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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避險活動及建議 
 

本章主要針對案例公司發生之債務不履行之事件，探討是否有避險工

具及避險活動，可供作為廠商降低經營風險之管理參考，並嘗試提出一些

包括政府產業政策等的個人建議，最終仍期望本文能對國內 DRAM廠商在

全球化激烈的競爭環境下，對產業及公司的風險管理有更深刻之認識，避

免類似憾事再發生，強化國內廠商之國際競爭力。 

 

第一節 產品價格變動之避險 

在前面的章節提到案例公司最大之風險根源在於產品價格快速下跌之

價格風險，因此廠商可以從規避產品價格風險著手，理論上可使用三種衍

生性金融商品來避險，第一為遠期契約。第二為 DRAM期貨。第三為利用

股價或股價指數等相關性高之金融商品避險。茲分述如下： 

一、 遠期契約避險： 

遠期契約(forward contract)是一種契約，當事人雙方約定在未來某一日

期(例如六個月或一年後)，以某一事先約定之價格(遠期價格 forward price

或交割價格 delivery price)，由買方向賣方買入一定數量之產品。遠期契約

可以追溯到中古世紀，主要提供農產品的避險之用，例如種黃豆的農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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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還未收成前，黃豆的價格是不確定的，當半年後黃豆豐收價格下跌，

將對農夫造成不利，因此對農夫而言，黃豆價格波動是相當大的風險。相

反的，黃豆的收購商如果面對黃豆欠收，價格會上漲，也面對黃豆價格波

動之風險。所以農夫和黃豆收購商在黃豆為收成前可訂定一個遠期黃豆契

約，雙方約定在半年後以遠期價格買賣一定數量之黃豆，如此可以消除雙

方對於未來黃豆價格變動所產生之風險30。 

遠期契約通常為私人店頭市場交易，雙方根據各自需求所量身訂作之

契約，交割日期、交割價格和交割數量等交易規格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其

交易契約不具流通性也無公開的次級市場，所以也沒有清算機構及交易也

較無保障。 

事實上國內DRAM廠商與下游的電腦製造廠商多訂有類似遠期契約的

採購合約，但是由於 DRAM市場長期呈現買方市場的狀態，電腦製造商擁

有較為強勢之談判籌碼，這類的長期採購合約多只是針對數量的部分，而

且契約的期間也較短，契約的價格通常 15天隨著現貨價格而檢討修改，當

DRAM 產品價格真正崩跌了，電腦製造廠商願意用現貨市場價格甚至低於

現貨價格來購買 DRAM產品；而 DRAM製造商在產品被大量生產出來後，

無法從現貨市場將產品完全售出，基於希望與電腦製造商有長期而大量之

穩定供貨關係，只能接受用現貨市場價格甚至低於現貨價格來履約。故這

                                         
30 陳威光,衍生性金融商品選擇權.期貨與交換, 台灣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p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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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遠期契約因為買賣雙方懸殊的談判實力，其避險效果只能規避銷售數量

上之風險，實質上並無法規避價格波動風險。 

二、 DRAM期貨避險： 

期貨契約是一種標準化的遠期契約，買賣雙方約定在未來一定日期(到

期日)，依一定價格買入或賣出某數量的標的商品，或於到期日結算價差31。

期貨商品可以說從遠期契約演進而來，最主要為解決遠期契約違約風險

(default risk)或信用風險(credit risk)與流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等問題，由於

遠期契約的交各日離交易日有一段時間，可能到期時交割的現貨價格，與

原先約定好的交割價格相差甚大，買賣方有可能因此遭受到重大損失，而

沒有能力或沒有意願履約。因此期貨契約透過交易所的結算機制保證買賣

雙方之履約能力，並將遠期契約規格標準化，以增加契約之流動性，降低

交易成本增加經濟效益，期貨交易除了避險功能外，同時提供價格發現與

投機套利之功能。 

學者 Pennings (2000) 曾以田野調查(field study)的方式，說明商品期貨

可降低產銷體系的整體風險，尤其讓處於劣勢談判地位的廠商，可藉此轉

移風險32。因此利用 DRAM期貨來避險應為 DRAM製造商最有效率之避險

方式，製造商可利用賣出 DRAM期貨來規避價格下跌風險，當未來一段期

                                         
31陳威光，衍生性金融商品選擇權.期貨與交換，台灣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pp.285 
32 Pennings, J. M. E. and M. T. G. Meulenberg , “Hedging Efficiency： A Futures Exchange Management 
Approach, ”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Vol. 17, No.5, 1977, pp.599-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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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後 DRAM 價格若下降，則廠商因為賣出 DRAM 期貨可因此而獲利，

