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場：91/04/11（四）   9：30—11：30AM 

        主講人：遠東紡織管理部 首席資深副總經理 王孝一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黃國隆 教
授 

        講  題：『遠紡的企業文化與經營策略』 

        背景介紹：遠東集團旗下跨及各個事業領域，包括紡織、電
信、水泥、營建、百貨、運輸、金融、飯店、石化。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54年 1月 13日，
營業及生產項目為石化纖維原料、半成品及製成

品、纖維紗(布)、混紡紗(布)、假撚絲、棉布、被單、
紡織成衣、針織成衣等。遠紡為世界化纖及其他相

關產品之領導生產者，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聚酯高

分子及瓶用酯粒之生產廠商之一，遠東紡織已高度

垂直整合了上下游的產品，並已邁向生產高附加價

值的產品。在經營遠景方面，雖然全球紡織品生產

過剩，美國杜邦將與遠紡協商，在台以三 GT 技術
生產屬於最新環保聚合纖維產品 SoronaTM，其有
信心與遠紡共同提升品質，繼續保持台灣在紡織業

界的領先地位。 

 

 

 

 

 

 

 

 

 

 



 



企業文化與經營策略 
 

遠東紡織 管理部 
首席資深副總經理 

王孝一 

黃國隆 教授： 

很高興邀請到遠東紡織首席資深副總經理王孝一先生來此談談遠東

集團的企業文化與經營策略，遠東集團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遠東集團自遠

東紡織母公司開始，目前有一百二十八家公司，是非常龐大的集團，而他

們的成功與其企業文化應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當職務越高、經歷越深時，越會感到企業文化的重要，好公司的企業

文化與企業倫理常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相信這些要點會在待會王副總的演

說內容中顯示出來，而王副總與其他企業界的朋友其實都很忙，但卻願意

撥時間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寶貴經驗與公司成功的經營策略與好的企業文

化，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王副總由中興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並於台大企業家學分班結業，曾

經擔任遠東紡織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秘書長、遠東紡織公司製衣部總廠長，

以及亞東證券董事，現任遠東紡織公司資深副總經理兼發言人，亦為董

事，以及亞洲水泥常駐監察人、遠東國際商銀常駐監察人等，經歷非常豐

富，我們歡迎王副總！ 

 

王孝一 副總經理： 

我曾有機會到大陸，大陸在開場時稱呼長官通常用「尊敬」，因此我

首先謝謝尊敬的陳所長、尊敬的黃教授、尊敬的戚教授，以及各位尊敬的

同學，謝謝各位老師的指導，讓我有機會在講座中介紹遠東集團的企業文

化以及經營策略。今天演講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為遠東企業文化及成長

過程，第二為經營策略，第三則為如何從傳統產業轉型為高新科技產業。 

最近可從報章雜誌上看到，美國 Enron公司於一夕間幾乎破產，這與
企業經營者的經營理念及企業文化有關；Enron 公司所請的 Arthur 
Anderson會計師是五大會計公司之一，而為他們作假帳的即為 Andersen，
而查核簽證與管理顧問都是 Anderson的人，即球員兼裁判。財務報表在某
些程度上是有彈性的，而這個彈性與查帳會計師及經營者的行事風格相當

大的關係，要美化帳面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美化帳面可以讓盈餘情況、EPS



比同業更好，股價便會上升；Enron 一夕之間股價一落千丈，而在股價一
落千丈之前，Enron高級主管所持有的股份早已賣掉，受害者是投資大眾，
有人說 Enron在休斯頓總部大樓五十樓以上的人都賺到錢，四十九樓以下
的都虧本，因此，一個公司的經營者影響了整個公司。另外，Compaq 與
HP 的合併從去年談到現在，最近兩家股東會才勉強通過合併案，而台灣
公司的合併也是問題重重，這都在在顯示了企業文化不同，當然還牽涉了

