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場：90/12/05（三）   10：00—12：00 AM 

主講人：南僑關係企業  陳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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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紀經營策略』 

背景介紹：南僑集團主要經營領域為化工及食品業，並涉足傳

播廣告及文化事業，事業據點也由台灣延伸到泰

國、再到大陸。南僑企業自民國四十一年以生產肥

皂產品起家，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成為國內經營成

績非常耀眼的企業集團，經營領域以化工事業及食

品業為兩大發展主軸，且為國內相關產品的龍頭領

導者。在五十年的經營歷程中，南僑集團歷經了多

次的挑戰與困境，他們是如何度過這些難關的？相

信陳飛龍董事長有許多精彩的經營智慧可以與我們

分享，由他來主講「跨世紀企業經營策略」更是最

佳的人選！ 
 

 

 

 

 

 

 

 

 

 

 

 

 



跨 世 紀 經 營 策 略 
 

南僑關係企業 董事長 
陳飛龍 

柯承恩 院長: 

陳董事長、陳主任、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我們非常榮幸也非

常高興請到南僑關係企業的董事長陳飛龍先生來為大家做個演講，工管系及商

研所主辦的孫運璿先生的管理講座這幾年已經在國內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名

聲，所請到的講者包括知名的企業界、政府機關及專家學者，讓管理學院的老

師及同學能接觸到最新的知識跟經驗，工管系及商研所在這方面也投注了非常

多的心力，陳主任也延續了前幾任主任的努力，不斷地來推動這個講座的影響。 

陳董事長在國內是非常知名的企業家，南僑化工已經是一個多產品、多角

化的企業，陳董事長在企業發展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真知灼見值得我們來學

習。這幾年南僑關係企業在陳董事長的領導下，不只在台灣、在泰國、在大陸

等很多地區都有長足的進步，今天請到陳董事長來為各位做這場演講，實在是

非常難得。 

管理學院在工管系及商研所及其他各系所的努力之下，我們帶進校外、甚

至國外最先進的知識，也很希望同學能珍惜這樣的機會，台大有榮幸請到陳董

事長來，我個人也非常感謝，再一次表達管理學院全體師生對陳董事長蒞臨的

謝意，也希望同學在這次演講中能學習到資深企業家的想法和做法，有任何問

題的話，陳董事長也提到對年輕朋友是相當歡迎的，可以直接向他請益，再一

次歡迎陳董事長，也希望各位同學所學習的知識能夠進一步增長。謝謝各位。 

 

陳家聲 所長: 

陳董事長、柯院長、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舉辦的這個講座是

今年孫運璿管理講座第二次的活動，我們也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因為目前在

整個國內的產業界的發展來講，大家很重視的焦點都是在所謂的資訊產業，可

是對於民生工業的部分，好像是忽略了。今天在開始介紹之前，我先把孫運璿

管理講座所舉辦過的活動跟各位做一個介紹和報告。 

孫運璿管理講座是有感於國內有很多產、學、研方面的精英，因此在孫運

璿先生的同意下舉辦了有關領導和管理的講座，希望在這樣的講座邀請到產業

界、學界及政治界的人士來分享他們傑出的觀點，也許能夠對學校或是一些企

業界的朋友產生一些影響，指引未來的方向，包括我們的阿扁總統也曾在我們

的邀請之列，我想大家對李遠哲院長、產業界的龍頭的人名都不陌生，我們也



將過去所辦的活動累積成一個論文集。 

今天真的很高興請到陳董事長來跟我們做一些分享，不過在正式開始介紹

之前，也許可以來一些有獎徵答。 

 

Q：目前在正字標記的產品中，年齡最老的是？ 

A：南僑肥皂。 

Q：南僑關係企業在哪些方面做了多角化的經營？ 

A：可口奶滋(食品) 

Q：冰品中有哪些南僑的產品？ 

A：杜老爺冰淇淋 

Q：除了冰品，速食麵還有哪一個產品在市面上也很受歡迎？ 

A：小廚師 

Q：南僑關係企業的麵的連鎖經營的店名？ 

A：本場流 

我們跟大陸都要進入 WTO，傳統型的產業將面臨來自世界的全面型競
爭，很多台灣的本土企業都西進，國際企業的焦點也都放到大陸，隨著這些國

際產業經營環境的改變，台灣過去是國際企業投資組合的焦點，可是今天來說

國際焦點也改變了。國內的很多企業也在擔心未來台灣企業如何定位，如何走

出台灣，能夠在台灣本土運籌，而在世界經營，南僑最近也在歐洲上市了米果，

也非常的受到歡迎，他組合了泰國的米、丹麥的設計，而在丹麥及德國銷售，

都創造了佳績。 

我們今天邀請到陳董事長，透過他的現身說法，這些傳統性的產業如何透

過他的策略性思考模式讓我們走上世界的舞台和一些獨創性的利基，這些都和

陳董事長個人的座右銘和行事風格有一些關係，例如：在他的經營觀念中非常

重視創造獨占性價值、企業沒有什麼景不景氣，只有人爭不爭氣，所以在他的

經營過程中有很多的 innovation。我想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邀請陳董事長跟
我們現身說法，南僑企業已經五十歲了，他也是最有資格來跟我們談跨世紀經

營策略的領導者。 

 

陳飛龍 董事長: 

