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場：89/04/20（四）   9：30—11：30AM 

          主講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辜濂松董事長 

          主持人：台大商研所 翁景民所長 

          講  題：『變動時代下的經營策略』 

      背景內容：在辜濂松董事長的領導之下，中國信託及和信
企業團的企業體都有非常優異的表現，在

1997 年的金融風暴中，中國信託不僅未遭到

波及，更創造出56億元的稅前盈餘，其優異

的表現廣受矚目。辜董事長除了在商業領域

展現出他過人的領導能力之外，他亦熱心參

與社會事務，並擔任「無任所大使」，以他

雄厚的經貿實力所累積的國際重要政經人

脈，為我國艱困的外交困境努力破冰。在這

場演講中，辜董事長暢談他的求學、職場生

涯，並以過來人的角度諄諄教誨在座的年輕

學子，對台大學生的深深期許盡在言中。 

 



變動時代下的經營策略 

中國信託董事長  辜濂松 

陳維昭校長致詞： 

辜董事長、翁主任、林院長，各位管院的老師、同學、各位貴賓，今天我們

的「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很榮幸邀請到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先生來給我們做

演講。我想辜濂松先生不需我多作介紹、大家都知道，他的事業從台灣水泥到金

融信託，以及現在的和信超媒體，隨著時代不斷在發展，而且每個企業都是非常

成功，經營非常適當。除此之外，大家也知道他為我們國家擔任無任所大使，到

世界各個地方，特別是沒有邦交的地方，建立很好的外交關係。和信企業集團過

去與台灣大學，尤其是與管理學院有長久的合作關係，和信集團有所謂的企業內

碩士班的制度，由管理學院的同仁來做課程的教導，和信企業授予和信企業內的

碩士，好幾期了，每次結業典禮我都會去參加，他們對於品質的管制各方面都非

常的嚴格，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產品。辜董事長今天能夠抽空過來，把他各方面的

經驗各方面貢獻給大家，相信大家都能夠得到很大的收穫，謝謝辜董事長。 

 

