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場：88/04/02（五）   9：30—11：00AM 

        主講人：中國鋼鐵公司 王鍾渝董事長 

        主持人：台大商研所 翁景民所長 

        講  題：『中鋼的領導風格與企業文化』 

        背景介紹：中鋼公司在我國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不僅是國營事業中的模範生，而且順利地由國

營事業轉為民營公司，並且在民營化後有更亮

眼、出色的經營成績表現，這一切大都得歸功

於王鍾渝董事長的規劃與領導。王董事長在演

講中，為我們闡述了鋼鐵業的大環境與特性，

並詳細的介紹中鋼公司的公司概況、企業文

化，而王董事長闡述推行多角化經營的成功策

略更是讓與會的學生及企業人士獲益匪淺，王

董事長也認為中鋼今日的成功需歸因於其特殊

的企業文化—擁有一種建設國家的使命，並講
求紀律、團隊、踏實、企業創新的企業精神。 

 



 

中鋼的領導風格與企業文化 

中國鋼鐵公司  王鍾渝董事長 

 

陳維昭校長致詞： 

    很榮幸邀請中鋼王董事長來為我們演講，中鋼除了形象優秀之外，我們知道

中鋼這幾年來成就非常大，已經塑造良好約企業文化，這跟中鋼歷年來幾位領導

人，尤其是現任王董事長的領導風格和經營理念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在我們現

在很多企業紛紛發生危機之後，請到王董事長為我們演講是相當寶貴的，我代表

學校表現最大的感激之意，也希望同學們今天都能好好學習。 

 

翁景民所長致詞: 

    今年我們的「孫運璿先生管理講座」與去年並不相同，為了使同學對演講的

企業更為瞭解，我們在主講人還沒來演講之前，都會先邀請該公司的一些高階經

理人來先為同學演說，幫助同學更快進入狀況。今天也特別請到王董事長就中鋼

的管理風格、領導理念、企業文化與同學作一個較深入的分享，希望除了課堂上

老師的講授外，能讓同學與企業界人士作一場實務的交流，如此必能對同學產生

更大的助益。王董事長從基層做起，對中鋼企業文化的形成與轉變都有非常精闢

的見解，1971 年中鋼成立時營業量並不大，而到今年有世界第 9 名的成績，特

別在景氣不佳的狀況下，中鋼依舊有很好的盈餘，在 1994 年天下雜誌十個項目

的評估當中，無論是在財務、人才培育、企業公營責任方面中鋼都有最好的表現。

1995年中鋼民營化之後，仍受到1998年天下雜誌相當高的評價，所以想必今天

有個非常精彩的演講，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王董事長。 

 

王鍾渝董事長主講： 

前言 

   各位對鋼鐵工業還有興趣的同學大家好，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我們發現

目前大學中學習鋼鐵或是對鋼鐵業有興趣的同學實在是少之又少了，所以我們鋼

鐵工業有很大的危機感，我們還特別通過一個議案希望能到各大學去用一種獎勵

的方式，鼓勵年輕學子學習鋼鐵材料、參與將來國家鋼鐵工業。為什麼大家現在



對鋼鐵意願不高呢?因為傳統上大家覺得鋼鐵又笨又重且是一個污染性產業，而

現在高科技掛帥，政府也不斷鼓勵這種新興的電子產業，這是一件好事。但大家

始終對高科技業誤解，以為高科技一定要跟電子、電腦或軟體要有關係。但事實

上以我們鋼鐵產業來看，我們覺得所謂高科技產業並不應該光由產品是高科技來

定義，應該是只要能夠運用高科技、新興科技來生產產品的產業的都是屬於高科

技產業，所以按此定義，只要年輕朋友想要在高科技產業工作，歡迎加入中鋼。

因為中鋼現在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必須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使用的都是最

先進的高科技設備技術，所以我必須強調的是:只要使用高科技技術來生產產

品，即使是傳統產業也是高科技。在鋼鐵業中各位年輕朋友必然有很多發揮空

間，歡迎大家。 

 

企業文化 

   今天這個講題，我想先由28年來中鋼建立的企業文化來說起，其實這些企業

文化和創辦初期領導人的做事方法、管理方式有很密切的關係。接下來我就藉由

一些小故事和大家分享中鋼的企業文化。 

    I．能容許不同的意見: 

