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場：92/05/08（四）   12：00—14：00 AM 

        主講人：建華銀行  盧正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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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經理人之養成』 

背景介紹：華信銀行為 1989年政府開放銀行設立之後，第一批
獲准開辦的新銀行之一。籌備初始，即以「顧客第一、

穩健確實、團結和諧、創造利潤、回饋社會」為最高經

營理念，並以建立一家「泛太平洋區域主要的綜合性商

業銀行」為銀行發展的願景。而 2001年 9月 28日與建
弘證券及金華信銀證券宣佈共組「建華金控」後，更成

為國內首家銀行與證券「異業結合」的成功案例，而華

信銀行也更名為「建華銀行」。建華銀行自 1992 年 1
月 28日成立迄今已逾 11年，已發展為全功能之跨洲銀
行。而從催生到經營管理，建華銀行董事長盧正昕，不

但是建華的精神導師，更是靈魂人物。盧正昕先生在外

資的眼中是一位「透明」先生，因為他帶領的華信銀行

和建華金控營運最透明；他也是同業中的「獲獎」先生，

從華信到建華，獲得無數國外專業雜誌獎項。其優異的

專業經營管理能力，更贏得國內外法人對他帶領的團隊

持續正面的口碑。 

 

 

 

 

 



專業經理人之養成 
 

建華金控 執行長 
暨 

建華銀行 董事長 

盧正昕 

張重昭 所長： 

今天非常榮幸，請到國內知名的建華金控以及建華銀行的最高負責人盧

正昕先生到此演說「專業經理人之養成」，首先簡單介紹盧先生的資歷，盧先

生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也是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的企管碩

士，目前是建華金控的執行長，也是建華銀行的董事長，同時也是香港華信財

務公司的董事主席，以及美國遠東國民銀行的董事長。在國內金融界，這樣的

資歷是非常罕見的。盧先生曾經服務於全世界最知名的花旗銀行長達十八年，

而他進入花旗時，花旗在台灣並非如此的 profitable，但在盧先生的領導之下，
花旗從一年賺幾百萬美金，成長到一億美金的營業績效，相信在國內來說，這

是沒有人能與他相提並論的卓越績效表現。 

建華金控集團的資產金額高達美金一百二十八億元，淨值約為十三億美

元，一九九九年時更被最著名的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亞洲之星」(The Star of 
Asia)。同時，建華銀行在盧先生的領導之下，也在二００二年九月份贏得全
球金融雜誌的五項大獎。建華金控成立於公元二００二年，目前旗下有知名的

建華銀行、建華證券、建華租賃、建華財務公司，以及美國遠東國民銀行。 

事實上，我很早就在報紙上看到有關盧先生的介紹，盧先生是國內金融

界最知名的專業經理人，而他的成就完全憑藉著他自己的努力，他的專業素養

可說是國內金融界、銀行家中，最值得推崇的。我們現在便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盧先生為我們演講。 

 

盧正昕 董事長： 

今天很高興到此演講，剛才所長介紹時，說我在花旗銀行工作十八年，

但我自一九八七年離開花旗銀行至今也已經很多年了。我在花旗銀行工作的十

八年間，學到很多很好的事情，以及很好的觀念。我於一九七０年進入美國花

旗銀行，當時美國花旗銀行的規模大約和我們現在一樣，總資產約為一百三十

億美金，全世界花旗銀行的 VP只有三十三個。當時，花旗銀行需和其他銀行



競爭，如 Bank of America、Chase Manhattan、JP Morgan等銀行排序。 

你們看商業週刊的報導就可以知道，我當時寫了十幾封履歷表，都被他們

丟掉，但我仍然一直去申請，直到最後，他們有個人打電話過來，告訴我：「老

兄，請不要再送履歷表過來了」。當時花旗銀行希望招募很多很能幹的人，他

表示我的學校太爛了，他們不會收的。當時很漏氣，但我仍然很堅持。通常

interview是公司付飛機票與旅館費，但當時我表示，不需要他們 pay interview，
只要給我機會，我自己過去。結果我就自己從 Indiana坐了二十個鐘頭的交通
工具過去，住在一個亂七八糟的 YMCA的旅館，而且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因
為養兵千日，要用在一時啊！所以你們畢業找工作時，presentation 很重要。
我把花旗銀行的東西念得非常清楚，他們所有的資料我都看完了，讓他們覺得

很神奇。第一個面談的主管就是打電話要我不要過去的人，我認為他是想直接

要我不要去了，要我死了心，但我竟然還說要自己付錢，所以他也沒有辦法。

我說這些是希望告訴你們，將來找工作時，一定要找一家你喜歡的公司，這非

常重要，如果你覺得它是沒有深度、什麼都不好的公司，那麼你進去之後，就

沒有太大的機會。但是，要進入好的、有制度的公司，就必須花費很多精力。

當時約有五、六個 interview 我的人，每一個都可以刪掉我，最後我仍然進去
了。 

後來，拿到 offer letter時，我拆開來看，年薪二萬四千美金。一九七０年
的二萬四千美金，讓我的兩隻腳在地上飄了一、二個星期才回到人間。這時我

才知道為何這麼多人想進入這家銀行，他們這麼囉唆，而且只要哈佛、史丹佛

等名校，而印第安那根本不在他們的眼裡。以McKinsey Consultant Company
來說，他們只要四個研究所，哈佛、史丹佛、Northwestern，以及 Wharton，
其他都不要，其他的連履歷表都不必送，他們根本不要，講關係也沒有用。你

們看McKinsey Consultant就知道，進去之後，他就給你很多的培養。McKinsey 
Consultant最好的優點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他們有 Global的 database，全
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資料都集中在一起讓你去看，而人的差別就是知識的領

