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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東和鋼鐵  侯貞雄 董事長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張重昭 所
長 

        講  題：『台灣第二次產業革命』 

背景介紹：東和鋼鐵創建於民國 35 年，由侯金堆先生在嘉
義創辦「東和行」，從事五金鐵材買賣及舊船解體

工程。民國 51 年改組為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事業經營擴及鋼鐵、建築、金融及運輸業等。

而現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侯貞雄先生於民國 79年繼任
之後，積極推動現代化設備，強化企業體質，並導

入新的企業經營，建立「律己、愛智、樂觀」的東

和精神，把家族企業提昇為現代化的公司組織。除

拓展鋼鐵本業之里程外，並致力於多角化經營，更

朝鋼結構、馬口鐵、金融、環保事業、光電科技與

微波通訊元件等行業進軍，期能以鋼鐵專業為軸

心，配合其多角化經營和關係企業聯合運作，積極

迎向國際舞台。 

 

 

 

 

 

 



台灣第二次產業革命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 
暨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侯貞雄 

張重昭 所長： 

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午安。今年我代表台大工管系及商研所及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辦理「孫運璿管理講座系列」，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企

業界最負盛名的東和鋼鐵公司董事長侯貞雄先生，侯先生也於最近當選了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孫運璿管理講座」已經舉辦很多年，每

次所邀請的貴賓，都是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工商業鉅子，而此次邀請侯先

生，一方面由於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是國內工業界最具影響力的機構，

而最近侯先生以高票當選理事長，我們在此恭喜他。 

董事長是台大經濟系畢業的校友，同時也於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取得經

濟碩士，並於一九六七年回到台灣，接掌東和鋼鐵總經理，之後升任為董

事長。東和鋼鐵是除了中鋼之外，最早上市的鋼鐵公司。侯先生也擔任很

多公司的董事長，除了是東和鋼鐵董事長之外，也是遠東鋼鐵董事長，同

時也是玉山銀行常務董事、神基科技董事、印第安那大學傑出校友，以及

侯金堆先生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在此特別感謝董事長的是，工管系每年都

舉辦「管理之鑰」的活動，而去年開始，董事長都一直贊助此活動，在此

代表全系師生對於董事長贊助管理之鑰活動表示感謝。 

今天邀請董事長演講的題目是「台灣產業的二次革命」，現在讓我們

以熱烈掌聲，歡迎董事長。 
 

侯貞雄 董事長：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我很大膽的應邀演說「台灣二次產業革

命」。自從擔任工業總會理事長之後，每天電話大約多十通，都是在座的

記者先生小姐們打來的，這說明了資訊很多，讓我真的感受到資訊的時

代，這也讓我感到困惑，life style也產生了變化。也許你們也有相同的困
擾，現在有這麼多的 e-mail、網路、傳真等等，所有的 information都大量
進入，讓人變成資訊的奴隸，而非運用資訊，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因此，在談論這個題目時，我希望大家諒解，工業總會的蔡先生之前問我，

是要說產業革命，還是工業革命？我表示都一樣，反正都是要革命。這究

竟是一種思維，或是一種推動？我認為結論很簡單，目的只是希望此番說

話是拋磚引玉，能得到迴響，希望台灣能夠跑出一個方向，為台灣的未來

找出發展的方向。各位都知道，現在最流行的是全球化，而目前最全球化

的大概是ＳＡＲＳ，現在美國也不敢向大陸下訂單買家俱，只因怕家俱傳

送ＳＡＲＳ。 

最近常在說革新、革命等整體大環境的大轉變，包括最近的伊拉克戰

爭，此戰爭帶給人類文明何種訊息？是正面，或是反面？美國將來會是何

種立場？美國如何因應資本主義社會，走出一個方向？他們的價值觀會不

會將世界帶往另一個方向？ 

各位都曉得，產業革命之後，隨之而起的是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所

發生的問題便引發了共產主義。從這些地方可以大致看出產業發展的內

涵，由此也可以看出兩點產業革命或產業發展的方向，第一個是Technology 
Break-through，即科技的突破，而科技突破的長期主要動力是科學知識的
累積，累積之後將障礙逐漸縮小，才能突破；科技突破之後才有相關的應