林能白院長致詞： 

辜董事長、陳校長、翁所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貴賓，就像陳校長

剛剛所講的，今天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辜濂松先生來這邊跟有我們指導。辜濂松

先生的和信集團非常重視教育，跟我們台大有非常久非常深遠的互動，我想非常

重要的，辜董事長有幾個特色讓我們非常的敬佩，我們都知道辜董事長是一個非

常成功的企業家，和信集團是台灣第二大的集團，但除了這個之外，各位可能不

知道的是，辜先生花了很多時間做很多事情與他的企業經營、企業集團無關的事

情、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在幫助整個社會國家做些公益的事情，就像剛才陳校長

提到的，擔任無任所大使，到各個國家幫助政府拓展外交之外，他也擔任工商協

進會的理事長、企業的龍頭老大，代表企業跟政府作一些交往，互相的提供建言，

當然他也是台灣經濟研究院的董事長，也是政府、整個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智庫。 

除此之外，和信集團如果各位有注意到的話，會發現他們的員工、他們整個

企業可以講是都非常的溫文儒雅，與他們的企業文化，特別是跟公司領導人的本

質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和信企業非常重視大家庭的精神，非常重視員工的權益，

大家彼此之間相處的非常密切，我想這是非常特別非常重要的。但是這樣子的一

個企業文化，不代表他們就是傳統的、保守的，大家都注意到和信企業集團最近

推出一個轟動台灣、全世界的公司---和信超媒體，我想各位都知道，當然最近



稍微冷了一點，不過這也未嘗不好，剛好是我們今天的主題---變動的時代。這

是個變動的時代，和信集團由大家認為是最傳統的水泥業---台灣水泥公司，一

直到現在等於是最先進的和信超媒體，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第一點：他都是非常

勇於嘗試勇於創新，從最傳統到最先進的，他們都有去嘗試，第二點：在每一個

嘗試裡面，他們都是龍頭都是老大，台灣水泥公司是水泥業的龍頭老大，和信超

媒體是現在網路公司的龍頭老大，我想這個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值得學習的地方。

今天請辜董事長來跟我們主講『變動時代下的經營策略』，我覺得是非常的恰當，

一方面現在真的是一個非常變動的時代，另一方面和信集團在這樣變動的時代

下，不只是最近的變動，這幾十年來、一百年來的時代變動之下，他們可以說是

經營策略運用的最得當，整個企業界最成功的模式。我想我今天代表管理學院特

別感謝也歡迎辜先生來到這邊給我們指導。 

翁景民所長致詞： 

辜董事長、校長、院長、各位老師同學，我想今天就像剛剛校長與院長向我

們介紹的，非常難得請到辜董事長來這邊跟我們分享『變動時代下的策略管理』。

我想接下來一個小時的時間，先請辜董事長與我們分享變動時代下的外在環境，

包括國際化，為什麼美國只要打個噴嚏全世界都會著涼，那現在網路社會的變化

時代裡，網語怎麼樣去影響這一代新的思維，接下來傳統迷思的打破之後，他要

跟我們分享整個經營策略，包括為什麼中信銀要這樣做，為什麼要走進和信超媒

體的環境，我想這兩部分請他與我們做詳細的分享，之後開放大部分的時間給同

學問問題，做雙向的交流，接下來把時間交給辜董事長。 

辜濂松董事長主講： 

陳校長、林院長、翁所長、各位老師各位同仁，剛才我到台大來的時候，感

覺就很像回到老家一樣，因為我有教過二十年的書，從美國回來時，我的薪水不

多，剛剛結婚，所以兼了一些課，那些時候，我太太常常講說，你教書回來，精

神就好得多，因為我們一輩子都是為自己的利益、為自己做事情，但教書好像唯

一讓我覺得是幫助其他的人，在教室講一句話像是真理，在家裡講一句話太太可

能會反對、不贊同。 

非常高興校長、院長以及所長給我這個機會，與各位交換意見。剛才所長講

的，為什麼美國打一個噴嚏我們就會感冒，事實上各位假如看到全世界成功的國

家是什麼樣的國家，是不是 natural resources rich country，不是的，成功

的國家都是 human resources rich country。美國是兩邊都有現在成功的日本

也好，甚至韓國、我們台灣、新加坡等國，都是human resources，沒有natural 