 
尊敬的柯院長、陳所長、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到最高

的學府、最高的殿堂中，幾十年來我覺得讓我們企業能夠生存，歷經不少的變



化、跨過不少的領域，最重要的對我們來說是「人」，沒有「人」，就沒有南

僑的五十年。現在整個世界環境變化、整個企業經營變化，但是變化最多的還

是「人」。當我們二十多歲的時候非常叛逆，但我們覺得現在二十多歲的人的

叛逆很難了解，其實當年我們在上一輩的人的眼光裡面也是很難了解。 

我經歷有曾任職於華強煤礦，在畢業時家裡人希望我到美國留學，我就是

不願意，我讀的是外文，我就講說要到日本去，留學考試要考日文，其實我根

本考不取留日，那那時他們就叫我到南僑去做事，那時的南僑很賺錢，我也不

願意去，我就到煤礦裡面，每天早上五點鐘起來看礦工排隊，然後做安檢。安

檢是什麼？就是要找出他們有沒有偷帶香菸，老礦工會把香菸塞在皮帶裡面或

帽子、便當裡面，然後到了裡面兩、三個鐘頭他們就要去哈一根，一不當心整

個礦坑就會爆炸掉。晚上跟老礦工喝酒時，他們就會說你不要檢查啦，反正你

也抓不到。 

另一方面，他們也懂得怎麼抽，風是怎麼吹、哪裡有煤氣。我說我 procedure
上一定要做，抓到一定要罰，但是晚上一起喝酒。後來李國鼎先生當了部長以

後，認為台灣有關礦業的事情都沒人整理，就把我的表哥(當時我的老闆)找去
做礦業司長，我相信他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黑官，後來他就一路追隨李國鼎先

生，一直到李國鼎先生得到癌症，他離開煤礦後，我就把三個煤礦通通關掉，

當時我表哥及我的父親都對我非常不諒解。後來我就回到南僑，我的第一個產

品就是水晶肥皂。那時的南僑決策當局面臨了一個問題：在 1947年 Procter & 
Gamble上市了全球第一個 Tide洗衣粉，台灣也受到影響，我們公司在討論到
底要更新設備來繼續做肥皂；還是要引進新的機器來做洗衣粉？討論了一年

多，洗衣粉沒有往前走，但肥皂卻讓競爭的同業紛紛更新設備、打出更新的品

牌，我們遭受危機。 

如果要品牌脫穎而出，一定要走進消費者。當時民國 52、53 年，主要的
消費者是在河邊洗衣服，或是很多歐巴桑一家一家洗衣服的，所以開始去做調

查，對目前肥皂的需求滿不滿意、不滿意的地方在哪裡。我們學到一件事情：

直接的回答絕對不是回答。就是回答的問題一定要經過分析。所以我們替肥皂

的規格定了一個定位，就是跟市面上其他的競爭者不一樣，不一樣就是輕輕

抹、泡沫多、不傷手，還有配方有天然的東西，有一樣是天然的松香，因為他

非常能幫助去污，還有一些新科技的東西，使得髒水不再回到衣服上，這講起

來都是不值一文，但是很在意消費者洗衣服要有多舒服、多乾淨，專業的洗衣

服的專家，不管是主婦或業者，心裡總有一個標準，將他們心裡的標準挖出來，

細心的去解析，去找出如何做出一塊肥皂滿足他們、並能跟他們溝通，這樣子

這塊肥皂讓我們公司從 53年一直存活到今年，這塊肥皂幾乎是延續南僑生命
的肥皂。 

後來我們知道不能靠一塊肥皂延續一個產業，所以就進入 invisible oil 
industry，在家裡炒菜的那些油我們叫 visible oil，因為在超市買都看的見；所
謂的 invisible oil就是當你吃一塊蛋糕、麵包、餅乾或冰淇淋、吃麥當勞速食、



速食麵不知不覺吃了很多油進去，那些由我們叫 invisible oil。資料上美國每個
人所吃的油比我們台灣每個人大概多了兩倍以上，真正的 visible 可能是我們
比較多，但是 invisible的油是美國多。這是一個工業，我們進入時台灣已經有
七家，怎樣能夠變成永續經營、變成第一、跟既存者競爭，都是我們考量的。 

再提一個經驗，我有一個高中同學叫陳啟家，後來他在民生報幫聯合報系

打出天下，大家知道民生報戲劇版最吸引人，他們當初在定位時我說民生報應

該提供人們話題的新聞。當時有一個藝人懷孕時去找他，希望生孩子後就改變

型態，一輩子在電視上發展。我那朋友說那你去找陳飛龍，因為他比較會出點

子，他來找我說要做公務員，我說那不要來找我，她說那是她終身的志業，之

前她幫孫越的節目做滑稽的助手、再之前她是童星，我說到這裡大家或許知道

是誰，最近她將要復出，前一陣子她失去了她最親愛的人。我就給她提一些建

議，她說這些建議還是要靠團體的集結力量來做，但是你要參與，要做老闆。 

當時我們有一個公司在台視做了張琍敏的節目「歡樂宮」，張琍敏是很有

天份；藍毓莉是很漂亮、身材不錯，但怎麼樣除了很漂亮、身材不錯如何產生

魅力怎麼弄都弄不出來，這是我們的經驗。那我們就問說張小姐你很會唱歌

嗎？跳舞跳的不錯嗎？很會交際應酬嗎？很多廣告商嗎？沒有。那妳有什麼

呢？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節目把妳潛在的能力都發揮出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