用，延伸出很多產品，乃至於蔚成風氣，才能達到經濟的成長。 

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各位都曉得，中國最偉大的發明是「紙」，

大家都認為紙是「蔡倫」發明的，但若各位唸過「天工開物」，便可知道

其實紙不是蔡倫發明的，其實之前就已經發明了。從字面上可以看出，「紙」

是「絲」字旁加一個「氏」，由此便可看出紙與紡織有關。紙是怎麼發明

的？其實是當時養蠶，需在河邊打蠶絲，過程中有一些蠶絲便浮在旁邊，

慢慢的，拿起來時便是一片東西，這便是紙的開始。蔡倫是一個技術官員，

曉得這件事後，他便慢慢的應用很多廢物造出紙，而他其實只是推廣而已。 

由此各位可以瞭解，一些發明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有多大，一項

Technology經過 Break-through之後，便帶動了整個變化。另外，第一次人
類的工業革命是蒸氣機的發明，而蒸氣機的發明是來自於一樁謀殺案，瓦

特原本擔任學校的機工，但教授很喜歡他，便常常找他。有一天，教授和

他在一個房間討論時，叫人送咖啡進來，而瓦特喝過咖啡之後便昏倒了，

等他醒過來之後，發現教授身上有一枝毒針，並且已經死亡了，瓦特覺得

很奇怪，調查之後發現，除了一個人送咖啡進來之外，沒有其他異狀。當

他走到爐邊時，發現有一個容器，經過推敲之後才知道，送咖啡進來的人

是主謀，他送咖啡進來之後放在爐火邊，加熱之後蒸汽便將毒針打出，射

到教授。從這件案子中，瓦特瞭解了蒸汽的原理，之後才發明了蒸汽機。

這說明了一項技術是經過偶然或長期的累積，才產生了突破，而蒸汽機的

發明便帶動了產業革命。 

現在我們先做個回顧，從最早期的製鐵方式，到電力的發明，以及到



現今所談的奈米計畫、數位網路等等，都影響了技術面的發展。而在資訊

科技日益成熟的情形下，產業擴充很快，ＩＴ的生命週期大幅縮短，價格

也快速下降。一九八０年時，個人電腦的生命週期約為一年，到了一九九

０年時，生命週期縮短為三個月。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段時間內，產業科

技缺乏突破性的創新，另外則是各種產業的產能發生了產能過剩的情況，

特別是傳統工業，這種情況特別嚴重。我們該如何突破？便需要從數位網

路、奈米科技等方面著手。以奈米為例，如何對原子進行 Re-arrangement，
讓材料的物理屬性有所不同？而 application方面又該如何？這些都是未來
科技需要突破的地方。 