resources，美國是唯一兩邊都有的國家，美國厲害的地方呢，就我個人看法，

就是因為他有兩個長處，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負債國家，但是他可以印美鈔出

來，所以在這一方面他還是可以左右全世界。現在歐元的出來，2002 年之後可



能會影響美元的金融力量，但還是有一年半以上兩年的時間，我們在看美國如何

應付。 

台灣經濟的四個奇蹟:經濟、政治、金融、九二一地震 

我今天要講變動時代的經營策略，事實上五分鐘就可以講完了，所長給我一

個小時，因此我就來講一點我自己的經驗，也許配上最近的變化，可以給各位做

參考。昨天我們工商協進會開了會員大會，在會員大會裡頭，我就跟大家說明了

一些最近政府十幾年來台灣經濟的經過，世界把他分為四個奇蹟。第一個是經濟

上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外頭的人都講說台灣的經濟奇蹟，各位同學還沒有生出

來以前，1940 年時代，台灣的國民所得 100 塊美金都不到，我今天看了，你們

今天都是騎摩托車來，我們都是走路的，生病時坐黃包車（人力車）都不敢在校

門口下，只能在小巷子裡頭出來，不敢讓人家看到我們坐黃包車來，是有車階級

的味道。 

經濟上的奇蹟 

那個時候的國民所得變成今天的14,500塊的美金，事實上14,500的美金是

不正確的，大家知道台灣有三成五的地下經濟，還有境外所得是不包括在這每人

所得裡面的，所以事實上呢，我們的國民所得至少有兩萬以上，因為我們的生活

水準與日本人比較，我們比他們好，我們住得比他們好、吃得比他們好、時間的

控制比他們好，我們有很多休閒時間去看電影去吃宵夜，他們很少，除非是公司

的wine club下班後到酒吧喝酒再回家，其他的休閒時間很少，所以我們現在的

經濟成就來講，台灣什麼天然資源都沒有，我們只有人的資源，過去用勤奮的精

神，一腳步一腳步的過來，我的運氣相當好，因為我太太沒有把我離婚掉。我四

十幾年來的企業界工作，沒有休假過，不只是我，我們企業界大概都是這樣，從

早上一直做到晚上，作夢也在想某某人要走掉了，現在的人都是這樣，一下子哪

裡有股票選擇權，大家就要走掉了，這真的是一個惡夢，好不容易訓練一個人，

終於可以開發，卻被別人挖角了，現在我們也採取一些策略，既然你們要挖我們

的人走，我們也去挖你們的人過來，最近我們從外商挖了不少人過來，還被威脅

說要告我們。這是第一個經濟奇蹟。 

最近我回故鄉彰化縣鹿港去掃墓，高速公路就不用講了，鄉下以前都是泥巴

路，現在都鋪成柏油路，而且車子、卡車川流不息，尤其是兩邊可以說是蓋滿了

大小的工廠，我祖母的墳有請一個老太太看墳，我給了他一個小紅包，她就說：

「辜先生你的好意我接受，但這個我不能接受」，我嚇了一跳我以為我包的太少，

結果他說我以前的房子是泥巴做的，現在已蓋起鋼筋兩層樓的洋房，各地都有工

廠，本來前面養魚的水池變成像公園一樣好漂亮，還有涼亭，看到年輕人在那邊

唱歌彈吉他。老太太說：「這麼多年受您的照顧，我現在家境還不錯，小孩也開

了小工廠，收入也不錯，所以你的好意我接受，但這個紅包…。」 

我就跟我小孩講，你看這個就是台灣的經濟奇蹟，在我是你這個年紀的時



候，回鄉掃墓車子都不能行進的，還要走很遠的路，都是泥巴路，現在的成果都

是你們祖父輩辛勤的結果，你們不能忘記。我還常講一件你們不能忘記的事情，

就是等一下要談的第四個奇蹟，在921大地震的時候，相信各位同學都會非常驚

訝的發現，台灣電子業因地震竟會造成美國、歐洲股市的大跌，我跟各位報告，

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不知道台灣的電子業會那麼的重要，這是從 20 多年前李

國鼎先生在新竹創立了科學園區，它剛開始的時候我知道的，非常的困難，沒有

人要去的，現在要擠進去，有時等五、六年還進不去。這就是國民黨政府的功勞，

一條船由美國開到台灣長距離總會有誤失，但是他船開的方向是對的嗎？我們的

經濟就是因為方向對，才有今日的成績，我們不能忘，我們不能只去記住別人壞

的地方，要去記住別人好的地方。 

我想各位大部分都還沒結婚，不知道父母對我們的愛有多大，付出代價、精

神有多大，等到自己結婚有小孩時，才會想到父母對我們的愛有這麼大，這時才

想要去孝順，也許太晚也說不一定。人家說我很孝順，我是不得不孝順，因為我

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就過世，我媽媽為了我一直守寡，我結婚的時候就告訴自

己，假如我的太太不能與我媽媽相處的話，就叫他get out。我在美國有個美國

