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場：91/04/18（四）   9：30—11：30AM 

        主講人：遠東紡織管理部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張立德 

        主持人：台大管理學院  莊正民 副院長 

        講  題：『我的上海經驗』 

        背景介紹：上海是什麼地方？ 想賺錢的人，想賺大錢的

人，想以小錢搏大錢的人，想第二次創業的人，

想尋找第二春，想轉業，想躲掃黑，想倒債東山

再起的人..，上海是一個充滿機會、但容易被機

會吞噬而受傷的地方。 在一窩蜂的上海淘金熱

中，到底廠商需面對哪些現實及挫折考驗，又如

何去捉住這個機會？ 張立德副總將與我們一起

分享他的上海經驗。 

 

 

 

 

 

 

 

 

 

 

 

 

 

 

 



我的上海經驗 
 

遠東紡織 資深副總經理 
張立德 

 
莊正民 副院長： 

今天很高興請到遠東紡織公司張副總經理談談他的上海經驗，相信每

個人對上海的概念與經驗都不相同，在很多時代中，上海都佔有相當獨特

的地位，市面上談論上海的書籍、節目相當多，今天張副總經理除了談談

上海的食衣住行之外，還會談談台商在大陸到底做了什麼，會有哪些困

難，張副總經理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在上海度過，非常本土化與當地化，而

本土化與當地化在國際企業中是非常重要的指標，相信今天對此也會有非

常豐富的討論，也非常歡迎各位在演講之後多提出意見，我們首先以熱烈

的掌聲歡迎張副總經理。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莊院長、各位先生、女士、同學，非常謝謝莊副院長所做的介紹，而