現今有很多科技都具有突破性，例如超導體，但超導體必須在零下很

多度才能有所作用，所以這也是個問題。另外，生物科技方面，ＤＮＡ的

重新 Re-arrangement也是一項很大的問題，如果基因學發展出來，將對人
類有很大的改變，因為過去人類的觀點建立在一定的物理觀念，特別是牛

頓的機械觀，但是生物科技的發明之後，將會有所改變，這些都是值得我

們注意的地方。 

一個時代的產業變革，除了技術突破之外，還需有意識型態的搭配，

如果只有技術，沒有意識型態的搭配，也無法進行產業變革。以中國為例，

中國人有很多技術，除了紙之外，還有火藥、指南針、紡織技術，甚至鋼

鐵技術，但為何擁有這麼多好的科技，中國人卻走不出現代文明的地位，

十四、十五世紀時，中國可能仍是世界上科技方面最領先的國家，但當時

的皇帝都是重農抑商，因為農民一方面囤田、種東西，而戰爭時，便被找

去當兵；在意識中，便無形的貶抑了商。另外，還有所謂的祖傳秘方，當

有好東西時，我們不會傳給別人，會自己留下來。但現在的觀念不同，若

擁有一項技術，除了自己製造之外，還會將技術賣給別人。當然，現在的

法令較為完備，擁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所以可以賣技術。 

一項科技的發明，並非微小的發明，而是一項重大的突破，而奈米計

畫可能就是一項重大的突破。現在的資訊工業雖然發達，我們也知道它是

促成我們經濟活動的要素，但是它的力量是否夠大？我個人認為還需要觀

察。以數位網路來說，它是一種整理，但是在材料方面的突破仍有待觀察。

而一項產業革命的基礎，除了技術的突破之外，還需搭配意識型態。工業

革命除了瓦特的蒸汽機之外，也是因為當時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興起。 

回到台灣，在談產業問題時，我常喜歡談到一個模型，即以 Innovation 
 Design  Engineering  Merchandise  Manufacturing  Marketing來
標示產業發展的過程，台灣過去到現在的產業發展，走了一條所謂的逆向

垂直整合，即是由後往前走。翻開台灣所有的產業史，可以發現每一個產

業大致都走這樣的方向，從下遊走到中游，再走到上游，例如王永慶的塑

化工業。鋼鐵工業也是，從簡單的拆船方式，將船板拿來軋鋼，慢慢走到



中游，而現在已經走到原料的部分。不論是化工工業、鋼鐵工業，甚至紡

織工業、製糖業等等，大部分的工業都走這樣的方向。在這些變化當中，

何謂第一次產業革命？我與蔡先生討論的結果，認為可以一九七０年作為

分界，我們認為一九七０年代的十大建設期間可說是台灣第一次產業革

命。一九七０年時，所有的工業幾乎都是以逆向垂直的方式走過來，而現

在仍有很多上游部分是內需，即提供原料給中下游，而中下游則大部分是

外銷。 

一九八０年之後，政府做對了一件事，即發展「策略性產業」。策略

性產業的定義是：市場潛力大、產業效能關聯大、附加價值高、技術密集

度高、能源需求低、污染程度低的工業，無形中，這個觀念便帶動了資訊

工業的發展。這段時間，環保運動興起，勞工意識也興起，很多傳統工業

的生產成本無形中便提高了，因此，這些依靠工資低廉、勞力密集的工業

便往外移。現在很多產業移到大陸，很多人擔心產業空洞化，事實上是這

一部份的產業移出的特別多。 

檢討整個過程時，台灣在高科技方面仍有一個問題，雖然我們是ＩＣ

公司，但是我們的設計能力仍不夠，甚至無法掌握ＩＣ的原料。台灣走到

現在，商品化的問題大致 OK，但是在製造機器或進行設計方面仍然不夠。
以台積電為例，台積電最主要仍是 Process Technology，仍須突破 Design
的部分，但台積電是晶圓廠，沒有產品，只有製程，不像其他公司有最終