期貨交易的獲利可彌補廠商因價格下降所引起之損失，在遠期契約交易有

效性太低的情況下，期貨交易的避險應該是 DRAM製造廠商避險活動之首

選。 

CBOT 在 1980 年曾研究規劃推出 DRAM 期貨契約，並積極拜訪矽谷

地區資訊廠商以了解 DRAM產業概況，前後約歷半年時間，最後 CBOT放

棄 DRAM期貨之推出。原本於 2002年新加坡期貨交易所規劃有 DRAM期

貨商品交易，並且預計於 2003 年初 DRAM 期貨可以掛牌上市，然而後來

因主流產品標準認定、無法取得公正客觀之結算價格33、DRAM產業本身的

特色等問題， 加深DRAM期貨契約設計、交易機制設計的難度，導致DRAM

期貨上市最後無疾而終，實在是非常可惜。故在當年實際上並無適當的期

貨避險工具可以來規避產品價格風險。 

三、 股價或股價指數避險： 

利用國內外 DRAM 製造廠商之股票價格或半導體股價指數等，與

DRAM 產品價格之相關性來避險，若股價與 DRAM 產品價格具有高度相

關，則可利用股票或指數期貨來作空頭避險。 

朱博湧(2004)指出「..DRAM製造廠商：南亞、華邦、力晶及茂德的股

                                         
33同一產品賣給不同對象甚或同一產品賣給相同對象但不同數量之交易，其價格往往各異，有時價格之差

異頗大，況且製造商沒有誘因對外公佈其出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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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以及電子期指，和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及美光的股價，與現今主流產品

DDR 256的現貨價來做相關性的檢視，執行最小變異法，OLS模型來作靜

態避險比率的估計，發現規避現貨價格波動的效果於統計上並不顯著。」34

說明了在當時並沒有合適的金融避險工具，可規避 DRAM產品價格波動的

風險。 

 

第二節 利用金融商品避險 

本節將針對 DRAM廠商無法以遠期契約、DRAM期貨或股價指數來有

效規避 DRAM的價格下跌風險時，探討是否有其他金融工具可作為替代之

避險方案？而其之避險有效性又如何？在前面的章節裡有討論到案例公司

最大之資產為子公司之股票，在 2000年股市高點時子公司股票市場價值超

過新台幣 1,300億元，如果以當時的子公司的市值來償付所有公司債應該是

綽綽有餘，日後也不會發生債務不履行之窘境，然而案例公司擁有子公司

之股票在當年固然價值不斐，然子公司為案例公司之生產工廠，股票的處

分會影響到與合資廠商之產能分配，況且案例公司為子公司之董事，處分

股票需申報公告，若處分過多則須解任，因此在處分股票上亦非絕無限制。 

雖然有上述種種處分股票限制，與發生債務不履行事件相比，案例公

司活用資產特性，配合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避險，應該也是可列為避險活動

                                         
34朱博湧、李存修、熊杏華、王偉鶴、林裕凌、陳聖傑：(我國發展 DRAM期貨可行性分析(上))，台灣期
貨交易市場 TAIFEX REVIEW vol.6，July 2004, pp.26 ~ p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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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項之一，以下分別就理論上可行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就實務上現行國

內金融商品開放之程度與處分股票限制，理論與實務所面臨的問題與差

距，及避險有效性作一討論。 

一、 購買以子公司為標的之賣權選擇權 (Long Put 

strategy) 

選擇權(option)是一種衍生性證券(derivative security)，持有人有權利在

未來某一段時間內(或某一特定日期)，以約定價格向賣方買入或賣出一定數

量之標的資產35。根據上述定義可知：(1)選擇權買方有權利，而選擇權賣方

則有義務去履行買方所要求的權利；(2)選擇權有一定的有效期限，超過期

限，選擇權就沒有價值；(3)選擇權的約定價格是雙方事先約定的；(4)選擇

權具有買入標的物與賣出標的物的權利之分，是兩種不同的契約；(5)標的

物是事先約定的，可以是股票、外匯、債券、農產品等。如果此資產或商

品是股票，稱為股票選擇權(stock option)；如果此資產或商品是股價指數，

則稱為股價指數選擇權(stock index option)，目前再台灣證券交易所交易的

認購權證(listed warrant)，可視為股票買權的一種。 

選擇權依照買入或賣出的權利可分為買權(call option)或賣權(put option)