一開始時我稱呼他莊院長，是習慣性，在大陸，凡是副理，都稱經理，副

處長都稱處長，副總經理都稱總經理，因此，副院長也稱呼院長，大陸會

有這樣的情形也是因為非常重視階級觀念，不僅大陸官方非常重視階級觀

念，即使台商去了大陸，也無形中吸納了這種觀念。 

大陸台商的分類 

在大陸的台商也在無形中分成幾類，到大陸十年以上的，屬於阿公

級，五年以上為阿伯級，我到大陸兩年多，只能算菜鳥，因為經歷十幾年

過程中，每個階段台商所碰到與面對的問題都不相同，老台商好不容易流

血流淚所得到的經驗也不願意傳授給菜鳥級的人；而我們過去的兩年多，

剛好看到上海最近最大變化的一段時間，藉此也可瞭解過去是如何經營

的。在大陸有六、七年，甚至十年以上經歷的人，很多人不願乘坐公共汽

車，也不願到非台商經營的餐廳吃飯，更不願意上公共廁所，我認為這些

台商錯過了上海最精華的一面，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九三、九四年時，

曾經流行肝炎，造成全上海人都自己帶筷子到公共場合吃飯，否則就會得

肝炎，而十年前到大陸旅遊，每人都必須帶傘，因為上廁所沒有門，這些

印象太過深刻，甚至直到四、五年前坐公共汽車只有兩隻腳尖能站到地，



但這兩年的情形變化非常大，而有七到十年經驗的台商，很多人還留在過

去的經驗中，因此喪失了真正認知當前上海的機會。 

上海之介紹 

首先，就上海的面積、位置、行政區劃，以及政府組織結構來看，上

海包括了崇明島以及另外兩個小島，崇明島約有一千多平方公里，整個上

海面積約為六千多平方公里，扣除崇明島後，約有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平

地，最高海拔只有九十幾米，與台灣的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分之

二的山地，因而只有一萬兩千平方公里的平地相比，上海市四千多平方公

里的平地大約是從基隆、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快到台中等縣市的所

有平地。其次，上海市共有十九個區縣，其下分為鄉鎮，但之下不叫鄰里，

而稱為街道辦事處與居民委員會，而居民委員會是很紮實的組織，他們對

於每條街、巷的幾百戶人家，姓什麼、什麼職業、晚上幾點回來等等，都

很清楚。另外，上海共有戶籍人口一千三百萬人、外來人口三百萬人，總

計約為一千六百萬人。 

在政府組織機構方面，他們稱為四套班子，最重要的一套班子為

「黨」，就如同幾十年前國民黨在各縣市有縣市黨部主委，而黨部主委是

領導縣市黨的，大陸現在便是如此，上海市共產黨委員會的書記為黃菊，

副書記為陳良宇；另外，他們有「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相當於我們的

縣市議會，還有人民政府，市長為陳良宇，副市長則有六、七人之多，另

外，市之下還有將近一百個單位，其中和台商關係較為密切、容易接觸的

單位為「計委」，即「發展計畫委員會」，因為共產主義講究的是計畫與

分配，因此「計委」是最重要的機構，其次是經濟委員會，管的是實際的

經濟運行，還有「對外經濟委員會」，或稱為「外國投資委員會」，是專

門吸引外商的，其中當然包括港、澳、台商，另外則是工商管理局、統計

局、環保局、衛生局等，而第四套班子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是從

五十幾年前共產黨開國後便建立的，吸納除了國民黨外的其他黨派，並推

派代表，大家可以一起針對國家大政或市政大事作出建議，屬於資訊性機

構，沒有實權；另外，台商接觸非常密切的機構之一便是海關，北京有海

關總處，上海則是上海海關，浦東地區則另有浦東關；其次則是稅務局，

北京的稅務總局是財政部，其下有上海稅務局，浦東則有浦東分局。以上

是上海的概況。 

在上海的生活經驗方面，我到上海兩年多，剛好經歷上海變化最快速

的期間，前年有世界五百強在上海開會，去年則有 APEC會議，這兩項會
議炒熱了上海行情，吸引了全世界的重要目光，而 APEC會議後，有很多
台商便到上海投資、置產。交通建設方面，首先介紹幾個重要的街道，南