產品。 

在台灣產業結構的變化方面，台灣近十年來的製造業生產結構在一九

九０年時，四大行業---民生工業、金屬機械工業、資訊工業、化工工業中，
民生工業的產值約為五千多億，佔製造業的百分之三十二，由於勞力外

移，到了二０００年，已經不到百分之二十。相反的，資訊電子業在十年

間，從百分之十四、十五，提升到約百分之三十五，對 GDP 的貢獻相當
大。 

值得一提的是，產業在變化當中為何有競爭力？以高科技產業為例，

各位可能認為高科技都是在冷氣下做事，如同阿扁總統所說的綠色矽島，

其實，真正讓高科技業具有競爭力的，仍是在人力方面。由於台灣過去訓

練這方面的人才素質很高，但他們勞動力與待遇方面，和世界各國相較，

我們人的素質好，但是待遇並不像國外高科技專業那麼高，因此台灣的高

科技業有很好的競爭環境。以上所說的是台灣產業的特性以及結構的變

化。 

在如何邁向二次工業革命方面，我們可以由產業特徵、經營導向、產

品特徵，以及核心產業的要素、企業管理特徵、市場特徵、流動特徵、技

術特徵等方面來看第一次產業革命與第二次產業革命的不同內涵。以產業

特徵為例，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現在則要走向知識密集、高附加價值的產



業方向。最近經濟部正推動一項高附加價值的運動，希望尋找高附加價值

的產品。以咖啡為例，大家都喝咖啡，但為何 Starbucks可以從街頭賣一杯
幾毛錢，到現在一杯幾塊錢？ 

由經營導向來看，第一次革命時是由供給面來看，但現在必須以需求

面來看問題，因此重點不太相同。第一次革命時是產品如何標準化的問

題，而第二次工業則要尋找原生性，並且要加上服務，整個產品已經變成

Product Line，而非只是 Product。 

目前提升競爭力的產業面臨了幾個問題，第一、台灣的高科技產品普

遍沒有自己的品牌，除了宏碁電腦的 Acer之外，國內的資訊產業並沒有品
牌。第二、我們在研究開發方面的投入仍然不高，雖然一九九七年到二０

０一年已經由百分之一點九增加到百分之二點二，但是相較於日本的百分

之二點八七，仍然差很多，更不用說美國了，美國的 R＆D Research約有
百分之三，以他們國民所得乘上百分之三來看，金額比台灣的國民所得還

大，也就是他們投入在 R＆D的部分，比我們多很多。除此之外，企業也
面臨了往上一層的人才不足的情況，必須等你們這一代趕快上來。另外，

台灣有一種普遍的現象，即代工已經面臨了挑戰，國外企業可以到東南亞

或台灣找公司，然後在大陸設廠，將慢慢移出台灣。 

台灣產業二次革命時，我們應該以何種策略因應？在目前的全球競爭

壓力之下，我們如何擁有附加價值？如何知識化？如何找到競爭利基？每

件事情都有其學習曲線，而我們如何突破自己的學習曲線，進而趕上別人

的學習曲線？我們有幾個思考方向，即類似 Game Theory，縱軸是原有市
場及新市場，橫軸則是原有技術與新技術。如果我們要走新市場、新技術，

便需由多角化的創新來思考問題；若要以原有技術在新市場發展，便需思

考新產品的定位策略；對於舊市場、舊技術的部分，則需考慮原生性的價

值，即 Product Line如何走的問題；而在原有市場採用新技術方面，便需
提高技術效率，降低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學習曲線，這是很重要的概

念。學習曲線的基本重點是產品線的觀念，是一種新製程、新材料、新產

品、新管理制度，並重視智慧財產權。 

另外，在如何設立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方面，在談新技術、新

產品的同時，我們應該有一個基礎機構，進行各種研究，不需讓民間浪費

資源摸索，而這個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可以整合所有的

Information，告訴我們方向，如此可以對整體的學習曲線有所幫助。 

我大致列出了六點企業應走的方向，即產品線的觀念：如何找到新製

程、新材料、新產品，以及新的管理、智慧財產權的重視、設立台灣技術

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政府應該做些什麼？第一、在需求面方面，政府



應該營造 Replacement Market，即需求替代市場。需求替代市場是很重要
的概念，即隨著文明的進展，如何 Replace市場的 Demand。以美國的房地
產為例，為何他們的房子可以越蓋越好？有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都市計畫

很好，他們可能規劃這一區的房子約賣美金三萬元，另一個地方可能是十

萬、二十萬。如何讓住在三萬元房子的人跑到十萬元的地方？而讓住在十

萬元房子的人跑到二十萬的地方？他們採用 Tax的方式，例如購買三萬元
的房子，可能需付百分之二十的稅金，而他們便以 Save Tax的方式讓他們
從事儲蓄行為，當三萬元的房子已經累積到兩萬多時，便可以賣掉房子，