要如何打出來？中視有一個節目是鳳飛飛的，她媽媽說只要我女兒站在台前，

五年內星期天晚上的綜藝節目沒有人敢動我們。事實上，華視為了躲她而演長

片。所以我說我們挑華視晚上來打鳳飛飛，我跟華視說你把這個黃金時段給

我，我包八成的廣告。在我們的經驗中，做什麼事情不做 NO. 1我們不做，情
願風險很大。但是我們籌備那個節目籌備了八個月，最重要的把節目的中心思

想確定，看了很多日本、美國的節目做轉換。我們當時作戰是找了兩個很像鳳

飛飛的人，做市場調查，九十分鐘中收看鳳飛飛哪時最高、哪時做低，最高的

就是鳳飛飛表現特色的時候，而兩個假鳳飛飛就放在那一段，歷史上告訴我

們，模仿秀最受歡迎，因為比較誇大、集中，因為看真的鳳飛飛已經很久了。

但是到了第三個禮拜，我連自己手上的廣告都上不去了，張小燕實在是太厲害

了，她不會唱歌不會跳舞，只會串場，偶爾擔任一點演出的人，就把鳳飛飛打

下來。到第五個禮拜，鳳飛飛就下檔了。 

另外我們那時候也發現，主流餅乾市場都是比較大盒，包裝也比較粗糙，

可以給家庭吃一個禮拜，大筒的更不用說。但是我們發現有一群的主流消費

者，出身家庭比較富裕、教育程度比較高，那些人慢慢都已經長大，這群人口

袋中的零用錢也比以前的人多，愛吃零食是這些人的一個天性，有些東西是屬

於她們自己的，不是媽媽的、也不是阿媽的，原來餅乾市場都太老舊了，有些

進口蠻不錯，但進口久了包材也不好，我們就根據這樣的需求而設計了一個產

品，但是我們沒有工廠，如果以今天的流行的說法就找人 OEM就好了，但是
那時水準還沒達到，所以不得已我們就為了要做那個產品而蓋了一個工廠。好

處是所有的設備、流程、品管、研發的方向通通是為了要滿足年輕的女孩子吃



零嘴的需求，非常集中、簡單，所以就出現了「歐斯麥」，「歐斯麥」到現在

快要二十年了，我們有的經驗包括做肥皂、餅乾、油脂、做節目。我們在做這

些事情的時候，應該是根據滿足顧客的需求，而不是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也不

是有什麼技術就做什麼，整個公司已經形成這樣的文化。原來我們是在創造價

值，差異化就是創造潛在的價值、永續的價值，經過時間的整理，幾乎我們的

每一個做法都變成有獨佔性的價值。 

我在跟國民黨的副主席蕭先生說我們台灣將來如果要在國際要競爭要生

存的話，這些產業一定要有一些獨占的價值。在另外一個雜誌上，孫震先生引

用了另外一位 1911年的經濟大師熊彼得，提到獨占，創造一種獨占的競爭地
位。我說的是獨占價值，而非是獨占地位，我說的獨占絕對是在自由競爭中，

在某一個區隔中創造消費者的認同，而且這個價值是競爭者不太容易模仿、超

越，甚至幫助你建立門檻，讓人很難進入。 

今天為了推銷獨占價值再講兩個例子。在十年前我們開始進入冰品的事

業，market share是零，牌子叫杜老爺。我們說如果要進入冰品一定要做 NO. 1，
不只要差異化而且要創造獨佔價值。因為冰品的產業結構、成本、屬性，不做

NO. 1就不會賺錢，做 NO. 1的方法是一定要創造一些別人沒有的價值，所以
當杜老爺上市的時候，在我們前面有福樂、小美、義美、統一、……等，我們
八年來不做別的事，如果有能夠做到幫助有獨佔價值的事我們就做，沒有就不

做，做了八年，第七年做到 NO. 1，同業還不太承認，第八年就沒有人再去談
誰是第一，因為很清楚。 

像這樣子非常低單價的產品，我覺得都可以創造它獨佔的價值。我們手上

有一個王牌冰淇淋「Hangen Daz」，當初跟我們談判的時候說台灣經營權要交
給我們時，要求一年付 15%的廣告費，像其他國家一樣，我們說如果在台灣
也像其他國家一樣賣不動，就會像 31冰淇淋一樣，你要照南僑的辦法賣。我
們創造獨占價值的方式是在敦化南路弄了一個冰淇淋店，也不做廣告，low 
profile 的上市，做的像一個俱樂部一樣，因為很多人在美國吃過「Hangen 
Daz」，它的品質和知名度是國際上認同的，所以那時在很多客人的腦海裡都
是他奮鬥，一個人在海外，非常孤單寂寞的情形。這些人現在都已經回台灣，