京路有所謂的步行街，淮海路則是非常高級、具有異國風情的道路，有五、

六十層的大樓，而且路樹非常漂亮，都是梧桐樹，為梧桐樹在春天發嫩芽，



夏天時便有很茂密的綠蔭，十一月深秋時便開始落葉，十二月時，樹葉便

全部掉光，而在上海，冬天的太陽是很寶貴的因此樹葉掉光後，便不會妨

礙太陽的照射，在大陸，很注重房子必須座北朝南，因為春夏秋冬的日照

角度變化很大，夏天日正當中，朝南的房子側面照不到太陽，而冬天時，

陽光是側的，可照進屋內，感覺很溫暖，因此一定要朝南或朝東；另外，

綠蔭、林蔭大道則是上海改變環境與生活的例子；上海有很多人，百貨公

司、大樓、商場的人很多，但出來時，手上有提東西的人很少，可能三十

個人才有一個人提購物的東西出來，其實他們的收入仍然偏低。 

去年九月，台灣有大雨，上海也同樣發生大雨，很多地區積水到膝蓋，

而他們規定，凡是積水的地方，今年必須在大雨來之前，將所有積水點整

治完成，例如南京路，便是挖開整條路，重新埋水管，因此，上海在市政

建設與管理方面，有其積極的一面，這是我們要佩服的，但他們做事快速

的一項重要原因是土地國有，所有事情都是一個命令便可行動，而在台

灣，則有困難的一面，相反的，雖然他們有負責的一面，但若不負責、不

認真、不做，便會非常糟糕，而現在，他們非常認真、負責，而且年輕。 

接下來介紹快速路，以前上海交通非常困難，若沒有快速路，從蘇州

到上海需兩個多小時，從上海郊區到上海市中心還需兩個小時，十年前沒

幾部車，是因為路面太糟的關係，而這十年間，路面整個改變，最主要的

是興建了內環、南北、東西，以及延安高架，完全改善了上海市的市內交

通，他們規劃未來有三橫三縱，預計於二００五年完成，將讓上海的交通

更為方便。從圖片來看，似乎是東京或紐約等世界先進的大都市，但其實

是在一個月收入不到一千人民幣的上海，他們不但有這樣的規劃，路邊還

有燈光，晚上走在路上，兩邊都是由藍色或紫色的燈光所串聯的，因此，

我們常說是窮國家，富人手筆。 

關於橋樑方面，有幾座大橋，南浦大橋因為黃浦江需走船，所以必須

拉高至六、七十公尺高，是同濟大學教授所設計的，屬懸掛式的設計，橋

寬有五百多米，南浦大橋之後興建的是楊浦大橋、徐浦大橋等，都是黃浦

江上的重要橋樑。 

目前浦東金融區非常有名，可能是世界金融未來發展的重要指標或中

心，浦東與浦西之間有一條黃浦江，要連貫黃浦江東西，便需靠剛才所說

的大橋以及延安路隧道，兩、三年前，這隧道的車輛還很空，但現在每次

經過都要塞上二十分鐘才過的了，表示這兩年多的變化非常大，車輛增加

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他們準備在大連路與復興路興建隧道，而已經在進

行的是松江口，約為一千五百米到兩千米的地下隧道，將有八線道，加上

另一座大橋大橋，稱為一橋三隧道，全部將在二００五年前完成。 

在公路與快速路興建之後，打通了上海的動脈，外地人認為上海已是

可以居留、可以工作、發展的城市，而大多數的老百姓沒有車子，需靠公



共交通，其中之一為地鐵，目前已做了兩條線，且同時有五條線正開工，

預計五年內發展至十條線，上下班時間，地鐵非常擁擠，非上下班時間則

較輕鬆，設備也很不錯，票價約只有人民幣兩元，除一號、二號線外，還

有明珠線，是將廢棄的市郊鐵路做成高架路。在未來交通規劃方面，五年

內將再興建七條線，十年內將興建十幾條線。 

高速公路方面，滬寧高速是上海到南京，滬杭高速是上海到杭州、寧

波，滬嘉是到嘉定，滬京津則是從鎮江直接到北京，其中滬寧是最早的高

速公路，約在三到五年前興建，為四線道；滬杭約在三年前完成，亦為四

線道，而新蓋的路，如滬京津，便是六線道，聽說有些路還要蓋成八線道。 

機場方面，有虹橋與浦東機場，虹橋機場設計為一千萬人次，浦東則

為兩千萬人次，但目前虹橋約有一千多萬人次，相當擁擠，浦東則只有約

六百九十萬人次。 

在住房改造方面，十年前，他們一戶人家平均只有十平方里，約只有

三坪，現在一戶人家平均約為十坪二十坪，新建社區即是將原來土地上的

人遷移，將小房子全部打掉，重新興建高樓，原本住的人可以回來，但須

交錢，例如，原來的房子只有三坪，政府給五萬元要求遷移，回來後住二

十坪房子，需再補十萬元，而若是別人要買，可能需三、四十萬，這便是

住房改造，這十年內約做了幾十萬戶；在環境工程方面，他們的口號是「天

更藍、樹更綠、水更清」，實際作法則是將密集的房子打掉，例如市中心

淮海路旁的兩塊地，都約為幾萬平方公尺，房子打掉後，蓋了一座公園。

另外，水資源保護方面，蘇州河以前很髒很臭，現在則已經有魚了。 

大陸也有其困難之處，例如沙塵暴，原本一切都好，起風之後，突然

一片黃霧，比霧還濃，用嘴巴呼吸，會感覺到有很細的東西，吐也吐不乾

淨，戴口罩也沒用；沙塵暴是因內蒙古過度放牧，養了過多的羊，導致羊

不但吃草，也吃光了草根，第二年便沒有草根護土，而沙塵暴都發生在三、

四、五月，六月之後就好了，因為秋冬後，內、外蒙古天氣很冷，地面會

凍住，所以冬天反而沒有沙塵暴，春天之後，水開始融化，表面浮土部分

因為水蒸氣的蒸發，將土變成非常細的顆粒，而顆粒因為沒有樹根或草根

的保護，風一吹便帶了起來，一直在天空中漂浮，直到日本、韓國、台灣

都曾經感受到，因此，沙塵暴對大陸將會是很大的問題。 

