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90/05/10（四）   10：00—12：00 AM 

        主講人：遠東集團  徐旭東 董事長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陳家聲所長 

        講  題：『知識經濟時代管理者面臨之挑戰』 

        背景介紹：遠東集團的整體營運表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其主
要經營領域為紡織、金融與百貨業，並涉足水泥、營

建、石化、飯店業。民國 86年一月第一波電信自由化
開放八張大哥大執照時，藉著和 AT&T合作的「遠傳
電信」這個新事業，連下兩成，不僅將遠東集團帶向

科技版圖的新紀元，更將集團的市值帶向新的高峰，

直接跨入台灣下一波的高科技產業！而今日的遠東集

團能有如此亮麗的成績表現，擁有「最適先生 Mr. 
Optimum」之稱的徐旭東董事長優異的領導能力更是
功不可沒。 

 

 

 

 

 

 

 

 

 

 

 



知識經濟時代管理者面臨之挑戰 
 

遠東集團 董事長 
徐旭東 

陳維昭 校長： 

孫運璿先生講座已經停頓了一年，今天非常高興及難得邀請到遠東集團董

事長徐旭東先生蒞臨演講。對於徐先生擔任此一講座之講者可說是非常適合

的。不管是遠東集團或是徐先生，都是我們的典範。遠東集團本身不只是在各

項領域上的成功，不管在紡織，百貨，海運，學校，甚至是醫院，在變動的時

代中，亦是很快調整腳步，進入電信產業；遠東集團有今天的成功相信是來自

於其非常重視的管理。 

徐董事長本人，我與他在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會曾一起，我非常欣賞他的

想法及理念，事實上遠東集團的亞東醫院及台大醫院在一年多前也簽訂了策略

聯盟。我非常佩服徐先生的前瞻看法─為了提高醫院服務品質，而寧可犧牲一
些利潤，進而提出與台大醫院策略聯盟的作法。「沒有品質的績效，就不是真

正的績效」。記得我最第一次見到徐董事長時，是加拿大某校校長來訪，徐先

生送我的禮物是一本書，是 Peter Clark的「巨變時代管理」。可見徐董事長一
直非常注重管理新知的追求，今天能邀請到徐董事長來演講，相信能帶給大家

很多的收穫。我記得那本書上寫的一句話是『能夠洞悉時代的脈動，才能掌握

未來』我想徐董事長就是一位能洞悉時代的脈動及掌握未來的傑出企業家。 

 

柯承恩 院長： 

如同校長所提，從民國四十四年來國內首屈一指的遠東集團，積極參與各

種產業。一個成功的集團，除了組織的運作得再好、最主要的還是要有好的領

導人；他必須有遠見、有能力，將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能夠集合在一起，讓

企業的生命能永續經營。 

遠東集團這幾年在徐董事長的領導之下成果非凡。不只是產業界，尤其這

幾年來遠東集團所參與規劃的私立元智大學，在私立大學面臨許多困難環境之

下，元智大學已經在私立大學中建立很好的聲譽。我看元智大學遲早要與我們

台灣大學並駕齊驅了。我們很歡迎有私立大學的競爭者，也讓台灣大學能更進

步，我對徐董事長個人有非常高的敬意！今年第一場孫運璿講座就能邀請到徐



董事長蒞臨，承蒙徐董事長撥冗演講，希望能讓年輕的各位有學習的機會，最

重要的是希望讓在座的年輕朋友知道，在巨變的時代中，他應該如何準備自

己。，我謹代表管理學院的全體老師及同學歡迎徐董事長！也希望將來學校和

企業界有機會作進一步的合作及溝通。 

 