他們的影響力就像當年那群小女孩是歐斯麥餅乾最忠實的顧客群一樣。這些人

現在做到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在大學裡面做教授，就把他的爸爸、媽媽、

太太、小孩帶去冰淇淋店，告訴你這是他在美國奮鬥時的夥伴，我們附加價值、

差異化、產品的最大效用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要找到產品的核心的支持者。 

有某一個黨在某一個選區，中小企業出身，以前是國大代表，在修憲的時

候曾經有過貢獻。但是在那個黨裡，企業家也不是那麼受歡迎。他排在兩個現

任且知名度高的立委後，如果會當選也是吊車尾。我們說吊車尾就是你的機

會，如何化危機轉機，人家認為是缺點的你就當為主軸，要喊告急不要擺在最

後兩天，要提前當作你的戰略。所有的設計佈局，是因為你覺得可以創造一個

空間，為你的黨爭取三名，而不是你去哀求人家說，你是在危險的狀態，你施



捨我一下，這樣人家會很擔心說，那這樣我會不會影響到原來的兩個人。後來

這個主調成立後，中間有一個運氣很好的地方，因為它的同黨跟當地人都攻擊

他，說他有個哥哥是橘色的叫做陳飛龍，他是綠色的，這怎麼可以。本來他的

名字不是那麼被大家認識，因為這樣子不利的逆流，反而給他有個機會讓大家

開始注意他是誰，注意他的理念和經歷。最後選舉的結果，這樣的策略，在那

個選區他們三個人都上了，而且他上第一名，其他兩個人的票和原來沒有差，

而且還多了一點，所以他的票完全是多出來的，他不是說我鎖定固定的票，去

說那兩個人當選、我危險，一定是說我危險但我有機會，因為我跟你們兩個人

同質性不高，雖同樣是綠色，但是來源出處不一樣，所以可以創造我自己的票

源。如果個為有興趣去研究，可以去研究這次為什麼橘色的票那麼多，他們想

要創造一個核心利益，也是獨占的。 

接下來給大家介紹當我們碰到台灣開始開放，世界上經濟沒有邊界的時

候，我們的想法跟做法。在十幾年前，俄國整個解體，東德西德的牆被拆下來，

美國開始跟所有國家和解，包括中國大陸，世界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在

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個 decade，已經是發生了劇烈的變動，那個變動可以說是決
定性的改變，而不是一個常態理念的改變，把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通通都改

變了。 

那時我們台灣還沒有受到這個大波動的影響，我們還在享受出口成長，我

們的明星產業訂單非常的多。世界上的大企業，相爭的去請了很多專家研究，

他們歸納說，從現在開始，「錢」更沒有阻礙了，以前錢在流動還是有多阻礙，

所以區域性的金融還是能幫助投資人、幫助產業，多一點在固定的範圍中競

爭，所以贏的機會還很大。現在的這個錢的流動賭注，已經超越很多國家了，

今天早上這個錢在東京，明天早上這個錢可能已經在倫敦了。世界上什麼地方

能夠有發展，很快全世界的錢都蜂湧而去了，明天又有新的變化，很快這些錢

一個晚上都走掉，所以會有金融危機、金融風暴。 

這意義是什麼？是前三個月你這個國家是很有錢的國家，到了後三個月你

已經坐滑梯下來了。第二件事是生產的板塊大移轉，只要你是工資比較高，開

發中以上的國家工資都會比較高、環保等等，這些都會造成傳統的食衣住行的

生產，這些都會移動，移動到工資比較低的國家，大移轉的情況就是失業率會

普遍的提高。在 1980到 1990年代，還是合併的年代，很多大型的集團做擴充，
除了本業之外，還是要投資很多賺錢很快的產業，但是到了 1990年開始，美
國這些大的產業已經做相反的事情，就是不是我本業、投資的盡量賣掉，或是

為了要取得半成品、取得原料、取得利益，認為不必要的也都賣掉。垂直整合

的，除了保留本體，其他的就用外包，或者做少量投資的結合。只不過我們在

台灣比較遙遠，看到說股票發生變動了，或者這樣的經營明星離開這個公司到

另一個公司，比較少看到他的內部或背後是在做些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政府跟產業，正在趕上那個流行的尾巴，我們發了那麼多

的銀行執照出來，讓很多企業家認為你能膨脹的愈大就是愈了不起，然後我們



還覺得明星產業是將來能讓人民有財富的產業，但是可惜的是沒有做徹底，研

發跟品牌沒有去做投資，把自己變成一個最好的製造管理的產業，所以我們的

價值觀大概晚了世界主流的價值十年。那因為我們是傳統產業，我們是中小企

業，我們覺得說如我們如果不走在潮流的前面，等到大浪來的時候，大的產業

不會死掉，因為他欠銀行好幾百億，銀行不敢讓他倒，那政府不敢讓銀行倒，

這些都不會有事情，會倒的都是那種幾千萬、幾億的老闆，我們就是屬於那種

會倒的。所以我們開始做，台灣一但開放，大陸的產品能進來，東南亞、韓國、

美國產品能進來，我們有沒有那個經濟規模可以跟他競爭，我們的 R&D能不
能跟他競爭，如果打不過的這些統統去掉，能夠的我們如何深耕他。當然中間

我們也被迫賣掉一些引以為傲的產品，比如說好自在、旁式、歐蕾、海倫仙度

絲、PERT。主動賣掉可口乃滋、歐斯麥，因為我看到所有一流的公司，他們
在大陸設廠，他們都誤判以為中國十二億的人都在吃他們的餅乾，結果可能只

有一千萬兩千萬，所以工廠統統閒置，但那個如果WTO之後，他們的餅乾能
來的話，我覺得成本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就賣掉。我賣的價錢很好，因為

