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場：91/03/07（四）   9：30—11：30AM 

        主講人：中國鋼鐵人力資源處  古垣春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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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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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表現在

全球鋼鐵業中名列前茅。要如何有效管理眾

多的員工及激勵士氣，是每家企業追求卓越

的必要條件，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營運的重

要性可見一斑。因此，在新學期的一開始，

我們邀請到中鋼人力資源處古垣春處長，與

同學們分享中鋼成功的經營秘密。 

 



中鋼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中鋼人力資源處 處長 
古垣春 

 

陳家聲所長：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中鋼的的人資處處長來和我們分享中鋼的人力資
源策略，中鋼一直是我們國內的標竿企業，也和我們系上一直有良好的合

作關係。從在徐州路的商學系開始，課程中就不斷的在談中鋼的人力資源

管理。由趙先生帶領中鋼的一級主管，包括前董事長王鍾渝先生，一起在

台大做它們的成長經驗分享。 

    趙先生本身也是我十分仰慕的長者，他在那時候就已經看到了中鋼在
未來成長上的一些瓶頸，特別是「人」的問題。因為在快速成長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瞭解到像古處長這一輩的人都非常的年輕、優秀，跑得非常快，

很快就到頂點了。而後進的員工，也有很多優秀的，可是他們比較少有這

些前景可以預期。所以趙先生就提到中鋼一定要轉型，做企業成長上的規

劃。 

    我想，在這樣一個景氣不佳的大環境下，仍有許多企業表現的十分亮
麗。人、技術、設備這個部份，是企業經營中最重要的元素。人、技術或

許都可以用錢買，但它們之間有什麼不一樣呢？機器買了不會走，但是人

會被挖角而離開，也可以被高薪挖角進來，你不知道這個人才會到哪裡

去，是否會在那裡穩定的工作。尤其在今天這個無疆界的全球化環境，最

重要的競爭資源已不再是機器設備了，而是「人」這個元素。 

    為了競爭優秀的人才，每個國家都提供了許多優惠的措施、環境，因
為優秀的人才是無疆界的，為了更好的環境，它們隨時都會遷徙。拿教育

環境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各國所培育的菁英，最後都把人生的黃金時間

貢獻給美國這個國家，造就了美國的強大，因為這個國家能提供給人才的

例如薪水，可能不是鄰近的國家付得起的，這樣的一種方式，因而吸引了

無數的優秀人才到美國服務。 

    在今天這個知識經濟時代，技術、設備都很容易 transfer，但 knowledge
卻是最難 copy的。對我們而言，這是一項重要的競爭資源，如何吸引優秀
的人才到企業服務，是管理者的一個重要的挑戰，同時也常是經營者的

痛，因為當看到商機時，常苦於無人才可用的窘境。 

    許多企業界的大老，七八十歲還在辛苦的工作，這或許可以說是勤



儉，但致力培養接班人對經營者來講更是一種重要的挑戰。今天我們立足

台灣，胸懷世界，企業經營者對於「人」這樣的資源，我們期待它們能有

更好的運作。找到「好人」不見得一定能留住它們，如何留得住，要看企

業是否有良好的制度讓它們安心的工作。 

    就今天這樣的課題來說，從人才的的認識，到多元文化對勞動力的挑
戰，企業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去塑造適當的 infrastructure，創造所謂的 know 
how，我想，今天古處長準備了很多東西要和我們分享，我就不佔用他的
時間，讓我們來歡迎古處長。 

 

古垣春處長： 

    各位同學大家好，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到台大來和各位分享中鋼的人
力資源管理。剛剛陳所長已經提到，在這樣一個新的世紀，人才對企業的

重要性，我想我要補充的一點就是，傳統企業，特別像是中鋼，除了留住

「好人」外，也要想辦法讓「壞人」出去，像是中鋼最近在實行的組織再

造。因為一個企業如果不追求成長，終究會倒下去，雖然過去中鋼一直在

改變，但現在要做的是大規模的、很令人 shock的改造。 

    從去年開始，到上個月為止，我面對我們的員工，甚至面對我們的工
會，做了十幾場的演講，來溝通理念。由於現在經營環境越來越惡劣，在

加入 WTO 後，我們又把計畫更 modified，將原來較長的時程加以縮短，
人數上更加精簡。培育人才固然重要，但在面對不景氣的衝擊時，如何把

多餘的人送出去，這是十分重要而課本上又沒有教的。有一位管理學者

說：「當一個人資主管，如果從來沒有做過裁員的工作，你的資歷就不算

完整。」中鋼現在就面臨這樣的階段，最好的台大同學不願來加入中鋼，

不好的人才又得想辦法送出去，這使得人資部門的工作者很為難。 

    所謂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是隨著公司的成長策略來做，所以公司在每
個階段的人資策略都會有所調整，過去 30多年來，中鋼一直是這樣在做。
以下我就用有限的時間來介紹中鋼的現況及人資策略。 