再購買十萬元的房子。在經濟活動當中，很多這種所謂 Replace Demand
的方式，需要政府以租稅或金融政策的方式 Create新的環境，以推動需求。 

其次，由於現在的變化很多，因此政府要有符合企業創新，便需有彈

性的法規，以及經營的環境。有時候企業的變化很快，法規的配合很慢，

因此以舊的方法規範新的動作是最頭痛的，最近銀行界發生的問題便是如

此。另外，企業與金融界之間，應該讓銀行瞭解企業，讓企業與金融融資

能打成一片。最近便有一種讓企業界很痛苦的情形，因為銀行的逾期放款

很多，所以抽銀根的情形也很多。過去銀行放款，雖然對產業有所研究，

但是並不如產業或各公司負責人與經營者這麼熟悉本業，而銀行最怕的是

借錢後被倒帳，因此便依據不動產，只要有土地、有資產，其他如公司內

涵、產品等等，便不太關心，但突然間，不動產的價值降低，銀行的核心

價值觀便開始改變，倒帳跟著發生，逾期放款也越多，因此，銀行業越怕

了，而銀行越怕，便越不敢放款，如此一直惡性循環。 

最近工業總會開始提倡一個觀念，希望透過工業總會對工業本身的理

解，幫助銀行業瞭解如何徵信一個產業的問題，我們不是針對個別產業予

以保證，而是對產業本身，從工業總會的立場解釋給銀行聽，讓銀行瞭解

這個產業或這個公司是具有競爭力的。目前一般人容易誤解的是，認為產

業虧錢就沒有競爭力了，因此銀行不予貸款，但事實上，我們必須區別是

競爭力的問題，或是景氣循環的問題。在景氣循環中，該產業可能是較為

吃虧的，所以工業總會希望成立這樣的機構，以研究產業本身的特性，並

解釋給銀行聽。另外則是所謂的無形資產，企業界中有很多無形的資產，

書本上可以看到的是商標等資產，但很多公司中還隱藏著許多的無形資

產，而如何顯示這些無形資產，讓銀行界瞭解其價值？這些無形資產不會

表現在資產負債表中，但產業界知道，因此應該說給銀行聽。 

銀行除了怕之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信用擴張受限。資本主義中，銀

行最重要的是信用創造，而信用創造需依據其價值，因此，我們希望成立

類似徵信小組的機構，以徵詢的觀點幫助銀行解決無形資產的問題。現行

的遊戲規則中有很多不盡合理、不是帳面上所說的情形。舉例來說，假定

有一部機器，十年折舊一千萬，若以直線法折舊，則一年折舊一百萬，在



使用五年後，該機器的剩餘價值是超過五百萬，或是低於五百萬？現在會

計法規定應找專家重新核定，便需要工業界的專門人士加以判定。但銀行

不管這一套，就是扣除五百萬，其實在貸款時我們可以告訴銀行，這部機

器的價值其實比五百萬高，而且該公司的產品具有競爭力，其價值應該更

高，因此可以放心貸款，這只是景氣循環而已。當然，也可能是這家公司

完全不行了，沒有價值了。以上是工業對於銀根縮緊狀況的想法，也順便

告訴大家銀行與企業界如何發生互動關係，以促進產業發展。 

當然，產業的發展也需要產官學界，需要在座的學者、工業界，以及

政府單位誠心誠意的就各產業進行體格檢查，以找尋競爭利基，以及突破

學習曲線的策略，這也是政府應該努力促成的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需要說明，很多產業政策都鼓勵生，不鼓勵

死，其實產業若要生生不息，需要生也需要死，所以我主張政府政策應讓

一些產業安樂死。現在要科技發展，因此有很多免稅、利息等等鼓勵生的

辦法，但是產業要死掉時，很多舊機器都不能用了，應該加速其減少，政

府應該針對這個部分訂定辦法。舊的機器設備必須死掉，否則新機器、舊

機器混在一起，便造成了今天 Over Capacity的情形，進而延緩了我們生生
不息的速度。新的機器已經負擔了很大的折舊費，站在競爭的立場，舊設

備很難贏過新設備，除非是特殊的、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因此我們需要加

速其安樂死、快樂死的辦法，而這對二次產業革命是很重要的。 

另外，若要迎接 Innovation、迎接這個時代的來臨，我們一定要有創
新的體系。如果要做，則有三個方向，首先，需培育基礎科技，台灣在基

礎科技方面，雖然有很多如中研院等單位，但與國際相比仍然不夠，只有

從基本理論解決，才能產生新的觀念、新的方法。其次，政府也需穩定總

體經濟的因素。最後一點，需改善企業與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合作，不要讓

你們只在教室中聽講，應讓你們實實在在的參與生產，才能發揮你們的作

用；也就是你們不是來上學，而是來賺錢的。今天所談的是台灣二次產業

革命樣子，只是架構，此架構當然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我們希望能由

此開始慢慢的整理出來，台灣的確需要二次產業革命。 

最後，只有一個簡單的結論，資源就是知識。經濟學所要說明的是如

何適當的分配資源，以達到 Optimize的境界，相同的，我們也需對知識做
適當的分配。以上是今天所做的報告，謝謝大家。 

 