兩種。買權賦予持有人買入標的資產之權利，而賣權賦予持有人賣出標的

資產之權利，因此買權和賣權是兩種不同的證券。 

                                         
35陳威光，衍生性金融商品選擇權.期貨與交換，台灣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p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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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選擇權的買方只有權利沒有義務；選擇權的賣方只有義務沒有權

利，因此選擇權的買方要付給選擇權的賣方一筆權利金或稱風險貼水

(premium)，以交換(或補貼)選擇權賣方的義務。 

以股票賣權為例，對於一個賣權如果到期日的股價小於履約價格，賣

權到期日之價格等於股價減去履約價格；如果到期日時的股價大於履約價

格，則選擇權沒有價值，其價值等於零。以數學公式表示可寫成 Pt = MAX 

( K – St, 0) ，其中 Pt為賣權到期日價值；K為履約價格；St為到期日之標

的股票價格；MAX (,)表示取括號內兩項數值較大者。 

例如以 4 元權利金買入以子公司股票為標的資產之賣權，履約價格為

100元，當到期日時股價等於 96元時，賣權價值為 4元(100-96)，而到期股

價大於 100元時，賣權價值等於 0。反過來說，賣權最大價值為股票價格為

0時，此時賣權之價值為 100元(等於履約價格)，如圖七所示，因此賣權之

損失有限，而獲利很大(最高可到 100元)。若考慮投資者之損益，可將權利

金(4元)考慮進來，當股價跌到 96元時就是損益兩平點，當股價小於 96元

時，買入賣權的選擇權就開始獲利，最大獲利為 96元，當股價大於 100元

時，投資人有損失 4元，如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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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賣權選擇權到期價值及投資損益 

 

此賣出股票賣權選擇權策略(Long Put strategy)在理論上，只要付出一點

權利金，即可有效規避子公司股票價格下跌風險。 

2000年三月子公司股價首次站上新台幣 100元/股，並且股價一直維持

在 100元/股以上的高點，直到七月初除權時子公司之股價為 118元/股。在

這四個月期間，若案例公司購買以子公司為標的之賣權選擇權進行完全避

險，履約價在 80 元/股，契約金額為一百萬張股票，總權利金金額為 100

億元，則到 2000年底時此選擇權之價值約為 500億元(子公司股票市價 29.5

元/股)，然而避險總成本之絕對金額很高，一般人在一般情況下並很難從事

這種理性之避險行為，然而公司的風險管理卻必須在公司之極盛時期作出

看似唱衰子公司股價的行動，也就是賣出股票賣權選擇權策略在 2000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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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完成，其避險之效果才更顯卓著，如果案例公司在 2000年六月底進行完

全避險，則在 2000年底時台灣股價指數下跌了 3,500點(8,265 - 4,739)，子

公司股價從 124.5 元/股跌到 29.5 元/股，子公司市值至少掉了 2/3 約 1,200

億元新台幣以上，如果案例公司進行完全避險，所有的情況將會完全改觀。

第一、當台灣上市櫃公司市值平均減少 40%時，案例公司因執行避險可獲

利 400 億元以上，公司之價值改變不大，因此公司在景氣衰退的同時有如

此高獲利之表現，相對的其股價表現應超出平均水準甚多，換句話說，案

例公司及子公司股價下跌之速度一定可獲得減緩及改善，甚至案例公司還

可能股價因此而逆向飆升。第二、當景氣退時案例公司可有獲利的表現，

在籌資方面一定可以獲得實質之加分效果，因為它展示了一家公司在風險

管理上的優勢，尤其在景氣衰退時，銀行授信政策會趨於保守，銀行濫頭

寸增多，卻苦無貸放對象，此時對於在財務調度上偏向保守的公司，就會

因為表現相對地突出而成為銀行爭相貸放的對象。第三、當景氣衰退時，

半導體機器設備會變得較便宜，並且裝機、擴展產能之速度會加速，案例

公司可利用景氣衰退時所擁有的資金，進行再投資，一旦景氣反轉變好時，

因為已經擴廠完畢，便可站在最有利的競爭位置，可說是進可攻退可守之

戰略運用。 

如果只從事部分避險(under hedge)，將契約金額降低為 20萬張股票，

總避險金額為 20億元，則年底時本選擇權價值 100億元，應該也足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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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案例公司現金流動性不足所引發之債務不履行事件，購買以子公司為