域。 

當時我拿到二萬四千元的 offer，便寫信給我爸爸，我爸爸是公務員，一個
公務員，只領一份薪水，卻有五個小孩。我們小時候很慘，當時看一場電影十

元，我們就需要七十元，所以連看電影都是一件大事。我是老大，所以我們家

吃雞時，我從來沒吃過雞腿。一隻雞只有兩隻雞腿，通常要讓爸爸先吃，因為

爸爸辛苦了；有時候爸爸不吃，接下來就讓唯一的妹妹吃，然後就是最小的弟

弟。我是老大，怎麼輪也輪不到，所以從來吃不到雞腿。以當時的物價來說，

一部 Volkswagen的金龜車只要美金一千八百元，我一個月可以買一部汽車！ 

進去之後很辛苦，但是也學到很多東西。當時他們同時用了八十位MBA，
報到時，我以為這麼貴的薪水，應該只有少數幾個人，沒想到卻有八十個人，

其中只有兩位東方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日本人，其他七十八位都是美國人，



而美國人中，大多數都是猶太人，猶太人是最聰明、最能幹的。另外，他們都

找身材高挑的，而且多半是男的，因此我便常跟他們說不要欺負我，我是

minority。過一陣子熟了之後，他們告訴我，我不是 minority，我是 zero，因
為 minority 需要 10%以上才可以稱的上，而我只有八十分之一，怎能說是
minority！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掙扎，磨練出永不放棄的精神。我最大的本
領就是 persistence，做什麼事都一定做到底。雖然才說的很輕鬆，但要進花旗
銀行並不容易，就像你今天希望進哪一個公司，就一定要進哪一個公司，如果

覺得中國石油公司很好，就要進中國石油公司，如果覺得台塑集團很好，就要

進台塑，而不是碰到哪裡就走到哪裡。外國人說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也就是說，你有 will，就有一個 way。 

另外，以今天的 SARS為例，我從以前就建立一個觀念，美國的工作倫理
是，如果你今天上班時稍有傷風感冒，主管便請你回家。我們以為是主管對我

們這麼好，其實不是，他是怕你傳染給其他人！而我們中國人的觀念剛好相

反，會認為說，老闆，我領你的薪水，連生病都來上班，這表示我很忠誠。 

二十一世紀來臨時，我們說 Paradigm Shift---典範轉移，大家都知道，所
有的東西、方法都在改變，而未來的世界中，需要很多專業經理人。今天台灣

的公司治理，排名已經很落後了，在亞洲已落後於韓國，甚至連中國大陸的官

方版本都比我們好聽。為何如此？因為台灣一百家上市公司中，約有七成是由

家族管理的，家族成員既有所有權，又是經營者。但是潮流逐漸在改變，如果

是以爸爸傳給兒子的模式來經營的，很多家族都已慢慢蕭條了。因為若以家族

傳承，不會找到最好的人。若女兒做董事長，兒子做總經理，就會有一大堆跟

屁蟲，一些好朋友都跟著來了，請問怎能好好經營？ 

family business也有其重要性，例如當公司經營的不好時，這些人不會拔
腿就走，會繼續撐到底。但二十一世界時，公司逐漸變的很龐大，需求的資金

也變的很龐大，以我們銀行為例，現在買個東西可能要三億美金。以我在金融

業服務這麼多年，我們一直努力變大，因為太小的沒有用。例如現在美國打仗，

派一百條驅逐艦都沒有用，因為跑不遠，必須派航空母艦。 

前一陣子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告訴內部同仁，表示現在應是霸、王道雜之，

秦始皇很霸道，但只統治了十六年。而漢朝則是王道、霸道二者混雜使用，因

此統治了四百多年，從西元前二百年到西元後二百年。以台灣來說，現在非常

自由，也因此你們面對的問題比我們多。你們有手機、internet，還有信用卡，
這三項東西就可以把你搞垮。天天打手機，怎能 focus？好不容易準備好要讀
書，手機卻響了，或是上 internet看一堆和你無關的資訊。以前我們要買房子
時，便問問身邊的人到哪裡買房子，問了幾個人之後就去買房子，而現在要買

房子，上網一看，有五萬間房子，根本不知道要買哪一個，這便是資訊太過氾

濫。最近 SARS的資訊便是太過氾濫，沒有 focus。 

以後需要大量的專業經理人，中國大陸需要很多專業經理人，台灣也需要



很多，台灣專業經理人以後還要到大陸做專業經理人。現在的年輕人，覺得長

官沒什麼了不起，教授也沒什麼了不起，但我以前在花旗銀行工作時，長官便

是你的一切，長官要升你就升你，要廢你就廢你。他們要 fire你很快，只告訴
你雖然需要一個月前通知你，但我們現在先發給你一個月的薪水，你從今天起

就不用來了，鑰匙拿出來，Goodbye!現在還很多人無法接受這樣的事，但很多
好的公司都已經慢慢的開始嚴格的處理這件事。 

當時在花旗銀行工作三個月之後，長官為了慶祝我們撐下來，沒有被 fire，
就請我們吃中餐，但要求喝酒時只能 order三種酒：Gin Tonic、Bloody Mary，
以及 Bourbon Seven-up。吃飯時看到酒單，什麼都有，但我們只能點這三種酒。
吃完之後，長官告訴我們，下午還要上班，而這三種酒的揮發性比較強，

bourbon、gin，以及 Bloody Mary的 Vodka都是揮發性的，下午上班時就不會
有酒味。身為長官的人，沒有酒味就不會受到性騷擾。美國對性騷擾的定義是，

即使是人家來找你，只要你的位階高，你就是 sex harassment。以我來說，我
在銀行裡是位階最高的董事長，任何一位女同事告我，我都是 sex harassment。
所以在美國，晚餐叫什麼酒都可以，但是 lunch就不行。從那時候開始，我們
就養成乖寶寶的特性，聽別人的訓練。當時我二十多歲，在美國工作的八年的

