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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3（四）   AM  10：00—12：00  

主講人：天下遠見事業群 總裁 高希均教授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郭瑞祥 所長 
講  題：「世界是平的嗎？」 
背景介紹： 

 

高希均教授在南京出生，於江南度過童年，一九四九年來台。先後在台北商

職與中興大學畢業，並獲兩校傑出校友獎。 

    一九五九年赴美讀書，一九六四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後，一直在威斯康

辛大學（河城校區）執教，逾三十年。一九九八年後為該校名譽教授，並榮獲威

州州長傑出服務獎。曾於一九七一年當選美國傑出教育家，一九七四年獲威斯康

辛大學傑出教授獎。一九九四年後為美國百人會會員。 

    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國統會研究委員、行

政院顧問及經濟部顧問。近年又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國立交通大學企業

講座教授、財團法人知識經濟與管理研究院董事長，及國內外民間基金會董事。  

 

    一九八○年代在台灣發起創辦《天下》雜誌、《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出

版公司」，二○○二年又創辦「小天下」少兒讀物，現為「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總裁及《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發行人，持續推動進步觀念之傳播。二○○

二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特別貢獻獎。其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的有二十餘種，

在大陸出版的有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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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嗎？ 

 

天下遠見事業群 
高希均  總裁 

 

高希均  總裁演講 

 
前言 
 
    郭所長、黃教授、江教授以及其他的老師好，很高興又回到這個台大商學系

和商學研究所，今天如果時間夠長的話，我可以講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的故事，

不過時間永遠都不夠長。剛才我有機會跟郭所長聊天，我就問說：您到台大商學

系有多久的時間？他說有十二年的時間，所以我就保留了很多十二年前的故事沒

跟他說，現在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三十年前，也就是 1977 年，我當時向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請了一學期的假到

台大商學系的國際貿易組來客座，當時是聯考最高分的那一組，在大學四年級教

了一門貨幣銀行與財政政策(Monetary theory and fiscal policy)，然後在商學研究

所開了兩門管理的課，我那次的經驗十分的好，不過在三十年前那個時候，台灣

的大學生就被別人說已經不如以前，不但中文不行，英文更不行。也是因為那次

印象很好，所以在兩年後又再請了一學期的假回到台大商學研究所，所以我在這

裡總共教了兩次書，每一次是一個學期，正因為在這段期間裡面，雖然僅是在商

學研究所裡非常短暫的一年，但我對台大的發展，特別是商學系和管理學院是特

別的關心。 

    我要特別跟大家講，今天最重要的一個收穫之ㄧ，就是今天我十分的高興看

到了當年在我們商學研究所最優秀的同學—江炯聰老師，如果他不在的話，我可

以跟在座的同學講太多太多他的事，然後稱讚他，但是他在我不好意思講太多。

如果他願意的話，那就根本不是我在寫書、根本不是我在講課，江老師，He is the 
one。 

    如果有青出於藍的話，那一定就是江炯聰老師，我講個故事給各位聽，這是

千真萬確真的沒有誇大，在我班上的時候我是怎麼發現這個學生好的，我研究室

有九位研究生，你怎麼知道哪一個好，其實很容易發現。當時我要求他們參加班

上的討論，然後寫讀書報告，我跟九位同學說說可以寫英文的，也可以寫中文的。

而後來結果發現，在九個同學裡頭，只有一個篇是用英文寫成的 paper，這就是

stand out，他就是寫的比別人好，而且還寫的很長，人家寫幾頁，他就寫幾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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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江炯聰同學，而且它的文章會讓你愛不釋手，文筆非常流暢，就像是你們

看武俠小說一樣，所以那時候我就發現這個同學真的了不起，所以常常就有機會

跟他聊天。他是班上研究生唯一一位不是台大商學院大學部唸上去的，他是台大

化學系出身，而且那時候已經工作了一兩年以後才過來考的，所以在班上年紀比

其他同學都大一點，可是他的成熟度是遠比其他同學高出很多，所以當他在這個

商學研究所拿到碩士之後，在那個時候就有很多的發展機會，包括當時台塑的董

事長王永慶先生就特別相中他，我那時候也認識王先生，而他認為這位同學實在

太好了，所以江老師那時也和王永慶先生成為忘年之交了，幾乎差一點就成為台

塑人了，如果這樣子的話呢，那就是台大很大的損失了，所以我很高興江老師沒

有去。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好，那我現在要進入正題了，三十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在三十年前，也

