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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95/5/2（二）   AM  14：30—16：00  

主講人：遠東企業集團    徐旭東 董事長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陳文華 所長 
講  題：國內外快速變動環境下產業發展策略 
背景介紹： 

 
    徐旭東先生生於 1942 年，自美國聖母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後，

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攻讀經濟。他曾任職美國紐約花旗銀行，之後回到台

灣，加入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各部門內擔任不同職位，之後升任為執行副

總經理。1979 年，徐先生升為遠紡總經理，並先後於 1988、1991、1993、1994、
1995、1996、1997 及 2000 年接掌遠東百貨、遠東紡織、亞洲水泥、東聯化學、

裕民航運、遠東國際商銀、遠傳電信及新世紀資通，正式成為「遠東企業集團」

負責人。 
    遠東企業集團共由一百九十一家海內外公司組成，其中逾三十家從事製造業

（紡織、化纖、水泥、能源），旗下共有八家股票上市公司，其他營運範圍則涵

蓋百貨、航運、證券、銀行、建築、電信、電廠、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旅館等服

務業。社會公益事業方面，集團所屬基金會已創設擁有一萬五千名學生之大學及

技術學院，以及一千病床之大型區域教學醫院。至 2005 年底集團總資產新台幣

一兆兩千億元，2005 年營業額新台幣三千九百億元、稅前淨利新台幣七百四十

億元，現有專業人才及技術員工約四萬二千人，為台灣首要企業集團之一，母公

司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則是台灣規模最宏大且最為多元化的紡織及相關產品

之製造業者，不但擁有世界前五大的聚酯化纖廠，同時亦是全球前三十大紡織業

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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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快速變動環境下產業發展策略 
 

遠東企業集團 

徐旭東 董事長 

 

台大商研陳文華所長致詞 

    首先，感謝大家參與此次演講。今天很榮幸能邀請到國內最大集團—遠東集

團的徐董事長，來跟各位分享其有關於經濟發展的想法。遠東集團想必大家都已

經很熟悉，遠東集團在紡織、電信、教育等都有卓越的發展，尤其是元智大學最

近幾年的辦學更是私立學校裡面的佼佼者，很值得其他大學的借鏡。其它遠東集

團企業的成功，也都值得大家去學習。現在就請徐董事長來為我們進行今天的演

講。 
 

 

徐旭東 董事長演講 

 
前言 
 
    Good afternoon! 很高興今天來到台大演講。首先，任何的企業及任何的政

府，他都需要有領導者，例如當時的孫運璿先生及李國鼎先生，我們這一代當時

發展的動力，就是由他們帶領起來的。今天是孫運璿講座，遠東集團也贊助了此

講座的舉辦，所以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聊一下今天的主題--【國內外快速變動環

境下產業發展策略】。 
 
    各位同學在學校裡面這樣良好的環境下，可能無法感受到企業界裡所面臨到

的壓力與速度，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讓大家有個感受。What will you get in 
the future? What do you need to learn? What do you need to develop? 你們在學校修

了很多課，但我希望今天能讓你們感受一下，這個世界上發生了哪些事情?有哪

些事情將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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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變動 
 
    台灣，可愛，但又可悲。因為我們這段時間的發展實在慢過很多地區，台灣

曾經是亞洲四小龍中領先的一條龍，但現在卻退步了，我們的動力怎麼會變成這

個樣子呢? Why? 今天希望能很快給大家一個感覺，因為各位都是未來的領導

人，台大就像哈佛、哥大，都是領導者的搖籃。 
    在我們集團裡，每個主管都看過「藍海策略」一書，另外還有一本「世界是

平的」，若你們看過這兩本書就能對企業環境有基本的了解。我們企業也希望能

在人力資源的架構上快速因應市場變遷需求、適應環境的不同。每個企業幾乎都

是人才不夠、培訓太慢，而在發展擴張後對人力資源的需求又更加迫切。今天遠

東在全世界有三十幾個點，但還是感覺到人力資源的缺乏，所以今天來到學校也

希望為遠東徵才，各位如果以後要找工作，除了台積電這種大公司外，應該要去

尋找能夠快速發展的企業，例如遠東就能提供你非常好的舞台。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尤其在東南亞地區，還有在我們台灣經濟體系