期間，我就像海綿一樣，每天都很操，很珍惜那個飯碗。因此，你們若要找工

作，不能找一個你不 care的飯碗，必須要 care的你才去。但是你 care的飯碗
大家都要去搶，要讓人家請你，你就要成為專業經理人。接下來我就要說明如

何成為專業經理人。 

首先要說的是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其次是專業經理人以及專業經理人

的執行力，接下來則是用人的哲學與個人的心得。在知識經濟方面，只有四個

重要的東西：第一、Globalization，即全世界就是一個地球，現在倫敦發生事
情，馬上就會影響全世界。第二、IT Capability，就是以電腦來操作所有東西。
第三、Innovation，創新，很多事情都是靠新的東西而成功的，winner takes all。
第四、Human Capital，在座的各位都是 human capital，中華民國能夠成為一個
不錯的國家，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human capital，我們有一百五十家大學，
有這麼多大學生。以前有人要去泰國投資，我就說不要去，因為泰國一年只出

兩千個大學畢業生，而台灣一年則有二、三十萬個大學畢業生，搞的懂正電、

負電的有十幾萬個人，而泰國兩千個大學畢業生中，可能只有五百人懂，怎能

設廠？所以，human capital是最重要的。 

以我們來說，建華有四千多位員工，人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們不缺人，缺

的是有專業訓練、認真做事的人。有好的專業經理人，兵強馬壯、戰將如雲的

組織就有競爭力。花旗銀行在一九七０年到一九八０年間，贏過了美國所有的

其他銀行，成為最好的銀行。這是因為他們兵強馬壯，第一年用了八十位，第

二年用了一百二十位，之後用了三百位研究生。因此，兵強馬壯是很重要的。 

其次，財富方面則是「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如果沒有錢，就



要靠讀書。以我來說，我現在不是窮人，也不是非常有錢，但是我 OK，就是
因為我拼命唸書，讀很多書，知道很多事情。而有些人很有錢，仍然需要唸書，

如果肚子裡面一點東西都沒有，即使有錢，人家也看不起你。知識經濟，粗淺

的來說，就是有知識、有 know how的就會有錢，就是「貧者因書而富，富者
因書而貴」。錢不是最重要的，但仍是相當重要的，有了錢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專業經理人部分，專業經理人就是資本，我常說有兩種 capital，即
financial capital & human capital。一家公司若仍然在說 HR(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的話，表示該公司已經落後了，新的字眼應該是 Human Capital。
另外，如果還有人說公關部門，也表示這家公司落後了，現在應該叫

Mar-Com---Marketing Communications。在兩種資本中，目前不缺乏 financial 
capital，缺的是 human capital。但這不表示缺人，不是有人就有 human capital，
如果比人多，中國大陸、馬來西亞、新加坡都贏我們。human capital主要是發
展個人專業能力，以及對組織有實質貢獻的人。所以我常要求同事，業務能力

加上管理能力，再加上實質貢獻，必須長期大於你的職位與薪水，才能有長期

的發展。很多人因為一些緣故，搞了一個很大的職位，薪水很高，但上述的三

種能力都沒有，那麼很快就會被淘汰了。 

所以，到了我這個年齡，只是要一個舞台演我想演的戲，所以才要卡住這

個位置，否則，做不做董事長都不重要。我們去年招了四百人，兩百五十位大

學畢業生，一百五十位研究生，今年因為 SARS，無法考試，所以只找研究所
學生。但是，到我們這裡的學生，很多人連 focus都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專心
做一件事。像我們這種人，可以一下子就進入狀況、進入主題，可以搞八個、

十個鐘頭。但是很多年輕人在學校裡混了四年，沒有辦法 focus，搞個東西一
下子就覺得煩死了，就 give up了，怕麻煩。怕麻煩的人業務能力就不好，業
務能力要好，就必須天天打電話求見人家，可是人家不見你。每個人都要見你

的老闆、經理，而你只是業務員，就必須天天求人家。例如要看一家公司，就

必須瞭解那家公司，必須天天去拜託人家。 

管理能力也不容易，你們剛進去不是管人家，而是被人家管，就像當時我

們第一天上班時，老闆就說不可以穿白襪子。上班時，男生穿西裝打領帶，只

需買兩種顏色的襪子，因為襪子應以鞋子顏色為主，而上班時只會穿兩種顏色

的鞋子：黑色與咖啡色。穿深咖啡色鞋子時，就以深咖啡色的襪子搭配，而不

是配襯衫；紅襯衫穿紅襪子、藍襯衫穿藍襪子，以為自己配得很好，其實錯了。

我在美國工作時，hippy很流行，而當 hippy也很不簡單，必須全身都很 hippy，
不能全身都穿 hippy，卻背一個 Chanel或 Gucci的皮包。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而這個 formula也是我們對同仁的要求。我們有很多不敢升遷，為什麼？以辦
事員來說，升遷為主管之後，必須和同一級的主管相比，可能原本在副理時混