就是 1977 年，那時候我在台大上課的時候，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那時候在

台灣，因為學期很快只有四個多月，就有機會幫聯合報寫了一些文章，在那個時

候所謂三大張的時代，只要有任何一個小小的新聞或一篇文章的話，好像整個社

會都會知道，因為那個時候報紙是被控制的。所以隨著時間的經過，我的文章好

像也越來越受歡迎，後來聯經就很快出了這本書，然後這本書名就叫「天下哪有

白吃的午餐」，你們年紀都太輕了，所以你們都不知道，在那個年代大家都很熟

悉。不過這篇文章標題不是我創造的，當時我寫了文章之後，先在我大學四年級

的班上跟大家講，然後我問大家原文是這樣的，”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free 
lunch”，要怎麼樣翻成中文怎樣才是最恰當的呢?我把其中幾個翻譯寫在黑板

上，請同學提供給我建議，當時大家提出了好幾個，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與”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兩個我印象最深刻，最後我們用投票試試看，結果”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最受大家的歡迎，所以這幾篇文章就定稿了。 

    那篇文章發表的時間，是 1977 年五月二十八號，距離現在剛好快三十年了，

所以現在開始你們可以注意，在今年五月二十八號那一天的前後，一定會出現一

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標題我想好了，叫白吃午餐三十年。我們整個的社會繼續不

斷的白吃的午餐，比起三十年前過之而無不及，真的很可怕，我們什麼都進步，

可是我們的觀念沒有進步，我們什麼都進步但我們貪、我們佔便宜、不肯犧牲、

不肯奮鬥的想法還是在。什麼叫做 M 型社會，M 型就是窮的人往上升，富有的

人也往上升，而白吃的午餐裡頭就強烈反對這些觀念，那些高科技產業，在某一

個時空之內，可以得到政府的獎勵，甚至於保護，但是時間一過之後，他們賺了

這麼多錢，尤其是分紅這件事更造成了大家眼紅，可是政府卻還是繼續給予保

護，但是你告訴我有哪一個科技新貴可以公開的站出來說：「Enough! Enough!你
們過去給我的保護，我們感謝，可是現在不要了，我們可以跟別人競爭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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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的優惠都取消。」沒有一個人敢講，而且還用各種理由繼續把持住政府的

保護，所以富人這塊不斷在上升，而窮人的這一塊也就很難翻身，而中產階級的

也往下掉。 

知識的下一步 

    昨天剛好遠見雜誌頒一個叫企業社會責任獎，我們叫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那個場合裡有十五家企業，得到了我們的肯定，假如有看到報

紙的話就可以看到有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員工，每一個員工平均有五百三十三萬的

分紅，這個薪水就相當於各位大學畢業要工作十年的薪水，可是這是這家高科技

公司一年就拿到的，並不是薪水喔，這只是分紅而已。那麼這個數字是不是我們

學生和當老師的要忌妒，不! 我們不能忌妒我們要羨慕，我們要 admire，怎麼可

能這些高科技的公司能夠憑他的創意、創新和本領賺這麼多錢，如果你有本事就

趕快進去那個地方，然後你就可以變成他，也拿這麼多的錢。所以不要忌妒，你

只能說我沒有這個本領，但你要知道為什麼這個企業會賺這麼多錢，他的根源在

哪裡，今天很多老師雖然都是講創新的，可是其根源是知識，是 knowledge，我

常常在很多地方講，一個社會有很多的落差，叫做 digital divide，數位落差，這

個落差的基本根源就是個知識的落差。那麼這個 knowledge，因為你們是唸商學

的，如果是像我們唸經濟的就會說過去兩百年以來，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最簡單來

說是從工業革命開始，那時候靠的就是一個很廉價的勞力，自然的資源，然後就

慢慢起來了。之後下一步就是靠資本，再下一步靠科技、資訊，到現在的知識，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呢？還有什麼是知識的下一步，知識好像就是根源了。 

    你們應該記得十六世紀的哲學家講過的話”knowledge is power”，我們翻成知

識就是權力，如果我現在把這兩個字前後調換要怎麼翻，現在我們講 Power is 
knowledge，Power is knowledge 是什麼呢？就叫官大學問大。對不對？官大就學