其次，上海市約有幾千輛電車，都是直流電發電，有個好處，即無形

中少了幾千個大烏賊，對上海的空氣有幫助。 

吃的方面，本幫菜即是上海菜，以前上海菜的特色是油重鹽多，色濃

味甜，現在則是世界一流標準，而且價錢便宜，雞鴨魚肉齊全的，公道的

價錢約為人民幣五十元；而杭幫菜便是杭州菜，上海流行杭州菜，另外還

有淮陽菜、川湘菜，以及台式小吃，台灣菜在上海有其一定的市場與力量，



十幾年前台商到大陸後，大陸人很羨慕台灣，台灣的任何東西，大陸人都

非常好奇也樂意嘗試，例如永和豆漿、泡沫紅茶、新竹貢丸、米粉，據說

當初新竹貢丸剛在一個小角落開店時，外面排了一長排，但這些口味現在

都沒落了，反而是法國菜、義大利菜、印度菜等，有其一定的地位。 

在文化藝術及休閒方面，淮海中路上有非常大的圖書館，而書城方

面，有各式各樣的書，而且很便宜，但常是盜版的，還有城市規劃館，介

紹上海市的過去、未來，過去，有很多模型與照片，未來，則有一座很大

的模型，約有現在房間的兩倍大，裡面有東方明珠、八十八樓的經貿大廈，

以及未來即將興建的世界貿易中心，將由日本人建造，約有一百零幾層，

將是世界第一高樓，另外還規劃很多五、六十層的大樓，由上海市計畫委

員會規劃樓高與容積，其他再自行設計。另外，還有富麗堂皇的大劇院，

有很多歌劇、芭蕾舞、音樂等，其他還有影城、美術館等，而國際會議廳

是前年世界五百強開會的地方，科技展覽館則是 APEC開會的地方。 

教育方面，有交大、復旦，同濟大學在土木、工程方面很強，華東師

大則是師範大學。目前規劃將在松江建立松江大學城，約有四千公頃的土

地，幾個大學將在此蓋新校園、新社區，預計於０五年完成，現在已經可

以參觀、遊覽的。 

醫療方面，以前的醫院，醫生穿著邋遢，護士也很隨便，針頭不知道

用了幾次，因此，老台商都去外商專門醫院，進入這些醫院若沒有五百元

則出不來，也就是進去就要被敲一筆，我第一次生病就是去這類醫院，但

第二次生病時，因為這類醫院太遠，懶得去，聽說附近有家醫院還不錯就

去了，發現還蠻乾淨的，也講究衛生，也很科學化，而配藥方面，除了給

西藥外，一定會給一包中藥，而中藥也真的很有效。 

觀光方面，首先是外灘，晚上在燈光照射下，彷彿人間仙境，他們還

會在最繁華、值錢的地方建設綠地，而且都是幾萬平方里的綠地，另外，

還有外灘觀光隧道、東方明珠、八十八層經貿大廈、城隍廟、朱家角、周

莊等等。因為上海平地太大，有很多空地，最近要綠化，便將幾百公頃的

土地都拿來種樹。 

在殺價部分，開價兩千元的東西，若以兩百元買到，不見得是你撿到

便宜。 

台商經驗分享 

台商方面，統計指出，大上海地區，包括蘇州、昆山地區，約有幾十

萬台商，我認為不甚確實，另外的統計則是，到０一年底只有約五千家登

記的台商，我也認為太少，上海加上昆山地區約有二十萬台商，絕對不到

五十萬，僅上海地區，則可能有七到十萬台商，統計有如此大的差距，是

因有很多台商到大陸不一定以台商名義投資，如開餐館、化妝品店等都不



能用台商名義，因此都不在統計之列， 

大陸台商雖有成功的例子，但失敗的居多。例如開餐館需租房子，因

為房子多為國營，他們會有集團總公司代表與你談，開始經營後便會發

現，光付租金就沒有營收了，經營一、二年後設備無法回本，便拍拍屁股

走路，過幾天，他們便開張了，國營的不需付房租，只要負責養二、三十

個工人即可，因此，除非你有特殊專長，讓他們無法取代，否則很難經營；

但也並非全都失敗，也有很多成功的台商，台商的行業範圍也涵蓋很廣，

至於成功與失敗的因素，最基本的是，不能把到上海投資當成副業，因為

開了店後，生意不好還必須增資、繳稅，而且合約簽訂後又不能退租，吃

了虧的老台商找到新台商便讓新台商來解套，老台商因為不瞭解，原本只

要一、二千元人民幣租金的房子，他們因為你是台商便喊價五萬元，老台

商認為，在台灣這麼熱鬧的地方，五萬元很便宜，便租下了，錢也因此回

不來了。另一種情形是開店前一、二年很賺錢，第三年時，附近已經多出

三、四家，都是旗下的工人自行開店的，價錢便宜兩成，搶光所有訂單，

因此，技術層級太低、投資成本不需太大的，很快就被人學會了。另外則

是曾有一家零件廠商，有些人做主體，有些人做零件，主體賣的很好，但

配合零件的台商因需配合環保、容積率、工商登記等，成本可能需要十元，

另外一家可能什麼都不需要，成本只要五元，原本的主體廠商當然買五元

的，也就是不向原本一起過去的台商購買，轉而向當地人購買，因此，三、

五年後，這些廠商都不見了，只有主體廠商可能活下去。成功的廠商中，

以蔡燕萍的自然美為例，在台灣似乎快混不下去了，到了大陸發展，目前

有兩千家店，很多人把她當成教主看待，因為只有你有一萬元人民幣向她

學習，她便幫你開家小店，教你如何經營，賺了錢後，這些分銷店便一直

推廣，這些人便認為蔡老師是家中的恩人。另外，還有元祖食品、池上便

當等，也很成功，以池上便當為例，雖然價錢比其他便當貴約兩倍，但是

因為乾淨，包裝讓人覺得沒有染病的危險，所以目前上海的年輕的高科技

人員也願意多付三到五元來吃乾淨、清爽的中餐。 

上海經濟情勢分析 

自四十九年，即民國三十八年我們從大陸撤退到台灣，大陸成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開始，直到八五年所謂改革開放的四十幾年間，大陸講究「平