    我在 28 年前很年輕的時候是參加中鋼的考試進中鋼的，那時我在

民間的企業工作，一天我輪班下班之後看到中央日報登的一則廣告「歡

迎有抱負的年輕人來參加我們的行列」，雖然沒說什麼公司、產業，只

留下一個信箱號碼，但我覺得相當有吸引力也十分好奇，我就寄了履歷

表過去，三個月後(十分沒有效率)收到回函叫我去參加考試。後來我去

建中考區參加考試，到了才知道當天有 I6U0 個人同時在台北高雄接受

考試。考完過了兩、三個月，我又接到通知叫我去政大公企中心參加口

試及IQ、性向測試，當天有200人過去，我們口試的題目非常簡單，「問

說你要多少薪水」。當時一般人因為工作難找，所以回答的標準答案是

「待遇我不在乎，我想要多學習學習。」可是那時我給了不同的答案，

我先問說:「請問你們公司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當時的面試官說:「這

公司不錯將來會很大」，所以我說:「如果是大公司薪水應該有一定的

制度，你問我要多少，我要多你也沒辦法給我，我要少你也不應少給我，

應該按照制度給。如果你是一個大公司薪水沒有一定的制度隨便我要，

我也會覺得這公司不太好不是很想參加。」因為我回答了這種莫名其

妙、不合當時邏輯的答案，所以找的面試評語是:「此人狂妄高傲不可

錄用」。儘管如此，我還是進了中鋼，所以這個小故事是在告訴大家，

中鋼當時的創辦者領導人並不是考慮了你回答了一個奇怪答案，你狂妄

高傲就不錄用你，也就是說，中鋼創辦之初的這幾位老先生有著寬廣的

心胸，有著非常愛護年輕人的心，雖然我答話答的不是很好，但他們覺

得我的筆試、IQ、性向都還不錯，所以仍寬大的錄用我。一個公司創辦

之初的領導者用什麼方法來領導用的心態觀念，就會把組織公司建立起



企業文化，而這企業文化也會無形中成為組織當中每個人的價值觀，因

為這些相領導者寬廣的心胸、提攜年輕人的愛心，讓每一個至中鋼的年

輕朋友都覺得應該負責賣命把公司的任務做好，同時也培養了今天中鋼

公司主管能容納不同的意見、有著提攜年輕人的愛心形成我們的企業文

化。就是我們中鋼創辦之初這幾位老先生的氣度胸襟，幫我們中鋼形成

我們第一個企業文化、第一個資產，能容許不同意見，因此能聆聽不同

的看法找出最合理有效的做事方法。 

 

    2．創新: 

    當時國家經濟並不如今日，資源也不如今天這麼豐富，所以 28 年

前中鋼要募集 40 億的數字簡直是天文數字，假如失敗的話，對於我們

國家的國民所得會造成-0.5%的影響。為了不拖累整體的國家社會、經

濟發展，所以中鋼領導人感到的壓力使命感非常重，因此全體有一個共

識:不能允許失敗。因此我們當時的策略是:我絕不冒險用第一代發明的

新機器，就是剛發明，還沒有人試用過的機器我們絕不試用。因為如果

理論可行但實務上無法運用，將會對中鋼造成多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只

用第二的機器，也就是有人試驗成功的我們才敢用。但這種作法不並不

代表我們不鼓勵創新，沒有創新求變的精神，因為我們有許多技術還是

選擇剛剛發明出來，有潛力，且已有一兩個鋼廠試過後的新技術，舉兩

個例子:一個是連續鑄造的鋼鐵生產技術，這是一個正確的決策，也使

得中鋼的生產力生產成本永遠比傳統低。另一個例子是全面電腦化，28

年前我們都沒有碰過電腦，但公司覺得我們這樣一個大企業沒有透過電

腦是永遠不能生存，因此把我們這 60 個剛錄取的年輕人送到中華電腦

去受訓，去學習各項電腦程式。我們當時因為不允許失敗的壓力，所以

絕對不用沒有試驗過的機器，但只要有一鋼鐵廠成功測試過經過研究，

我們就會馬上採用，因為公司存在著充分創新求新的想法。 

 

    3‧踏實認真: 