的很好，評等為優等，升到經理之後，相比之下可能就變成末等了。末等的不

能加薪，還要受到警告信，三個月若不改進，請自動辭職，而收到這種信的，



通常都會辭職。他們收到信後就會到處找工作，找到之後再回來說建華銀行很

爛，所以要離開，到別的地方去。 

在專業經理人應有的能力方面，有幾點可做參考，第一、專業能力，例如

生化、電子、商科、會計、法律等等。第二、行政能力，例如檔案是否整理的

很好，我看過很多人的檔案整理的很好，也有些人的檔案亂七八糟，每次跟他

要東西，都看他在找東西，永遠都在找文件、找名片。這樣的人行政能力就很

差，自己都管不好，如何管人？第三、交易能力，就是能夠做好交易，很多人

的計畫寫的天花亂墜，但最後必須要懂得釘扣子，意思是賺錢。就算用最好的

材料、最好的設計、縫工等等，如果最後不釘扣子，衣服就不能穿。就算釘好

扣子，最後沒人要買衣服，仍然沒有用，仍然需找人買，所以交易能力很重要。

第四、鼓舞別人的能力；專業經理人要懂得 motivate別人，以我來這裡演講為
例，我就必須 motivate你們，在座的應該有九成以上，將來都會是專業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就必須能夠鼓舞別人，不能說漏氣的話。 

第五、整合能力，這不是要別人給你很多東西，你才來整合。花旗銀行給

我們的訓練就是，給你一個名片、一個電話、一個桌子、一份薪水，其他的就

要你自己去砍殺，並不是給你一百萬美金，讓你去做。今天能幹的人大多是從

無變有，無中生有只有老天爺才能做，我們沒有辦法憑空變出一棵樹來，但是

可以把樹弄到自己的院子來，這就是從無變有。以前沒有建華銀行或華信銀

行，我是第一位寫出業務計畫，到處搜，搜了一百億台幣，找了兩萬個股東，

還要找經理人、要考試、面試、拿到牌照等等，點點滴滴的走過來，因此要有

整合的能力。 

第六、人際關係的能力，這項能力是我很得意的部分，看看你跟人家的關

係好不好，結婚後跟先生、太太的關係，以及跟爸爸媽媽的關係等等，都可以

考量。我剛和太太結婚時，太太認為我們念商的都很銅臭，而人際關係就是你

可以給人家用、讓人相信、讓人喜歡。例如，我太太說我上班很辛苦，晚上要

燉菜頭湯給我吃，我說好，便開始想說晚上要吃菜頭湯。回到家裡卻變成雞湯，

雖然湯升等了，我還是會不爽，因為我一整天都想著菜頭湯，回來卻變成雞湯。

信任是點點滴滴的總和，所有芝麻綠豆的小事加總之後，我就相信你。不可能

就只是相信，一定是很多累積的經驗才叫相信。另外，喜歡更為抽象，為何大

家願意買 SKII，為何要染金頭髮？就是喜歡嘛！喜歡是抽象的東西，是主觀
的認定。但是我常跟同事說，像我們這種結婚很多年的人就知道，愛情其實很

短暫，最重要的是感情，夫妻兩個人有感情才能持久，只有愛情而沒有感情的，

請忘了他吧！如果上述三樣東西你都擁有，那麼你的關係便是 excellent，例
如，我相信我太太，喜歡我太太，三種有兩種叫做 Good，有任何一個則是有
關係，若三個都沒有，就是 acquaint。例如，我今天碰到你們，但可能下半輩
子都碰不到了，只是有緣在此相聚兩個鐘頭，只有相互知道一下而已。以我來

說，要衡量與上司關係好不好，就衡量上司可不可以用我？上司是否相信我？



上司是否喜歡我？假如三者都有，關係便是 excellent，有任何兩個是 Good，
有任何一個，就是有關係。 

但是，專業經理人必須搞清楚，人家為什麼需要付你這麼多薪水？今天研

究所畢業，一個月四萬五千元，為何你什麼都不懂，還要付四萬五千元來教你？

所以一定要能被用，我年輕時，人家叫我做事、跑腿，我都跑的上氣不接下氣。

人家叫我 copy，我可以想說他們欺負我是東方人，但是我沒有，我說好，copy
時發現文章寫的不錯，便問他是否可以自己留一份 copy，因此我就有一份整
體的很清楚的檔案，而如果我的想法是認為他們歧視我就完了。就像我兒子總

認為爸爸每天在整他，我心想，我若不愛你，整你幹嘛！我常跟我們的主管說，

哪一個小孩不是爸爸媽媽的心肝寶貝，送到學校就是希望老師認真的教他，教

就是要糾正。當然很多人都說要講好聽的話，很多 family很 warm，就是只講
好聽的話，但這樣小孩將來不會成就大事，必須互相有建設性的批評才行。 

第七、要不怕麻煩，如同剛才所說的，怕麻煩就完了。像我活著就很麻煩，

每天像機器人一樣，要刷牙、洗眼鏡、梳頭髮、穿衣服、打領帶、穿西裝、穿

襪子、擦皮鞋、吃早餐、看報紙、看新聞，每天都做同樣的事。這些能否選擇？

不行。所以要不怕麻煩，跟環境一起成長，只有跟環境一起成長的人，才可能

生存。 

第八、處事待人要認真精明、周密誠懇，這八字箴言很多人一輩子都做不

好。你認真嗎？說要把東西 copy、e-mail給別人，說了之後卻不做。專業經理
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交代，人家交給你辦的事情，你要回報給人家，告訴人家這

件事可以進行、不能進行，或是目前正在 pending。所有的事情都有三個結果：
可以、不可以、或許，但很多人都不交代。我把事情交給同事，他就要回來跟

我交代，要告訴我這個可以、這個還要等一等，或是這個不可能、不能做。精

明，就是要精、要明白道理。精就是要操練、多做，才能明白道理。周密就是

要周到、滴水不漏。誠懇就是不要假仙，很多人講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而

人生很短，不必要這樣。做到這八個字，專業經理人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擔任主管時要「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做生意的，就要「貨暢其流、地