問大，這是幽默。這當然不恰當嘛，right？你有了 power 就有 knowledge 那怎麼

可以嘛，對不對？是不是？No! Knowledge is power，這不可以倒過來的。 

    講得有點遠了，今天呢，What’s next after knowledge?嗯，有一個。你們唸過

物理的話，大家都知道 Einstein(愛因斯坦)。最近出了一本非常精彩有關愛因斯

坦的書，是以前他的 Editing Chief 寫的，那本書寫得實在是非常的精彩。愛因斯

坦很多年前講過一句話，這句話很多人引據過，你們一定也聽過。他說，”想像

力，比知識更重要”。 Imagination，想像力是比知識更重要。所以 What’s next？
知識下面就是想像力，想像力就是原創力。這就牽涉到很多老師現在在講的創意

課程，而講創新、講新的點子，這就是 Imagination。 

 

世界是平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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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學，你們唸了商學、唸了管理等等，然後未來呢?我最

喜歡講的一個演講題目，是講過去台灣將近三十年來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我們的民主化，第二個階段是全球化，而第三個階段很不幸是你們現在正在面對

的，而不知道其嚴重性的，就是”邊緣化”，或者”被邊緣化”。這是很可怕的。你

們一定也聽過一個故事，把一隻青蛙放到溫水裡頭，牠會好很高興，但你慢慢給

牠加溫牠也不知道，慢慢的就煮熟了，這隻青蛙也過去了。這很是可怕的，所以

我們的大學生以及在座的各位，我覺得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不只是你身邊之事，

或者校內之事，還不只是台灣社會之事，要台灣社會以外的事。這也許就是為什

麼當年在二十多年前我們在辦遠見雜誌的時候，會有遠見兩個字。遠見的這個英

文名字是我翻的，若你們翻遠見要怎麼翻？這個考你們你們一定都一百分， 
Vision、 Foresight…這都是遠見。但是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把他翻成 Global 
Views，也就是指”世界觀”。要有一個世界的觀點，有世界觀，叫 Global Views。
世界觀並不代表遠見，但是我覺得要強調的是要有這個 Global Views。所以今天

在座的每一位，我希望你們在這大學四年裡頭，或是研究所，可以有一個學期，

或是一個學年，到國外唸書，不管是美國或是歐洲，但是我現在並不推薦你們到

第三世界去，你們還是要到比咱們台灣大學，比咱們更好、更進步的、更前瞻的、

更宏觀的好的社會去。讓你可以體會到，哪些我們是落後他們的。 

    我常常講這些共產國家，講到共產國家你們就會想到兩個地方，一個是當年

的蘇聯，一個是當年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鄧小平，大家聽著，當鄧小平有機

會不斷地從中國大陸到世界各地去訪問，他去新加坡，他去美國，他也去蘇聯，

他也去歐洲訪問的時候，這一個獨裁政治領袖的性格一定會慢慢的改變。因為

seeing is believing。可是當年的史達林，當年的毛澤東，不出門。不出門，那就

完了。所以你一定要 broaden 你的 views。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的題目就

是，世界是平的嗎？這句話，我相信你們一定都知道，好像就是從那本 Thomas 
Friedman 的書，The World is Flat，《世界是平的》，所得來的。那我打個問號，世

界是平的嗎？好，假定我現在在班上考這個題目，這個題目就叫世界是平的嗎？

你們可以帶回家做，你可以翻所有的字典、辭典，你可以上網，你也可以看原著，

你們每個人給我一千字的答案，世界是平的嗎？我可以給你們一個禮拜的時間去

寫。不過，什麼才是最好的解答。我先告訴大家，最好的解答，我引證了很多全

世界知名人士的話，這是你們都聽過的，我們來聽聽美國前總統 Bill Clinton 的

話，他是怎麼說的；聽聽 John Kennedy，美國的前總統，他說了什麼話；聽聽

Michael Porter，前幾天在台灣，他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們再聽聽 Thomas 
Friedman，他怎麼說的；再聽聽另一位英國的教授，相當於美國的杜拉克的 Charles 
Hanley，韓利教授，他是怎麼說的。我給了你很多很多揮灑的空間，但是我最後