中鋼簡介 

    中鋼至去年為止，歷史大概有 30多年，目前人數是 8770人，上個月
是 8790 多人，在一個月之中，精簡掉 20 多人。中鋼人數最多時是 9700
多人，未來五年內希望能精簡至 5000多人，這是我們的瘦身計畫。 

經營狀況 

    中鋼為一個一貫化作業的煉鋼廠，產品有鋼板、條線、熱軋、冷軋、
鍍面等五大類鋼品，許多產品都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同學們使用的



電腦的外部機殼就是鋼製品。中鋼去年的營業額只有 851億，但是前年有
1006億，兩年當中的營業額下降來自於產品單價的降低。雖然去年的銷售
量上升，但因市場的不景氣，使利潤減少。相較於前年、大前年，我們的

銷售額在製造業中都是排名相當前面的。直到像台積電、華碩等公司排名

上升後，中鋼的排名才下降。 

    不過我們的盈餘一直都是很亮麗的，在前年 1006 億的營業額中，利
潤就有 260億，獲利率達 21％，去年呢，利潤就只有 84億，獲利率下降
成 10％，但這樣的成果在全世界鋼廠的排名應該有前三名。許多國外的同
業甚至跑到中鋼來學習，他們十分好奇中鋼為什麼能做到這樣的成果。我

們的理念就是”拼命的省，拼命的賺”，就像是毛巾擠了一圈，再擠一圈一
樣。支持我們走下去的信念就是，”我們要最後倒下去”，即使全球鋼鐵產
量能過剩單位下跌我們也要死在最後面。我們的 productivity是每人年產粗
鋼 1200公噸，名列世界鋼廠前茅。 

系統組織  

    我們的組織表是採功能式的，所以有人力資源處、財務處等，最大的
部門是生產部門，8700 人當中就有 7100 人在該部門，其他後勤的單位人
數也就不多。像我們人力資源單位就只有 30多人隸屬行政部門之下。 

中鋼公司定位 

    早期建廠時我們定位中鋼為國內鋼鐵材料的生產者，政府也規定國內
廠商必須購買中鋼的產品，就算要買國內沒有的原料，也要中鋼同意。漸

漸的我們發現這樣的種類是不夠的，就像是人家要吃牛肉麵，你只能給陽

春麵一樣，所以，我們調整策略，將自己定位成鋼鐵材料供應者，大家還

是向中鋼買，凡是我們無法生產的，由中鋼代表各家廠商一起大量購買，

供應給他們。到了後來，我們發現許多生產過程中關聯性的事業廠商自己

來做太划不來了，我們便將這些副產品進行加工，例如水泥爐石、矽晶元

當成工業材料販賣出去，特別是當時正在進行多角化，中鋼便搖身一變成

為工業材料的供應者。隨著環境的變化，中鋼在西元 2000 年時，公司的
高級主管進行思考，究竟這些定位能否禁得起考驗，中鋼已經 30 歲了，
發展到了一定的瓶頸，像是更年期一樣，未來中鋼要如何走下去。經過討

論，我們決定將中鋼定位成除了做工業材料外，還要做腦力資源、優質生

活的供應者，就是把中鋼的資源貢獻給社會，像是最近中鋼投入高雄捷運

的建造，就是運用中鋼所長，參與服務。因此中鋼未來將朝向服務業型態

發展，不斷地自我調整。 

經營方針 

1.連三趕五，產力提升 就是將產出放大，投入縮小將生產力提升，希望

每年提升 5％。 



2.快速服務，產品升級 將產品提昇 

3.組織精實，流程再造 這是今年的重點工作，我們將會先進行流程改造，

再進行組織的再造。 

中鋼的人力資源管理念及模式 

1. 中鋼人力資源處組織及職掌 

  人力資源處以前叫人事處，後來改成人力資源處。從前人事處都做行

政工作，後來順應時代潮流，將”人”當作資源來經營，最多的時候有
40多人，後來精簡為 30多人。人資處下面細分為 4個單位，但目前
還在調整。任用組是進行人才的招募、保險、業務；人事規劃組是進

