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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第四台」鼻祖發跡  李錫欽投身有線電視

三十載  落實地方服務志業 
 

    李錫欽，因經商失敗跟隨「第四台」鼻祖

陳錦池賣爆米香，因緣際會走入有線電視這一

行。民國 69 年起，李錫欽投身有線電視，從非

法時期到現今的數位化發展，歷經市場 30 餘

載，是台北市有線系統年資最久的經營者，也

是少數成功經營的獨立系統業者。李錫欽深諳

地方媒體屬性，所經營之聯維有線電視，製作

地方新聞與節目有口皆碑，與萬華、中正區里

民互動熱絡，熱心地方公益，因此民國 100 年

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金視獎「個人特殊貢獻

獎」。虔信佛教的他，仍不斷充實進修，並研發

創新加值應用服務，期許有線電視能為觀眾所

「用」，回饋鄉里，這是他的最大志業。 

     

 
父親早逝母親一手帶大    事業顛簸婚姻不順 
    在家裡我排行是老大，我底下有一個弟弟，因為我父親在我十歲的時候過世

了，剩下母親。因此就有點像是單親，才在求學上過程時，心裡想說能夠多幫忙

家裡賺點錢，來幫忙家用，那時候是這樣子的想法。早年父親過世，就是母親這

樣子一手把我帶大，這是當時我在想，我希望媽媽她能夠活到八十歲以上，結果

我努力的結果少了兩歲，她七十八歲過世。我心裡一直覺得很難過，也因為這樣，

那個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走不出來，就是有點類似憂鬱，走不出來，結果花了幾

年的時間我走出來了。 
    那個時代，我住在新竹的鄉下，在新竹的竹北。在鄉下求學完後，初中畢業

以後就想出來，就比較沒有機會，比較沒有想要繼續求學，就想說是不是有一份

工作。畢竟家庭也不是很有錢，因此想出來外面找個工作，然後在工作過程找了

很多很多，當學徒，同時也有開店，有開過店但是賺了錢，也賠了錢。出來社會，

風風雨雨當然會有些不順，尤其在婚姻方面最不順，結了三次婚，我想現在應該

變不了，當然每一段婚姻都有他回味的地方。小孩子還好，我有五個小孩，第一

任老婆，三個小孩，第二任老婆兩個小孩，有的送到加拿大，有的送到紐西蘭。

我想現在都回來了，這個盡了一個父親的責任，我想應該是滿應該的，希望讓他

們能夠出人頭地，為這個社會做點事情，這是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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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容院生意一度風光   歸零敲牛奶罐賣「爆米香」 
    在做第四台之前，我也跌跌撞撞，做了很多的事業，也有開過餐廳，也有開

過理容院，做了很多不同的產業，也了解很多種經營的嘗試，當然也有賺也有賠，

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子跌跌撞撞。我開理容院的時候最風光，收起來是因為牽扯到

一個國家的政策。一個政策的制定，會牽扯一個企業的興或亡。理容院就像現在

的 SPA 之類的，那個時候早期有按摩，但是我覺得賺那個錢好像有點怪怪的。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也就因為年輕時賺了錢，也想花，花了之後漸漸的生意沒落