提供了一個答案。這個答案只要三個字；我給你一個 full page，但你不用寫這麼

多，只要你寫的有 match 我這三個字的話，我就給你 100 分。怎麼答這個題目？

世界是平的嗎？Yes and no，最好的答案就是我剛才講的三個字：It all depends。
Right? 完全看狀況而定，他有可能是平的，有可能是不平的，有時候是平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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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也有可能是不平中又有平，這都有可能，It all depends!這是最好的答案，

也是最調皮的答案，也是最聰明的答案。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講”這個世界是相依存的”。這個聽起來好像是有點老生常

談啊，不過大家聽好了，柯林頓就是靠這句話，或者是說靠這個字”economically 
dependent”，來走遍天下。王建瑄先生常說，有愛走遍天下。而柯林頓就靠這個

相互依存走遍天下。每一場演講就收二十萬美金，或是更多，這就是世界是相互

依存的。他來過台灣諸位知道嗎？我們給他二十萬美金，相當八百萬台幣，所以

我就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八百萬帶給我們的啟示＞。 

    現在假設大家寫一篇短篇的論述，來分析解釋什麼叫做相互依存。諸位一定

都唸過國際貿易理論或是經濟學，或許你會從那個角度來發揮，提出比較利益法

則或資源流通，這個都非常好。不過，如果我們一般性的講，當柯林頓說世界是

相互依存的，他真正的含意，是一個 open society，是開放社會。你沒有開放社

會，是沒有可能之間相互依存的。在 2007 年 3 月 25 日的時候，是歐盟(European 
Union)，以前叫歐洲共同市場，慶祝 50 周年，在 Berlin 有個盛大的慶典。從五

十年前剛開始只有６個 member countries，到現在總共有 27 個國家。所以你現在

看歐洲的 map，歐盟當然是以西歐為主，還包括了北歐、南歐，尤其是包括了東

歐，這實在是太困難的一件事了。因為從柏林圍牆倒塌是 1989 年的事，俄羅斯

崩潰是 1992 的事，從 1992 年到現在十多年的時間，這十幾個東歐國家通通都變

成歐盟的一部份，太不容易了!歐盟最大的成就，在我看來，還不只是在經濟上

相互依存，而是沒有了戰爭。提到歐洲你們就一定會想到一、二次世界大戰，在

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最關鍵廝殺的三個主角，一個是德國，一個是英

國，一個是法國，義大利可能再其次一點。這三個國家在歷史上都有自己的驕傲，

文化上的驕傲，宗教上的衝突，文化上的意見不一樣等等，語言上一個德文一個

英文一個法文，而他們這三個國家在福利與人口等也都比較相近，英國稍微小一

點點。可是就是這三個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現，歐洲最重要的就是和平。

而要怎樣才能有和平？簽訂一個和平協定，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維持和平

嗎？這都趕不上歐盟的這個架構。所以在歐盟裡頭，大家注意聽這句話，凡是軍

事不能解決的問題，你打了第一次仗，還會有第二次，可能有第三次，所以戰爭

不能解決的，就要靠政治；政治不能解決的，要靠經濟，所以今天的歐盟是走到

了第三步，也就是靠經濟來解決問題。 

    而如果經濟不能解決的，要怎麼辦? 像兩岸問題，我們的經濟很好，但兩岸

問題若無法靠經濟來解決，那靠誰？靠什麼？就只有靠上帝，不過這就很困難

了。所以我有在想要靠什麼?可以靠文化，有時候也可以靠宗教，但這都不是完

全可靠的，所以就無解。如果軍事無法解決的，就要靠政治，政治無法解決的，

就要靠經濟，特別是貿易和投資。如果投資不能解決的那就很困難了，今天兩岸

就是陷入了這樣的一個 dilemma，一個進退兩難的處境。大家都知道兩岸之間這



 7

二三十年裡頭，政治是非常的冷，可是貿易是非常非常的熱。前兩天剛好有機會

到北京去參加一個會議，在開會的當中剛好有機會與北大校長及黨委書記談話，

這個共產黨有一個制度跟我們台灣是不一樣的，我們這邊是校長當家，而大陸是

校長之外，上面還有一個黨委書記。這個黨委書記出來和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的

名片是叫做學術研究委員會的主席或是主任委員。黨委書記就跟我說，他在二十

年前唸完書後去世界銀行工作，專門幫一些國家分析在世界銀行貸款的事情，他

有很多機會去到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像是羅馬尼亞等等。他說在 1990 年、1991
年的時候，北大的校長要請他回到中國來。那個時候，北大一個老師的一個月月