均主義」，即是「分配」，不創造利潤，只是將現有的東西平均分配，這

幾十年中，因為上海市中國最富足的地方，若採取平均主義，表示上海不

應該再建設，不應該再花錢，上海所產生的稅收，全部需濟助其他單位與

鄉鎮，因此，當時全國有六分之一的稅收來自上海，但上海只能保留百分

之五，其他百分之九十五必須上繳國庫，分配到其他窮困的地方；因為沒

有經費建設，只能原地踏步，即剛才所說的，一家人只住三坪大的房子，

四九年時，上海人口只有三百多萬，八五年時已是一千多萬人，四十年中，



全市只多蓋了幾十棟房子，還有很多房子因為太過破爛不能住人，因此發

生了所謂的住房緊張。另外還有所謂的由商轉工，在國民黨退守之前，上

海已是商業金融中心，第三產業已佔上海產業的四成以上，到了八五年，

第三產業已剩一成多，變成以工為主，而因沒有新的投資，所以只有原本

的紡紗廠、造紙廠、肥皂廠、火柴廠等，這些廠在四九年時，產值可能只

有一千萬，八五年時，可能只有一千五百萬，但比重已從原本的百分之三

十幾，成長到百分之六十，換句話說，整個上海市的經濟不到原本的一半。 

改革開放在八二、八三年開始，但是真正較為進步則在八五年以後，

即所謂的五年計畫，改革開放之後，上海尋找新出路決定了兩大方針，一

為開發浦東新區，將浦東的農地化為新區，在新區中招國際標，要將浦東

建設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另外則是將 123 變為 321，當時的上海，第一
產業為農業，約佔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第二產業為工業，約佔五成，金融、

貿易、商業、服務等，約只佔了二到三成；他們決定要翻轉過來，要擴大

服務、金融、商業，因為這兩大方針，上海大大的改變了，九一年到九五

年鄧小平南巡時說了一句話：「膽子可以更大一點，步伐可以更快一點。」

因此他們便改為利用土地資源，當時很多台商及香港人到上海批租土地，

批租之後便有了錢，因此開始進行道路建設及其他建設，有了建設便吸引

更多外資；另外，舊有名氣也很重要，大家對上海有強烈的印象，認為上

海是很了不起的都市，因此認為若上海要發展，到上海投資不會錯，這不

僅是港商、台商的觀念，日本、美國、歐洲也有這樣的觀念，相輔相成之

下，建設越來越宏大。接下來的近五年，有句話說：「一年一個樣，三年

大變樣」，便一年沒到上海便會覺得有所改變，三年便不認得了，這時，

第三產業也超過了第二產業，不僅是比重改變，即原本的四成對三成變為

五成對三成，近二十年來，上海的產值約成長了二十多倍，是造成上海繁

榮的基礎。 

自去年到０五年，因為有了 APEC效應，五百強中，約有三百家公司
在上海設立公司辦事處或工廠，另外還成立了東西南北四大基地，以及三

大港：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信息港即是在全市佈光纖電纜，將來 3C
在上海也不會是問題。 

所謂四大產業，即東部的漳江園區，為 IT 產業；南部則為化工區，
約有一、二百億美金將在此投資；北部的鋼鐵產業即是寶山鋼鐵，其產值

約為一千五百萬，比中鋼大一點，但中鋼約只有七千五百人，寶山約有兩

萬人，因此競爭力較中鋼薄弱，而他們的工資低，兩萬人的工資與我們的

七千五百人差不多，但寶山當年為五萬人，十年來降到兩萬人，產量則增

加一倍，也採資本主義方式，即年紀到了，便給下崗工資，或轉業到其他

副業，若有績效，則給獎金；上海平均工資約為一個月一千元人民幣，已

經比其他地區好很多了，而寶山鋼鐵開車的司機資個約收入為五千元，為



高收入戶，且寶山鋼鐵工人收入一萬元的也很多，即有績效就給獎金，採

激勵的方式。最後則是西部的汽車製造，有嘉定汽車城，預計有三千億元

的投資，將來約有一百五十萬輛汽車的規模。 

深水港方面，因為上海靠黃浦江，為一河港，只有一萬噸的船可以進

入，長江口也只有兩萬噸的船可以停泊，０五年將興建深水港，港埠深度

約為十五到二十公尺，可以停泊七到十萬噸的船，並從港口興建一座三十

公里長、六線道的跨海大橋，更準備從金山興建一座橋到寧波，全長一百

五十公里，成為海上高速公路，預計於一０年完成。 

在機會與挑戰方面，以前大陸外貿成長都是兩位數，最近只有一位

數，有一部份還衰退，大陸方面很緊張，因此大陸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前

外銷從出口到退稅，大約需三個月到半年，甚至十個月，現在為了鼓勵外

銷，今年一月到三月的退稅都已完成，亦即出口十天內便可退稅，其中也

有風險，如台灣所謂的假出口、真退稅，但大陸抓的很嚴，若被抓到騙稅，

五十萬元以上的處徒刑，幾百萬元的便槍斃。對於開發土地、吸引外商投

資方面，他們亦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天下雜誌報導，蘇州為了吸引台商，

立刻在蘇州工業區興建一條十二線高速公路直通蘇州海關，他們為了達到

促進繁榮、增長經濟，無所不用其極，且處長級的官員都只有三、四十歲，

非常聰明、能幹，而且學歷很高，我們不得不正視。另外，WTO 的挑戰
方面，農民亦受國外農業的影響，金融業方面，目前外資銀行佔大陸整體

金融服務的百分之二，預計五年後將成長為百分之三十，換句話說，將會

吃掉很多大陸的銀行，這些大陸未來的挑戰，但若運用恰當，反而將是他

們的機會。以上是我的報告。 

 