盡其利」。我現在的工作就是，到我們這邊上班的，我們就要確保他成為一位

專業經理人。就像今天你們考上台大，教授就要確保你們成為有競爭力的學

生，出來之後能夠做想做的事。另外，「知人善用、合理授權」方面，就是胸

襟要大，要有務實的規劃，遠見要大。 

在「人財的發展途徑」方面，此處的「財」不是別字。學生時期約有二十

年，要 study & learn，study就是在學校讀書，learn就是要學習 family business，
很多人認為只要在學校讀好書就可以了，錯！還需要 learn 你的 family、你的
舅舅、阿姨等等，都要和他們有所交往。你們現在就是要做這兩件事，讀書，

還有學習社會的事，學習跟親戚朋友與家人相處。台大就是出名的書讀得很

好，但其他事情都不會，這樣不行，不是專業經理人。以我的兒子來說，我們



要跟阿姨吃飯，他會說不要去，但是不行，一定要去，必須學習跟阿姨之間、

表姊表妹之間的往來。人是群體的動物，不能只和同學在一起。同學常會給你

很多錯誤的觀念，現在的小孩，審美觀、漂不漂亮都是向同學學的。 

出來工作之後，前面十年是 work hard，不論做什麼事，都要 work hard。
第二個十年就是 work smart，一般人不願意 work hard，但如果不 work hard十
年，你無法 work smart。Work smart十年之後，就開始 work result，這時通常
已是部門的主管、經理。以我現在來說，一年必須賺四十億台幣，如果只賺了

二十億，當然就必須被掃地出門，就算人家不掃我，也要自己掃自己。就算

SARS來了、金融危機，都必須背負 result的責任。Work result之後就要 work 
future，以我現在來說，我們太小了，需要併購。我們有四千多億，約為一百
三十億美金，其實已經不小了，人家說我十年可以搞出一百三十億美金，還蠻

能幹的。我們約有五、六百位 MBA，所以只有大學畢業不夠看，還要努力唸
書。現在聽說從大二就有人補習要念 MBA school 的，因為現在的學生不夠
focus，我大學畢業的英文程度，比你念研究所時還好。大家都有太多玩意了
一下手機、一下 internet，還有信用卡可以刷，不像我們以前很 focus。 

之前有人拿名片給我，我一看發現不對，告訴他應該是 headquarters，而
不是 headquarter。他是很大的公司的董事長，我告訴他之後，他表示他們的同
事說 headquarter是對的。我說，headquarters是沒有單數的，只有複數的字，
名片印 Headquarter Taipei，就是亂七八糟。人類競爭是細節的執行啊！舉例來
說，以前我們在花旗銀行，寫信給人家，結尾規定，不認識的要寫 very sincerely 
yours、very truly yours，假如認識，就寫 sincerely yours或 sincerely，越短表示
關係越密切，越長表示越沒有關係。就像我現在寫給我太太，就不能寫 very 
sincerely yours，中國人以為這表示我很尊重太太，但其實這可能表示之間沒
有關係，要斷絕往來。認識幾十年的高階主管寫信給我，結尾都寫 yours ever，
聽起來很肉麻，但這是國際的慣例，而寫給我太太就要寫 love。這些都有一定
的規則，不是亂來的，我工作時便學了很多這種東西。 

經過以上四個階段，將來我退休之後，才是 work free & happy，而你們現
在是，不經過這些階段，從學生就直接 free。什麼 work hard、work smart、work 
result，forget it！就直接 free，但是你不 happy。大家都聽過一個故事，一位很
有錢的人，拼死賺了錢，目的就是到海邊去曬太陽，結果到海邊時，發現土人

就在那裡曬太陽，土人說你這麼辛苦幹嘛，我從早就曬太陽到現在，曬了四十

年。但是，我保證那個土人沒有什麼可以想，如果是王永慶先生坐在那邊，王

永慶就會有很多美好的回憶，這有相當大的不同。所以，你可以馬上就 free，
但是不 happy。像我就很 happy，你們看我幾歲，五十九歲還是蹦蹦跳的。每
個人都可以這樣子，但是你要成為專業經理人，就要經過這些 procedures。 

在專業經理人應有的特質方面，需有強烈的成長意願，這是最重要的部

分。在座有幾位記者，要成為好的記者，也要有強烈的成長意願、積極的工作



態度，對組織要經常有貢獻。還要屢敗屢戰，不能人家一打就不行，如果人家

一打我，我垂頭喪氣回家睡個覺，但第二天又來了。另外，還需持久的讀書，

讀書讓你長進。我們也要一直讀書，但是並非像小時候一樣的精讀，只要知道

它在說什麼就可以了。其次，還要有冷靜的頭腦與溫暖的心，頭腦要很 cool，
心要很 warm。 

一般來說，假如你今天進入公司，還沒有成為專業經理人，仍在金字塔的

外面，必須熬了十年之後，才能成為管理者。有些管理者，做到死都只會做管

理，不會成為經營者。經營者需要能夠開天闢地、從無變有。領導人則需要給

人家希望、給人家 view，給人家未來，這是更難的。你們不要以為從學校出
來，找一份工作，就是管理者，沒有這回事，這是十年之後的事情。所以我們

說的是專業經理人的養成，必須經過很多時間才能養成的，必須先養，之後才

能成。 

我常跟同事說，一定要找一個好的公司，像我就是找花旗銀行找對了，在

花旗銀行裡，被人家除蟲拔草、澆水施肥。何謂除蟲拔草？就是天天被人家 K。
像我寫信，最後用 sincerely yours，他們就說不對，應該寫 very sincerely yours。
又例如吃西餐，大家都知道吃完之後要將刀叉放在一起，表示吃完了，可以收