標的之賣權選擇權作部份避險仍為有效之避險活動。 

然而從金融市場的交易對手(證券商)來切入，即使以交易金額 20 億元

新台幣之選擇權商品為例，證券商必須準備至少 60億元到 100億元以上之

避險資金，才足夠以股票現貨來規避選擇權風險(進行所謂動態避險或 Delta 

hedge)，以國內券商之資本在數億元到數百億元之規模而言，恐怕也不太能

夠找到合適之對手券商進行完全避險交易。也就是說國內市場不僅無法找

到資本雄厚的單一證券商作為避險之交易對手，而證券商若要以股票在現

貨市場上避險，恐怕也有市場流動性問題的考量。 

更何況在當時國內並無股票選擇權之避險工具，即便在 2005年台灣期

貨交易所開放股票選擇權商品交易，子公司股票亦非開放之連結標的，即

使假設子公司為股票選擇權之開放連結標的，以目前期貨交易所開放的三

十檔股票選擇權之交易量，每月總成交口數約為八萬口，換算成股票交易

數量約為四十萬張，亦無法完全滿足案例公司所有避險需求，實務上市場

流動性風險問題仍然存在。 

二、 購買股價報酬率相關性高之標的之賣權選擇權 

購買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相關性高之股票標的賣權選擇權，若股價報

酬率相關性夠高，如同上述購買子公司股價賣權選擇權之避險策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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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達到規避子公司股票價格下跌之風險，並且也可以達到分散避險標

的、提高市場流動性，增加實務上避險操作之可行性。 

本研究選取自 1999 年五月十三日子公司上櫃日起，至 2003 年十二月

底止國內晶圓製造相關上市上櫃公司(力晶半導體 5346、南亞科技 2408、華

邦電子 2344、台積電 2330、聯電 2303等公司)之每日收盤股票價格，作股

價報酬率相關性研究36發現： 

1. 子公司股票價格報酬率與力晶半導體公司之股價報酬率相關性最高達到

0.75以上，其次為華邦電子公司相關係數亦超過 0.72以上，再次者為南

亞科技公司相關係數為 0.6437。三者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之相關性高，

足以作為案例公司執行買入賣權選擇權策略之替代標的。 

2. 台積電與聯電等國內晶圓代工業者之股價與子公司股價之相關性分別為

0.41和 0.43，較國內 IDM廠商股價與子公司股價之相關性為低，也顯示

同為國內晶圓製造商，晶圓代工廠商與 IDM廠商在投資人投資組合中之

替代關係並非全然一致。 

另以國外 DRAM 製造廠商 Infineon(IFX, Frankfurt Stock Exchange)、

Micron(MU,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Hynix(000660, Korea Stock 

Exchange)及 Sumsung(005930, Korea Stock Exchange)四家公司，1999年五月

十三日起至 2003年年底止之每日股票收盤價格，剔除任一方或子公司非為
                                         
36 參見附錄四，股價報酬率相關係數分析。 
37南亞科技公司於 2000年八月十六日上市，故相關係數資料由上市日起取到 2003年年底止。 



89 

股票交易日之股價資料，其每日股價報酬率與子公司之股票價格報酬率作

相關性分析發現： 

1. 同樣為國外的 DRAM廠商，韓國廠商之相關係數皆比美國及德國廠商之

相關係數為高。韓國的 Hynix與 Samsung兩家公司之股票價格報酬率與

子公司之相關性最高，但也僅止於 0.262和 0.258，這或許是韓國股市與

台灣股市皆屬於亞洲國家股市，故兩者之相關係數與其他國家廠商相比

較高。 

2. 美國的Micron和德國的 Infineon其每日股價報酬率相關性分別只有 0.18

與 0.13，此相關性結果與一般人的直觀上可能會有些差異，國內投資人

常常將美國股市之表現來當做國內股市表現之參考指標。同樣為 DRAM

製造廠商其國內外股價之相關性如此低，蓋因為影響股價的因素不僅僅

為產品之價格，還有各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差異、社會環境、財政與

貨幣政策變化、利率、匯率、國內產出成長率、國民所得成長率、個別

公司之技術製程發表..等等因素，這些影響因子還有待後來之學者們作進

一步的統計與研究。同時這個研究的結果也顯示投資人若以國外 DRAM

公司當日股價之漲跌幅，來預測國內 DRAM公司之股價走勢，其參考性

應該是相對不足。 

3. 國外 DRAM公司因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之相關係數過低，不適合作為案

例公司避險策略之標的，國內 DRAM廠商華邦電子、力晶半導體及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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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等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之相關係數皆超過 0.6，則相當合適作為避險