現在的情況下，企業要怎樣因應；What is the future? 若大家在今天演講中能在

這點有所收穫的話，對往後你追求知識的方向也可以有所幫助。台灣在十年前算

是蠻先進的；十年後的今天，台北跟香港、上海比起來，我們變成是落後的。當

然台北現在有全球最高的 101 大樓，但那又如何？事實上 101 大樓的出租率不

過一半而已，有最高的大樓不代表我們的經濟很好。上海在發展上的速度是不得

了的；香港在經濟上的影響力是可畏的。今天希望讓大家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有使

命感，並且要迎頭趕上別人，這是需要大家在整個動力、思想上要做完全地改變。

以後你出去工作，在任何一家企業，要做任何的決策，You must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hole world. 
    以全世界的景氣來看還不差，美國是全世界經濟的龍頭，而美國、中國的消

費力 move very fast.日本也在成長當中，全球 over all 講起來，都在成長，而且是

穩定的。現在最大的變數就是能源的價格了，今天早上 CNN 的新聞，西德州原

油的售價每桶已經來到 73 美元的天價了。如果再看全球石油的需求量還在持續

上升中，但是石油源的新增探勘量卻是日趨減少，愈見擴大的供需缺口，令人憂

心未來幾年能源價格是欲跌不易。而今年以來伊朗的核武危機，更是刺激了近期

油價的飆高。現在國內油價、電價說要上漲，但是請注意，目前說的漲幅都還沒

有完全反映進口或生產成本！若我們還在反對核能，那往後我們的能源要從哪裡

來呢?我們要如何成長呢?要是能源市場還是如此不穩定的話，對我們企業環境是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此外，黃金價格也持續飆漲，所有其他金屬價格也都上揚，這是因為中國大

陸龐大的需求。最近幾年又面臨到低利時代，美國的利率是 5%，我們是 2%；

在某個角度來講這雖然是好現象，但也代表我們的錢不知道該往哪裡去、投資不

夠；製造業的波動、零售業的成長、房地產的價格、不動產的貸款等等，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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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你才能 make the decision. 日本的成長現在已經不靠政府，而是它自己

的 consumer expanding，在它慢慢回穩之後，日本的利率也會上升；此外中國的

投資成長是 27.8%，是一個非常強旺的經濟架構，人民幣升值又是另外一個問

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而言使其進口更便宜，但出口會產生問題，這是要去關注

的。接著，兩岸未來何去何從，這是在經濟上令我們最困擾的問題，全世界是平

的，但我們卻還要限制自己，這是對還是不對的呢?你們自己可以想想。 
 
 
產業變動 
     
    第二階段，我們要了解產業環境的變動，要分析產業環境，我以一個很簡單

的架構來談，那就是 PEST Model。這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 Economic(經濟因

素)、Social(社會因素)、Technology(科技因素)，以及最重要的 Political(政治因

素)。經濟的變動趨勢很快，全世界的貿易量在快速成長，跨國貿易佔 GDP 的比

重，會從 1990 年的 18%，成長到現今的 30%；全球貿易協定從 50 件到今天的

250 件；消費和購買力在近十年也增加一倍，巴西、俄羅斯、中國、印度四個區

域，是成長速度最快的，所以天然資源當然是永遠不夠。我這裡舉東亞的例子來

說明各國無不努力強化區域間的貿易合作。密密麻麻的組織網代表東亞各國之間

已經完成或是正在談、計畫要談的自由貿易協定。不過在這張圖之中，Where is 
Taiwan? 我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呢? 這些國家將來都會形成貿易區、會有