了，但是我們當時的要求是，刀叉要放在四點鐘方向。人類競爭是細節的執行，

我到美國去，好的餐廳連圍巾都有兩種顏色，一種是白的，一種是黑的。有什

麼差別？因為現在大家流行黑的西裝、黑的裙子，而一百多美元的餐廳，人們

穿的都是毛料的衣服，如果用白的餐巾，放在黑的毛料西裝上，就會黏上白色

的毛。所以他們看你穿深色衣服，就給你黑色餐巾，才不會將你的黑衣服染上

白色的毛，所以人家一頓飯收你一百五十元美金。我常說，如果門口放兩台汽

車，一部是國產的，一部是雙 B，每個人可以開一部走，90%以上的人會開雙
B，只有 10%或 1%，秀逗的人才會開國產的。為什麼雙 B好？因為 BMW的
車子，開了五年也不會吱吱嘎嘎響，車窗搖起來，聽音樂就是聽音樂，但買便

宜的車子就不是這樣。另外，何謂澆水施肥？發薪水就是澆水，施肥就是年底

的 bonus。只有進入好公司，才有這種機會。進來時是小苗，慢慢栽培就會變
成大樹。以前我進花旗銀行時也什麼都不懂，後來就可以說我知道很多東西，

寫東西給人家都很準確，不會亂寫。 

另外，專業經理人的執行力在於積極參與、全力投入，做什麼事都要如此。

談戀愛也要積極參與、全力投入，如果半談不談，結果就是什麼都沒有。賺錢

也是，不積極參與、全力投入，怎能賺到錢！大多數的人是一輩子半弔子，沒

有辦法出人頭地，因為不知道何謂積極參與、全力投入。讀書就是要 study & 
learn，工作也要積極參與、全力投入。不要認為只賺這麼一點錢，幹嘛這麼認
真。玩也需要積極參與、全力投入，不要玩的時候想到讀書，讀書的時候想去

玩。 

執行力這本書大家都知道，講的是對的人才。不是今天你聽我講了之後，



就會變成人才，這只是告訴你，要找一個好的機構，給人家除蟲拔草、澆水施

肥，經過剛才所說的發展過程，成為一位專業經理人。以對的策略，完成對的

營運。但只有這樣還不夠，還需要快速，就是有 time table，有 schedule。最近
有人寫了很多 formula，例如 winner = marketing × (quality + service + innovation 
+ speed) ÷ cost。類似的 formula很多，但是重要的概念要有，speed就很重要。
學生時期，樣樣都要學；而你們若到我們的組織來，我們十年只操你一件事，