行人才的考評、人事制度等的規劃；人力發展組從事的是人才的培訓

和發展，就像是訓練中心；從業人員關係組是外界較不熟悉的單位，

因為中鋼是國營轉民營所以由該組作為公司和工會間的橋樑，當中應

有 3 位人員編制工會內。人資處未來希望能精簡到 20 多人，維持全
體員工比人資人員的比例為 300：1。 

2. 中鋼人力資源管理方針及目標 

  目前方針：因為中鋼人員的平均年齡為 45歲，比起船公司來說是有些
大，所以中鋼目前的人力資源管理方針為”提升中鋼人的能力、活力和
生產力”。所謂能力，不只是提升中鋼人的專業能力，更要提升員工的
創造能力；而活力呢，就是提升人員的速度和朝氣；生產力就是設定

目標，提升員工績效，建立正確的公司文化和價值觀。我們針對這些

方針，我對人資處提出了一個願景，那就是成為一流的 HR，什麼是
一流？那就是高績效、高品質、高滿意、高士氣。 

3. 中鋼人力資源管理理念 

  講求人性管理：這是我有點想去掉的理念，因為有時候人性管理太

過注重反而會變成溫情主義，員工會要求的太多，會希望公司照顧

他一輩子。 

積極培育人才 

維護嚴明紀律：這是中鋼一直很注意的一點，因為公司人這麼多，

若沒有紀律是很難管理的。 

鼓勵主動創新：公司內設有很多獎金，例如專利、改善等，鼓勵同

仁提出新的 idea。 

領先同業待遇：中鋼的基本薪資一向是領先同業的 20％∼30％的，
但這樣的工作在南部容易找到人，在北部就難，因為我們的配股比

不上台積電等電子公司。 



精簡人力運用 

和諧勞資關係：我們相當注重勞資關係，特別是工會，而中鋼的工

會也算是非常理性，可以溝通的很理性、和諧。 

轉型中的人力資源策略 

    早期的人資策略集中在行政事務上，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逐漸朝向
提升組織活力，推動變革管理和經營策略伙伴的方向來努力。希望能把公

司的人資工作調整到和公司的腳步一致，不只是發發薪水、辦辦保險而

已，應該要能提供最快速的服務，給予員工關懷、協助，讓員工參與的變

革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之作法實例 

1. 如何給予員工最快速的服務呢？我們目前引入資訊系統，將人資工作全
面 e化。 

2. 如何關懷員工？我們進行了組織活力調查和員工持股信託 

3. 如何進行變革？我們使組織人力合理化，也就是組織再造，合理的改變
組織架構，降低員工抗拒。 

4. 如何經營策略伙伴呢？我們使用的是”職位晉升與主管遴選”及中鋼企
業大學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HRIS） 

不像其他公司用現成的系統，中鋼這套 HRIS 系統是我們自行發展
出來的，由人資人員將所需之步驟規劃好，及由 IT人員設計，主要
分為四塊，其中人事、出勤、管理教育訓練最後都會彙整到薪資管

理，這些步驟都是由電腦化作業，相較於同業，是我們頗引以為傲

的。 

組織活力調查：民國 70幾年時，我們曾和台大的教授合作，近幾年
收回自己製作，從 8個構面中，設計出 118個題目，藉以詢問員工
滿意度，瞭解主管管理風格各單位合作的情況等。我們都會針對不