經濟上的互動，台灣在大家的合作中缺席，未來出口競爭力的發展實在叫人擔心。 
    再來看社會的趨勢，老年化的人口結構，每個地區都有這個問題；科技進展

也很快速，造成的變化非常大，科技影響我們生活的全部，每天上 Google 搜尋

的有十億筆，每年全球傳送的電子郵件有二十九兆，在我的手機的 instant 
information 中，CNN News、股市的波動，用這台手機就可知道，現在甚至可以

讓你即時視訊談話。If you are going to business,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echnology. 
One single technology may change our whole life.  
    最後，政治的變動趨勢；我們以前的政治環境比較簡單，我們建立了加工出

口區、工業區還有科學園區，但是 What is our economic policy today? 我們現今

沒有一個明確的經濟政策，這是很值得去了解的；現今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已經這

麼多，我們應該建立一個 model 來因應這項趨勢，如根留台灣、大陸製造、直通

等等。孫運璿院長在當時創造了工業技術研究院、新竹科學園區，當時的經濟機

會比較單純；現在經濟的複雜性不可同日而語。且政治的變動不能去影響到經濟

的發展，有一位外國投資者曾經跟我分享台灣的現況，Truly speaking, you have 
smart people, but no management. 政府在未來要好好思考如何去管理人才，創造

一個有效的體制。政府可以變，黨派可以變，但提供的服務要維持不變。 
    談政府的角色實在不得不提一下 BOT。大家先看一下交通部三大 BOT 專

案，台灣高鐵─至少延期一年、高雄捷運─至少延期八個月，只有 ETC 是如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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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完成的。當初我會投入 ETC 的建置，其實是有使命感，我每個月平均要出