陳家聲 所長： 

徐董事長在業界有非常高的盛名，業界對他有Mr. Optimum的美稱。他的
一些資料，我相信不是一頁的簡報可以介紹完畢徐先生的頭銜和成就（詳見簡

報）例如他現任 IBM 在亞太地區的資訊總裁，如果你大家網站上查一查，你
會發現找不到徐先生任何缺點。我們知道他受的是美式教育，徐先生許多管理

風格及方法也頗令人稱道：包括他的美式作風，目標、方法明確，注重效率；

同時又兼具了中國的人情關懷。而Mr. Optimum，則是因為徐先生做事要求完
美而在業界贏得此一美稱。遠東集團從創辦至今已有六十幾年，徐先生在遠東

集團從傳統產業（如：建築）發展至今天的三流產業（物流，金流，資訊流），

遠東集團是目前國內第三大集團，涉足了各種產業。旗下有一百二十多家公

司，營業額在去年已超過了六十八億美元。徐董事長不只是在業界有如此發

展，同時他也在學界有令人佩服的建樹和成就：例如：元智大學。我們也期望

他不只是產官兩棲，希望他的產官學三棲，奉獻我們社會更多的他個人的智慧。 

Mr. Optimum的 profile是我們最好的 Advisor。他不但 energetic，他工作
的 ambition和能量也是值得我們學習之處；在國際舞台上及徐先生也是少數能
有卓越貢獻的國內企業家─他是國際紡織學會的終身榮譽理事。他：非常的有
遠見（Visionary），他不作 Reactionary 的事。從傳統產業、民生產業、到通
訊產業，遠東集團在徐先生的領導下不斷成長和獲利。在經濟環境不看好的今

天，我們能邀請徐董事長蒞臨孫運璿管理講座作專題演講，特別具有其意義。

如何幫助企業提升、轉型，我想徐先生有好多寶貴的經驗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分

享：他的遠見(visionary)及創新(innovation)，及他的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和關懷
（social responsibility），都是非常令人仰慕。不僅於此，徐先生也非常樂觀，
我個人把徐先生作為我的學習標竿，也期勉在座各位一起把徐先生當作自己最

好的導師(advisor)。我們皆下來歡迎徐先生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分享。 

徐旭東 董事長： 

我很不好意思接受前面多位的誇獎。今天應該由好多題材可以和大家分



享。十年前我受邀到台大來時，當時的管理學院只有兩百五十位學生，現在已

有四百多位，不過以速度來講還是太慢。因為國家的整個經濟體系成長這麼

快，時代變的很快。整個中華民國，甚至整個世界的領導人物，由管理領域出

身、尤其是管理學院、商學院出來的人才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內閣有

九位的MBA，美國的總統 George Bush 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擁有MBA學
位的總統。他帶的整個體系，可說是以管理的體系，來Manage整個美國。從
這個角度來講，美政府體系是否能因此運作的很好是有待觀察的。專業人才當

然重要。但可以說全世界的管理人才的地位也很重要；是否能將眾多的人才適

才適所，可能是人類效能、效率、及架構上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今天的主題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我們得先回顧一下它的

來源。 

從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農牧時代、工業時代、技術時代、到知識經濟時

代。這是一個「好變」的時代。各位很幸運都是 Knowledge base 的人，如果
不然，各位將不在今後經濟發展的重要的趨勢。實質資產的 Value已不再風光
（以美國、日本、歐洲的歷史），以前擁有很多土地房產的大型企業已不具當

年的價值，因為它們實質的價值不再。而這轉變的期間，世界富翁的排名也更

替了很多次。Knowledge base的 Value提高，純粹 Property base似乎不值錢了，
兩者價值成長的速度相去甚遠─這是我們可以看出的世界趨勢之一。 

另外一個趨勢是能源的部分，從前貨幣價值是以黃金或石油作標準，因為

石油是有限的能源。石油從十幾塊前到三十幾塊錢，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汽油

一桶九毛錢，今天兩塊錢。以 GDP成長而言，汽油價格已經不是影響很重的
指標。今天我們中華民國應該覺得很驕傲：全世界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 PC
是我們生產出來的。但是 PC在 1996年到今天，價值一直下降了，PC普遍化
了。以前 PC 好像很了不起，現在看 PC，他就像一個家電用品而已，沒什麼
了，因為它只是靠很多零件組裝起來。我們所生產出來的硬體設備，挖掘出來

