈等，

可以繼續努力。（作者是中經院WTO與

RTA中心副執行長）

名家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