薪，是兩百塊人民幣，也就是八百塊錢台幣，也就是不到三十塊錢美金。而我自

己在台灣唸完大學時是 1960 年代，如果是留在台灣做事的話，我記得十分清楚，

我們所有的同學領的薪水是九百塊錢台幣，剛好是將近二十五塊美金，那個時候

美金是一比四十，所以換句話說，臺灣在 1960 年代情況，就是中國大陸在 1990
的狀況，差了三十年。而今天是 2007 年，不到十六、十七年的時間，他們的薪

水翻了太多倍了，尤其我們商學研究所的老師應該很清楚，如果今天北大的光華

管理學院，要找一個美國的教授來教書，他們的薪水是從四萬美金開始起跳。現

在的北大，在其很多的努力之下，幾乎是變成了世界的一流大學，如果我們今天

講到了北大，就會想到臺灣的台大，講到北大的學生多優秀，也就想到台大的同

學也是非常優秀。 

    另外，再來講 soft power，軟性的力量，柔性的力量，北大的人就如台大的

人一樣很自負很驕傲，他們常舉例子說”北大的命運，就是中國的命運”，這句話

你看多有氣魄阿！北大的命運就是中國的命運，這是上聯，下聯的話怎麼對，台

大的成就就是台灣的成就。我第一次到北大演講是 1988 年，那個時候我在經濟

學院演講，演講完後有機會參觀他們學校，當時覺得真是破爛、陳舊、骯髒以及

擁擠，換句話說，若是從硬體來看北大，1988 年的時候，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但是北大究竟是北大，北大還是中國最高的學府，原因在哪裡，原因不是北大有

大樓，而是北大有大師，大師是軟力量，大樓是硬力量，當然我很高興我們今天

這個台大的商學研究所，硬體的硬力量很好，而軟力量就是在座諸位跟老師，也

很好。美國在 2003 年，發動戰爭去打伊拉克，飛機過去，三月之內把它的政治

摧毀了，這是硬力量，但是你可以贏得戰爭，卻沒有辦法贏得和平，你可以佔領，

但你沒有辦法取得人心，因為美國太依賴硬力量，且太輕視了軟力量。所以今天，

世界是相互依存的。 
 

開放的社會 
 
    每一個諾貝爾經濟獎的得主，到臺灣來，不過現在已經不多了，他們到亞洲，

到遠東，卻都不太肯抽時間再到臺灣來，在他們心目中，somehow，臺灣不像過

去這麼重要了。可能他主要到韓國、大陸，順便在台灣停留一個晚上，跟我們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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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做一次演講，他們都非常不情願了。每一次到臺灣來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如

果我在台北一定有機會聽他演講，或者跟他見面，這些人沒有一個例外，都有機

會跟陳總統見面，他們也沒有例外，見了陳總統之後，也會公開的告訴大家，說

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是這麼地密切，台灣應該要繼續的發展經濟，只有台灣與大

陸加強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才是臺灣最安全的方法。所以今天的世界上，再也不

能拿意識型態來區分這是黑的，這是白的，這是南邊，這是北邊，一切都是互相

依存。 
    接著，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講過，世界是不平的，這句話本來的意思 the world 
is not fair，這不是指平坦的，不是形容馬路是通暢無阻的，他是講社會的現象，

the world is not fair。因為甘迺迪一直是傳統的民主黨，在美國的民主上，基本上

它的政治信仰，是偏向於勞工，偏向於低所得，偏向於少數民族，偏向於黑人，

婦女，所以凡是民主黨執政，他們基本上希望能夠加強社會福利，而共和黨偏向

大企業家，有錢人，中產階級。當甘迺迪說 the world is not fair 的時候，他的意

思是說，我們要拿政治的力量，來幫助那些我們所謂的弱勢團體。 
    麥可波特，他說世界是越來越競爭，他 1997 年來的時候，我們天下和遠見

雜誌請他演講，那次到臺灣有兩次演講，一個是關著門的，跟當時的行政院長連

戰及內閣做一次演講，我有機會聽到他這場演講。然後另一個公開演講是第二天

我們辦的，我們在晶華的演講廳，有上千個人來聽講，他演講完了之後，坐在第

一排的徐旭東先生舉手發問，問波特教授說剛才演講裡頭，一再地說，美國是今

天全世界競爭力最高的國家，能不能簡單地說一下為什麼。波特教授說，two 
words I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他說 open society，開放社會。所以如果一個社