國一次，每次要去機場前都塞在高速公路上，更加深我協助國家推動電子收費的

決心。但是卻被講的好像有甚麼弊端似的，要知道我們就是最好的團隊，除了遠

東，還有東元、神通、精業，何必去搞那些非法的動作呢？大家不要以為 ETC
建置很容易，這條 ETC 系統長達 900 多公里，是目前世界最長的系統。而且二

件式(OBU+IC 卡)的設計，符合交通部未來推動『交通 e 卡通』的國家政策。從

2/10 開通以來，不到三個月已經有超過 700 萬輛次的車子通過，單日使用率最

高也超過 9%，這是很不得了的成就。人工收費每天只能收五百車次，ETC 可以

到一千四百車次，這就可以減輕高速公路塞車的問題。 
    但我們的政府官員先是被媒體、立委搞的，原本合約中規定的三個月試營運

期間就這麼被取消了；然後我們本來主張分區段營運，但他們有業績的壓力，一

定要全線一起通車，當然讓 ETC 沒辦法作好準備。我承認一開始 ETC 的服務實

在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許多時候我也感嘆，政府沒有把遊戲規則建立好，也造

成業者很大的困擾。像是限速 40 公里根本就是政府規定的，我們的系統 100 公

里通過都沒問題，純粹是交通部覺得有安全上的顧慮。這原本是為了全民著想的

案子，但大家都想吃白吃的午餐，認為這是要免費做公益的，但這不是當初所建

立的 model. 現在臨時要以公益的方式，經營上面是有困難的；在 BOT 中政府其

實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要扮演一個堅強的管理者的角色，要有一個

management system 來 handle.這樣 BOT 對於經濟的幫助就會很大。現在交通部還

有很多 BOT 的案子被卡住，我聽說國家有 3,000 多億金額的 BOT 案不知何去

何從，這會限制了國家建設的發展！ 
    關於企業面對的產業環境，我還要拿這張圖來補充說明。在這張圖中，廠商

的位置是最下面的，因為我們最沒有地位。右上方我們要面臨政府在政策的規劃

與執行的影響，左上方則是來自民意機關的監督壓力。圖形的最上方當然是消費

者，Customer is the King！但大家不要忘記，圖形的核心位置─媒體機構，他的

影響力很大，所以放在正中央，在座的媒體，要有這樣的自覺，才能善用自己的

影響力。 
 
企業的因應策略 
     
    現在來看全世界的經濟變化，企業要如何面對？上個禮拜大前研一台灣的演

講就是追求創新的十個題材。一個企業現在的演變，它一定要曉得顧客需要的是

什麼，它要曉得顧客變到哪裡去了？什麼東西需要改進？什麼需要變動？一個企

業的因應策略就是，每個部門都要能夠自由地調整，追求創新是不錯，但是策略

的自由度是要能往顧客方面來變化。變異是科技化的，任何企業都要有

innovation，要有新的東西出來；有新的組合就有 future，沒有的話就沒有 future。 
    我再以紡織業為例子，大家都覺得紡織業是傳統產業，但紡織業也有創新。

以我手上的這幾件衣服來說，都有他的功能性。第一件衣服可以讓你揉成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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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一小團，這就很節省空間，在旅行時就非常方便；第二件衣服的剪裁非常

合身不會有空氣跑入，而且質料是特殊纖維，所以雖然看起來很薄，但穿起來卻

很暖和，就算是冬天也能禦寒，不用再穿一堆厚外套；第三件衣服則是功能性纖

維，非常「酷(Cool)」！(註，在這裡這是雙關語，指的是很“冷”)其實我的意思是

這件外套會隨環境自己調整溫度，從室外回到室內因為沒那麼冷了，他就會降

溫。現在的技術溫差大蓋 2 度 C 左右，如果能做到 5 度 C 那就非常明顯且有用

了！最後這件則是內含「竹碳纖維」，防皺耐污非常實用。 
    你要生存，就要在組織架構中找出特色，以及企業產業結構需要調整。每個

地區你的組織都要全部互相連線，例如總部要擺在哪裡？總部沒有固定地方，整

個架構講起來必須能在任何地方運作。公司內部網路要方便，所以你到底在哪裡

不重要，在家裡也可以工作。今天我主要來的目的是探討人力資源的需求，你將

來選擇到哪裡工作都可以，公司最重要的需求就是管理架構以及人才。你在學校

是很重要的時期，如果你真的聽懂的話，就要好好努力。現代社會是無國界的，

資訊隨時可以取得。而且公司一定要正規經營，有需要資金找銀行就可以了，不

要尋其他不好的管道。此外在公司，溝通的能力也是很重要！ 
 
給知識份子的忠告 

 
別相信你看到的東西，尤其是國內的報紙！我們常常會受到影響，因為每天

報導這些，你多多少少會被影響到。我現在也常常在閱讀，所以建議你們看看

business week 的話也很好。有的時候，媒體很有問題，媒體所報導出來的東西，

你們必須要仔細去思考。尤其是身為最高學府的學生，你要會問問題，而不是全

盤接受媒體所給的，那些不一定是事實。 
今天講到你們商學院學生，如果你們今天沒有辦法針對一件事情提出問題的

話，那會有很大的問題。所以你們有必要好好思索，不要用眼睛思考，要真正瞭

解。例如新聞中，說 2008 年廢繁體字。事實上，早在退出聯合國，簡體字就成

為正式文字，媒體卻沒有嚴謹的查證，就大肆的報導。再次告訴你們，看到的不

見得是真實的。要有勇氣，不要盲目跟隨。要有準備，要有相關知識，要懂溝通、

有團隊合作精神。 
現在公司外包越來越多，表示專業人才需求增加。今天你打到香格里拉訂房

間，接電話的客服早就不在香港。所以外包是很重要的事，不可能永遠關在一個

地方。這個世界變的平坦了，全世界正在接軌。你做好準備了嗎？眼光只在周遭

而已嗎？你們今天有很好的機會，在貴校有這麼好的老師，今天我只是想告訴你

們需要如何為未來而準備。 

    最後，我引用「世界是平的」這本書作者 Friedman 在 MIT 演講時提到： 

- Today, individuals and small groups of every color of the rainbow will be 
able to plug and play. 