Q＆A 

Q1：最近幾年，台灣學術界有很多創新育成等與業界連接的動作，請問
上海幾所大學與業界的合作情況如何？另外，這幾年學術界辦了很

多 EMBA，請問上海的情況如何？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第一、大陸學校或研究機構與工商企業的來往不如台灣密切，二

到四年前，這種情況較多，而遠紡也因研發事項曾拜訪交大等幾個研

究所，學校與工商界的聯繫是透過專案等合作研發，而一般來說，以

前是國有企業拿一筆錢給老師學生作題目，題目發表後就算了，而現

在外資則會提出較為具體、務實的題目，讓學校分析或檢定。研究所

方面，上海在活化處理方面很強，他們稱為中國科學研究院上海無機

研究所，當我們拜訪時，他們的教授表示，他們做出很多很有價值的



東西，但都沒有機會商品化，沒有辦法繼續開發，因此變成沒有價值，

同樣的東西拿到日本，日本將其開發為商品，賺了大錢；因此，現在

則是他們的研究所拿出一筆資金創立公司，類似我們的育成公司，開

始加以推廣。 

EMBA方面，上海也很流行，很多集團公司的副總或處長以上的
人員都去上 EMBA，交大、復旦都有開設，另外，還有歐洲學校到
上海設立管理學院，專門開設 EMBA，相當成功，一年學費兩萬元
美金，還是很多人報考，約為十人取一人，因此，MBA與 EMBA在
上海，正向上開發，但上海人選擇性很強，剛才所說的管理學院十人

取一人，但也有很多學校的MBA課程不見得有吸引力。 

另外，他們很敢講話，而且在共產主義的管理之下，生活上須面

對很多運動，因此，他們的邏輯思想與思辯能力一般都比台灣同學

強，以我們的同事為例，台灣主管技術一把罩，管理也不錯，但講話

就不行，開會時，他們提幾個問題你就不知該怎麼說了，到現場時，

他不會做就你做，因此，到現在仍需有台灣主管壓陣。 

 

Q2: 台籍幹部在工作過程中，需讓企業在大陸也有人才，面對大陸人員的
競爭，不知台灣企業的產學合作情形如何？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事實上我們也面臨了很大的困擾，主要可分為兩類，一類為自己

是老闆，到大陸創業，因為要忙於事業，就學進修的機會受於時間限

制便產生落後，但只要願意學，還是有機會補強，台商協會也經常有

開班；另一類則為大型的台資企業，如台達電、廣達、遠東、統一等，

一去便是幾十到一、二百人，這些台籍幹部確實會受到幾項壓力，第

一、一方面要拼命教導年輕的大陸同事，讓他們接手，另一方面會覺

得像是自掘墳墓，因為全部教會了，就會 out，第二、在大陸無法吸
收到更多更新的資訊，會產生新的脫節，這部分的確有待於台灣學術

界或研究單位給予補強或幫助。 

其次，很多台籍幹部有不確定心態，很多台籍幹部有合約制，並

非公司不願意員工到大陸不回來，只是員工有老婆、小孩，因此公司

與員工簽約通常為一、二年，這種情況便產生了不確定感，造成了他

們沒有長期、扎根、長遠性的安排，也造成台籍幹部在心理上的不穩

定，對於未來感到茫然，若學校或研究機構、教育訓練機構能多與台

商聯繫，予以協助或輔導，相信對台商會有很大的幫助。 

 



Q3: 台商剛到大陸發展時，大陸相對落後，為了吸引台商的資金與技術進
入，他們會提供很多幫助，而大陸目前發展相當快，若有一天大陸

不需台商的技術或資金時，請問台商在大陸發展的長遠性與不確定

因素如何？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這將因行業、因人而別，紡織工業在十年、二十年前便被稱為夕