了，怎麼辦？所以又重新開始重新歸零。 
    在一個因緣機會裡，我就碰到我這個師父陳錦池。陳錦池的例子，他也曾經

爆過米香，我也曾經在路邊爆過米香。從民國 67 年開始，我認識陳錦池的弟弟，

我那時候開理容院，他每天就是穿著帥氣的西裝，我問說你在幹什麼? 他說「我

在爆米香啊！」爆米香你穿這個樣子！還開個車，然後穿著西裝頭髮，梳得滿亮

的。我就很好奇，他說你不相信跟我去看，果真我跟他去看，他從四、五點到七、

八點，新台幣大概可以賺個三千多塊錢，果然是真的。所以我被他吸引了，被他

吸引之後我就把店頂出去，就去買一部三輪車，然後跟他學。跟他學了一個月，

然後再自己出去賣。 
    跟他在一起你不覺得自己的壓力，當你自己一個人出去的時候，那這個壓力

之大，要叫的那一聲叫不出來，叫出來會同時流眼淚。我想當時學爆米香，學爆

米香本身沒有問題，就是當你要去做生意的時候，早期爆米香都在街邊，就是你

必須拿牛奶罐，拿牛奶空罐戶敲，敲出來的聲音讓一般的大眾以及民眾知道這個

是在爆米香，就是那一個讓我最難過。一敲的話眼淚就流出來，那真的是非常的

難過。為什麼眼淚會流出來? 就是因為曾經風光，現在又來做這個事情。 
    因為爆米香的工作適合冬天，在夏天時這個弟弟就說，那你到我哥哥那裡去

看看，我說好啊，結果我一看，他哥哥也滿有誠意的希望我協助他。我說好啊，

結果一看發覺不錯，當然我協助他有一些事情的處理，是這樣子而來。所以對我

本身來講，我也是從頭開始，我就全部把它歸零，全部歸零，我就是一定要從頭

開始，一定要找出我自己的路。不過那時期我非常難過，這兩個空罐一敲，敲不

出去，你要喊，你還要喊，要請人家來爆米香，回味起來真的是很難過的。 
 
跟隨「第四台」鼻祖陳錦池學習   見證有線電視發展三十載 
    真正到了第四台以後，就比較安穩，事業有比較向上衝的感覺，這個時候影

響我最深的也就是陳錦池，然後就跟他一起學習有線電視 1。早期我們稱之為「第

四台」，然後就開始學習。畢竟在早期我也做過生意，我也懂得一些操作以及一

些經營，我心裡想與其這樣子，不如自己來經營。民國 67 年到 69 年，這段時間

                                                      
1 陳錦池，原為爆米香小販，後來因為看到顧客聚集在冰果店看摔角節目引發靈感，而以自己家

錄影機為機房，外接線纜到鄰近家庭播放影片，成為我國非法第四台的鼻祖。該第四台原名「啟

眾」，合法化後，陳錦池申請成為台北市「新幹線」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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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轉捩點，從爆米香到做第四台，然後那時候就選中了萬華區、中正區，就

一直到現在。我覺得凡事一定要有毅力，一定要自己堅持，一定要有那股毅力，

來支撐著你，來支柱著你。我從民國 69 年正式開張到現在為止，大概有三十幾

年，一直在有線電視產業上。 
    這個不瞞你講，當然一開始我們是為了賺錢，為了賺錢、生活，然後一直以

來就慢慢感覺，成立公司後員工也多了，那時候覺得這股社會責任是應該存在。

一開始是非法的，我有成立公司，因為我也滿會變的，你說「共同天線」我也來 2，

早期你知道有一個「民主台」3，我也來成立，那時候沒有申請是成立。共同天

線基本上是合法，民主台與第四台是非法，是這樣子而來 4。坦白講，因為畢竟

可能第四台本身就有那種自卑，剛開始官方就比較不敢去高攀，進了共同天線等

於一個組織以後，那就比較敢跟官方有些互動。有時候開會，漸漸地就會建立一

些關係，是這樣而來。 
 
成立緯衡傳播自製節目   行銷花招吸引訂戶 
    那時候有很多朋友賺的錢都落袋為安，剛開始我也是為了生活，但是一進去

以後就覺得這個工作還滿有趣的，所以成立第四台以後，我就成立了傳播公司，

那叫緯衡傳播公司，我就成立了個節目部 5。我為了我們萬華的發展，我希望能

穿漂亮一點，能夠到攝影棚來錄影，那麼錄影的同時他會幫我行銷，他會說「我

今天要去錄影了，你們要來看，你們要開電視台看！」這個時候如果沒有裝第四

台的人就看不到，是不是，他就會引發人來裝機，所以這樣子也是一個行銷的帶

動，以至於讓客戶會進來。 
    當然對於創業，你要有自己的訣竅，讓人家來開機，有什麼方法讓大家來裝

你們的有線電視？就是花一些心思。當然我們早期就是說，凡是一個客人來幫我

介紹，我可能就讓你看一個月免費，那時候這樣子的動作也吸引滿多的客人，同

時對於一個客戶，你在繳了費用，我們可能會送很多的禮品，在那個時候也有一

些效用，有一個手錶，叫做 LACOSTE 的手錶，我送了幾萬個，那時候悶燒鍋，

送了不計其數，很多、很多。這方法很有用，成本也可以回歸。凡是一個事業，

你必須去行銷，你必須去推動，這跟企業是息息相關的。 
 
與社區里民互動獲信任   免費宣傳拉近地方關係 
    從那時候我就一直有節目部了，節目部一直以來就會跟社區做互動，跟里

                                                      
2 民國 78 年 9 月李錫欽成立毅瀚電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社區共同天線。 
3 解除戒嚴後，非法第四台快速崛起。民國 79 年 3 月起，以「民主台」為名的有線電視紛紛成