的能源…它們的 Value都以趕不上 Knowledge base的 Value了。 

    在 70年代，92,000件申請智慧財產（IP）權案件，80年代有 120,000件，
90年代有 200,000件，以後還會成長，因為 Knowledge base是軟體，講求軟
體達成某種效果，而不是硬體，硬體誰都會作。目前政府正推動 Software Park
（軟體工業園區）。我們中華民國今後該走的方向也應該是 knowledge base的
經濟。在整個東南亞除了日本之外，只有中華民國有 55％以上念完高中的人
可以繼續升學接受教育。我們可以批評教育制度，不過我們還是得感激我們整

個教育體系。當然，我們永遠不應滿足，但是還是得感恩。今天做為台大的一

份子，你的思想，學習，都要注意。整個中華民國甚至整個中國大陸，將來都



可能在你影響所及。台大是各行各業菁英、領導者的搖籃。在這段求學期間，

請你 concept一定要正確。因為將來各位扮演的角色將影響中華民國整個發展。 

    我們來看一下時代變化下的幾個挑戰。第一個是速度 speed。速度上快到
我自己怎麼過的都記不清楚。我們看一下全世界的主要幾項發明，從汽車、電

話、航空運輸、電力、TV、無線電、PC、Internet、行動電話，市場的普及速
度愈來愈快。中華民國更妙，行動電話已有十年了，但實際從開放到現在只有

4年。我們（遠傳）參加行動電話的運作不到三年，我們的市場滲透率已經到
80％。現在談到無限通訊就更有趣了。因為 80％的人有手機了，但可能真正
實際用戶有 70％。 

    第二代半的手機就要出來了，通訊環境一定要改進才行。Voice固然很重
要，但是資料、資訊（message）的傳輸將更重要，比例會提高。今天通訊產
業要怎麼看他的成長？可能是 Voice免費，資料傳輸收費；今天我們要看成長
有很多種看法，當然還要看市場的各種吸收能力。遠東銀行去年初就推出

e-banking，你不必要跑到銀行去轉帳、付款。 

    今天每個人出門一定要記得帶上手機，而不是錢或其他物品。因為我們已
經進入行動通訊的時代。遠東集團進入固網寬頻。進入行動通訊時代有先決條

件，必須資訊數位化（digitalized），如果作不到，那我希望學校也應該盡快
使用寬頻固網，遠東公司已經推出數博 Sparq，今天全中華民國的公司大概不
到 10％有 ERP（企業資源規劃），也就是企業內部資訊數位化。如果不能做
到 ERP，根本無法。 

    以某個角度講，學校的 e-course真的很重要，如果你真的對 e-course沒興
趣，那你至少要選一門 e-course，腦袋裡要有個概念：What is e-Business.如果
你沒有這麼做，那麼對你將來的工作的瞭解性一定會缺少一段。全世界會進入

一個相當危險的時代(risk oriented)；我們可以看一下 Nasdaq，從 1998年到 2000
年的這段其間，指數瘋狂成長，從 2000點以下漲到 5000點以上。在短短的兩
年中，所有的 Internet相關公司，Dot com公司都接連上市，這也可以看出美
國的成長。在這個時候，兩年股價 Double，不到一年回到比 1998年還低。許
多百萬富翁只有高興了一下，就又回到了原地，Risk 非常大。這個 message
就是說大家要務實一點。 

    中華民國聽說有 200 多家 Dot com 公司，現在大概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Why?因為它們是有理念但不是有 business case怎麼賺這個錢的真正作法。同
學們找工作時不要以為加入這種公司馬上能致富，No！這只是紙上談兵。要
務實一點。多學習一點技能（learn your skill）不要這麼貪心。世界上任何一個



risk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挑戰。以我們大型企業而言，任何計畫都是經過長期
規劃，可能一年以前就定好的；以這個角度來看，risk很大。幾年前，我們一
定不會想到中華民國經濟會變成今天這樣，不是批評政府，只是預測會增加

risk。挑戰第六，整個資訊產業的 converge在一起，單單一個通訊、電視台，
將來都要連線的，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dustry是只整個對人的影響。兩
年前左右，我在 AT&T董事長 Armstrong的房間，我看了房間，他說美國、甚
至全世界都會變成這個型態，房間有點普通，但是裡面 infocom的設備，都會
必要的。一個普通的家庭只有一兩條電話線，這樣不夠的，未來電視會