Q＆A 

Q1：請問您認為台灣的工業界是否真正做到國際化？目前台灣工業界的
國際化似乎是被動的，您認為二次產業革命是否應該進行真正的國



際化？ 

侯貞雄 董事長： 

我個人認為所謂的國際化，需看從哪一種角度切入，我們也有些

產品是Made In Taiwan，因此，如同我剛才所說的，缺乏自己的品牌
也是一個問題，但是若說台灣沒有國際化，似乎是說我們的產品是以

台灣市場為主，而非外銷市場，但其實我們很多產品都是外銷的。而

造成台灣一些產業無法外銷的情形，如要是因為匯率的問題。如果匯

率走到以前的四十或五十元，很多都可以外銷，若升值到二十元，無

形中，外銷市場便停止了，因此生產規模便實現在國內部分。當然，

有些是原料進口、加工出口，但這是勞動力的問題。其實高科技可能

就是贏在這裡，他們進口很多原料，在這裡加工，因為我們勞動生產

力的素質很高、待遇很低，也就是單位勞動生產力相對的比國外便

宜，所以造成可以外銷的情形。 

我很難確切的說明國際化的問題，可能是台灣有總公司，而美國

或其他地方也有公司，也就是 Market 是 Internationalized，當然這便
牽涉到 Own Brand的問題。若以流通速度來看，台灣其實很國際化。
若以貿易型態來看，即使走遍國際各個角落，你都可以看到台灣的商

品。但時代演變、資訊發達，現代科技都是自動化，以銀行為例，現

在很多產業已經不開信用狀了，已經轉變為東西一上貨，錢就匯到

了。對方銀行和我們的銀行已經串連，買賣雙方的信用都已經瞭解

了，因此程序便可縮減。銀行有兩項所得，一為利差，即為收放款利

息的差額，另一項則為 fee income，而目前已經競爭到手續費都很小
了。 

常有很多人罵台灣沒有國際化，但身為產業中人，我認為並非如

此。當然，我們的金融體系仍然很受限，而很多地方其實是我們綁住

自己，以匯率來說，雖然已經自由開放了，但尚未達到要多少錢進出

都可以，我們的錢進出也都要受限。雖然不像過去，所有外匯都有管

制，都要申請，但現在大筆的資金進出仍然需要說明。因此，以大環

境來說，工商業界有國際化的念頭，也許沒有的是政府。 

 

Q2：以董事長從過去到現在在東和鋼鐵的經驗，能否談談台灣第二次產
業革命中，鋼鐵業的部分，或是東和鋼鐵的部分？ 

侯貞雄 董事長： 

東和鋼鐵的產品主要為 H型鋼，鋼廠約為一百萬噸產量，是全世



界生產該產品中的五大廠之一。此產品在鋼鐵業中，屬於技術水準較

高的方式，一般鋼鐵廠的軋製方式為兩個滾輪，鋼經由滾輪中間成

形，而 H 型鋼，除了垂直兩面之外，還需上下兩面，共為四面，較
為複雜，而此種軋鋼機稱為萬能軋鋼機。此產品通常用於建築，而推

動此產品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設計師不會用，只有很少的結構工程

師瞭解這些問題。當時為了推動此產品，我們印了全世界很多的設

計，畫出每一個細節的圖，做出一本結構手冊，發給設計師參考，而

目前不但已經 disc 化，並且可於網路中找尋。以上是第一步，即讓
人家認識我們的產品，第二部則是，很多業主雖有需求，但不知道空

間利用的方式，而 H 型鋼最好的地方便是可以節省很多空間，因此
我們會給予他們一些建議。這些便如同我剛才所說的，原有的技術在

新的市場，如何將 Product Line的服務向上延伸，以服務客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