立，並組成「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全國聯合會」。該聯盟約有九成的民主台與民進黨公職人員有

關係，因此許多「民主台」都特地自製地方新聞，在選舉期間提供有別於老三台的「另一種聲音」。 
4 民國 82 年《有線電視法》施行前，是共同天線系統與非法第四台並存的年代，主要是藉其解

決無線電視覆蓋的陰影區和重影區接收困難的問題。此一階段共同天線合法業者按規定不能播送

自製的電視節目，主要任務僅在於轉繼節目的功能。第四台則因未立法，無法可管。 
5 有鑑於社區活動與地方廣告之需求，李錫欽於民國 81 年 5 月成立緯衡視訊傳播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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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鄰長做互動。在這個期間曾經還有里長說「你要小心喔，你不能亂停喔！」

我自己把它訂了這樣一個遊戲規則，那這樣子這個時候的里長他們就滿放心，我

是站在很公正公平客觀的立場，因此我在社區的關係是非常的好，大家都也相信

我。 
    我想有線電視他最重要的是一個社區電視，最重要的是要跟社區做互動，那

麼這互動的人就有警界、有民政局、區公所、里長，還有這些健康中心、戶政事

務所、還有稅捐稽徵處。因為我有攝影棚，我有將他們的宣傳打上去，警察局一

些犯罪的宣導，有關於一些健康訊息，有關於一些各個機關團體要什麼樣的文

宣，都會來找我，我都是全部義務打上去。那麼他們也有一些感動，我說這個就

是我高興做的，我應該做的。自從以前這麼樣的一個互動以來，其實我做的也很

開心，真的很開心 6。 
    當然在節目設計，我們的節目也有民意代表來，為了民意代表他來，我們稱

之為「他的功績」來這裡介紹，然後他這段時間所做的事情，到第四台來做廣告，

向他的選民報告。那麼警察局，因為我也參加了志工，那時候成為萬華分局的志

工隊，當然也有一些互動，這個是純粹人的部分。在節目的部分，就是規劃一些

人來上節目，如果在活動的部分那就會比較多。因為我設計每年大概有幾個大活

動是跟設計有關係的：祖師廟、龍山寺這個屬於廟宇；西門區商圈，西門徒步區

商圈都有，它一定會來找聯維 7，因為聯維是會免費幫他們做宣傳。這個事情我

一直在做，到現在我也一直在做。     
 
落實節目社區化    推動地方公益不遺餘力 
    節目的設計就是我們會設計一些互動的節目，來讓區公所也好，里長也好，

來讓他們彼此來做互動，來跟他的里民來跟區民做互動。我想這是節目的設計，

因為我在節目的部分，畢竟我是系統台，我節目設計的政策是「節目社區化」，「新

聞社區化」，因為我不能去跟其他台，跟無線台去比。所以我基本上是政治、社

會我比較沒有去介入，這方面我比較沒有去碰。當然選舉我就是去幫他宣傳，其

它沒有。 
    我在經營方面我是設有一個公關室，跟其他公司有些不同。那我本身有節目

部，節目部的底下有文字記者，有新聞記者。我一直跟社區的人講，我的新聞記

者是讓你們來發揮的，讓你們來使用的。你們有什麼活動，有什麼樣的各種情形，

比如說到去查水溝、查路燈，你都可以找人來陪你場勘。那這樣子我就得到很多

的資訊，長期以來我就用這樣子的互動，有公關、有文字記者、有攝影來經營這

一塊。除了這個以外，在中正、萬華區來講，因為有一些社團，有一些里長，到

了晚上也有一些餐會，就會像是民意代表會到處去走，去參加，去跑場。 

                                                      
6 民國 83 年 10 月開始為回饋社區，建立與收視戶之間雙向互動，啟用第一攝影棚正式推出現場

直播節目。 
7 李錫欽經營之「聯維」有線電視，前身為萬華有線播送系統，於民國 69 年營運迄今已三十餘

年，民國 85 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有線電視籌設許可，目前為台北市萬華區、中正區最具知名

的有線電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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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運動的推動方面，我有參加壘球，只要有比賽，我們就會用聯維來介紹，