會慢慢走向開放，甚至如中國大陸，在 1978、1979 年，鄧小平還在的時候，進

行改革開放，所以中國大陸才有今天。 
    後來幾天，汪道涵先生請我們吃飯時就問我說：高先生，我在報紙上看到你

們請美國波特教授來演講，其中有一個小新聞，說這一場演講，要七萬美金，是

報紙上登的，有這種事嗎?我說你問對了人，那一場演講是我請的，是我主持的，

所以我想我知道價錢，所以今天你請我們吃飯，我就吃飯的時候再跟你講，天下

沒有白吃的午餐對不對?後來吃飯以後，我就跟汪老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你剛才問我到底花多少錢請波特教授來演講，我就跟你報告，遠遠高過七萬美

金，他幾乎很難相信，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演講的內容。所以我告訴在座的每一個

老師，我們這裡有好多老師：Knowledge has to be paid、Knowledge is expensive.、
Knowledge is not free。 

    我們有太多白吃午餐的觀念了，剛剛我說多少錢不是關鍵，關鍵是我要告訴

你的，當一個社會要開放的時候，有五個事件會同時發生，而這五件事的發生一

定會改變社會的走向，走向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也會提升；第一件事情是人才

走向一個開放的境界；第二件事情是資金；第三件事是資訊；第四件事是高科技；

第五，全世界最便宜 goods & services。你們聽我說，如果今天是最後一堂課，

我問大家：人各有志，你們畢業後有些人到美國去、有些人到歐洲去、有些在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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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有些在第三世界，我幾乎可以保證到美國去的人回來的比例是最低的，為什

麼?因為他最開放、最歡迎你們，你們很快就可以融入，當然你也可以不融入，

你可以自由，他就是開放的；而歐洲，例如德國他沒有很開放，現在的歐盟比起

往年當然有比較開放了，不過還是有很多限制；日本他限制更多了。所以社會越

開放，他就越容易有誘因把這些人才集中在一起。 
    我第一本寫的英文的書就是在講人才外流，那時候的台灣，尤其是台大，在

1950 到 1970 年這 20 左右的時間裡，凡是台大電機、物理、數學、化學 …等，

出國留學約有百分之 95 的人都不回來了，這真是太可怕的數字了，所以那時候

人才外流的比例真的是高的不得了，包括我們念經濟的也是一樣。但是我跟你

說，人算不如天算，當年我在 1960 年代去了美國，也在那邊拿到學位了，也找

到很好的教書工作，但是沒有想到你很難在那個開放的社會變成企業的大老闆，

那時候的創業還不是這麼的流行，所以你很難在美國出現一個施振榮、出現一個

林百里、出現一個曹興誠、出現一個溫世仁，而這些人都是當初念台大電機而沒

有一個出過國的，他們在台灣創造了機會，那時候是也是因為台灣慢慢開始走向

了世界的時代。 
 

台灣的優勢-Soft Power 

    哈佛大學 Joseph Nye 講過，軟性的力量比硬性更重要。接著所要講的是來

自於 Thomas Friedman 寫的「The world is flat」，如果你們看過這本書的話，可以

發現其全部都在講一個簡單的觀念，就是在 1990 年代起，世界是走向開放的，

而科技扮演一個很關鍵的角色，特別是 Internet，在這本書的第十一章裡面有一

個標題，叫做世界是不平的，所以他知道他的觀念、想法是人家可以挑戰他的，

而我也沒有要挑戰他，只是想要找點有趣的，世界是平的嗎？世界當然是不平的!  