理想的項目進行改善，以求進步。 

員工持股信託之做法：不像其他電子公司分配股票，中鋼沒有如此

值錢的股票，所以我們便發展出持股信託的辦法，目的不外乎是提

高員工對公司之向心力、養成員工亦是股東之經營夥伴意識、期望

員工之工作績效與公司成長相結合、使員工退休後之生活獲得更佳

保障；作法為 每月提存金：會員在基本薪給 10％內，自由選擇提
存基數（最高為十二個基數），每一個基數為新台幣壹千元整。

其他提存金：年終獎金或現金紅利，於發放時，亦得比照每月薪資



提存。 公司提撥獎勵金：依會員每月提存金額之 20％提撥為獎勵
金。 

組織人力合理化：目的是”組織再造，人力精簡”，目標期望是 95年
用人 7601人，藉以提昇競爭力；作法是 精簡組織寬幅，減少作業

介面 精簡組織層級，縮短作業流程 精簡專業、基層職位，強化

專長運用 

職位晉升與主管遴選： 

職位晉升：全以內升為主配合公司文化，以雙軌發展，就是專業

人員和主管地位是一樣的，因為有些人並不適合帶人，但對幕僚工

作就做得不錯，因此對於這些人，我們也給予相當的報酬。 

主管遴選：方式—管理才能評測，是由美國加工公司引進 AC 憑
證，主管一定要經過訓練、測試才能擔任主管。基層員工也可以透

過甄試來擔任基層主管；此外還有管理人才班，這是針對要升廠、

處長的人而設計的，類似大學內的 EMBA班，差別只是在這些課程
是在廠內舉辦的而已。 

    上述教育訓練的落實就在於”中鋼大學”的目標，主要是以培育集團
未來發展所需人才為導向；採菁英重點式專班培育；培育具有國際

宏觀的人才；借重外界及集團內之優質師資；課程兼具前瞻性及實

用性，做為規劃培育學員之職涯發展計畫。 

未來發展 

    因為中鋼已成為旗下有 20 幾個子公司的集團，對於人力資源的調度
及人才庫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未來我們對人資部門的展望有： 

1. 運用集團整體資源，整合及善用人力資源庫 

2. 提昇公司競爭力，持續推動組織人力合理化 

3. 配合集團發展需要，積極培育國際及管理人才 

4. 因應發展第二核心事業，像台塑三寶一樣，持續辦理多專長訓練 

5. 配合 e時代新知學習，規劃「網路教學」，改善頻寬 

 

Q&A 

Q1：剛剛中鋼所提之人員精簡方式，會不會影響留下的員工的士氣？ 

古垣春處長： 



我們目前正面對如此的問題，很多員工看到別人走了，心裡

會想”下一個會不會是我？”所以這些員工會變成自己有的技術不
願意教給別人。 

而目前中鋼採行的機制是透過”考績”，考績下面有一個項目是”團
隊合作”，主要的重點是”你願不願意和別人合作，願不願意把知道的
技術和別人分享”，若員工是不合作的態度，在考績表上會被扣分。 

而所謂精簡人力的重點，我一再強調是”好的員工留下來，該走的
員工就讓他走”，考績後半段的人才有可能離開。 

 
Q2：最近在股票市場上，外資對中鋼大幅加碼，為何中鋼有如此之吸引

力得以吸引外資呢？ 

古垣春處長： 

不好意思，財務面我是比較弱，但我知道的是去年全世界的鋼廠

賺錢的含中鋼只有五家，在王鍾渝先生的領導下，中鋼已佔得一席之

地，我們的獲利能力也是傲視群倫，而在經營上也相當正派。而外資

的策略是來台購買高科技公司的股票外，也買中鋼的股票來避險，並

不是他有多看好中鋼。 
 

Q3：請問中鋼對於被資遣的員工，除了資遣費外，後續是否還有其它的

措施？ 

古垣春處長： 

我一直相當避談這個問題，因為中鋼實在太人性了，離職的條件

好到以世界各國企業的標準來看都受不了。因為除了勞基法所規定的

項目外，中鋼還另給其他福利，算是相當不錯了。 
 

Q4：請問古處長，您本來是學 IE出身的，為什麼現在會走上人力資源管
理的路呢？ 

古垣春處長： 

因為中鋼內部的原則是輪調，特別是對優秀的人才更是”加強”輪
調。當初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老闆把我輪調到人資處。有沒有障礙呢？

其實還好，因為我學過一點。現在公司的政策是，每個部門中，績效

前四名的都必須接受輪調，一方面培育公司人才，一方面也是”滾石不



生苔”。 
 

Q5：古處長您好，請問您對兩岸人才培育上的差別，有何看法？ 

古垣春處長： 

很抱歉！因為中鋼受限於角色，我現在還沒辦法瞭解那邊的人才

培育是如何進行的，就我所知，對岸人才的情況是，好的非常好，差

的也相當差，在招募上不太容易，但進入公司後的培育則和台灣相差

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