他們覺得 Unilver買到南僑的 business model去大陸好像還不錯。 

很早之前我們也曾經開放過外國人來投資，當時的經濟部趙耀東部長極力

主張說南僑跟另外一個公司叫做國聯(白蘭洗衣粉)應該合併，我極力的反對。
我說我們所有的長處都一樣，如果兩個長處一樣的公司合併，得到的是一加一

等於二，還是等於一點二？老先生說我中鋼就是這樣子做，我說中鋼是蔣先生

授權給你，我們是老百姓，我們跟國聯可能為了一個總經理誰做就吵了兩年，

這些事情假如各位觀察到國際上的汽車合併，那個是過去十年國際上發生最多

的，大家就曉得合併後還是要再拆掉，這是文化跟價值的差異，而最關鍵的問

題是我們的優勢也是他的優勢，我們的缺點也是他們的缺點，所以這兩個合併

沒有什麼好處。最近聲寶的合併，我看到所有的報紙一片都是說好，我覺得很

遺憾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雜誌、報紙報導的都是那麼膚淺，就是有一個動作出來

大家都一片叫好，大家都是盲目的崇拜，現在他們的合併就擱置了，原因很簡

單，當時大家都一頭熱，可能一合併了股市也會很好，但是實際上要進入合併

的時候就很困難。合併、合作、建立策略聯盟都是很難。 

在上個世紀，我們就決定說把以管理、投資、製造見長的產業統統結束，

能夠做差異化，能夠創造獨占價值的，我們就繼續投資，而且這個投資要以世

界式的市場、要以大陸的市場為對象，在台灣也要有獨佔價值的產業來做差異

化，所以我們把我們大量製作的食品移到泰國，我認為泰國是全世界做食品加

工最好的地方，以泰國來行銷世界也是最好。前面大家可能很容易了解，因為

泰國政治安定、內閣起碼有很多中國的後代，是歐洲到亞洲樞紐的第一站，文

官政治是從英國來的已經有一百多年，多黨政治也是很好的典範，我們在那裡

經營了十年。我們現在可以很驕傲的說，我們以薄片米果為主帶領了十幾樣的

產品，經營了三十幾個國家。 

我今天帶了一樣剛剛所長講的我們很得意的產品，在量販店是擺在 Pringle



旁邊，上面寫的是比 Pringle 更健康更好吃。我們很得意就是在歐洲我們用的
是歐洲的 marketing公司，做市場調查用的是歐洲的 research公司，我們設計
商品用的是歐洲的設計公司，行銷策略定的是泰國公司再加上這些機制，

distributor 是歐洲公司。一個亞洲公司，如果能在海外做那些歐洲、美國公司
來亞洲做的事，我們覺得非常驕傲。我們銷路好到最近都用空運，我們的買主、

distributor、公司三分面來分攤空運和海運的差價，你就曉得他對於產品的認
同。 

我們在台灣能深耕的產業，我們做了冷凍麵團。各位如果在麵包店吃的可

頌、Danish 大部分都是我們工廠做的，麵包店烤一烤。如果台灣集體消費的
地方愈來愈多，我們這種產品就會愈來愈被需要。我們還有一個把所有的麵在

工廠內先煮好，然後再急速冷凍，然後麵單獨賣，或麵加湯包來賣，或麵加料

包賣，或麵跟料混合好賣。我們覺得這些要相當高科技，要相當規模的設備投

資，相當的市場服務、跟消費者的連結，我們覺得這都是國外的產品很難跟我

們競爭的，所以值得我們深耕。 

四年前我們開始在大陸發售 invisible oil，我們遭遇到一個情況向教科書講
的到非洲去賣鞋的老故事，這個老故事有兩個人說，非洲人說非洲人不穿鞋沒

什麼機會，另一個人說非洲人不穿鞋充滿了機會。我們的人回來也是說一樣的

話，大陸人吃麵包、蛋糕難吃，他們用的原料都是你想像不到的原料，便宜的

不得了。我們這麼高科技、複雜的工廠去哪裡有市場呢？當然另外一個人強烈

主張說這就是我們的市場，那就是我。我要教他們怎麼賣，我派去的人都是有

十幾年經驗的，我們賣的不是產品，而是一個商機，給有志於從事這行業的人

一個機會。我們有規律的在那裡規劃整個市場，我們做了四年，早上很高興在

經濟日報上有一段在大陸版，上面寫著一部分我們四年前就在做的事。我們在

第三年在大陸賣的量，就等於我們在台灣賣三十年的量，是同時的、不是累積

的，所以我們增加了 150%的設備，所以現在大陸賣的量已經超過台灣的量，
我們預備明年在華東再設一個生產基地。我們到大陸創造了一個自己怎麼販賣

的模式，這裡面我們覺得能夠做成功。 

我再提一個我們在上海的啤酒餐廳，我們一個餐聽花了六百萬美金，為了

在一個競爭這麼激烈的餐飲市場裡面創造獨占價值，這個餐廳做了四年半，每

天晚上客滿，甚至 APEC在開的時候，交通管制大家都不能出門還是客滿。我
們現在在新天地，在那裡做了一個 250萬美金的餐廳，這 12天平均在我們的
break-even上，我們還在調整很多事情，希望還能有四成的成長。那也都是台
灣的團隊，包括奧地利人、德國人、美國人。我們的目標還是組織 international
的公司。 

接下來我們請現在主持水晶肥皂團隊的李孟娜小姐，來跟我們分享。 

 



陳飛龍 董事長: 

現在我站在台上非常惶恐，一方面所長是兩岸人才的權威，一方面是董事

長，他的前瞻性在很多年前就培養了很多的人才。我先從我的背景講起，我個

人從歷史系畢業，到現在大概十七年，這樣子輾轉走過來，跟董事長有一點相

像是，我的歷程也是反其道而行，就我沒有跟一般的同學一樣去唸一個研究所

或是出國，當時我是在 1985年左右進入就業市場，台灣剛好開放，所以就業
市場非活絡，所以當時我就知道說如果英文、電腦很好，一定有飯吃。那時台

灣外商一直進來，所以非常接受不同的人才，台灣所有唸商的同學都出國了，

唸正科的同學全部去走學術路線，所以他也找不到這樣的人才來訓練，所以什

麼樣的人才他都接納，重新自己訓練。我就是在那一代從 1985年到 1990年密
集被訓練的那一代人才。 

1990 年的時候，我也是像董事長所說的，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大概
知道說我很多東西都沒有，商學的、管理的各方面，但是那時候有一個主流價

值就是外商公司會給你訓練，因為那時台灣的企業一直在轉型，所以要進入台

灣的企業也非常困難，所以就是從外商公司開始。我現在主要談的就是 90年
以後這一段，90 年以後我開始進入聯合利華，就有一個技術上的訓練，這技
術上的訓練就是說，他不是教你怎麼做生意，他是教你怎麼去執行，所以很快