- A flat world: a global-web-enabled platform for multiple forms of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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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work, irrespective of time, distance, geography and 
increasingly, even language. 

所以這是個個人發揮力量，與全球接軌的最好時機，問題是你做好準備了

嗎？你的眼光還停在你的週遭而已嗎？希望今天的演講內容能夠給你一些啟示。 
 

 

Q & A 

Q1：請問關於遠東企業目前在國際化的作法？ 
A：我們有大概十幾個公司有合作關係。以遠傳來講，通訊方面在日本有合作企

業。在固網與 SingTel 有合作。纖維方面，與德國廠有合作。聚脂纖維我們應該

排在前五位吧。我們的行業在中國也有佈局。所以你今天說如何國際化，他沒有

國際化。我可以告訴你，我們今天一直在討論中華民國結構上沒有產生類似韓國

這樣的構想。我們一直力量不夠。現在講起來 Acer 不錯，總量講起來還要觀察。

零售百貨的話也沒有人突破。你問的問題很好，我們的過程當中，加工出口區前

一陣子都是出口。由 OEM 成為 ODM，認真想還是有困難。 
 
Q2：遠東集團涉入許多新產業。請徐董事長給未來的創業加一點建議。 
A：我想基本上，我不曉得台大有沒有這個課程。在好像好幾所學校，在教幾堂

課：創新、創業家精神。這些東西是可不可以教，不曉得。我給你建議的話，還

要配合你祖宗的遺傳。今天在對岸，上百萬的中小型企業去創業，這種精神是怎

麼來的？你要感覺到有需求、有不滿意，才能創業。不滿足東西就改進，改進就

有創意。就是說，今天一個是經過很多加工產生新產品，或者不滿足現況，才能

創出新品。譬如說，我最近買了很好的東西。我早上游泳，雖然健康卻很單調。

現在游泳可以帶聽音樂的機具，一面游一面可以聽音樂，非常棒。所以創新就是

這樣來的。 
 
Q3：遠東集團的銀行體系有沒有準備到大陸發展？策略如何？ 
A：還沒打算，這也受到政府法規的限制，謝謝。 
 
Q4：你在不同產業中，如何快速學習？如何培養接班人？ 
A：遠東集團跨入不同產業是一種延伸的概念，以銀行業來說九年前才開放，之

前沒有開放。我們感到競爭太厲害，想找個新行業，也沒有什麼太偉大。這是一

種自然性。一個企業需要成長，一個機會來了，你可以選擇參加，有可以選擇不

參加，而我選擇參加。就這樣而已。很多行業越來越需要專業，競爭來自各方。

將來競爭的思考想法，全世界都將包含進去。不是一個地區，而是一個地球。 
 
Q5：跨不同領域，如何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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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現在整個架構要調整，每個地區不同，構想也不同。再等我一年兩年後，弄

好了再來研究。今天你決定組織架構後，搞不好半年後又不對了，他的確需要不

斷調整。像 Sony 也沒有固定架構。 
 
Q6：天時地利人和？請問您的 Vision?該具備種技能才能進遠東集團？ 
A：Vision，沒什麼太了不起，就是賺錢。執行之後，難的是管理。人力資源管

理困難。美國很多企業不要哈佛的學生。公司只有一個頭，哈佛畢業都想當頭，

沒辦法。今天說能夠很好的發展一個計畫的話，很遺憾的講，我們台灣機構真正

好的大概不多。做的不夠好也不夠完整。這是目前我們最缺乏的一塊。只要在遠

東做過事的，都會被挖角。這可能是台大真正需要研究的。每個機構培養個人才

之後，都容易跑掉。該想想如何解決。 
 

 

陳文華所長結語 

希望遠東集團提供一些實習以及工作機會給所上同學。徐董不但可以帶領傳

產也可以帶領科技業，相當不簡單。從麥肯錫的角度，認為政府應該給台灣良好

的產業鼓勵與發展空間。學習如何正確使用資訊，是今天徐董事長帶給我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