策略標的，國內晶圓代工廠商台積電、聯電等公司相關係數達 0.4以上，

個股避險標的還是以國內晶圓代工廠商為次佳選擇。 

三、 購買股價指數賣權選擇權 

另一種金融避險策略與買入股票報酬率相關性高之買權選擇權的避險

策略頗為類似，為買入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相關性高之股價指數賣權選擇

權，本研究同樣選擇以 1999 年五月十三日子公司上櫃日起至 2003 年十二

月底止之相關資料作報酬率相關係數分析，選取之標的為國內之發行量加

權平均股價指數、電子指數及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經研究發現： 

1. 國內股價指數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之相關係數為 0.515；電子指數報酬率

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之相關係數為 0.541。而原本預期電子指數對子公司

股價之相關性應該較股價指數高出甚多，然研究結果顯示子公司股價報

酬率分別對股價指數和電子指數之相關係數差異並不大。 

2. 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之報酬率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之相關係數僅為

0.122，與子公司之股價報酬率之相關性明顯不及國內股價指數與電子指

數。 

3. 國內股價指數之報酬率相關性明顯高於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反過來

說，若以美國費城半導體指數為基準，來預測台灣子公司當日之股價變

化，恐怕差異頗大。 



91 

4. 國內股價指數或電子指數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相關係數達到 0.5 以上，

足以作為避險標的，並且加入國內指數類之金融商品可以讓實務上之避

險變得更為可行。而以費城半導體指數因為相關係數太低，不適合作為

案例公司避險策略標的。 

綜合以上之研究，國內晶圓製造廠商股價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相關性

高於國外廠商，甚至國內晶圓代工廠商之股價相關性高於國外 DRAM製造

公司，可能原因為各國間經濟差異比產業差異對股價之影響更為重要。作

為子公司股價避險策略之標的仍以國內之 DRAM廠商，例如：力晶半導體、

華邦電子、南亞科技等公司最為適合。股價指數方面，國內股價指數對子

公司股價之相關性仍比國外的半導體指數高，甚至國內股價指數對子公司

股價之相關性比國內晶圓代工廠商還高，因此以股價指數來進行子公司股

價之避險效果將比以晶圓代工廠商個別股價還要好。股價指數避險方面，

仍以電子指數之避險效果優於股價指數，兩者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相關係

數之差異不大。 

 

第三節 風險管理之建議 

我國 DRAM產商之避險活動之限制乃在於廠商本身產業之特性，對於

產品價格下跌之風險廠商習慣於價格風險而選擇自行吸收風險，或者以上

下游廠商策略聯盟、技術合作、分散產品和客戶組合、存貨調整等方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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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銷售面的調整，甚少利用金融工具作避險，當然這與當年國內金融市

場缺乏避險工具也有直接之關係，缺乏金融避險工具也讓廠商因此缺乏避

險的動機與行動，以致於像案例公司發生債務不履行之憾事。在本文之最

後針對國內 DRAM製造廠商之風險管理問題，提出幾點個人之看法與建議

供國內廠商及各界先進參考。 

一、 國內 DRAM期貨商品之發展： 

朱博湧在我國發展 DRAM期貨可行性分析中(2004)38指出：「DRAM產

業占 GDP比重自 1999年到 2003年之五年平均約為 1.07%，若以整體資訊

硬體產業之產值計算約占 GNP比重之 6.81%，DRAM產業及資訊產業之發

展對台灣經濟地位重要性非常高。而且 DRAM產品同質性高、大量的供給

與需求、屬原料及半原料產品性質及高價格波動等特性，適合成為期貨商

品發展之標的，雖然產業屬於寡占廠商結構，然長期而言廠商仍不具有價

格操縱能力。加上台灣為全球最大之 DRAM現貨交易市場，掌握 60%現貨

市場之交易，是新加坡或其他地區無法取代的，推出 DRAM期貨商品不僅

可以協助相關廠商鎖定或規避商品價格波動風險，發揮價格發現與避險功

能，亦能健全台灣期貨市場之發展，甚至讓台灣的 DRAM期貨報價成為全

球報價體系，確立我國在 DRAM市場之定價地位。 

                                         
38朱博湧、李存修、熊杏華、王偉鶴、林裕凌、陳聖傑：(我國發展 DRAM期貨可行性分析(上))，台灣期

貨交易市場 TAIFEX REVIEW vo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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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RAM產業的利潤風險分析中發現，DRAM下游的模組及通路廠商