的女朋友，現在太太都知道了，所以沒有關係啦。我發現她和我媽媽幾乎沒有辦

法溝通，我怎麼可以捨棄我媽媽和她在一起，不過我也發現我沒有那麼愛她，不

然怎麼會放棄她，但現實一點，她真的和我媽媽無法溝通，所以就分手回來台灣。 

政治上的奇蹟 

第二個奇蹟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是政治上的奇蹟，從威權制度變成真正民主的

制度，李登輝總統帶我們進來這個所謂民主時代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功勞，我想在

歷史上是不能否認他的功勞。在3月18日我們又一次的直接選舉總統，選舉完

後我出國多次，歐美的國家都稱讚中華民國在台灣是真正的民主，沒有經過流

血、政權和平理性的轉移，雖然選後有一些暴動，那是腦筋有一些問題的人搞的，

那是歷史上恥辱的一個噩劫，並沒有一個真正無法控制的暴動，這是我們可以對

全世界覺得驕傲的地方，是我們所謂的第二個奇蹟。 

前幾天請來幾個老朋友吃飯，也請來美國的代表吃飯，他們在席上一直恭維

我們和平理性的民主，這也可以應證了我們在這方面的奇蹟。 

金融的奇蹟 

第三個奇蹟就是金融的奇蹟。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幾乎使得整個世界

包括歐洲、巴西都癱瘓掉，原因大家也很清楚，就是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政府方針

不對，才讓民間無限制的向國外借短期資金，民間認為大家都說 21 世紀是亞洲

的世界，所以就想錢流進來一定會成功，不知短期的錢用在長期的用途上會出問

題，我們銀行看到借錢的人出問題，開始起了警戒心，不願意再予以展期，於是

開始瓦解，此讓國際的投機客進行攻擊，從泰國開始甚至到日本，其實日本的經

濟基礎穩固應該不會受影響的，但過去受政治因素的問題就此爆發出來。 



告訴一個各位可能不太瞭解的，日本的財政部稱做大藏省，大藏省的常務次

長是真正當家的，政務次長、部長是隨時可以走掉的，他們有一個習慣，當有同

學當上常務次長，其他人就辭職，一半回去選舉，就像台灣的立委，另一半的人

呢？於五、六年前就有銀行跟他們說，你辭職後就到我這邊，一、兩年後就可以

當社長。他們的社長就是 CEO，董事長、會長都不是 CEO。他們留下來做次長的

人，有一個神聖的責任：就是要確保他的同學能夠有去的地方，不但如此，而且

還要增加。 

所以過去銀行的壞帳率如果增加，政府不敢去糾正，因為一旦查出事情來，

那些職位不但不會增加，而且還會減少。做次長頂多兩三年就會換下來，所以心

裡頭也會想說：「讓下一代去做吧！」如此一來，使得NPO不斷上升。這如果是

台灣的銀行的話，早就破產了。所以這次IMF介入的時候就說，這些銀行必須要

restructure，整個問題才爆炸出來。還有一個讓他們坐大的理由，我們心裡頭

也要警惕的就是，他們的政府，自民黨控制了三十幾年的政權，在八年前釋出政

權民主化之後，組成了所謂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在八年半裡頭沒有為國家一件

好的事情，做了也是時機不對，因為要花很多時間才能達成共識。金融的事情怎

麼可以等個半年才推出辦法來？已經太遲了。不同的政黨之間要獲得共識，要花

一段時間做遊說的事情。這就是聯合政府的問題。 

所以當時我們台灣只受到皮毛之傷，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幾個主要的因素

中，有一個重要的是我們有一千億美金的存底同時沒有外債。大陸有一千四百億

的存底，卻有一千五百億的外債，總的來說是負的。在這個基礎之下，雖然我們

台幣一度貶值到38對一塊美金，很快就會回來30塊，而且我們的出口也復甦得

很快。還有一個不能忘記，雖然我常常罵財政部說財政部的人的頭是用石頭做

的，頭上打了一下隔了三秒鐘才會喊痛。不過這「慢了一點」變成保守，反而救

了我們。我們很多的措施，一方面政府能立刻有應對的辦法，另一方面有相當好

的機制。所以這次我們所謂的第三個奇蹟就是這樣來的。 

九二一地震的奇蹟 

第四個奇蹟，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九二一。九二一當中我們損失了兩千多位

寶貴的生命，財產損失也高達一百多億美金。但是我們有兩個沒有想到的收穫：

一個是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以前常覺得是非常自我中心（self-center）的、