全公司的小朋友一進入後，全部定位是一個營運人才，他可能不告訴你原因是

什麼，但是告訴你你要做什麼。 

當時的我就知道，當時從美國的回來的 MBA 同學可能在身段上獨勝一
籌，但沒有辦法去做比較身段柔軟的東西，很多市場從 1990年開始，基層的
工作跟現在消費品的市場不太一樣，那時做很多管理、陳列、很多小的事情，

是要很付出去做的。所以那時候我們有一批人，在公司裡沒有碩士學歷的，我

們就很熱情的在做這些事情，後來很快公司就定位你做一個營運的、執行的種

子部隊，這很重要，那時我碰到一個很好的老闆，這個蘇格蘭老闆跟我講一句

話說，其實一輩子黃金的歲月好短，做一件事就好，把你自己定位定好。所以

當時他幫我定位一個 “value for money”，他說我們產品的定位是物超所值，你
就定位自己是“value for money”，所以我從那時開始就沒有跟人家討論過薪
水，就是說你只要給我工作機會我就願意去 take，這句話影響我很大很大，後
來我拿到很多工作機會，都是人家想不懂的為什麼，就是因為整個在過程裡面

是非常 enjoy，因為那個錢的問題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工作領域是很大的一
部分，這是定位的問題。 

後來在 93 年我就有個機會跟海外的同仁去競爭中國大陸的位置，一個是
印尼華人、一個是香港華人、一個是台灣華人，我的優勢是因為我比較便宜，

比較年輕，會說國語，就這樣進去了。從進了中國大陸開始，才是我要講的主

題。真的到進到大陸才真的大開眼界，第一，台灣的思考和台灣的訓練在大陸

是不能夠用的，第二個，大陸人才的科技訓練，所有我們找來的大學生都是清



大、北大的，都是學核子物理，學自動機械、電子、物理，他們的科學精神超

過我們十倍以上，她們缺乏的是因為他們的教授沒有我們這麼的好，他們的商

學、管理的基礎非常的弱，但是他們的學習力非常的快。 

我們進去的時候，我們的 team 裡面的年紀都跟我們一樣，我當時就開始
害怕，我覺得我蠻厲害的，被公司選到那邊去，結果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深淵，

你可能管理不動這些人，那麼大陸人才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的邏輯思考非常

清楚，譬如說我們在談判的時候台灣人都經常談輸，他們經常談贏，所以經常

我都請他們做第一線，所以經常在這邊做一些理性的辯証，還有哪些東西是可

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譬如說契約合同是不是可信，這樣的判斷他們比我的

經驗都好很多，也就是說他們生活上的經驗很多方面都比我們充足，因為他們

在大學的時候一定要住校，我們在大學的時候都是住家裡，所以有離鄉背井的

經驗就讓他們開始展開了很大的不同。 

這一段 93到 97年的期間，我就發現絕對不能小看這個大陸的團隊，那麼
他的人才簡單的介紹還是分為三層，如果我們現在在座的同學會面對的就是

25-35 歲的競爭，將來我們是要跟他們一起合作的，將來 WTO 開放大陸人才
會進來台灣，我們也會到大陸去，將來我們是合作的團隊，但是像我過去碰到

的有一個資歷非常深的，約 50-60歲叫「老三屆」的這一代，就是說剛好初中
三年或高中三年剛好在文革，1966-1976下放到農田裡面，下放回來以後再回
來唸大學，這些人現在都是非常資深的幹部。另外有一層是 35-50歲，這些人
現在有三種人，一種是在官方裡面經歷過計畫經濟，現在變成市場經濟，這些