   在當初那個年代要推動全面電腦化並不容易，因為大家都懷疑電腦

真的有比人腦好嗎?可是公司意志堅定，為了要全面推動電腦化，除了

把一批人送去受訓之外，並規定公司任何資訊一定要輸入電腦以便將來

用電腦來控制。但很多人覺得電腦一定會犯錯，一定不比人腦靈光。舉

個例來說當時我們有個負責銷售的同仁，公司規定接到訂單一定要輸入

電腦，但這個同仁非常不相信電腦，覺得電腦一錯公司不就整個完蛋了

嗎，因此他非常細心認真，除了把客戶訂單輸入電腦之外，他並準備一

本小筆記本把客戶資料訂單也全都記錄在上面，等到生產出來交貨之

前，再把電腦和筆記本核對一下，看電腦有沒有給我亂改，有沒有出錯。

有一天我們總經理看到他在寫東西，就問他在寫什麼?這同仁非常高



興，心想我這麼認真、這麼仔細終於被老闆看到了，老闆一定會好好誇

獎我的。於是他就向老闆報告:「老闆我們用電腦之後我覺得電腦不太

可靠，因此我把客戶訂單輸入電腦之後又重新抄在我的筆記本一次，到

時再check一次就一定沒有錯。」老闆聽了之後非常生氣，他說你這個

同仁要開除，公司已經決定全面電腦化，要求所有資料輸入電腦，就算

錯， 錯到底就是對，你今天怕錯，輸入電腦花時間，寫又花時間，就

沒有效率一個工作作兩次，你這個沒有效率比電腦犯錯更可怕，因為電

腦犯錯就算 I0%錯，我只有 I0%的損失，你的沒有效率是百分之百沒有

效率所以要開除。就由這些小故事當中，就造成公司的另一項企業文

化，公司的規定必須嚴格踏實執行，不能打折扣。這項企業文化很重要，

當你要走入高科技，當你要走入精密工業，如果你不嚴格踏實去做好每

一件事是很難做到的。中國人的馬虎、差不多的文化文化，常常是造成

我們進入精密工業的阻礙。但中鋼這些高層領導者，把他們認真踏實、

徹徹底底去作的行事風格帶進了中鋼。我再舉個例子，么司規定午休時

間是 12 點到 I 點，這段時間大家可以午休吃中飯，我們有一天創辦人

11:55去看看餐廳乾不乾淨，他到那邊一看怎麼餐廳有5個人在排隊，

他非常不高興，怎麼可以不按照公司規定，就要去抓那5個人，並用安

全帽丟過去。由這些小故事慢慢累積當中，也造成中鋼一項非常鮮明的

文化，公司規定不能打折扣，公司規定踏踏實時去做。這也形成中鋼一

項非常重要的資產，也使中鋼不會像一般企業般形成地雷。 

 

    4．中鋼團隊： 

    一開始中鋼進來的人都是用考試進來的所以沒有人情關說，也就不

會形成人事派系。因此中鋼非常重視團隊精神，且在中鋼只有中鋼團

隊，沒有任何次級團隊，也不允許公司有什麼組織同鄉會、同學會等等，

只有中鋼這個團隊才能有共識，才能共享中鋼這一個文化，才能大家目

標一致的為公司努力。 

 