獲利最佳，電腦系統等廠商之獲利次之，而以 DRAM之製造廠商獲利狀況

最差，1999年以後之五年期間其 EPS平均呈現負值，DRAM製造廠商所承

擔的價格風險也最大，DRAM 期貨具有平衡產業價值鍊中風險承擔的功

能，產業之發展才會可長可久。況且不論處於 DRAM產業之上中下游廠商

皆面臨極高的 DRAM 產品價格波動之風險，現有的避險工具不足，因此

DRAM期貨的開發以規避產品價格風險，為廠商所殷切期盼的。」 

以台灣的產業結構應適合我國發展 DRAM 期貨商品，而 DRAM 期貨

商品也才是較能針對 DRAM產品價格下跌風險之有效避險工具，該文對於

DRAM主流產品判斷標準、交易標的及其規格訂定、契約內容及規格大小、

交割方式、結算價格之訂定、期貨契約的長度及交易月份、交易幣別等，

甚至於市場造市者制度之設計皆有深入的探討及相當務實的建議，因此

DRAM 期貨商品在我國應有不錯的發展可行性，建議我國期貨交易所對此

期貨商品能早日推動上市，讓國內 DRAM的產業及金融產業得以相輔相成

共創未來。 

二、 金融創新之可能性： 

除了我國發展 DRAM期貨外，金融創新的可能性實為案例公司險管理

中重要的一環。前面章節提到案例公司對避險商品需求殷切，但金融避險

工具不僅缺乏，而且避險部位金額龐大，以致於實務上單一金融商品無法



94 

完全滿足其避險需求。 

風險管理中"分散風險"常常被提到，將某些風險"分散"其實還是可以達

到金融創新的效果。以本案為例，案例公司固然不應該將產品價格風險視

若無睹，但在作風險管理時亦不見得需將風險完全規避，部分避險可以讓

避險的可行性大為提高，也可以大幅降低避險成本。 

避險商品的選擇上，除了子公司股票賣權選擇權外，國內相關 DARM

公司股票之賣權選擇權(力晶半導體、華邦電子、南亞科技等)、國內的股價

指數選擇權、電子指數選擇權等金融商品，其避險效果也都還不錯，案例

公司更可選擇國內多家券商分別承作上述商品，讓實務上的避險更為可行。 

雖然在本研究中指出國外股價指數或個股股價與子公司股價報酬率之

相關係數偏低，由於國外投資銀行對金融商品拆組、設計及創新的能力也

較國內券商為高，金融商品經營範圍較國內券商為廣，較不受國內法令限

制，加上國外投資銀行所擁有的資產負債部位規模較國內券商大上許多，

國外投資銀行仍然具有較大之風險承受能力，足以承接子公司股票價格下

跌的風險，而且國外投資銀行也可以透過財務工程的精密計算，以金融創

新商品替案例公司量身訂製合適的避險商品，因此避險之交易對手亦應將

國外投資銀行納入。透過將避險標的分散為力晶半導體、華邦電子、南亞

科技等國內 DRAM公司及國內之股價指數選擇權和電子指數選擇權，並將

交易對手擴及國內各券商及國外各投資銀行以增加市場之避險部位之胃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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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案例公司應可避過債務不履行之窘境。 

三、 金融機構能扮演之角色 

根據個人多年徵信授信之經驗及與銀行間接觸之了解，國內銀行對

DRAM 產業之授信態度在當時以「不碰為妙」作為授信的最高指導原則。

實則從半導體歷史發展的角度39及產業高沉沒成本之特性來理解 DRAM 產

業，古今中外有史以來並無 DRAM廠商因財務危機而破產清算者，蓋半導

體廠商最大的支出為機器設備之折舊費用，通常這些機器設備在新購買時

款項便已償付完畢，產業的虧損多為帳面上機器設備折舊費用之提列，

DRAM 廠商所面臨的是景氣不佳時的營運資金流動性風險，當年的 Hynix

公司搖搖欲墜，公司倒閉的傳聞整整傳了三個年頭，但在韓國政府的強力

支援下，如今也是花開枝茂，故銀行業實不須對 DRAM廠商有過多的疑慮

而完全放棄整個產業，若基於授信風險考量，可徵提機器設備、股票等作

為擔保品，並集合台灣多家銀行凝聚共識，以聯貸方式幫助廠商化解產業

危機，不僅能消化銀行過多之濫頭寸，更能與半導體廠商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提昇國家整體產業之競爭力。 