    他的論述裡面講了一些例子，特別說像是一個人的健康，如果健康不好、營

養不好，你在工作上根本沒辦法和別人競爭，按照這種推理，不只是健康，極有

可能你根本沒有機會念書、或者是念了書卻因為性別的歧視，女生找不到事情

做，家庭主婦找不到事情做，因為種種的理由，所以很多人並不是這麼的順利。

但是最近的紐約時報有一個大家都很重視的叫做 newer time magazine，其中有一

篇文章講的非常精彩，叫做 The Greening of Geopolitics，這個我們講綠色企業聯

盟指的是環保。在這個文章裡面講說，美國在 2008 年競選總統的人，目前有兩

個領先，一個是柯林頓的太太，一個是非常年輕的黑人，這個文章裡面說，我們

美國不只是需要一個 black president，我們需要一個 green president，這個 green
就是提倡能源的節約，不僅我們可能會有一個 woman president，我們應當要有

一個 environmental president，專門注重環保的總統。 

    日前我在美國停留了十天，那時美國討論的焦點是發生在 4 月 16 日在維吉

尼亞州發生的槍殺案，有 32 個大學生不幸身亡，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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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撇開的話，我在那邊停留的重點，尤其是我回去學校跟那邊的老師聊天，幾

乎都在是談氣候的變化，談 climate change、energy stage、energy substitute 以及

energy alternative，所以這個是世界的潮流，今天我們在台灣很多的媒體報導也

不重視，大家也不敏感，因為大家只對身邊的事有興趣，我們真的是 out of touch 
of the world。 

    我一到北京就會想到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現在年輕的一代，怎樣才能在世界

上和中國大陸那邊的學生競爭呢? 這話怎麼說呢，因為他們的新聞是控制的，你

在那個環境裡頭，有很多社會新聞像是示威阿、貪污阿等，他都不讓你看到，但

是你可以看到太多太多的國際新聞，所以你一到了北京突然可以發現，這裡可以

是芝加哥、這裡可以是伊朗，因為他們能夠把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都包含進去，

如果你在這裡待上一個禮拜，你隨時可以看到某個國家的元首，某國家的總理，

某國家的外交部長來訪問中國大陸，然後一會是胡錦濤，一會是溫家寶跟這個總

統見面，跟那個總統見面，所以你腦袋裡看到的就是這些，整個就是美國的

stage，你在美國也是這樣。但是我們台灣很不幸，有很多現實的考慮，我們看到

的新聞是被扭曲的，看到的是哪個女的自殺了，哪個人又掉下來了，這是無法比

擬的差異。 

    有個比喻，說一個大陸的大學生如果將來想要創業，你問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說：我希望我有一天會變成比爾蓋茲。那麼如果問我們台灣的大學生呢，他會

說我要創業，我希望可以擺個地攤，小地攤一天賺個三千塊我就很滿意了。雖然

說在一個開放自由社會裡，只要合法，擺個小地攤也很好，回到花蓮開個小小民

宿也很可愛，在苗栗開個小小咖啡館也是可以，這是生活景氣，你無法要求每一

個人都我們當年一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反共抗俄殺豬拔毛，你不需要這樣子，

這個時代已經變了，我們那時有太沉重的歷史感，太沉重的使命感，但是你也不

能格局太小。如果我考一個時事測驗，十題有三個關於國際現況、國際情勢的問

題，我相信絕大部份的大學生答不出來，他們的理由很充分，因為這些不關我的

事，我不在乎，I don’t care，為什麼我要有興趣呢?你應該要有興趣阿！身為這一

代你當然應該要知道阿！ 

    這幾年我花了點時間接觸了出版業，像是剛剛提到的哈佛商業評論、天下、

遠見等，所以我對出版這一塊有一些了解，如果你問我很實際的問題，我們現在

的出版業、我們的書、我們的雜誌和大陸的相比之下有優勢嗎?我想十年前是有

的，五年前應該也是有的，現在我看不出我們有甚麼優勢，如果你硬要我講一個，

我們和中國大陸相比之下有一個優勢，那就是 soft power，什麼是 soft power? 
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品質還是遠遠高於中國大陸，這是我們唯一的、最後的、最關

鍵的優勢。 

    我們這個團隊去參觀北京的飛機場，這機場在 2008 年以前就要開通了，我

們團隊裡有一個航空界中非常重要的大老，他去參觀完以後跟我講，你看完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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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會充滿自卑感，什麼意思?他參加過中正機場第二航站的擴建工程，他說大陸