讓他們去參加。例如說每個區公所每一年度都有一些運動，我除了會幫他介紹以

外，我自己也會去參加，自己參加跑操場…偶爾啦。當然我們在這方面的付出貢

獻，當然有一些政府單位，有一些團體、社團他就會來感謝，會送禮物啦，會送

獎狀或是一些紀念品之類的，那這個是不計其數，如果真的要去算，我可能要拿

一個屋子來裝，那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其實這個有成就感。 
 
民國百年獲頒金視獎「個人特殊貢獻獎」 
    金視獎「個人特殊貢獻獎」這個獎是可遇不可求 8，我們努力在做，然後可

能也讓我們的長官單位看到了，那我們社區也有做很多，因此得了這個獎，這樣

的一個特殊貢獻獎，是這樣子而來的。有一次我跟警察局，跟社區巡守隊合作，

然後我就一個里的巡守隊，就送五部的腳踏車，讓他們去巡守。我去年還每個里

都送三部，我覺得做這種事情滿好的，看他騎著腳踏車在外面巡邏，真的很安慰、

很開心。他們也騎得很高興，現在腳踏車也讓許多ㄧ般人接受，所以我做這個事

情也做得滿開心的。 
 
虔信佛教走出喪母陰影   因應數位匯流組織再革新 
    三十幾年來其實歲數也有了，剛才我說希望可以保護媽媽，希望到八十歲以

後甚至更多，才告老，但是差了兩年七十八歲，我剛才講說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走

不出來，那走不出來真的可能是憂鬱症。那麼我們要怎麼去解決呢？其實我找了

很多醫師都沒有把我醫好，結果是宗教把我醫好了。那我現在除了經營事業以

外，我有參加宗教，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阿彌陀佛，我也有皈依這樣子。 
    那這一路走來我覺得還不錯，因為宗教的信仰感覺心裡比較踏實。所以我現

在可以領悟到為什麼會有憂鬱，為什麼會有躁鬱，其實他就是業障。因為我們人

大概與生俱來就帶業障，帶著業障來，剛在小孩子時的成長，等你到社會年齡，

自然就會有業障的纏身，那你必須要去化解，必須要去解決掉，這是我們的宗教

是這樣子談的，將業障這件事情解決以後，我就會漸漸地走出來，而且很多病都

是跟業障有關係，是真的。   
    其實人就是一直終身學習，但是我們參加宗教就會形容它為「靜」，就像它

自然會有一些發想，發想的結果會帶回來公司在經營面去做調整。尤其你說現在

有線電視，如果沒有去做變更，組織沒有去做調整，還是以前的那種模式，我想

我們也會被淘汰掉。而且現在已經都是數位匯流，而且早期的第四台是有線的，

那麼現在有線、無線都已經混在一起了，已經結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現在朝著有

線、無線的結合在做發展。而且現在的 4G、5G 都出來了，那在這一塊，我們在

今年更和世新大學來做合作，希望從世新去學習一些經營的模式。比如說在行

銷、在節目、在整個媒體內容、整個數位內容，我都滿開心能夠跟世新做合作。

                                                      
8 聯維有線電視李錫欽董事長於民國 100 年 9 月，獲頒行政院新聞局金視獎「個人特殊貢獻獎」

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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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合作我也期望說我們整個組織被編過來，能夠有一些嶄新的做法。 
   所以說我們跟了學校，我們不斷去找尋對的人，不斷的去發掘到經營顧問公