就是責任心。不准遲到，不能說什麼和太太吵架、生病等等；也不可以把密碼

告訴別人，因為金庫需要幾個人才能開，一知道你把密碼告訴別人，就 fire。
我們的分行是不准遲到的，一個月只能遲到兩次，而且需要預先講，不能臨時

遲到，所以你看很多營業員是用跑的，八點四十五分就要到達。像我這樣霸、

王道雜之的人，怎能讓你遲到，顧客可能是溜班來領錢的，你怎能不準時。中

間人員，即經理、副理人員，則需要上進心；高階人員則需要企圖心，而每個

階段最不可缺乏的就是執行力。 

另外，中庸有一篇文字我很喜歡，其中最重要的是，現在這個社會，很多

人士有德無才，就是好人一個，什麼都說的頭頭是道，但是卻沒有才；而很多

人有才，卻沒有道德。像我是執行長、CEO，道德觀念就很重要，我的道德觀
念會影響整個組織的道德觀念。建華銀行的逾放比是全國最好的，低於百分之

二點多，當然，做的好是其中一項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去貪污，不和

客戶掛勾。中文常說「不得圖利他人」，我說不對呀，應該是「不得圖利自己」，

而要圖利他人才對。圖利他人是好的，我的工作就是圖利所有的人，而不是圖

利自己。有才有德，才是真的人才。在學校，老師通常都是教才幹，未必會教

導德，而社會也沒有教你德的部分。德是很抽象的，但也是最重要的，有才有

德，才是好的專業人才。我在組織中看人，有才無德絕對不能要，否則人家給

他錢，他就隨便給人家信用卡，讓人家亂花，所以，金融從業人員的德很重要。 

在用人哲學方面，很多人告訴我沒有人，我回答，人才需要培養，必須發

現他、培養他，如果你到我們的組織上班，我們會養成你，十年、八年下來，

就會把你養成一位專業經理人。曾國藩先生曾說，第一要轉移，其次要嚴繩，

嚴繩就是不准遲到、不能穿白襪子、寫信不能怎樣……等等規定，最後則是勤
教，即是天天都要上課。台灣的好公司，員工一年上五十個鐘頭的課，即使念

了博士，仍要再上課。我們則是平均六十一個小時，但最近因為 SARS，就停
課了。勤教，就是要天天教，我們的主管都要很囉唆的教你。 

在個人性格方面，人都是可以培訓的，能幹的人變成高山，否則就成為阡

陌、河或小溪，成為一幅很美麗的圖畫，我們多元化的社會就是靠這種東西整

合起來，有山、有河，所以，在座的各位就成為一幅漂亮的畫，但首先必須成

為人才才可以。 

我的個人心得是「人生最大的失敗是不積極參與，人生最大的可惜是不全

力投入」。就像看到你們這麼年輕，卻不積極參與、不全力投入，便是又失敗



又可惜。「人類競爭是細節的執行」、「人類的成就與心胸大小成正比」，不

要因為人家搞你一下就不爽，記在心裡，應該要過一下就沒事了。像學校裡，

老師與老師的競爭、同學之間的競爭，過一下就算了，最大的成功應該是不斷

的達成自我訂定的高難度目標。我剛畢業時，一年賺二萬四千美金，當時覺得

很好，而我的人生目標是賺二十五萬就要光榮退休，因為當時的利率約為

10%，所以只要有二十五萬就可以不動老本，可以退休了。後來賺到二十五萬
時，發現不夠，所以又訂了一個新的目標。除了錢，還有其他事情，我進了銀

行開始做事之後，慢慢升遷，做到經理、協理、副總，一關關的爬。我一九七

八年回台灣，在台灣花旗銀行工作十年，當時花旗銀行在館前路上，七十二人

賺不到一百萬美金，而我在一九八七年離開時，從一百萬美金變成賺一億美

金，人員則擴充至四、五百人。當時擔任財金部主管的人，現在約有四、五十

位擔任過總經理。 

建華銀行目前在美國約有四百人，香港約一百多人，在中國大陸的華一銀

行，也有上百人。將來是地球村的世界，缺乏專業經理人，所以，人要不斷的

為自己訂定高難度的目標，並且一再達成。而人生最大的快樂就是能夠不斷的

學習，並且愛與接受人家的愛。愛不是愛男女朋友的愛，而是愛很多人，所以

我常和主管講，我有很大的責任，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爸爸媽媽的心肝寶貝，所

以我們有責任把他們變成好的人才。謝謝各位。 

 

Q&A 

Q1：我非常崇拜盧董事長，創業十六年至今，目前是唯一一位專業經理人而
沒有被換過的銀行集團的 CEO，請問盧董事長，在不斷成長的過程中，
如何 balance新的、不斷增加與擴大的董事、大股東，以及專業團隊？其
次，在開明專制中，如何 balance開明與專制？ 

盧正昕 董事長： 

現在的董事會只要超過二十一個人，就是無效的董事會，所以董事

會不能太大，二十一位就已經是極限了。事實上，十一人以下的董事會

是比較有效的董事會，人一多就表示不負責任。我們從一九九０年開始

準備，一九九二年開業，至今十一年多。我的確是新銀行中，二位還在

的專業經理人之一，另一位是玉山銀行的黃董事長，其他都被換掉了。

我們到香港辦事時，受了人家的氣，因為台灣三家最大的銀行中，台灣

銀行在全世界金融機構中，排名為第 108 名，如此規模在台灣已經嗄嗄
叫了，但到外國去，卻不被當一回事。以前我們要請維也納合唱團來台

演奏時，人家還以為是泰國，出去碰多了之後就會覺得自己很小。所以，

大家有空要去旅行，我就曾到過七、八十個國家旅行。你不去看過就不



會知道，就像如果不去好的餐廳，怎麼知道有黑的餐巾！所以我有很大

的壓力希望把組織做大，因為做大才有航空母艦，否則即使有一百艘驅

逐艦、一千艘舢舨都沒有用。 

我也有很多大股東，對於大股東，我就必須 earn人家的 respect。專
業經理人就必須經營好人際關係，人家覺得我可以用，也相信我、喜歡

我，我就有機會。Earn respect就是 respect can’t be indorsed or given, must 
be earned，並且是 hard earn。一個人對你的尊重，一定不是別人轉嫁給
你或送你的，一定是你自己賺來的，並且是很努力的去賺。像我在這裡，

希望你對我 respect，所以滿頭大汗，就是希望能夠 earn your respect。我
覺得很好，到目前為止沒有一些手機猛響，現在學校很自由，而自由度

大的地方只有兩種結果，一是昇華，一是沈淪。如果很多人都自由的來

來去去，結果就是每況愈下，說不定你人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從台大畢業

的那一剎那，然後從那時候開始走下坡。小時候跟著我爸爸去看醫生時，

看到登峰造極的牌子，爸爸就說這個牌子絕對不能送給人家。為什麼？

因為登峰造極就是每況愈下了，因為已經到頂了。所以送人家牌子，不

能送這四個字。人家送給我，我就把他剪掉。 

所以，組織若要擴大，還是需要心胸大，要賺取別人對你的相信，

覺得你可以用、喜歡你。我現在還在努力擴大這個組織，還想要併人家。

如果兵強馬壯、戰將如雲，就可以併人家。所以我們還在找台大、政大，

然後階段性的培訓你們。我們現在約有五、六十位 officer到中國大陸，
也希望再找一百位培訓出來的人。人家出差到大陸，常常是去旅遊一趟

回來，而我們去大陸回來，是從無變有，這就需要本領了，所以我們都

會培訓。 
 

Q2：在國內的新銀行中，建華銀行的腳步很積極，但 promotion 方面，以中
國信託的 promotion為例，再加上他們的 exposure較高，所以我們比較能
感受的他們的積極與未來性，請問董事長希望將建華帶到哪一個方向？董

事長向將建華歸類為何種銀行？ 

盧正昕 董事長： 

我們是新銀行，而中國信託是四十年的銀行，所以現在我們很難和

他們比，但是我們以他們為 bench market。目前台灣有兩家銀行可以走出
台灣，一家是我們，另一家是中國信託。中國信託比我們做的更完整，

他們在莫斯科、巴拉圭等地都有分行，而我們很簡單，就是 pacific financial 
service，即定位於太平洋區，而所謂的太平洋就是美國、台灣、香港、
中國大陸，這四個地方的所有金融業，我們都有興趣介入，也現在正在

努力擴大這個範圍。我們和中國信託不一樣，中國信託比我們大二倍多

到三倍，，而且他們做很多廣告，我們的廣告預算一年約五千萬，他們

可能是五億。 



廣告是很重要的，如同我剛才所說，winner = marketing × (quality + 
service + innovation + speed) ÷ cost，而打廣告是 marketing之一。有一次
商業週刊訪問我，我談人才，他們把題目訂成就等泰公一句話，但其實