人現在變成非常會計劃，你看到電視台他出來將都是今年我歲收多少、上繳多

少、數字多少，這群人訓練非常嚴謹，很少出錯，所以他在邏輯跟數理的統計

方面都非常嚴謹，另外有一群人就是國家比較優秀的人才，是工農兵子弟，畢

了業就配到國營單位，大部分是男生，是貫徹黨政的基層人才，這群人就是我

們現在台商跟大陸在談合作所會面對的人才，他的黨政的思維是非常堅定的。

那講到大學裡面的結構現在都是女生考上大學的佔三分之二，男生佔三分之

一，可是國營單位到大學裡面挑人才都是只挑男生，所以女生就到外資企業，

所以現在有一群女生大約 35-50 歲左右，都在外資企業裡扮演非常高級的幹
部。 

大家知道台灣的通用汽車的總裁是大陸人嗎？他在德國唸到博士，再派到

台灣來，所以將來這樣一個趨勢是非常多的。那這群女孩子在基層磨練非常嚴

謹，所以在外資企業的這群人是辯才無礙、學歷非常高，可能都是博士，他商

業的訓練都是跨國公司訓練出來的技術面，如果他對文化的理解、對亞洲整個

主流的價值觀都非常了解的話，這是非常強勢的。接下來講到南僑，我在 17
年當中，我周圍的老闆和父母親都告訴我，進外商公司比較好，為什麼我會走

回國內的本土廠商呢？四年的中國大陸經驗下來，就覺得自己是空掉了，其實

我希望各位在做同學也能夠嚐嚐這個空掉的感覺，因為那種感覺才會有危機

感，那我也知道一定要再回到學校來、一定要再回到台灣來，因為台灣的知識



基礎很紮實，也要回到一個學習型組織來。 

我回到台灣來還在聯合利華做了一年，那時我就發現外商公司對台灣的定

位已經改了，已經不像 1985年到 1990年一樣積極培養台灣人才、作為兩岸的
跳板，他在主流文化價值也改了，因為台灣只是一個應用型的內銷的銷售市

場，而外商公司是講究全球化，所以他不會去賣比較有需求的產品，他會賣那

種比如說 Lux洗髮精，全球一致的配方、一致的包裝、一致性的東西。 

我在有機會跟董事長接觸的過程中發現，就是說董事長所帶帶領的這個組

織是一個學習型的組織，因為董事長不斷地一直的在內部作調整，這樣一個策

略的理念一直宣揚後會創造一些價值出來，整個南僑集團也是以「人」為本的，

「人」是最大的資產，這樣一直鼓勵這些同仁不斷去開發自己的潛能，南僑的

同仁其實忠誠度都非常高，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裡面能做最大的發揮，所

以就是當你將你的每一個員工都當作龍來看待的時候，每個員工都一直很積極

在發揮他的潛力，他的潛力是非常多元化的，譬如說你要做事業也要做其他的

東西，雖然說的很容易，但是做的很困難，我認為我們現在的同仁要有董事長

這樣學習型組織的精神還差的非常遠，整個來講就把企業的願景帶出來。譬如

說我們最近就非常清楚台灣在整個大中華、全球的市場要走一個獨占價值，包

括從人開始、從企業開始，這就是我在整個跟董事長接觸當中，從跨國公司對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定位轉向本土廠商。 

我在這邊也呼籲各位同學，不要小看台灣的廠商，因為將來在中國大陸的

平台上也只有國內的廠商可以好好發展，因為跨國公司另外的問題就是他把台

灣的人才帶到大陸去都是做一個短期的應用，終歸他是要用本地人，我們怎麼

跟本地人競爭，這是我們要研究的課題。另外一個就是說跨國公司在台灣的定

為他將來會把他框住，就是他做一個大市場中段的部分，就是一個倒 U 型曲
線的中段，那麼兩邊呢的東西大家可以注意看，像日本的花王就開始做，你可

以到 SOGO 去看，花王出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有的賣很好有的賣不好，
當他賣的好的時候，聯合利華就緊追，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亞洲的市場他將

來跟美國、歐洲三大板塊中佔了一個這麼大的地位，作為一個台商幹部可以非

常驕傲因為我們很有機會可以掌握這一塊市場。 

作為一個台灣的同學將來怎麼跟大陸的同學做競爭及合作？第一個呼應

到董事長所講的，我們的缺點就是我們的主軸，第二就是要自己去發現我們有

的是什麼、沒有的是什麼，沒有的就是現在大家很年輕，可以加緊去訓練，多

增進對文化了解的深度，我們有的是什麼，是一定要盡量發揮的，最後各位還

是要創造自己的獨占價值。才能保持住在這個舞台上的地位，謝謝。 

 



陳飛龍 董事長: 

我知道大家最關心的是我們大陸的關係和我們將來有沒有機會在大陸發

展，我倒不是太擔心。因為不是我們在台灣沒有機會發展，所以才要去大陸發

展，而是覺得說我們應該有充分的選擇，甚至我覺得在台灣發展和在大陸發展

是一回事根本不是兩回事。我想剛剛孟娜很忠實的幫我轉達這個想法。 

 

Q&A 

陳家聲 所長: 

剛剛在聽陳董事長的報告，我也非常認真的在記筆記，因為董事長談笑風

生，好像沒有任何上課的味道，講獨占性價值的創造，又談到企業的核心優勢，

從這個過程來說，他能抓到非常多的 key point，我剛歸納了一下好像董事長所
說南僑企業好很多的特色，包括在消費市場裡面董事長做了很多事都照這些

consumer behavior、marketing的策略獨步的去做，甚至我還發覺到一個秘密，
他是我們現在的新好男人，因為根據 Popcorn，現在女人好像掌握了消費世界
的 80%的消費，所有南僑的產品好像都是跟著做好男人的策略在發展，我想
這是我剛才聯想到的部分提出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我想陳董事長也很希望聽

聽看大家對剛剛的介紹有什麼樣的意見，提出來跟他做一個分享。 

 

Q1：我想請問陳董事長因為您剛剛提到因為台灣本土的廠商在建立品牌這方
面並沒有很長期的規劃，其實未來眾多的消費者在有限的時間面臨眾多

的品牌，品牌其實是廠商很重要的致勝關鍵，不曉得陳董事長您帶領南

僑建立許多成功的品牌，不曉得在過程中有沒有什麼遭遇什麼困難或有

什麼秘訣？ 

陳飛龍 董事長: 

我用失敗的例子來說，我曾經推出一個牌子很失敗叫洋洋洗髮精，

為什麼失敗其實很簡單，大家都說洋洋洗髮精不洗不癢，愈洗愈癢。其

實真正失敗的原因是沒有趕上時代的潮流，剛剛所長太誇獎了。那時候

石油危機，日本人到台灣來搶衛生紙，我們有囤積，我們把那樣的行為

當作是一個趨勢，其實我們錯了，那個行為不是一個趨勢，我們有一個

同業很聰明，他本來要上一個洗髮精叫 566，就停止沒有上。我們那時因
為分工，很多單位就照著營業計畫這樣推，而且採取日本的策略，就把

這個洗髮精的品質回歸到非常簡單就只是洗淨這樣子，認為大家口袋的

錢會用的比較緊，那個品質就離大家的期望有一段，所以消費者實在是



非常有眼光，吃的也好、用的也好，騙不過的，沒有幾個月就垮下來，

所以廣告打的很多，最後的結論就是說因為是洋洋，所以就完蛋。現在

大家在傳的這個產品，重要的是我要介紹大家看上面有一個南僑的字樣。 

 