換股比例談不攏，而換股比例亦與企業文化有關，因為每家公司都認為自

己最好，當然談不攏，換股比例談不攏當然無法談合併。以上兩個例子都

牽涉了企業文化，希望能讓同學有些瞭解。 

遠東集團的企業文化以及經營策略 

在遠東企業文化的形成過程方面，一個企業文化的形成與該企業的創

辦人絕對有關，企業創辦人的個性與行事風格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企業

今後的走向，以及企業組織中員工的思維。其次，該企業在成長過程中，

所面臨的客觀環境亦會影響企業文化的形成。就文意上的解釋來說，企業

文化是組織成員共同認知的價值觀，亦是完整且持久的共同信念，並以這

個信念來規範組織成員的所有行為，企業文化是看不見的，是存在企業內

部所有成員中的，若企業有相當程度的認知，所有組織成員的行為通常會

相近，甚至一致，因此，一個優良的企業文化可以讓企業在客觀環境變化

之中，有適應的能力，我特別強調的事優良的企業文化，而非強勢的企業

文化，強勢的企業文化可能缺乏彈性，而優良的企業文化則有彈性，會隨

著客觀環境變化而有適當的調整，以因應外來環境的衝擊。而企業要形成

文化必須有相當的時間，若該企業只成立三到五年，要談企業文化就太早。 

遠東集團的企業文化可以從民國二十六年，徐創辦人從上海創立開

始，到現在一直成長壯大，自民國二十六年至今的六十五年間，從一家公

司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八家公司，即以一甲子的時間塑造了今天的遠東企業

文化。徐創辦人的成長過程的確影響了他的行事風格，徐創辦人於民國元

年出生，成長過程中，除受到中國傳統教育之外，也接受了一些西方教育，

他的工作場所在上海，民國二十六年正是抗戰開始的時候，而抗戰開始之

前的上海有很多外國租界，無形中使得在上海經營事業的人能接觸到外來

文化，而非一昧的作中國人的生意。徐創辦人於民國二十六年在上海創業

時，做的是大宗物資買賣與證券業務，當時中國的產銷系統非常混亂，都

是由個人到各個產地收購大宗物資，集中到上海，再批售出去，例如棉花、

大豆，其他雜糧等等。 

在企業文化方面，創辦人的理念一直是振興產業、富國裕民，他認為

不只是他個人賺錢，而是一起工作的人都能賺錢，這樣的理念一直在遠東

企業中發揮作用，因此，遠東集團從一九五０年的紡織、水泥、百貨開始，

一直到石化、航運量販、銀行、金融業，以及最近的電信通訊，之所以能



順利成長，與政府的產業政策有關，若企業經營者能隨時掌握政府的產業

政策或經濟發展計畫，且所從事的產業能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便可以得到

很多政府的鼓勵與優惠，從第一次與第二次的進口替代、出口擴張時所謂

的策略性工業，即政府當時提倡的國輪、國道、國貨、國運，直到之後的

金融業自由化及電信業自由化，都是政府政策，而遠東便掌握了政府的脈

動，發展多元化事業。 

在追求成長方面，我介紹幾項代表性產業，首先，遠東的聚脂產品化

纖產業在全世界排名第五大。亞泥水泥花蓮廠一年產量可達四到五百萬噸

－早期台灣的水泥業都在西海岸，台灣的都市也都在西海岸，都市發展與

公共建設多在西海岸，用的水泥量也多，因此水泥廠多蓋在西海岸，一九

七五年時，亞泥卻在花蓮蓋水泥廠，當時只能從蘇花公路運水泥到西岸，

同業都認為徐老闆很奇怪，而徐創辦人考慮的因素是，第一、西岸礦區的

礦差不多採完了，而台灣石灰石的資源在東岸，尤其花蓮一帶的石灰石產

量豐富，品質也是最好的；第二是成本考量，運輸成本會影響水泥通路的

順暢與否，第三則是用人問題，而水泥業屬於資本密集產業，用人不多。

因此，唯一需慎重考慮的是運輸問題，創辦人便決定於花蓮蓋廠，而運輸

問題如何解決？我們便自己造船，從花蓮港運到基隆港，在台中港開港之

後，便從花蓮港運到台中港，亦可在高雄港下貨；這項策略相當成功，而

遠東集團之後的航運公司也在當時造船運水泥之後開始發展，目前該航運

公司是台灣最大的散裝貨輪公司，海上貨運可分為兩大類，一為貨櫃運

輸，一為散裝運輸，水泥、煤、煉鋼用的礦砂、小麥、大豆等，都是由散

裝貨輪運輸的。另外，在遠東百貨方面，目前百貨公司競爭非常激烈，已

經不是傳統的百貨公司了。 

另外，遠東企業的任何決策都相當果斷且快速，傳承了創辦人的性

格，例如，一九五八年時，板橋紡織廠區因電線走火而發生大火，當時遠

東紡織只有這一個紡紗廠，與遠東往來的銀行也開始擔心，而創辦人毅然