其次銀行是企業經營的靠山，國內第二次金融改革在 2005年底完成金

控減半的目標，其決策目標雖不符合由市場自由運作之機制，最後金控合

併過程也是急忙草率，整個感覺就是粗糙兩字而已，然而其背後卻有個正

                                         
39謝昆瀚，「說金融危機太沉重，DRAM產業最寒冷的冬天」，昇豐投資月刊，34期，2001年 11月，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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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意義就是讓國內金融機構強迫於短時間內長大，讓國內銀行之規模於

短時間變大，當銀行規模變大時，一方面可以突破現有的銀行法規貸放限

制，另一方面銀行也會思考在規模變大時應有不同的營運策略。台灣近二

十年來的產業結構變化相當大，從傳統產業企業出走、電子業走紅、網路

公司竄起又破滅、晶圓製造揚名國際等時期，晶圓製造業需求金額動輒數

十億元、數百億元，已非往年中小企業數百萬元、數千萬元之資金需求可

以比擬，國內銀行受限於銀行法規定同一法人授信總額度不得超過該銀行

淨值之 15%，其中無擔保授信總額不得超過各該銀行淨值 5%，由於銀行淨

值之增加速度緩慢，跟不上國內電子產業尤其晶圓製造廠商成長之速度，

近幾年銀行與晶圓製造業和 LCD製造業等產業之規模距離越來越遠，這樣

子的變化其實金融體系不太能體會到而有所因應，反正無法一次完全滿足

客戶需求就請客戶想辦法作聯貸嘛！放款本來也不宜過度集中，更何況當

時銀行的心力全放在消費金融。銀行與廠商需求脫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銀行還沒長大，當一家銀行夠大到足當晶圓製造廠的靠山時，這些廠

商很多的理財活動就可以直接與主力銀行配合，彼此的關係可以變得更為

緊密，商機也可以源源不絕，例如員工的房屋貸款或結婚基金由公司作保

證向銀行貸款等等，銀行不僅可以降低呆帳風險更可以擴大業務基礎，廠

商與員工間的脣齒關係又變得更緊密，員工不會輕易跳槽。 

國內銀行當年一窩峰投入個人消費性金融放款，而放棄企業金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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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以致現在造就國內大批卡奴，每家銀行消費金融呆帳都在數百億元以

上，留下大批的卡債後續問題待政府及金融機構去解決，當然以事後的觀

點來看，金融機構當年之作法之似乎不見得較為高明！國內銀行應跟著廠

商一起長大，作為廠商的靠山並扮演可讓客戶一次購足的角色。 

四、 政府能夠扮演之角色 

在 2001 年這幾年當中，全球 DRAM 產業皆面臨了極大的價格下降風

險，韓國廠商與我廠商之體質較為接近，皆屬於二線廠商，都有可能被景

氣的反轉衝擊而出局，韓國 Hynix 公司之財務體質甚至早已亮起紅燈，政

府角色在決定廠商是否能渡過難關生存下來的命運上扮演極為關鍵的角

色。相較於韓國政府協助 Hynix 將三兆元韓圜的負債轉換為可轉換公司債

40，並要求 Hynix 公司的債權銀行將 2.1 兆元韓圜之銀行負債延至 2002 年

底；及德國政府對 Infineon公司所提供 12億歐元之財務融通與借款保證。

比照之下政府對於國內 DRAM 製造廠商的協助明顯不足，國內 DRAM 廠

商除了享有稅負上的投資抵減外，基本上與國外廠商都是面對面真槍實彈

地競爭。 

在自由經濟市場運作下，社會資源自然會作最有效率的分配與運用，

經營最有效率的企業自然會在市場存活，政府不應該介入市場之運作，然

DRAM 產業是個國際競爭的產業，當其他國家政府介入產業之經營時，政

                                         
40謝昆瀚，「說金融危機太沉重，DRAM產業最寒冷的冬天」，昇豐投資月刊，34期，2001年 11月，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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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應該也不能無動於衷，更何況半導體產業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