interactive，互動的話就要經過寬頻，然後電腦方面也會有好幾條線了，作股
票的要跟股市連線、其他的需求也要一條線等，所以整個挑戰的趨勢是六條

線，converge together，未來的趨勢必然是整合在一起的。挑戰第七，winner takes 
all，贏家通吃，我們一定要追求第一，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 winner的導向?? 有
幾個行業不錯，例如張忠謀，在這個 niche market裡面，他是成功的，但另一
個角度看，他只是一個 factory，但是要如何步出這裡？企業的方向是往上走。
講到這裡，我很 high，所以準備了一首歌給大家聽。……………….（音樂） 

    老經濟可以跟新經濟走在一起，台灣每天鬥、報紙、媒體需要鬥才有人看，
但是要思考兩面，正如我們看新聞報紙，我們的感覺是什麼？殺人？互砍？我

記得有一次跟個社長，一起吃飯，他接了一通電話，他在考慮要不要將一件可

怕的謀殺案登為頭條，後來他拒絕了，當地為一個小農村，他不想將這種新聞

當作頭條來驚嚇民眾。這是一種判斷訓練，要刺激性的新聞還是正確性的新

聞？不是要批評媒體，只是希望對將來中華民國的看法要誠實，斟酌一些刺激

性的新聞。很遺憾 70-80年代我們的經濟成長為 9%，80-90年代為 8%，現在
大約為 6%，最近更下降到 5%，美國的趨勢在 70-80 年代為 13%， 80-90 年
代 3.2%， 90-2000年代為 3.4%，我們以前沒有失業率，現在報紙上卻說失業
率已超過 4%。不論搞工業或企業，我都保持樂觀，但上次飛機上跟一位女士
聊天，我問她她如何看待台灣？她搖搖頭，我接著問她很多問題，她給我的答

案是，她代表一個大體，…..太深了，不要講太哲學的東西。 

    今後的步伐，R&D的比例，中華民國 1.98跟全世界是蠻低的，南韓為 2.5，
美歐法都更高。網路普及率、無線普及率算比較低的，所謂的科技島，從這個

角度看來還有些落後，帶給我很大的希望，表示新世紀的寬頻部分能趕快推出

來，但是因為國內的種種情況，好像努力還不夠，當然另一方面，固網的行業

很辛苦，因為我們受到各種壓力，不正確的思想云云讓整個社會充滿不方便，

我們還開拓不出來，也可以看出今後的趨勢。AOL與 TimeWarner合併也為一
個趨勢，未來實體與虛擬會整合在一起。 



    傳統的行業 NOKIA本來是造木頭的，現在變成最大的無線通訊機構，因
為當初在瑞典，砍木頭到森林裡面無法通訊，才轉到通訊行業，變成最大的供

應商，任何的行業只要以 NOKIA的精神，就可以從傳統的行業轉成現代。一
談到傳統行業好像不前進，不，遠東紡織世界第三大的化纖行業，但一般學生

聽到紡織、傳統行業，就說不，卻不知道遠東紡織為全世界第三大的化纖行業，

只想到晶圓、IC 等，其實衣服、西裝、襪子等都是有彈性與重要性的，有其
成就的。未來大家要先了解各行業的趨勢與趨向，不要隨意下判斷。 

    最後一個期許，大家都是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但不該只是這樣，我們應
該要有一個知識分子的正當心態、無限的價值，實際上有很多知識基礎在下面

是無形的，我們要掌握資訊跟知識，要知道如何應用，資訊的產生，如何用？

要掌握這樣的一個循環。21 世紀熱門的產品跟大家溝通一下，飛機與行動電
話，飛機重要但是設備廠商的服務跟設備拖完了、歐洲的政府要大賺一筆，所

以 3G執照拍賣的價錢高到一個程度，其他行業跟不上，花大錢拍賣的公司得
不到，反觀中華民國的預算不夠要拍賣 3G執照，行動電話可以看到對方面貌，
互動電視等，能源節省的汽車等等 21 世紀的商品。數位電視、e-com card、
PDA、DVD、影像電話。 