司去做一些經營面的改善，無非就是想把經營弄得更好，最重要的就是客戶的滿

意，所做的事情，能夠投射到客戶身上，這是最開心的。當然不瞞你說，這段時

間當然我也有一些小收穫，那其實我現在的想法不是賺錢最重要，一些責任，一

些你必須要去做一些喜歡做的事。比如說我現在有在阿彌陀佛，有在做一些禪

修，禪修我們有講的是：財施、法施、無畏施。有錢就出錢，要不然你就做些義

工，財施、法施、無畏施，那我也覺得滿開心的，很喜歡。這個人從年輕到老，

到老了以後你就必須要做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比如說，宗教的信仰。 
 
重視教育訓練與在職進修    帶頭進修中山 EMBA 終身學習 

我想整個產業都在變，如果不跟上，如何能夠讓民眾開心？如何能夠得到這

些客戶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今年都用這個「黏」字，希望可以把客戶都黏起來，

很多事情都做一些跟「黏」有關係的，這個是今年的一個重點。那麼其目的，就

是希望讓顧客開心，讓客戶跟彼此的忠誠度能夠增加。彼此的忠誠度、信賴度能

夠增加，那當然在這一塊教育訓練就很重要。對於我的員工，我都編列很多錢在

做訓練，尤其從前年開始，我更花了錢請他們去是上碩士班，上碩士班全部是由

公司付錢。我就是喜歡做這個事情，就是公司付。 
 我們在社會工作，甚至在社會經營事業，學歷也滿有一些作用，因此我就下

定決心說，一邊做生意一邊求學，來慢慢學。因為我也曾經做過中華專業經理人

協會的理事長，正好碰到當時執行長一直來遊說我，說一定要來參加一個叫做美

國紐波頓大學的一個為期兩年的學業。我個人是抱持著終生學習，甚至我現在還

在中山大學亞太經營管理組碩士班(APEMBA)，今年剛考上，103 年。 
除了和世新大學合作以外，我們也有一些經營顧問公司，我們也有跟了

CVC9，CVC 它每年會到日本的 IBM，去那邊取經，看那邊是怎麼樣的一個經營。

今年還是要去，那我們每年會編列預算，早期是到美國去看展，最近幾年是到中

國大陸、到北京，一年大概北京三月一場，十月好像在上海、杭州。我比較喜歡

北京，北京除了可以去看一些演講以外，以及新技術的發表，同時你可以看很多

的設備，也滿豐富的，做這樣的一些學習。 
 
對岸有線電視屬國營進步快   台灣有線電視走向財團化、集團化 
    我想中國大陸它整個硬體的技術是不輸給台灣，在整個軟體，整個品質還是

比台灣差。再說大陸的結構也跟台灣有些不一樣，他們是官方的，那就北京來講

他是歌華有線電視，他是北京市政府經營，那麼在北京他有幾個區，每一個區設

有一個類似我們的節目部，我覺得弄得很大，就是他們每一個區都有一個節目在

那裏，跟我們整個結構是不一樣的。目前應該是我們比較進步，但在這一方面，

                                                      
9 CVC Capital Partners 是一家私募股權基金公司，成立於 1981 年，在歐洲、亞洲和美國有十八

個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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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們進步得很快，在這一部分我們可能要多加油。 
    台灣一路走來，從早期的非法，至於播送系統到有線電視，當然有很多同業，

當時大概有六百多家，一開始是分五十一區，不過現在不是，現在又整個又更開

放 10。那這一路走來，當時這個產業的毛利還不錯，那有的人賺了錢，他或許想

發展別的，因此就下車。那我沒有下車，我一直看這個社區的互動，感覺還滿有

成就的。比如說照顧一些弱勢族群，拿一些米拿一些錢去資助他們，讓我覺得很

開心，我願意做這種事情。所以一直以來就是我堅持，所以到現在還是獨立系統，

因為都已經是財團化或者是集團化 11。那當然獨立系統的未來我也希望說努力，

努力能夠組織變革，在人的方面能夠多培養一些，因為已經到了匯流的階段。 
 
面對競爭開發加值應用服務   從「看」電視到「用」電視 
    政府開放新進業者，我覺得還好，怎麼說呢？因為覺得競爭有時候他也是一

個好事。當然心裡難免會有一些壓力，當然你把它想開了，競爭說不定會擦出另

外一種火花來也不一定。會產生另外一個模組，另外一個商品，我想都有可能，

我想基本上來講，競爭它是一個好事，是好事，是會產生競爭，是會有壓力，一

定會有壓力，我們現在已經在開戰了。 
    系統跟頻道商的關係，他根本就是連體嬰，一個上游，一個中游，就是一個

密不可分的重要。但是在購片上方面我還好，因為這些業者都對我還不錯。比如

說我的片是跟老練，跟練台生一起來購買。那這個到底，當時的一個客戶好像是

編兩百四，那可以打折，打那個好像是八折，算起來是一百多。所以一個客戶的

節目大概要花一百多到兩百塊錢的節目費，這個是在節目的部分。那這樣起來我

想還好，不過我的定位還是在獨立系統，因為我自己稱之為叫做「網路經營」，

如何把我的標準網路建設好，如何能夠跟其他產業做策略，如何能夠做聯盟，這

個是我的期望。 
比如說現在有其它固網，它也利用我的網路，去做它的事情，那我也很開心。

所以說我也有一些小收入，那我也做得很開心。一直把網路做得更好，能夠把一

些好的東西都能夠讓客戶來使用。因為有線電視已經從看的到用的，那我現在極

力在發展一些附加價值。用的方面，最近我有做了一個功能，就是讓里長們，就

是像 LINE 的功能，在有線電視裡面，也免費弄一個社群，只有他這個里，或這

個管委會才能夠看到他的資訊，他的里可以發動說，也可以知道你現在有幾個人

會上來開這個機，那這個跟整個市調也有關係。我知道我們的節目到這個總共到

底有多少人會來點閱，我們在做這個事情。 

                                                      
10 民國 82 年《有線電視法》，將全國經營區劃分為 51 區，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NCC 公告擴