很難團結的。但這次大家捐出來的錢有這麼多，幫助人家的道德心這麼強，連我

們自己都驚訝。換句話說，這是給我們自己一個機會來了解我們自己是什麼樣子

的人。事件過後，我在國外的公事場合中，沒有一個國家不稱讚我們。他們說，

台灣的人民在經濟上有足夠的力量，才有幫助別人的心，這證明你們已經有了已

開發國家的水準。有這麼多的義工把自己的家庭、事業放在後面，投入救災的工

作，實在很令人感動。 

第二個是整個政府與民間為了復甦，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也是讓我們驚

訝。我到瑞典去，他們的經濟部長請我吃飯，他說：「我們瑞典人民現在非常高



興。」我心想，你們國民高興跟我有什麼關係？他接著說：「在蘇聯解體之前，

我們瑞典的天空就好像隨時有黑龍要把我們吃掉一樣，以當時蘇聯的力量要把瑞

典吃下來幾乎是 overnight 的事情，所以我們多餘的經濟力量全部投入在國防

上，為了嚇阻的作用。現在蘇聯沒有了，我們大家都很高興，現在多餘的錢就可

以放在經濟發展，做公共投資、教育投資，所以我們覺得很幸福。」「所以我們

瑞典很能體會台灣的處境。中共虎視眈眈地想要吃掉你們，所以你們一直要向美

國買武器，為了嚇阻的作用。」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我知道各位認為變化

就是進步的原動力，但是，在某種情況下，變化必須在一定的範圍內，不能超過，

這個範圍就是「安全」。我們的安全從哪裡來？就是持續的經濟發展。沒有持續

的經濟發展，我們台灣沒有將來。 

今天我問各位同學，我們現在有29個邦交國，有幾個國家需要我們幫助？

全部！如果今天我們沒有幾塊錢來幫助他們，你想我們的邦交國會剩下多少？至

少馬上減少一半以上。現在中共就是拼命想把我們的邦交國吃掉一個，再吃掉兩

個，我們也拼命多拉幾個進來。你們想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傻瓜呢？為什麼要給馬

其頓三億？為什麼不把錢花在自己國內？現在全世界都認為我們不是主權國

家，主權國家就是有自己的國土、自己的憲法、自己的軍隊警察，但是國際間不

承認我們是。為什麼？因為中共說我們不是。因為中共比我們強，因為大家想跟

中共貿易通商，想在那邊賺一筆錢。所以中共講的話，雖然他們心裡頭不以為然，

但表面上還是點頭稱是。連美國都是這樣！所以我們要站穩自己的立場，也要增

加邦交國的數量，以後還要想辦法重回聯合國。 

我們從聯合國退出是一大錯誤，沒辦法補救的。兩位蔣總統為台灣做了很多

好事，現在經濟的基礎也是他們打下來的，但是退出聯合國這件事，很難補救。

當時有許多國家都叫我們不要退出，但是「漢賊不兩立」這句話… 誰是漢？誰
是賊？贏的人就是「漢」，輸的就是「賊」。我們現在就是「賊」。怎麼樣重回

「漢」的地位呢？就是要靠經濟的力量。 

穩定的政局中持續發展經濟 

各位今天學的，都應該著重怎麼樣持續發展台灣的經濟。經濟要發展，政治

一定要安定。沒有政治安定，經濟不可能發展；經濟要發展，投資是最重要的。

政局如果不安定，會有投資嗎？不會有的，不會有人把自己的錢投資在不可靠的

環境嘛。一定要讓大家覺得「嗯！台灣有將來！台灣可以發展出更好的經濟！所

以我要投資，我要分享這個機會。」這樣投資才會增加，經濟才會發展。 

因此，過去所謂的安定，就是我們的生命。也許你們沒想到過，這就是你們

的將來。沒有安定，沒有經濟的發展，有將來嗎？你說內政作得很好，經濟不發

展，我們能夠生存嗎？我們現在要向美國買複雜的武器，很貴的，不是幾億而已，

是幾十億美金。錢從哪裡來？經濟不發展的話，哪裡有嚇阻作用？ 

教育的重要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要走的路，只有那一條。為了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政

治的安定，需要內政的安定，需要教育。李總統講的基本的教育很重要，就是這

樣。德國的財政部長跟我說，現在有一點後悔跟東德合併在一起，因為合併之後

每年要花五百多億美金幫助東德。他還說，需要一個世代（one generation）的

時間。為什麼？你以為錢給他蓋工廠就可以了嗎？錯！東德的教育，假使要做個

杯子，他們覺得可以用就好了，沒有想說要讓這個杯子漂亮好看，降低成本，才

可以賣出去。他們沒有這個觀念。這必須要從小學的教育改造開始，需要一整個

世代的時間。換句話說，他們還要花二十幾年的時間，每年五百多億，去改造、

教育他們。我前幾天和韓國現任總統談話，他現在想要跟北韓談合併的事，這是

一個願望。但他們國內也有聲音出來說合併對南韓是不是有好處。我們跟中國大

陸和平統一（這是我們必須要說的，不然他們要打我們…）會在我們這個時代發
生嗎？不，不可能。 

今天倘若妳要嫁給一個人，生活習慣上的問題很重要。如果飯都吃不飽，妳

會嫁給他嗎？你們的愛情有這麼偉大嗎？也許半年吧，飯都吃不飽，愛情會跑掉

的。大陸跟我們差得太多了，我們跟他們怎麼結婚？五十年來我們的自由經濟的

制度之下受過教育，已經習慣了，我們在共產制度下有可能會快樂嗎？不會的。

但是呢，他們會變。我本來想大概五六七年，結果去年，他們十五全還認為私有

財產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基礎。這個變化是很大的。他們要養十三億的人

口，經濟不持續發展的話活不了。 

所以兩年前我就講，他們WTO一定要參加的，這條路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們

不變，他們非變不可，經濟一定要發展；他們現在的共產制度是背道而馳的。我

看兩三年內一定會有大變化的，那個時候我們跟他們談，因為到時他們的霸權會

稍微差一點。那個時候或許會有個好機會和他們和平共存，我們會幫他們兩個大

忙：第一個，他們內陸的農業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我們現在台灣的農業技術是世

界一流的，我們可以在兩三年之內double 他們的收成，這可以解決他們最大的

問題。他們內陸與沿岸的經濟落差是非常大的，做一樣的工作在內陸賺一塊錢，

在上海可以賺到十塊錢；當然大家都要往沿岸跑。這樣人口大量的遷移是會形成

許多問題的。 

第二個，他們現在也在說要把國有企業改造，十年之內。有可能嗎？改造不

了的。制度不改的話是沒辦法的。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幫助他們。他們沒有經理，

沒有有經驗的管理者；我們這裡太多了！可以幫他們很多忙。所以很多地方是可

以互補互助的。事實上，和平就可以作得到。但是，我講過，這不是我的事情，

是你們的事情，是你們要努力的。不過這就是我剛才講的第四個奇蹟，經由九二

一，我們台灣人重新 re-realize，重新發現我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水準。這