蛻變一速度 

    我們剛剛用了這麼多的小故事來描述我們怎麼樣建立起企業文化，以及企業

文化對公司的影響。企業文化一旦建立，它是無形存在企業團體中大家共同分享

的價值觀，而這種企業文化的形成是需要時間來慢幔累積起來的，企業文化不能

是一成不變的柬西，它必須隨著時間、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我剛剛講的是公司創

辦之初所建立的企業文化，這項企業文化到今天當然也要作某種程度的修正。28

年前電腦不是這麼普遍，資訊的傳遞不是這麼快速，當初建立的制度文化是依據

當時的速度環境所建立的，可是今天不一樣，今天多元的社會產生了多元的價

值，28 年前中鋼年輕人共同的日標是要建立國內最大的鋼廠，建立世界級的鋼

廠，要建立世界上有競爭力的鋼廠，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今天這個多元化社會，



是有很多其他的產業要思考，價值觀有不同了，甚至有時要到一些地方共達鋼廠

都有人要抗爭。但是大家要知道鋼鐵是一國產業的基礎，我們的電腦是世界輸出

的第一名，沒有鋼鐵作不到，我們都有電腦、冷氣、洗衣機、冰箱，沒有鋼鐵是

不可能有這些產業，鋼鐵這個產業是一個國家相當重要的基礎性產業，但是鋼鐵

工業在現在講求環保、講求高科技的時代中，大家對鋼鐵業的評價已經沒有過去

那麼高。在這種情形下，假如我們中鋼的制度、文化、策略還要延續 28 年前的

想法，我們還在拼命作鋼鐵，邏早我們一定會完蛋，所以我們的企業文化也要跟

著改變，也要走向多元化，價值觀有要跟著改變，所以儘管中鋼的核心事業仍是

鋼鐵，但我們必須睜大眼睛看看這個世界這個國家這個市場希望需求什麼?所以

我們必須有所調整和修正，為了因應這種變化，我們在公司中除了維持原來在公

司重要求踏實團隊創新的精神之外，我們更要求速度，未來的競爭速度是非常重

要的。 

    產業過去是勞力密集，依靠的是勞工的努力，之後憑藉的是資本密集、技術

密集，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速度密集。別的公司一個禮拜交貨，要是我能做到3

天內交貨我就能夠獲得比別人好的價格。在過去我們說大的公司大的組織就一定

比較沒有效率，今天我跟我老婆開牛肉麵店，非常有效率，客人要淡要辣，我喊

一聲就可以了，可是若我的牛肉麵店擴大成3層，可能要請很多人，客人要要淡

要辣都變成要用條子寫速度當然會放慢，所以小的組織速度快效率高，一旦變成

大組織，就一定要訂制度，一旦靠了制度以後，效率當然會變差了。過去認為大

型公司速度慢效率差是理所當然的，但大企業可憑藉著基礎穩固不會倒掉所以沒

有關係，可是現在並非如此，現在有高科技及電腦資訊技術之後，大企業應該可

以做到有制度但不犧牲效率，反而更應加快速度。若此時大公司仍抱持著我度慢

效率差沒關係，因為我基礎穩固的觀念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同樣 size 的大公司

別人用科技用資訊把速度加快，而你不能，就會被淘汰了。在現在每一兩年速度

就快十倍的時代，如果屢屢跟不上進步的速度，你就會被世界所淘汰。所以在這

樣的環境下我們勢必要修正我們的企業文化，要講求速度;還有過去重視踏實、

凡事一再思考，慢慢發明的態度也應有所改變，應用新科技把發明創新的速度也

加快。另外，速度加快我們的領導風格也應有所改變。舉個例子來說，過去大工

廠有意外發生要寫報告，層層上傳、不斷修改的結果，這個報告傳到公司最高層

主管手中起碼一個禮拜，現在就不是了，因為速度加快，報告直接進到 mai1 裡

面去誰都不能改，且馬上看到，馬上採取修正行動。過去說朝令夕改不好，凡是

考慮清楚定了一個制度，就這樣，總經理董事長少講話，講出來的話就是命令就

是執行。現在不一樣了，凡事講求速度，制度定出來趕快執行，一有問題馬上改，

董事長總經理要多講話，多宣導以產生共識，讓下屬覺得有理而去執行。所以這

整個社會環境不斷再改變，我們科技不斷進步之後，一個公司的領導風格再變，

一個公司的企業文化勢必有所變動。過去我們常常說學工程的人事木訥，但現在

重要的是溝通、是表達能力，沒有溝通表達如何訓練大家合作的共識呢?所以我

最後主要想告訴大家。整個環境的變化，一個公司的領導風格勢必有所改變，企



業文化也會跟著不同了。 

 

 

 

 

Q&A 

Q1.王同學： 

    王董事長您好，我是商研一的學生。想請教王董事長的是，剛剛您有

提到現在約企業講求速度、效率，不過也講求創新的能力，而中鋼一定有

許多的工程出身的員工，他們在學校的教有可能較缺乏這方面的訓練，不

知道中鋼有什麼樣的設計或組織的變革來提升這方面的能力? 

 