陽工業，但實際上，直到去年，台灣出口創匯最大的仍是紡織工業，

一年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約一百五十億美金，遠比電子業的八、九十

億還高，這表示雖然紡織工業或化纖業是人力、技術、資金都很密集

的行業，一般認為這種行業不適合在台灣發展，但最後仍然創造了一

片天地，相同的，在大陸，各種行業都有機會發展，但長遠來說會受

到很大的挑戰，而挑戰越強烈，則成功且繼續成長的機會反而更大，

紡織業與化纖業在台灣是最被挑戰的行業，是世界性競爭，而台灣也

沒有關稅保護，卻變成最強，在大陸，台商最不受到保護，不像美國

等其他大國，有其政府的力量保護，台商只有靠努力拼，最強的挑戰

也是最大的機遇，舉例來說，永大電機在台灣做電梯，十年前也到上

海做電梯，他們曾表示，在台灣最輝煌的時代， 一年生產七百部電
梯，已是台灣第一大了，但到上海不過七、八年的時間，去年一年營

業額為一千七百部，在上海排名第八，這代表前面還有很大的成長空

間；有一家金屬公司專收破銅爛鐵，以提煉銅、鋁、鋅等有色金屬，

去年一年營業額為二十億人民幣，是以前在台灣時的好幾倍；另外如

旺旺食品，在台灣約屬中、大型企業，目前在大陸約有二、三十個廠，

遍佈全大陸的幾千個營業點；統一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現在也開始賺

錢了。對台商來說，沒有確定的未來一定好或不好，完全看如何拼。 

至於將來台商是否會受到特殊影響、限制，因經濟努力之外的因

素而造成台商不利，則很難說，若兩岸維持目前不冷不熱的狀況，相

信台商不會有太大問題，但若情勢變的不可預期，我也不敢猜測台商

將遇到何種情況。 

 

Q4: 我們希望台灣走出去，也希望同學及企業經理人能有國際觀，因此海
外的歷練非常重要，以您成功的經驗來說，除了國際觀外，是否可

以分享生活調適上的情形？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其實台商派大陸人員都面臨了調適期，很多在大陸很久的台商，

因為過去的印象太久，到現在還不能適應，而這幾年過去的，在衣食



住行方面的適應性越來越沒有問題，因為他們和我們的生活水平差距

越來越小，真正不適應的只有兩點，其一為，到了大陸就覺得像到了

另一個世界，有種潛藏在深處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沒有具體事

例，但隨著時間越久，將會慢慢淡化；其二即為家庭生活的協調，以

我為例，小孩已經很大了，只要太太跟著，就是全家過去了，但對三、

四十歲的中階經理級幹部來說，他們的孩子正就讀小學、高中，太太

有自己的職業，家庭方面的因素便是很大的困擾，我們也盡量設法解

決，例如公司規定，兩個月沒回來的，可休假一星期，若家庭沒有太

大困難，則希望一年期滿後，可做兩年，兩年期滿後，則希望做三年，

都是可以商量的。 

 

Q5: 大陸最近曾說要開發大西部，可否說明對上海的影響？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開發大西部方面，對於開發要用的資金、機具、設備、人才等，

都為上海提供新的機會，將來西部市場成立後，上海的機會更多，因

為出口都必須經過上海的港運系統，但這也是一項挑戰，同樣的，上

海人願意在上海市區工作，但不願意到西部，西部與上海間的差異很

大，重慶、成都等都算很好的都市，但若進入了陝西、河南、山西、

甘肅，就非常難受了，當地的農民收入平均一年一個家庭五百元人民

幣，因此根本沒有經濟活動、經濟行為，一家幾口就只吃幾畝地，或

養雞、鴨、魚、豬等，自給自足，很多人一輩子沒見過一百元人民幣

大鈔，西部大開發將帶動中國經濟某種程度的成長，也隱藏很多潛在

能源、資源等各方面的發展機會，若中國政府能花五年、十年，將西

部大開發建設的有條有理，對上海反而是建立了穩固的基礎，因為

高、低收入差距太大會造成社會不穩定，這也是中國政府全力開發大

西北的重要因素，大西北開發成功可以讓上海更成功、更穩固，即使

光芒被遮蓋，對上海仍是好處。 

 

Q6: 若大西部開發成功，上海是否會被其他城市取代？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二十年之內不至於有大變化，上海擁有太優越的條件，而且上海

的領導班子很有遠見，例如剛才所說，將精華地段改為綠地，外環高

速路兩旁，凡是沒有蓋房子的空地，已經各種了幾十米的綠地帶，綠

地帶預計由幾十米擴展至五百米，而綠地將有湖泊、休閒設施、娛樂



設施等，讓上海市民不需到別處遊覽，因此上海的優越性不會被大西

部或其他城市取代。 

在上海房地產方面，不一定會一直上漲，第一、共產主義不允許

房地產炒作，第二、上海太大了，可以興建很多房子。這兩年多，上

海房地產約漲了百分之三十，其中有百分之十五是台灣人的貢獻，尤

其在 APEC之後，台灣大約來了五萬戶，其中有一些有錢的，一買就
是三十戶，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房子幾年後一定值錢，雖然的確可能每