    總結，遠東包括了很多行業，遠東百貨走到 shopping mall，不是一個好的
榜樣，我們面臨到轉型的情況，未來會走向大型 mall 的趨勢，包括看電影、
聽音樂、買東西。紡織、化纖、水泥、營建、運輸、金融、公益，講到此，我

感到任何企業都有社會責任，今天我也抽空來跟大家溝通一下，我希望大家今

後離開學校，每一個人都要有社會責任。遠東集團的一切，不是一開始就設計

要走到這裡的，今天有多位遠東集團的同事在此，給大家認識一下……….。
時間不多，我就先講到這裡為止，謝謝大家。 

 
 

陳家聲所長結語： 

    謝謝徐董事長，我剛剛觀察他的衣服、鞋子、襪子都是遠東的，你們知道
他平常的嗜好是什麼嗎？就是到遠東公司裡面去巡視，而且遠東的發展定位圖

天天都帶在身上，隨時提醒自己企業要往哪裡走。徐董事長是個樸實容易接觸

的人，我們真該邀請一些官員來，看看台灣的經濟改變，看看香港、新加坡、

我們的人才一樣聰明，但是表現卻不如他們，是個該檢討的地方，同時新經濟

與就經濟要融合，新政府就政府要融合，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Q＆A 

Q1：什麼是一個有智慧的管理者？ 

徐旭東 董事長： 

作任何決定時，智慧有兩方面，要有行業的知識、個人理念與創意。

以王永慶為例，他有他的個人智慧，但對於他的南亞體系讓人仰慕，另

一個成功的原因，他的角色太重要的，他的決定過程 decision process很
重要。目前我也要進行企業的第三代整合。所謂的 leadership，要先有創
業者才有領導者，我在觀看創業只是否能教導，有些創業者是在細胞裡

面的，但是也是可以學成的，但是智慧的領導者，不容易做。最後仍強

調 knowledge base。很難的一個問題，但是我盡力回答，謝謝。 

 

Q2：對於現在年輕人你有何看法？ 

徐旭東 董事長： 

我爸爸覺得我不夠努力，我覺得我兒子不夠努力，下一代總是比較

不能吃苦，這問題不好回答，當然時代變化，下一代比我們更幸福，吃

苦就少了。吃的起苦總是強過吃不起苦，但是這時代變化很快，以前有

腳踏車已經很了不起了，現在人人都有一部機車了，時代是在變的，整

體上，每個時代不同，我們不該用統一標準來衡量。 

 

Q3：現代企業獲利是最大目標，但有企業強調企業倫理的重要，但是商場上
的奸詐狡猾充斥，企業中的獲利目標與企業倫理之間該如何調適？ 

徐旭東 董事長： 

企業有他的獲利壓力，但是如果走歪路、不真實的方式，短期可以，

但是長期就不行了。美國的 Business School的最大題材，Business ethics
與 entrepreneur為兩大熱門課程，企業中有競爭才有上進；講到倫理，要
記得遊戲規則，例如財務報告，有的人將財報灌水，很多銀行花了很多

時間分析財務報表，念會計的要任清楚自己的責任。我強調企業要實際，

要有一個標準，決不要有欺騙的行為。 



 

Q4：你如何鍛鍊自己的體魄來因應這個多變講求速度世界？另外，網路與通
訊的普及，是不是已經忽略了溝通的人文部分？ 

徐旭東 董事長： 

我沒有運動，所以變胖了，若再瘦個十公斤體力更好的。另外，腦

袋清楚也很重要，看事情要多一點廣一點，企業的理念與時代的變化很

要緊，今天的演講對你有幫助那很好，若沒有聽進東西，就是浪費了時

間了。吸收的知識自己要消化，分辨正確或無用。第二個問題，時代的

變化快速，以前鄰居很熟，現在公寓的鄰居則陌生，沒有時間溝通，所

以人跟人之間的確需要人性化的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