王鍾渝董事長： 

很好的問題，目前中鋼有將近三千位的工程師，不過你所說的是 20

年前的工程師嗎?現在的工程師很厲害的，像現在電子業內，年輕的工程師

常有許多的怪點子，而且有許多是很好的點子。我們舉個例:目前政府想推

動一個計畫，就是以後學校老師和家長用e-mail取代連絡簿，互相瞭解小

朋友在學校、在家乖不乖?有沒有作功課?那我就很擔心了，這樣的話一定

有很多小朋友的爸爸媽媽不會用 e-maiI 怎麼辦呢?不過這就是年輕人想出

來的，很不錯的點子，所以你若說現在年輕的工程師沒有創新，其實不然。

不過你講的問題裡面有一部份倒是真的，就是中鋼約三千名的工程師裡面

大概有70%跟我現在的年紀差不多，這種年齡的工程師可能就有一部份像你

所說的較沒有創新精神，到了四十幾歲動作就比較慢啦，像我現在可能跑

不贏你了；公司裡面也有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在人力資源發展上每年

投入很大的費用，對所有同仁作訓練，作一些新觀念的輸入。最重要的是

什麼?就是在公司的管理工具上要去更新，譬如說:人不一定能操作電腦操

作的很熟練，但若公司要推動無紙化，將來沒有公文了，什麼事都透過電

腦，這就會強迫每個同仁要去學習，這個時候要知道，學習不是只有年輕

人能作，年紀大一樣可以學習，只不過你要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

的方法讓他去學習，只要公司在這方面有很好的計畫仍然可以作得到。所



以我想你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中鋼的確有這樣的問題，不過我們

在這方面一直有在做訓練。 

 

 

Q2.李小姐: 

   王董事長您好，我是中國生產力中心能力雜誌。您剛用中鋼領導人在進

入中鋼時的例子來告訴我們，一個企業如何建立企業文化，可是您也提到

因應時代的變化，企業文化必須作一些調整，在您擔任中鋼董事長這些年

相信正好經歷這段的時期，那方不方便以您個人或周遭高階主管的例子，

來說明中鋼現階段的領階層在塑造企業文化方面作一些什麼樣的動作?而

這些方法和過去採取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另外中鋼高階領導人在塑造企

業文化時的後候有什麼技巧及該注意的事? 

 

王鍾渝董事長： 

    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過去中鋼是一個鋼鐵生產者，現在時代變

了，價值觀也變了，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多角化經營這方面的事，但多角化

經營面臨很嚴重的困難，因為過去中鋼公司裡面的員工和自己的同仁合作

沒有困難;我常說我們穿中鋼制服的人和穿中鋼制服的人談事情沒問題，要

合作很簡單，但是一旦穿制服的要和穿西裝的談合作就很困雞，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在我們企業文化，我們覺得中鋼是一個團隊，中鋼人是最好的，

一旦要跟外人談，我們還是會覺得我們是最好的。 

    為什麼覺得中鋼人最好?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中鋼經營得的績效被大

家所肯定，被大家所推崇，所以大家永遠會有一個問題:覺得要到羅馬只有

這麼一條路，可是實際上經營企還有許多條路可以走，然而時間上我們無

法等這個企業慢慢醒，這來不及，所以怎麼去塑造一個文化，讓我們的同

仁可以去跟不同文化的人合作，或者說，你要多角化就要有一部份的人去

參與，那這時候你怎麼辦?我們剛開始多角化時，中鋼同仁非常不支持，不

願意去參與和他人合作，也不參與其它事業的經營，所以我們不得不用一

些方法，譬如說:我們給願意去跟他人合作的同仁一個保證，這個保證就是:

只要是公司派你到外面去，我保證你福利、待遇各方面三年內不吃虧，這

是一個手，不過今天在座有許多學企業經營的會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合理的

企業手段，但是我們必須需要這樣做，為什麼?因為我要這樣才能鼓勵大家

去嘗試新的事業，二、三年下來，大家發現不錯啊，我們中鋼轉投資表現

不錯，獲利很好，甚至獲利比母公司高，逐漸就願意和他人合作;不過這時

你不能說:我表現的比母公司好，為什麼我的待遇標準要和母公司一樣，對



不起啊，你不能說不好時要公司保證，好時就不要了;在這樣的方法下二、

三年下來，就會有公司說想自己出去闖闖看，這個闖盪冒險的精神就產生

了，公司裡這樣的企業文化就開始形成;大家願意出去，這樣是一個很困難

的改變。 

    諸位要知道，中鋼原來的企業文化是我們在廠區裡作什麼都很容易，

可是現在慢慢地我們產生對外發展的動力及力量，這個力量是公司裡面一

個很重要的改變，大家開始能去想到不是只有中鋼這一套方法可以成功，

還有別的方法，我們過去非常排斥別人，現在開始接納別人;剛開始和外人

合作時會有許多耳語，這時負責人要注意，你要知道你要展示出什麼東西，

把這部分帶回去，強力執行就對了，不然要合作很困難。合作事業時要建

立互信，信用建立起來了，就可以去接受不同的想法、制度、管理方式。 

Q3.蔡同學: 

    王董事長、所長您好，我是商研一的學生。我們知道中鋼注重速度，

採用新科技來提升效率，但中鋼的中下游可能會不上中鋼的速度，請問這

方面中鋼如何去作整合? 