就是我講的第四個奇蹟。 

環境變動的趨勢 

關於變動時代的經營策略，我們可以看出台灣最近的變化，其實不只是台灣



而是全世界。第一個就是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一個潮流。還有一個是，好像每

個小民族都要求獨立。這也是全世界走勢。我去年和蕭院長訪問馬其頓，這個國

家比我想像中的好，乾淨、漂亮，比中南美的國家好得多了。不過，他們國家沒

有獨立的價值。像東帝汶，他們在經濟上絕對不可能獨立生存的，他們必須要靠

印尼。但是他們還是要獨立，為了 identify 自己的存在。這個走勢希望中共的

領導人應該要了解。我相信像江澤民、朱鎔基這些人是有世界觀的，因為最近他

們出國的多、看的多。但是軍隊的將領並沒有世界觀。他們到現在還相信軍力是

唯一能稱霸世界的力量。從波斯灣戰爭到最近的科索沃事件可以看出來這樣的觀

念是前世紀的遺物了。現在用武力侵佔他國領土，國際社會是不可能允許的。但

問題就像蔣介石老總統一樣，三十幾年沒出過國，怎麼會有世界觀呢？這樣會引

導到錯誤的方向。 

所以我相信，假如我們持續加強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將來一定會有讓對岸改

觀的時機。不是用文攻武嚇，而是用一個和平的方法。所以剛才提到的小民族獨

立的世界趨勢，如果他們有了世界觀，也許會了解這個潮流是不論他們多強大都

沒辦法改變、抵抗的。這就是各位的機會。 

最近大家都有看到WTO在西雅圖集會的失敗，這個老實說是克林頓總統很大

的失敗。現在慢慢似乎有個趨勢，只強調經濟發展，過去重視的道德操守好像漸

漸在變化。像克林頓總統雖然出現緋聞案，但聲望還是很高，因為美國經濟的發

展很好，老百姓日子過得不錯。 

還有一個變化就是科技化。這個是我們這個年記的人幾乎沒辦法接受的事

情。但我現在還是要接受，因為我是董事長啊！董事長在日本是 number 2，但

是在台灣是 number 1 的，我還是要向二十幾歲的小伙子低頭，請他們教我 PC

怎麼使用。可是我太忙了，隔了三天又忘了怎麼用，又得請他們教我一次，很不

好意思。但非這樣不可。去年我大兒子做中國信託的總經理，老實說，這不是我

願意的。因為我一向相信只用自己人不是一個好的現象。但是我為什麼去年六月

讓他作總經理呢？因為我們三年多前，他建議我們要做 Internet Banking，那

時候我們高階經理們開會覺得太快了，但是一年後發現，不得了，不行了。我一

看我們的高階經理沒有一個人懂 Internet，完全不了解。除了他之外。這個新

的總經理，雖然不是學這套，但是對這個非常有興趣，過去五、六年都在搞這個。

所以董事會看來看去只有他勝任這個位子。當然我的兒子本身身份比較特殊，一

般張三李四是沒機會在董事會裡提案的。不過因為他的表現，使得他成為台灣銀

行界最年輕的總經理。他做了什麼事情呢？他剛作總經理時，就帶了一些人去美

國兩個禮拜看每一家銀行怎麼做，因為這樣我們中國信託銀行的政策完全改變。 

過去我們一直要增加分行，1992 年才變成商業銀行，以前是信託公司，所

以我們的分行比其他的老銀行要少得多了，我們多開三家，別人也是多開三家，

差距永遠在，後來我們利用無人銀行以及ATM才趕上的。我以前年輕的時候想，

等到 2000 年的時候我就是一個老頭子了，沒想到一轉眼就到了，所以你們不要



想說還有很久，該學的還是該學，該做的還是要做，不要拖延。昨天出了洋相，

真是覺得很不好意思，昨天開會的時候，我作主席，請了一位脊椎骨的專家來演

講，但是我把他忘記了，討論事項報告事項弄完後，我說散會，實在很難為情，

你們也會到這種年紀的，所以該學就學、該做就做，該結婚就結婚，該生小孩就

生小孩。 

終身學習，勇於創新 

所謂變動時代下的經營策略，真正講起來的話只有幾句話，就是要學、要創

新。我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在五年前，下了大決心，從美國雇了顧問公司，派了

八個人在我們的銀行半年，徹底的改造。改造什麼呢？我舉個例子，你到醫院去，

一個病人進去，看外科就到外科、內科就到內科、神經科就到神經科，現在不是，

病人進來則是組一個team，什麼科都有，這就是一個改造。 

我們的銀行也進行一個大改造，以前國內銀行處、國外銀行處、放款、存款

都是分開的，現在只剩兩種，個人金融與法人金融，客戶就不需跑來跑去，但是