決定重新蓋廠，並且購買德國進口的全新設備，台灣早期紡織廠都是舊設

備，頂多購買日本設備，紡織機械最好的是德國與瑞士，其次是義大利，

之後才是日本，因此遠東購買德國設備讓同業嚇了一跳，當時與老闆資本

也有限，便靠著過去在上海建立的信譽，並找生意上的朋友共同投資，共

集資了三十萬美金；若當時沒再蓋這個廠，今天遠東集團便不存在了，而

這個廠蓋好之後的發展便相當順利，因此這個事件是遠東發展的關鍵。另

外，一九七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當時台灣人心惶惶，移民的人特別多，

資金也外流，但是遠東毅然的在台北寶慶路設立遠東百貨的旗艦店，當時

台灣沒有如此完整的百貨公司，這便是以行動表示支持政府。 

在穩健經營、審慎投資方面，我們特別要求所有公司內部的控制管理

制度化，強調公司不是靠一、二個人管理，而是靠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運



作。 

自一九三七年到二００一年的六十五年當中，遠東有四十五家代表性

企業，其下再投資的共有一百二十八家，一路多元化投資成長。民國三十

八年遠東從大陸到台灣，當時為遠東針織，一九五二年轉變為遠東紡織，

開始從事紡紗，之後再投資亞泥以及航運公司；而企業不只是自己賺錢，

還需回饋社會，因此目前遠東擁有兩所大學與技術學院，以及醫院。而遠

東集團的三個基礎是最早的遠紡、亞泥、以及遠百，再由這三家繼續發展，

目前共有一百二十八家公司，要如何井然有序的運作一百二十八家公司，

而且不會失去內部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制度化的控制非常重要。而一

百二十八家公司可以歸類為十大行業，包括紡織、水泥建材、百貨零售、

電信網路、金融、石化、觀光、海陸運輸、營建等，因此，遠東集團除了

基礎的紡織、水泥、百貨成長之外，還進行橫向、多元化的發展。一個產

業的成長，除了本身成長之外，還需考慮多元化的投資，因為本身行業市

場會趨近飽和，繼續成長將有限，此時的策略為維持市場佔有率，之後便

需橫向投資，而非縱向的再投資。 

遠東集團之經營策略 

若由企業資源與企業經營策略，甚至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係來看，一

家公司的價值不能只看資產負債表，以一般金融業對放款客戶來說，財務

報表只佔百分之六十五，因此，評核一家公司價值時，不能只看財務報告，

還需看無形的資產，以及人力資源，而在看不見的資源中，包括了企業文

化、商譽、核心技術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其次便是人力資源，一家

公司的好壞可由人力資源判斷一半，人力資源是否充滿了具有技能、溝通

能力、主動、積極的人員，是相當重要的；這些無形的資源都會影響、塑

造企業文化，而如何統合、運用這些資源，則需看由人力資源所塑造的企

業文化，之後才能瞭解該組織的能力強弱。 

在企業成功的環境因素方面，即該產品市場需要什麼以及本身產業能

做什麼，綜合之後才產生企業經營策略，有了這樣的策略，就會有很好的

競爭優勢。 

在經營策略方面，遠東由傳統產業發展到現在的金融、服務，以及電

信，始終掌握顧客的偏好，以及上下游的密切合作，若下游有困難，我們

會幫助他們，我們希望下游廠商能源源不斷的將我們的產品加工賣出，因

此上下游的密切合作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石油危機時，遠東的下游產

業倒閉了很多，很多帳款收不到，但我們反而派人協助他們經營，並請他

們代工，因此我們不輕易的放棄顧客。 

創辦人年輕時便接觸了外來產業與市場的訊息，因此早年便有國際

觀，而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產業，必須以全世界為腹地，遠東也進行世界性



的投資，在加拿大、美國、日本、大陸、東南亞等地都有投資。目前國際

合作的伙伴包括了 AT＆T、Compaq、杜邦，以及德國、法國、日本、新
加坡電信等。除了垂直整合之外，遠東還進行多角化投資，而多角化投資

的比重如下：紡織人纖為百分之二十五、電信為百分之十八、百貨零售佔

百分之十六、石化佔百分之十四。 

在財務健全與集資多元化方面，企業經營不只需有自有資金，另一方

面會向銀行貸款，以及向公開市場募集資金，一家企業若百分之百自己投