計畫」的「兩兆雙星核心優勢產業」其中之一的產業！就好像在拳擊賽中，

甲方拿著刀子在拳擊場上攻擊另乙方拳擊手，此時就不應要求乙方拳擊手

僅能用雙拳來繼續進行比賽，為維持比賽的公平性，並讓比賽結果成為最

有效率狀態，乙方拳擊手也應被允許可以擁有相對應的武器來比賽。 

郭穎彥(2001)41指出：「在無政府干預前提下，台灣 DRAM 廠商之存活

率應會高於 Hynix，但是兩國政府之態度將決定於哪一國之廠商存活下來。

若 Hynix 發生財務危機而韓國政府全力支援，台灣廠商有可能在下一波不

景氣中遭到淘汰出局，而 Hynix在度過這一波沖刷後與 Sumsung、Infineon

和Micron四強分立，享受寡占市場之超額利潤，由危轉安，此為台灣廠商

潛在的威脅。故本組建議：在面對韓國政府一再地支持 Hynix 的不公平競

爭中，台灣政府也應大力給予台灣廠商實質的支持，以達到次佳境界(Second 

best)。」 

我國政府應可扮演較為積極之角色，第一，協調金融機構的聯貸活動，

以滿足 DRAM廠商龐大之資金需求，產業景氣不佳時，聯貸銀行各有盤算，

不容易順利完成聯貸，有了政府的協調與介入，可讓聯貸案件成功率大為

增加，也可以避免部分金融機構單獨面對貸款風險。第二，提供 DRAM廠

商之貸款保證，對於資產上大於負債之 DRAM廠商，其所需要的乃是補足

                                         
41郭穎彥,吳宏志,李爾初,楊世偉, 「我國 DRAM廠商競爭力分析」,2002產業競爭研討與企業策略研討會,
國立政治大學主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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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之流動性缺口，銀行法規對單一企業之無擔保貸款多有規定限

額，由政府提供貸款保證，不僅政府不需另外支付任何費用，也可以突破

銀行法規的貸款限制，使 DRAM廠商不致因為擔保品不足，而無法順利從

銀行籌措到足夠資金。第三政府設立之銀行或基金直接參與投資，例如新

加坡政府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EDB）所屬基金對

UMIc資本額百分之十五之直接投資。類似直接投資方案亦可見於加拿大及

中國大陸。 

政府提供資金貸款給予 DRAM廠商的例子，尤其在急欲進入半導體市

場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甚至經濟產業水平超越我國者例如德國、新加坡、

韓國，在產業景氣極度嚴峻時或國家為支持特定產業發展等特殊經濟環境

下，政府並非不能直接對廠商提供各式之援助，既然半導體產業為國家發

展計畫之重點產業，產業須有龐大之資本支出以維持競爭優勢的特性，當

廠商有營運資金之需求，政府不應視若無睹！「遲來的幫助」若仍讓產業

輸在起跑點，便稱不上是「幫助」了！ 

臺灣之半導體產業雖略有基礎，然而目前仍無任何公司進入全世界前

十名排名，政府如果認定產業為國家重點產業，便要有敢花錢幫助廠商的

勇氣與決心，更應該及時地讓錢花在刀口上，上述獎勵輔導措施，仍屬必

要且能有效發揮其功能。否則在半導體產業資金、時間與技術的競賽中，

我們永遠都落在後頭辛苦的追趕，事倍功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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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影像顯示器產業亦應避免遭遇同樣之困境 

同為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兩兆雙星核心優勢產業，另外一個產業就是影

像顯示器產業(簡稱 LCD)，LCD 產業同樣有著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先進

設備價格昂貴、產品標準化、受景氣循環影響大、價格競爭的寡占市場、

進入障礙與退出障礙均高等產業特性。高解析、大尺寸的生產技術需不斷

推陳出新，升級技術與生產設備動輒需要台幣數百億元甚至上千億元，廠

商的固定成本與沉沒成本皆高，其籌資行為亦多需仰賴公司債之發行，也

因此在財務規劃及風險管理亦應避免陷入案例公司所面臨的困境，產業內

的競爭不僅僅限於國內的廠商競爭，最大之競爭壓力來源仍在國外的廠

商，台灣的金融環境雖已漸漸開放，然仍有不足之處，台灣廠商應該好好

利用金融工具，做好風險管理與規劃，將金融產業與製造產業作緊密結合

才能取得國際之競爭優勢，若政府能適時地對產業予以協調、輔導與支援，

相信台灣廠商在未來的國際舞台能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