一些老的同仁沒有辦法接受，他的生涯計畫就是一直做到分行的經理，就等於是

一個小國王，可是怎麼突然變成有三個經理，一個是法金的的經理、一個是個金

的經理、一個是櫃臺的經理，那我算什麼？所以有很多優秀的同仁吃不消離開，

但其中有很多一兩年後會問我說能不能再回來，但我們有一個文化就是，一旦倒

掉的水就收不回來，如果出去吃草不好吃又回來，那對忠誠的人不公平。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們聽，我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對文學非常有興趣，本來想

做作家，那時我運動很好，什麼足球、籃球、乒乓球都是校隊，乒乓球的隊員當

中有一個人的英文很好，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台灣人，我有三個很要好的朋友

就一起跟他學英文，這個基礎讓我到大學畢業以後，應考當時中國銀行的會計人

員，現在叫中國商業銀行，我是會計系的，三百多個人去考我被錄取了，我問他

們為什麼會考上，原來是說我英文最好。今天我有這些成就，是因為我進入了中

國銀行，也是因為我高二那時打下的基礎，今天才能夠在這邊跟你們胡說八道。

你們不要忘記，終身多學習。 

 

Q & A 

Q1.：董事長，今天報紙上刊登我們的全球競爭力，洛桑管理學院評估的競爭力

從去年的 18 名掉到 22 名，這個是不是對我們整體的經濟來說是一個警

訊，那我們的工商企業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經營策略上的轉換呢？ 

辜濂松董事長： 



首先，這個評等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因為有好幾個評等著眼點都不

甚相同，由現在台灣的經濟來看，事實上現在最欠缺的，就是一個指南針，

台灣要人家碰一下才會動，應該要有一個組織幫我們分析一條正確的道

路。目前台灣的經營能力相當的優秀，勤奮的精神絕對不亞於別人，但方

向是最欠缺、最讓人擔心的地方。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剛好台灣的經濟

要起飛，所以我們跟著起飛，是運氣好，但以後則不能靠運氣，要自行判

斷未來的走向才行，所以政府也好，民間也好在這一方面都得努力。這也

就是為什麼台灣的經濟研究院要向上提升的原因，我認為它能夠對台灣的

經濟帶來許多好處。 

Q2.：中國信託商銀著重於消費金融，那您認為在台灣激烈的競爭之下，未來銀

行的走向，也就是經營重點要放在那邊？ 

辜濂松董事長： 

這個問題可以談兩個鐘頭。我想現在我們第一個面對的問題就是

WTO的問題，加入WTO後，大型的銀行會進來向我們挑戰，我們的經濟力

量沒辦法跟他們競爭，我們的經營策略會比他們好嗎？我不認為。那靠的

是什麼呢？就是靠你在本地的地盤如何確保，怎麼要提供客戶他們沒有辦

法提供的東西，因此我們中國商銀講說是中國人的全球銀行，為什麼不講

說是全球銀行呢？因為這是唯一可以跟他們競爭的。我們在國外有 47 個

據點，除了一個在印度之外，其他都在中國人的社區裡頭，沒有台商、華

僑的地方，我們是打不過別人的，但現在的台商非常的國際化，若我們沒

有國際化，就沒有生存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花這麼多的力量在國際

化，而國際化是非常辛苦的，在別人的領域上生存是非常辛苦的。這又回

過頭來說人才的培養，我們假如說有什麼成功的地方，就是在從第一天開

始就在培養人才，我現在最痛恨的人就是那些離開我的人，因為我所有的

精神都放在這個地方，我說我們最大的文化是一個大家庭的精神，連外國

人都說台灣人力素質最好的銀行是中國信託商銀。 

 

Q3.：因為因應WTO的問題，財政部一直在鼓勵銀行進行合併，進行合併對台灣

金融業的體質是否真能有所改進，或者是說還有哪些還能大革大放的？ 

辜濂松董事長： 

過去幾年發生合作社的問題，這個就是國民黨失敗的地方，地方的黑

金的確是存在的，地方的小政客把持合作社。我可以報告各位，我 38 歲



的時候，蔣經國先生是行政院院長，他雇我作行政院顧問，我是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行政顧問，他本來要我去財政部，但我不想做官，後來千拜託萬