 

王鍾渝董事長： 

    這是一個營業的手段，並不困雞，也就是我們都耳熟能詳的話: 只要

是賺錢的事就有人去做。所以你要下游跟上很簡單，只要你把定價定一個

水準，產品有好的發展，讓它他們有利潤，他們就踩著你跑了，你開車他

都跟著跑。 

 

Q4.戚樹誠教授: 

    王董事長您好，我走台大商研所的老師。您剛提到多角化，我們知道

企業文化若很強勢且持久以後會有墮性，而中鋼過去是在製造業，現在若

要進入高科技或服務業等，你們在建立子公司或合資公司時，新公司的企

業文化是由中鋼主導呢還是由新的一批人帶入?若是你們原本的人，會把原

有的文化帶過去，可是那樣的文化是否適合各種產業? 

 

王鍾渝董事長：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中鋼多角化經營，我們也到高科技產業去，事



實上我們中鋼內部也在檢討這個問題，企業文化在某些產業確實不太適

當，所以在企業文化移植時不能完全移過去，這很有意思，一個企業多角

化是不是真的好?似乎太多也不好，中鋼也花很多時間在研究這個問題。 

    多角化會失敗的產業有幾種情況，一個是它不穩健、不踏實，變成一

種過度信用膨脹，這是一個。還有一種情況是:它太迷信原來成功的路途。

人有一個缺點就是往往把原來成功之路視為一定的成功之路，這是錯的，

你今天用這個方式成功，不代表其它行業用這方法就能成功，所以你若要

把今天成功方法完全複製到另一個行業去就可能導致失敗，這在生物科技

來講就是近親繁殖，會生出阿呆，所以多角化時不可以近親繁殖，不可以

完全用你原來的方式去擴張 

    中鋼現在多角化經營，譬如高科技產業:中德電子有700多人，其中中

鋼只有6、7個人參加，只有管財務，帳看清楚就好了，我們投資IC，一個

人也沒進去，我們只是投資者，我們絕不允許近親繁殖，所以生黑人生白

人都沒關係，能賺錢就好。多角化有可能失敗，但多角化並非一定不好，

有人會問，你要多角化，那你喝牛奶要不要養牛?其實這是一個經濟規模的

問題，我家四個人才喝牛奶，要養條牛，這當然不對，可是台灣二千一百

萬人，這樣的規模當然就可以養牛，所以我們轉投資為什麼要做?達到經濟

規模、有世界級的競爭力就可以做。 

 

Q5.張先生： 

我們台北榮總一直很注意中鋼的發展，非常佩服一個企業這樣走過

來，不過我相信這些年下來，組織裡面也會一些問題，請問您若自己做一

個診斷，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因為像榮總走過40年了，這麼大的一個組織，

也是有一些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當我們講到「領導」時，常常不只指領導

者個人，而是高階的一個團隊，想國外會以建立願景之類的將團隊團結起

來，不知道中鋼是否也有類似這樣的動作? 

 

     王鍾渝董事長： 

中鋼是一個 28 年的公司，對一個企業而言，28 年是一個較老的企業

了，國外的研究指出一個企業的壽命大概是31年，因此中鋼這樣一個老企

業當然也有不少問題，我們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人力老化的問題，中鋼的

員工平均年齡已經有四十一、二歲了，過去在國營體制下這種問題很難解

決，因為擴張速度很慢，現在我們民營化了，你可以看到我們擴張的速度

很快，為什麼要這麼快?一個企業沒有成長必然面臨衰亡，所以我們現在用

速度來解決人力的老化，另外就像剛剛有位同學提到，年紀較大的工程師



可能在創新方面不夠，因此我們在人力訓練各方面投入許多投資。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投入休閒事業的投資，投入休閒事業的投資有好