我根本沒有說中華開發的事。他們要我談陳聖德跳槽的事，我就說你應

該問他，問我幹嘛！在人才方面，我在花旗銀行也訓練很多人才，當我

是 one-down，即總經理之下的一級主管時，很多人還是見習生，當時我
們就培訓他們，現在他們有很多人都在當總經理。我有我的方法，建華

銀行將來會替中華民國，甚至中國大陸製造很多專業經理人，而專業經

理人的養成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不

要以為畢業找了工作之後，就是專業經理人，我現在都還在努力做專業

經理人。 

我們目前的定位是泛太平洋區的金融機構，因為資源有限，所以要

focus。但是我認為有很大一塊是在中國大陸，大陸的華一銀行，因為政
府不准我們投資，所以我們沒有控股，但是可以 manage他們，我們有管
理合約可以管他們。我進去時他們只有三十個人，現在有一百人，都是

大陸人。大陸人都殺氣騰騰，下班了也都不走，SARS時也要來上班，但
是我覺得不行，必須回去，因為我從美國的價值觀上知道，不是我照顧

你請你回家休息，而是怕你傳染給其他人。以前人說「不在其位，不謀

其事」，其實錯了，是「不在其位，先謀其事」，我的位子天天有人來

謀啊，所以我必須 work hard，不給人家謀走。人必須要有危機感，以 SARS
為例，當時我們看香港一不對，我們就要香港分兩班，決定作的很快。 

我們要做的是泛太平洋區有競爭力的組織，中國信託是很可敬的大

公司，我們也向他們學習很多。但兵強馬壯、戰將如雲很重要，所以要

培訓很多專業經理人。我們培養的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剛從學校出來時

是不太懂的。今天在座的都是念商的，那我們說流動資產，很多人搞不

清楚 current assets，何謂流動資產？current assets 對老闆來說是最重要
的，因為 current assets說到 current liabilities，就等於 working capital，就
可以拿來還債。current assets是一年之內可以變現的，其排序則是依照流
動性，第一是現金，第二是有價證券，第三是應收帳款，第四才是

inventory，第五則是 prepaid expenses，即預付款。很多人大一年完之後，
大四就忘記了，念研究所更是忘的清潔溜溜。我們有一位同事，以前問

他什麼是 current assets，他回答土地，結果他在花旗銀行工作了十年，現
在在我們銀行上班，是我們的一員大將。後來在花旗銀行時，我就派他

做土地的授信，現在他對土地很有研究。 

我喜歡用各種人，不一定要商學院的，有一位女生很能幹，拿了中

山科學獎學金去念國際經濟，interview 時，我告訴她，你去補五門課，
會計、經濟、統計…等等，補完之後拿成績單給我，我就 offer你一個 job。
結果她就補了五門課，成績寄給我之後，我馬上就 offer一個 job給她，
後來在花旗銀行做得很好。我覺得都可以，只要認真精明、周密誠懇，

不要很假仙。很多人明明覺得薪水太少了，就講出來嘛！開明專制就是



誰都可以表示意見，這與霸、王道雜之是同樣的道理，今天有人對你霸

道也有好處，如果都沒有人管你、沒有人幫你除蟲拔草，不可能天生出

來就是專業經理人。我一輩子都被人家除蟲拔草，到現在還是，我們是

金融組織中，唯一一間有 30%為國外法人持有，有四百五十位國外法人。
明天中午我有一場說明會，由幾十個人在電話上問，問我的人很多像你

們這麼年輕，就來把我 K的滿頭包，問的問題都很尖銳。但我也很高興，
他們代表公司來問問題，不是代表自己，他們會問，怎麼賺這麼少錢！

嘿，大老！賺錢好難啊！但是他們就這樣幫我除蟲拔草，把我的殺氣殺

掉一半，賺錢的確賺得不太理想。最近我們只賺了 1.15元，去年賺 1.01
元，但是標準不一樣，我們沒有逾放比，若要從 4%的逾放比降到 2%，
需要打掉一百億，但很多人不打。現在台灣的銀行，大多數是 negative
的淨值。我們銀行的 income不是很強，但是我們不太調財測的，別人的
財測都可以亂講，說今年賺三、四塊，到了年底，才開始調降，這樣沒

有犯法，還可以熬個大半年。 

 

Q3：盧董事長在演講中引用了很多四書五經以及一些聖賢的話語，請問盧董
事長能否給予一些建議，讓我們在學生時期能夠提升人文素養？ 

盧正昕 董事長： 

做為一位專業經理人，就應該養成讀書的習慣，像我們就是不停的

讀書，很多朋友有好書也會寄給我，外國朋友也會寄給我，我翻翻看就

會知道。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看書不需要從頭看到尾，只要大概翻一下，

就可以知道裡面重要的東西。很多人沒有讀書習慣，所以要養成習慣，

而只有讀學校的書也不夠，像我就看各種書籍。另外，專業經理人的養

成需要有才有德，而 exposures也很重要，就是要去旅行。最後，taste也
很重要。為何我要努力把銀行做大？因為到香港、美國看到人家大的銀

行，人家的財務部有兩百人，我們這邊只有四十人，有些銀行根本沒有

財務部。我們是跟外商在競爭，所以我們財務部操作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四十個都是碩、博士，裡面都是電腦，而且必須二十四小時操作。現在

SARS來，我們一刀切成兩半，因為銀行可以因為 SARS休息，但是全世
界的資金調動還是 ongoing的。 

養成讀書的習慣就要每天讀書，像我喜歡游泳，就一定去游泳，連

冬天、寒流來都去游泳，因為我已經養成習慣了。游泳時，可能游了二、

三十個來回就需要喘一口氣、坐在椅子上休息，這時我通常會拿出我的

書來看。最近看了一本數字解碼，是由一位台灣的醫生所寫的，把生日

的年月日加起來，看結尾的數字來判斷你的性向，我也覺得很有趣，我

們的考試也有性向測驗。讀書並不是只有讀學校或是金融業的書，我也

喜歡看別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