拜託，才辭職的，蔣先生說你是唯一一個向我說不的人，那個時候你會嚇

都嚇壞了。那時去台中，有位議員向蔣先生建議是不是每一個縣都該有一

個銀行，當時我認為萬萬不可，美國的地方銀行都發生問題，好的人才都

在都市，沒有好的人要去地方的銀行，以後一定會發生問題，金融機構一

旦發生問題，會發生骨牌效應，影響整個金融環境。目前我們還沒有做得

很成功的原因是金融合併法還沒有通過，中央政府沒有辦法有權力命令地

方銀行與好的大的銀行合併在一起，現在正在努力，本來想說在 5 月 20

日以前通過，但我想不太可能。以後若通過的話，我們就會安全一點，一

個合作社出問題的話，大部分的合作社都會跟著出問題，所以財政部必須

要挑選適當的人選解決這樣的問題。 

 

Q4.：從您剛剛的故事當中，聽到您回國與結婚都很尊重您母親的意見，而在今

日我們都重視個人選擇與民主的體制下，是不是能夠給點為人子或為人母

的建議？ 

辜濂松董事長： 

我的一個人生觀就是我從小只跟孝順父母的人作朋友，雖然現在父母

很差的也有，但是不多，畢竟父母都還是愛小孩的。一個不孝順的人，做

人的基本都沒有，這種人我是不作朋友的，這是我一生中沒有變過的

policy。甚至我常跟我的同仁講，事業成功是賺了很多錢，官做的很大嗎？

不是的，我想最成功的應該是有一個美滿的家庭，讓你的家庭成員都愛

你、尊敬你。在我們的企業團裡頭，假如我見到一個人有小老婆，我不是

要叫每個人作聖人，但至少要想辦法不讓你的太太或先生知道，不要去影

響你的家庭，家庭的問題會使你的工作能力減半。我認為做一個孝順的人

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你愛你的父母，你的小孩會看會學，自然也會愛你

會尊敬你，你如果不孝順而期待你兒子對你孝順是不可能的事情。 

 

Q5.：您剛才說中國信託銀行把自己定位為中國人的全球銀行，而你們對中國大

陸這個市場的策略是如何的？又520之後民進黨政權的上台，對台灣廠商

在大陸的發展有何衝擊？ 

辜濂松董事長： 



第二個問題你要請問陳水扁先生。第一個問題呢？我們的文化裡頭有

一個是說我們會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政府不容許我們去，我們也不

會去，因為金融機構是賣信用的，各位看看全世界發生問題的金融機構，

除了bank of America之外，有沒有成功過的，沒有，一旦發生問題就完

了。假如你違背政府去做underground的事情，你會冒很大的險，但是我

可以舉一個相反的例子，當時財政部不准信託公司設分行，那怎麼生存

呢？很多信託公司都偷偷的開分行，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當個乖小孩，三

年後我們發現不行了，我們也非做不可了，那個時候財政部也有意要做

了，之後我們花了十五年才把這個差距彌補過來。因此我們在美國設立中

心銀行，當時財政部說不准設，但是我們認為非做不可，所以我就拿自己

的錢去設立一個銀行，今年開股東會要把那個銀行合併過來，現在有 20

個分行，唯一在東岸與西岸有華制的銀行，我們不做政府不准的事情，但

是我們會做很多準備工作，一旦政府說ok，我們會跑得最快。 

 

Q6.：中共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變數之一，尤其是軍方，我們是否能夠想出

一個辦法，資助中國軍方的中高階人員出國訪問？這是一個很好的idea。 

辜濂松董事長： 

這是一個很好的 idea，假如做得到的話。我想他們有很多內部的問

題，如果你想推動的話，可能要非常的投入，而且也要得到我們這邊政府

的諒解。我想那是非常的困難的。 

 

Q7.：您剛才提到說台灣未來要靠經濟的發展才有競爭力，而您說科學園區的發

展有不可抹滅的貢獻，但是目前台灣並沒有一個像 20 年前一樣發展科學

園區的一個潛力，台灣要如何面對未來的20年後而做準備？ 

 辜濂松董事長： 

    這當然是要看現在的政府了，不過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目標，經建會

所講的我們要做亞洲的營運中心。這是一個很好的目標，要花很多的時間

才能做到，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我們的法律，有很多地方都必須修正，將

來我們未來的經建會主委所主導的小組，以及是否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

都相當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