幾個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因為休閒事業是勞力密集的事業，因此可以解決

一部份中鋼人力的新陳代謝，而從同仁健康的角度來看，投資此事業是有

很好的用意的，因為中鋼工作環境高熱高溫，一個人到了45歲還要在這樣

的環境下工作實在太殘忍了，這時我們就可以讓他到休閒事業的地方，在

青山綠水的環境下可以再工作個十年，所以中鋼投資休閒事業是有益處

的，我們花了三年來推動，中鋼在其他子公司都不曾花三年來推動，而且

休間事業我堅持一定要完全中鋼員工自己投資，每個人投資 5 萬元，每個

人都是一樣大的股東，我們希望這樣可以使中鋼的員工及家庭成為它的基

本客戶，且中鋼的員工會是最好的客戶，因為我們有輪班，員工休假不一

定只在週日，這樣我們的休閒事業不會面臨其他一般休間事業的難題，什

麼難題?就是週日時客戶很多，一般的時候卻都沒有人的問題;有人會說:你

神經病，搞這種事作什麼?可是我們就是從中鋼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我們

覺得這樣的投資不錯。 

Q6.蔣先生: 

我是中華日報記者，想請教二個問題。第一個是:中鋼民營化二年來，

曾經遇到有財團想惡意購併，不知道當時中鋼內部的意見如何?另外是否可

順便提一下您對政黨關係或某一種政商文化，是不是導致前一陣子政商股

票風暴的原因之一，而立法院的問政對您的領導風格或公司決策是否有影

響?第二個問題是，您剛提到的速度是只針對速度?還是也會求好? 

 

     王鍾渝董事長：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們追求速度的同時當然也要追求品質，所以

我們是用新的科技來同時達到這二個目的。因為把科技利用得好可把速度

加快，且同時品質不會下降，所以速度快不見得品質就會不好。 

    至於第一個問題，我們的國營事業都常都是較龐大的事業，像中油、

台電都很龐大，一個龐大的事業要民營化卻完全不允許財團介入的話這樣

要民營化並不容易，舉個例:中鋼就面臨這樣困難，不過中鋼運氣還不錯，

政府還有30%的股份，所以政府仍是我們最大股東，可是我們還是有42萬

股東，很可怕的，每年問股東大會我們就很傷腦筋，若全來，我們去哪找

場地容納 42 萬人?但他們不來，不符法定人數也不行，所以一個龐大事業

若沒有財團是很困難的，因此國營事業民營化說不讓財團介入，這是一個

理想、理論，實際上很困難。有人說，民營化就是全民每人發一張股票，

那完蛋了，若台電這麼做，有誰敢做董事長?不過，當一個國營事業若對我



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時，民營化過程中要有一些正派經營的財團去參

加，像我們中鋼現在也是一個財團，我們也參加很多投資;現在有人會宣傳

說財團可惡，我覺得不一定對，有些財團是很正派的，有好的經營理念，

聚集資金做有效的投資，對國家的發展是很有貢獻的，所以我們應該有嚴

格的監督，而讓正派的財團可以介入國營事業的民營化。 

 

Q6.吳同學: 

    王董事長您好，我是工管系二年級的學生。想請問在民營過程中，中

鋼的領導風格、企業文化又會有發生怎樣的改變?另外中鋼如何讓年紀較大

的員工去適應這樣一個新的風格、文化? 

 

 

    王鍾渝董事長： 

    我剛剛有提到，年紀大和創新、學習能力沒有絕對關係，有的人年紀

輕卻也不一定願意學習新的東西，所以年紀大並不表示這個企業會暮氣沈

沈，在管理上可以用一些激勵的方法讓年紀大約有學習的心，這是可以作

得到的。至於民營化之後，管理風格如何?坦白說中鋼在國營時，制度的建

立、管理風格就相當的企業化，和一般民營的企業是非常接近的，也因為

如此，我們在國營時代就會稱譽為國營事業的模範生，我們講求速度、效

率、合理化，不過民營化之後，股東由4萬多人一下子成長到42萬人，這

麼多的股東給了我們更大的壓力，讓我們去追求更高程度的合理化及速度。 

    各位要知道，本來國營這種體制，在管理上是一種較理想的體制，因

為在管理上是說管理權和經營權要分開，國營事業的所有權是國家，經營

權是找專業經理人，這是很理想的體制，可是因為國營事業的老闆太仁慈、

和藹可親，給經營者的壓力太小，經營者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讓民眾來跟我

抗爭就好了，若賺了錢，太好了，若賠錢就寫報告。現在民營化不是如此，

一旦賠錢，股東大會上股東會要求你下台，所以壓力會提高，因為壓力增

加，管理上當然會有不同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