Q2：請教陳董事長，我是台大工管系及商研所 EMBA畢業生林秉彬，我很敬
佩陳董事長，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你是從做肥皂到做吃的，這裡面的

組織怎麼做？是在同一個公司還是成立不同公司？因為對消費者有一個

顧忌就是說，我今天吃你的東西會不會吃到肥皂？ 

陳飛龍 董事長: 

您的顧慮也是我們很在意的，所以我們有皇家杜老爺冰淇淋，不是

很多人知道這是南僑關係企業，而且南僑關係企業大概年輕人不太在意

說他當年做肥皂，但是這的確是大家很在意的事，所以我們當年做好自

在也是另外一個公司在做，在組織上也有好處，它絕對是一個獨立的財

務，獨立的事業。但是我只講一件事，我們再成立每一家公司的時候我

們都不會、都不懂，做餅乾的時候我們有五個人，我們都不懂。做好自

在的時候我把全世界的衛生棉放在我辦公室琳瑯滿目，比較科學的我們

有儀器裝到人體裡面去了解那個現象，然後才設計這個產品，符合需要，

所以就是這樣的產品也可以很徹底。我們真的全公司都是好男人，都是

為女生服務。 

 

Q3：工管系助教王惠芳，請問一下陳董事長，南僑企業選才的標準在哪裡，
也讓我們台大的學生有所準備？ 

陳飛龍 董事長: 

我們從來沒有企圖用台大畢業的學生，我們覺得台大畢業的同學太

優秀了，但是我們實在非常希望我們的同仁有機會到台大洗禮一下。第

一，我們用的人大概比較是覺得這個人有差異性，比較獨立能夠追求一

些東西，但是在獨立追求一些東西裡面能夠尊重團隊，因為我們真的是

都不懂，如果大家不能有 team work 的話，我們就得不到我們所要的東
西。我們覺得台大學生的特質是一個比一個棒，所以每個人獨立工作能

力都很強，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天棒到有台大學生來應徵。 

最後，我想有一點事情要向大家做一個貢獻，我在台灣做 FGNP 的
理事長，食品優良卓越，我們有三百多個會員，大概有八千多種產品，

在 retail 裡面佔了約 70%~80%的市場，意思就是說在食品產業裡，沒有
這個 mark的佔了大約不到 20%。我們最近請了一個顧問到大陸去訪問一
下，發現很多在台灣是中型的工廠去到那裡好幾年了，一直沒有賺錢。



問他們說什麼時候賺錢、如何預備賺錢，沒有答案。所以顧問下飛機說

理事長我報告還沒寫好，但是我有問題先問你，這個情況很悲慘，你知

道為什麼嗎？我說，這幾個廠我沒去看，但是我可以猜想，Porter的理論
我們台灣最擅長在投資、製造管理，這個一定要有規模，規模一定跟市

場的大小、市場的競爭相關，所以我們這些老闆去的時候，他總覺得他

的產品能夠比當地的產品領先一點，所以他就去了。我相信他去的時候

沒有把規模放的夠大，像統一一樣五億美金，不是每個人做得到，所以

規模在當地相對地就變的很小。他領先當地的產品，領先的很有限，對

方只要改改包裝，買新的裝填器，就可以跟你一樣，但是在口味上、在

取材上、在通路上，當地都有優勢，所以你在台灣的優勢到那邊很快就

沒有，你對市場就是有啟發的貢獻，很快當地就可以把你學會，所以就

陷入非常困難，也不知道將來會怎麼賺錢，所以我們不是沒有隱憂，一

定要知道自己是誰，要往那兒去，一定可以成功，但一定要掌握到自己

是誰，謝謝大家。 

 

陳家聲所長結語: 

我想真的是很不容易，從陳董事長剛剛幽默式的介紹裡面，要把他三十幾

年來帶領南僑企業的經驗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利用這短暫的時間，吸收了他很

多重要的觀念，包括如何的為自己和企業如何在未來世界上找到清楚的定位，

差異化、獨占價值對我們來說都是很重要的，講起來都很簡單，但剛剛董事長

講到的在上海的啤酒屋，所有巴伐利亞式的 design，所有的材料都是從德國
來，雖然也有人去 copy，但並不是很好，因為他有很多的 know how，他的認
真、integrity的精神，我想不是我們看表面做得到的，除非真正去深入、去了
解，就好像他們做這些消費性的產品，能夠真正到第一線去了解消費者的心

態。另外一個，昨天我在工研院，史院長也在說，如何使台灣在全世界找到一

個利基，從那邊的報告我也看到了台灣的專利與 R&D今年在國際已經站到第
四位了，我們有很多的優勢，但我想很多人還是很茫然，不過從剛剛陳董事長

的介紹，讓我們覺得也許在我們周邊有很多我們可以去做的，雖然我們看到很

多成功的都是國際級的大企業，但是我非常佩服南僑默默在那邊做，現在我們

吃的油脂幾乎都是南僑在做的，左右了我們的健康，我想跟董事長一種穩健的

作風、企業經營的方式有關，從不懂的做到懂，我們不必做到全世界，我們利

用我們既有的資源和知識，在我們周圍的社會環境 leverage，把別人資源化為
我們有的，如果能夠整合別人的資源創造自己的優勢，我們想台灣企業的繁

榮、本土既有的運籌，把世界的資源作為規劃發展的參考，我想這是從南僑企

業的發展和陳董事長個人策略性的思考，也給我們很多的啟示，我想我們再一

次熱烈的掌聲感謝陳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