大有線電視經營區，改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地區，全國經營區改劃分為 22 區。 
11 有線電視產業因具備資本集中與技術集中的特徵，會走向自然獨占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國有

線電視發展也出現集團業者以水平整合方式，跨區擁有二家以上的有線電視，形成所謂的「多系

統經營者」（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MSO）的情況。至 2014 年五大 MSO 為：凱擘集團、中嘉

集團、台灣寬頻集團、台固媒體、台灣數位光訊集團。這五大 MSO 占了全國總收視戶的七成以

上。其餘則為獨立系統業者，共計 27 家，聯維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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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剛開始試推，現在整個成形了。我們出策略，授權別人來寫程式，這樣

比較快。還繼續在想，很多、很多，我們最近也做了一個購物平台，沒有錯，那

我們購物的對象可能不在大型的那一些購物商，我們可能就街邊店，如何去服務

在中正、萬華區的街邊店，可以到這裡來賣它的東西。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一些大型的購物都是滿極大化，那我們是比較小型的服務，我們是想到這個，希

望能夠跟人家不一樣，來服務到商家，來服務到里民、客戶。 
    我想整個發展趨勢一定要去掌控，一定要去了解現在整個市場上，是怎麼樣

的一個發展，怎麼樣的一個進展，不管是技術上或者是在設備上，你一定要去掌

控，那麼進而去培養你的人，去了解這個技術的使用。當然這個是在設備，那麼

在軟體的方面，因為我剛剛有講就是從「看」電視，到「用」電視。我想將來也

會有很多，比如說一些從生活面家庭的瓦斯、電力，我希望透過有線電視就可以

知道，我用了多少瓦斯，瓦斯公司我們就可以跟它做結合，我們現在在發展這個。 
    只要瓦斯可以，電費、水費就全部都可以，那這樣是能夠便民，能夠從看，

到用，到照護，一些老人種種我們都在思考。當然在技術的取得我們也在尋找，

因為國家有資策會，其實資策會也是一個滿好的機構，可以做這樣的結合，然後

我們有委託一些私人的機構，來做這樣子的研發，能夠把這些東西帶上來，能夠

服務在生活面的，我們希望我們走出來是一個跟其他不一樣的。我記得早期的有

線電視叫做社區化，當然我現在整個經營的區域開放，我也沒有想太多，我心裡

只想把我的中正、萬華服務好一點。 
 
克服挑戰永續發展   回饋鄉里成為最大志業 
    我想未來整個趨勢發展的掌控當然是滿重要，當然我本身是朝著永續經營，

在這個永續過程一定會難免會碰到一些衝擊，一些就像那個波線這樣跑。那你如

何對一個事情你如何去克服？有時候你克服成功時你就覺得滿有成就的，這個也

是一種挑戰。說到挑戰，我想這個產業挑戰性是滿高的，技術的挑戰，整個趨勢

的挑戰。我想如果具有這個堅定的心、挑戰的心、勇敢的心，是滿勇敢的，就是

說我們這個獨立系統，跟一些大集團去做對抗。這個地方，我認為我好像滿勇敢

的！其最終目的是能夠服務到我的客戶，能讓我的客戶滿意，這樣滿有成就。 
    對我自己我覺得是繼續加油，繼續努力打拼，人總要有一個自己的意志，特

別是我自己的一個志業。早期是為了生活，我想現在都是我的志業，我如何去達

到我要的，對這個社會希望有一些貢獻。我有講過其實現在的我，錢對我來講不

是最重要，是如何能夠去有一些責任需要我去完成，去做到這是最開心的。總之

能生長在這個土地，我們就是愛這個土地，能夠跟這個土地相互地依偎，依偎在

一起，進而生活。我想很滿足，也感謝國家，感謝菩薩，感謝國家能夠讓我在這

裡繼續往上衝，希望能夠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