資，可能會喪失一些機會成本，其次，以財務槓桿原理來看，向銀行借款

或公開募集資金以從事產業發展會更為有利，可以低資金成本獲得高利

潤，因此，遠東集團很成功的由公開市場獲取大眾資金，並且是台灣最早

向公開市場發行公司債的公司，遠東在民國五十二年便發行公司債了。在

股票上市上櫃部分，目前遠東有九家公司上市上櫃，並在國際上發行全球

存託憑證。這些都是遠東募集資金的方式，即以財務工具支援產業的發展

與成長。 

在目前遠東在兩岸發展的產業方面，遠東在大陸江西有一座水泥廠，

上海則有化纖廠；遠東百貨也開始轉型為大型購物休閒育樂中心，目前轉

型成功的包括板橋、新竹、以及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去年開始的高雄

百貨休閒購物中心，目前是台灣銷售面積最大的，其中有十六家電影院。

另外還有新的乙烯碳酸酯廠，生產光碟的製作材。另外，還有專為進台中

港設計的超巴拿馬型貨輪，載貨量為八萬噸，巴拿馬運河為太平洋與大西

洋間的通道，但只有六萬噸以下的船才能經過巴拿馬運河，而目前我們約

有三十艘散裝貨輪，其中有可經過巴拿馬運河的貨輪，也有十五萬噸的

船。在電信事業方面，包括無線通訊、電子商務、固網電信等。 

在 ERP 方面，這是目前企業經營必須引進的工具，而遠東內部管理
亦開始走入 ERP的數位控制時代。在策略方面，以產業成長與市場佔有率
為縱軸與橫軸來看，投資一百二十八家公司，橫跨十種行業，需瞭解每種

行業落在何處。 

遠東紡織之定位及未來發展策略 

印象中台灣最熱門的產業是電子業，而電子產品亦居台灣出口的第一

位，但除出口之外還需看進口了什麼，即要看幫國家爭取多少順差，如果

出口兩百三十億，進口兩百億，順差只有三十億，因此我強調的是創匯的

產品，而最近一年來創匯最高的產品仍是紡織業，共約一百零二億七千七

百萬，而電子業只有二十五億，因此，台灣的電子業仍舊只是加工，得到

的只是加工的附加價值，紡織品則不然，紡織品只進口棉花，其他的紡織

原料台灣都可自行製造，最後出口紡織品，因此紡織品創匯很高，對此我

也曾向政府官員指出，也提醒中央銀行，紡織業才是創匯第一。 



紡織原料為棉花，以及化學纖維，之後再以纖維織布、紡紗、染整、

加工。天然纖維中包括棉花、羊毛、蠶絲、麻，其中棉花約佔百分之三十

九，化學纖維中包括聚酯纖維、尼龍，以及其他纖維，其中聚酯纖維佔百

分之三十九，因此，同學身上穿的衣服原料脫離不了棉花與聚酯。天然棉

花是進口的，聚酯纖維則是我們生產的，聚酯纖維的用途包括非纖維用途

與纖維用途，非纖維用途不用在製造紡織品，而是用在包裝材料或其他工

業用途，礦泉水瓶、汽水瓶等即是聚酯纖維。 

在發展策略方面，除了垂直整合，亦開始走向差異化產品、國際分工，

以及大陸發展。垂直整合從纖維到紡紗、織布、染整、成衣，均為一貫作

業。國際分工方面，化纖的生產在台灣與大陸，紡織與印染則在台灣、大

陸、東南亞都有，製衣總部設在新加坡，並在東南亞及大陸生產。上海遠

紡工業生產包裝容器的原料，目前是大陸規模與產量最大的廠。另外，我

們很多技術都是自行開發，例如上海廠便是由自己的技術建廠。在差異化

產品方面，傳統產業初期走的是低成本策略，市場飽和時便轉為差異化產

品，因此，雖然歷經幾年來的不景氣，遠紡的化纖產銷卻一直非常順暢，

市場不太受影響。在特殊纖維方面，防水又透氣便是利用纖維變化所製成

的布料，另外，在保暖方面，目前已有薄但保暖的纖維，不必再像過去穿

得這麼厚重。以 Nike 為例，Nike 自己不生產布料、也不製作衣服，只做
款式的設計，以及對布料的要求，廠商便要做出來，而 Nike所要求的布料
都是由特殊纖維發展出來的。 

關於遠紡定位方面，我們追求的是除了規模之外的差異化，而杜邦在

產品與市場上差異化的程度相當明顯，特殊產品多，其他如南亞、華隆等，

差異化程度還不夠，但規模則還不錯。遠東的化纖聚酯產品為世界第五，

PET產品則是世界排名第一。 

遠東集團由傳統產業開始，逐漸成長、轉型，除了多元化投資之外，

我們轉型為差異化集中的策略，因此沒有所謂的夕陽工業，只看如何經營

管理。在創辦人最喜歡的一首詩中說道，「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

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而為有源頭活水來便是指有

好的企業文化引導企業，便可讓企業永續經營、生生不息。 

 