年增值百分之五到十，但絕不可能像台灣一樣增值一、二倍，房價漲

到某個程度後將趨於平穩，房租也將變便宜，九三、九四年時，一棟

房子若為六十萬美金，現在只值二十或二十五萬美金，因為九三、九

四年時沒有好房子，只蓋了幾棟外銷房，賣給包括台灣、香港的外國

人，因此價錢特別貴，之後因為生意好，便蓋了一大堆，價錢便從六

十萬美金降到二十五萬；以前租金五千或一萬美金的房子，現在跌到

兩千元，將來更多好房子蓋好，可能跌到一千五。因此勸告大家，現

在上海房價已經漲到一定程度了，暫時不必買，可以先租，慢慢看之

後再買。 

 

Q7: 面對大陸優秀人才的競爭，您對台灣學生有何建議？另外，您到上海
兩年多，是否曾經歷生活上或文化上的衝擊？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對同學們的建議是，我們要有新的認知，過去台灣不論在教育、

科技、語文等各方面的能力，確實在東南亞一枝獨秀，但目前上海、

北京等幾個大都市，學生的水準、能力，以及用功程度，確實值得我

們注意，我們學習是為了 relax，只為了生活的更優雅、舒適，而他
們是為了生存而學習，因此我們應更正視大陸的競爭。 

生活衝擊方面，因人而異，特別是年輕人，有機會到上海學習、

就業，或只是看看，都是很好的歷練，以平常心看待，多與他們交往、

適應，則花一、二年在大陸會有不虛此行的感覺。 

 

Q8: 請問，大陸較為本土化的企業，對於非本土人才採取怎麼樣的態度？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大陸原本只有國有企業，沒有私人企業，而現在有很多小的私人

企業開始成長，而且成長很快，大企業集團仍然存在，例如東北的鞍

山鋼鐵廠，整個鞍山市只有一個鞍山鋼鐵廠，當鋼鐵廠慢慢衰老，競



爭力減弱，最後必須關門時，整個城市便全面失業，東北因為開發早，

煤礦挖完了，鋼鐵不行了，幾十年的大企業無法支持，很多公司面臨

崩潰邊緣，需靠政府補助，對於這種本土化的集團，領導人若有國際

眼光，便非常強烈的努力吸納外來人才，真正有能力協助改善企業

的，他們仍願意高薪聘請。另外，陝西有家小的皮革廠，一年賣了幾

十萬張牛皮，只得到八十萬美金，於是他們到處找專家，十年中找了

三十幾位來自十五個國家的不同專家替他們進行改善，從原皮做到可

以給名牌用的皮，現在同樣的幾十萬張皮，可以賣到一、二千萬美金。

因此，只要符合需求，他們不會排斥，而如何符合他們的需求便需看

自己的本事。 

 

Q9: 像遠東紡織這樣的企業，近年來面臨了成本等等各項壓力，請問未來
遠東紡織有何規劃？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人力成本在每個地方都有其壓力，上海平均約為一千多元人民

幣，鄉下地方則為五、六百元人民幣，若到越南，約為三十元美金，

即約一、二百元人民幣，其中差異很大，但人力成本只佔行業總成本

的一部份，對我們來說，只佔了百分之二到三，真正的成本是原料成

本，而上海市國際性的港口，運輸、購買的價錢都是國際性的標準，

其次則是市場，若客戶遠在幾千里外，一噸運費便增加了好幾百元，

遠比人工成本重要，因此人工成本雖為考量因素，但不很重要，真正

重要的是人工素質，付出很高的代價不一定請的到好人員，若請到

了、也訓練好了，卻又以更高的代價被挖角了。遠東當然有其他佈局，

若看到了市場，自然會進行適當的投資，就我所知，遠東企業是唯一

從大陸賺了大量的錢又回饋台灣的企業。 

 

Q10: 就我所知，若你不會說上海話，上海人事非常欺生的，以上海人的
人格特質來說，在上海，若要成功，溝通是非常重要的，請問您在

溝通上有何心得可以分享？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這的確是非常深刻的現象，對上海人，我們需採取的態度只有「以

誠待人」，因為不論是鬥技巧、鬥說話、鬥殺價，你都鬥不過他們，



上海幾十年前就是國際都市，經過幾十年的壓抑與訓練，現在又冒出

頭來，當然精明能幹，我們到上海，他一看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而

在事業上如何待人，如何讓他們同心協力的工作，很簡單，就是「以

誠待人，一視同仁」，不要區分大陸人與台灣人，在商言商，其次，

若認為他的方式不對，便實實在在的表示，但須是客氣的、誠懇的，

他們也會將心比心，以上是對主管階層來說，而對於基層人員，必須

「以夷制夷」，即是以上海人管上海人，但只要坦承以待、公平處理，

大家還是可以接受的。 

 

Q11: 就我所知，上海研究生的語言能力都很強，尤其是英文能力，他們
已沒有中國人的口音了，台灣學生是否應有一些準備？ 

張立德 資深副總經理： 

的確如此，他們有國家級考試，語文能力分為四、五、六級，大

學畢業生一般都是六級，因此能力很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