Q＆A 

Q1：請問元智大學是否與遠東集團有關？ 

王孝一 副總經理： 



元智即創辦人的父親徐元智，因此是創辦人為紀念父親所成立的

大學。江蘇海門一帶生產棉花，因此創辦人等於是在棉田中長大。 

 

Q2: 請問遠東的標誌是否有何意義？ 

王孝一 副總經理： 

遠東標誌中的 F與 E指的是 Far Eastern，而刻意畫為圓圈則表示
布在機器中轉動。 

 

Q3: 剛才副總曾說遠紡製作很多特殊纖維，而每種特殊纖維的製作過程都
不相同，請問遠東是否有專門的生產線生產這些纖維？若這些纖維

生產量少，達不到經濟規模時該如何做？ 

王孝一 副總經理： 

遠東的確有專門的生產線生產特殊纖維，而初期的產量也的確不

大，因此必須忍受初期的投資成本與代價，而目前的量已經擴展了，

我們的產品約有百分之八十外銷，市場並非只有台灣，產品用途亦不

只是衣服，例如中空纖維可做填充物，如棉被、沙發椅墊等，而抗菌

則是在生產過程中添加化學材料以抵抗霉菌，經試驗之後對皮膚沒有

影響，因此非常適合做為內衣的材料。目前最大的市場仍在美國與歐

洲，而現在的規模已達到獲利的水準。 

 

Q4: 美國似乎有防火耐燃的質料，請問遠紡是否有此類產品？ 

王孝一 副總經理： 

有。美國法令規定，小孩的睡衣必須為防火耐燃的纖維，遠紡亦

有這類產品。 

 

Q5: 請問遠東是否有進行研發工作？ 

王孝一 副總經理： 

我們的生產工廠中有獨立的研究所，專門進行研發工作，除了本

身技術人員之外，元智大學與中研院也加入了研發行列。 

 



Q6: 遠紡屬於較成熟的產業，會利用規模經濟提高市佔率以維持成長，請
問遠東集團或遠紡是否曾考慮以購併的方式擴展市佔率？請問考量

的因素為何？ 

王孝一 副總經理： 

目前市場競爭非常激烈，要維持市佔率相當困難，市佔率的維持

除本身條件，即產品品質一致、成本控制之外，還可進行差異化。遠

東在傳統或大宗產品市場上仍有相當的市佔率，除了本身設備需經常

汰舊換新外，購併亦是一個方法，遠紡在發展中亦購併了不少台灣的

紡織廠，遠東有資金，也有技術人員，而購併外來廠亦牽涉到企業文

化的不同，因此，若不適合遠紡文化的技術人員，我們就不用。除了

購併外，遠紡也一直汰舊換新，每年折舊的資金便用來進行汰舊換新，

如此一來，產量與品質都會很穩定。 

 

Q7: 遠東集團的發展似乎跳過了電子業，請問為何如此？另外，企業文化
與領導人有密切關係，請問目前遠東領導人的領導風格是否傳承了

創辦人所塑造的文化？ 

王孝一 副總經理： 

遠東的發展的確 miss了電子業，到目前為止我們仍耿耿於懷。第
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台灣於一九八０年成立了新竹科學園區，而遠東

集團於一九七九年合併亞東化纖，開始了行業的擴展，例如遠企中心

於一九八二年成立、成立愛買量販店、遠東銀行等等，但都未涉入電

子業，因此對電子業不瞭解，而遠東所做的行業都是本身較熟悉的，

不願做不熟悉的行業。而電子業成熟發展是在一九九０年之後，早期

則是培養電子人才與吸收資金的階段，工研院院長史欽泰以及曹興誠

等便是當時送到美國 RCA研究室訓練的一批人。因此，當時便因為對
該行業不瞭解、國內電子人才尚處於培養階段，以及電子業的投資需

大量資金、回收期長等考量之下，不敢貿然投入電子業。 

在企業文化方面，目前由第二代傳承，第二代所受的是美國教育，

但家庭教育也相當嚴格，也被灌輸了許多創辦人的儒家思想，因此第

二代有中西兩方的思想，在維持遠東集團傳統企業文化之外，也慢慢

的轉到西方管理思想上，例如遠傳電信便擁有與傳統的遠紡、亞泥、

遠百不同的文化。在內部管理會議中，如有較為傳統的人表達了不同

意見，第二代領導人會在外國公司的思維與舊有的思維上進行妥協，

這也是第二代領導人所遭遇的問題。目前舊有文化根深蒂固，而新的

文化剛剛進入，兩種文化正互相衝擊、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