快要完成的第三線航站擴建工程，人多的時候，五萬個工人，二十四小時作，以

當初我們第二航站的擴建工程作法，至少要 50 年才跟得上。沒有辦法，但是我

們可以安慰自己，雖然對方的硬體比我們好，他們人多，但是我們軟體比他們好，

軟體包含了人的品質，我們的自由，我們的開放。任何一個大陸人，尤其是上海

和北京，因為這兩個城市相對發展比較好，和他們聊到台灣，他們一定會說兩句

話，他會把比較不好的話講在前頭：我第一次來台灣，到台北來，這個城市整個

建設讓我有一點點意外。我說甚麼意思?什麼意外？是比較偉大嗎?他說：不是

的，台北這個地方比較像我們的二線城市。他當然講的讓我很不好意思，只是因

為很熟了才敢這麼說。但是他馬上一轉，說：但是台灣人的氣質實在是令人很羨

慕，就是那種風度、氣質、態度、和人的品質，以及講話的客氣、人情味這些，

我不知道大陸還要幾年才能趕得上，我們人的氣質，人的品質比起大陸好的很

多，當然我沒有帶他去立法院看就是了。 

    所以呢，人的氣質從哪裡培養，當然是從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這兩個非常

重要，出了社會就是社會教育，所以你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真的是天之驕子。

有一次我陪曹興誠先生到北大的經濟學院去演講，那個演講就跟這個很相像，曹

先生和我坐在前面，曹先生的確是相當敏銳的人，那時候我去過好幾次都沒什麼

感覺，他演講完以後就跟我說，他發現那些坐在前面的年輕人，眼睛好像都會射

出向上努力的眼光，我說我來了好幾次都沒有感覺阿。後來一問之下，大陸有三

十一個省和特別區，每一個省經過高中會考會產生兩個狀元，一個文的一個理

的，所以每一年大陸就出六十四個狀元，而這次的演講至少有 15 個狀元在裡面，

所以曹興誠一看就感受到這些人不得了。 

    我今天在這裡講這些不是長他人志氣，而是激勵你們向上。有一天我在北京

的星期六下午，朱經武教授請我去參觀他的 Lab，這門一打開，就碰到一個個兒

很小的東方孩子，年紀很輕，再走過去又碰到兩個，本來我是沒什麼感覺，反正

就是年紀很輕嘛，不過參觀完了以後他就跟我講，你剛剛見到的那三個，是北大

物理系的一、二、三名，是拿全額獎學金進來的。所以，一個好的大學的校長、

學務長、系主任必須做兩件事：一個是想辦法請到最好的老師，另一個就是想辦

法找到最好的學生。這是根本的根本，找到最好的老師之後，他知道如何開出最

好的課，如何去鼓舞學生。很多人講過這樣的話，台大的好不是因為老師好，而

是因為學生好。好的老師也要不斷的學習，不斷的研究，而不是說拿到了好學校

的博士就可以吃一輩子了，現在當老師的要比以前當學生時更加用功。 

    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學，人各有志，不過當老師是我心之所愛，我最希望你們

能把非常好的學問傳給年輕一代。而且想到以後要當老師，現在就會當個好學

生，因為要有準備工作，不是嗎？教育是最大的根本，有一次在北京做演講的時

候，我說沒有什麼比教育更重要的了，也沒有什麼比和平更重要的了。一個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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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留名的領袖，不會是因為他贏得戰爭，而是因為他贏得和平。我之前在

美國教過很多年的教育經濟學，如果把教育跟經濟合在一起，有著三個命題是放

諸四海皆準：第一，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教育落後但是國家卻進步的；第二，也找

不到那個國家因為教育支出而財政破產的；第三，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只有少數人

受教育而社會可以安定的。所以在我的想像裡，教育是最重要的，有教育才有經

濟。 

    然後，我們也常常忽略掉和平這一塊，如果今天我是在美國的話，我對這幾

屆總統，真是感到非常的失望，他們居然可以動用那麼多資源，去伊拉克打一場

沒有意義的戰爭。我的意思是，和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很希望，台灣跟大陸

可以和平共存，有一個詞叫做 peace dividend，和平紅利，這是指如果一個國家

可以控制減少國防預算，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錢來做教育、健康、環保的事業，

這就是 peace dividend 。台灣也是一樣，我們只要維持現狀，可以省下多少的錢，

一千億的預算拿來做教育，這是不得了的數目啊。買武器有個最大的內在矛盾，

買了飛彈、飛機、坦克車，那到底是要用還是不要用。要用嗎？當然是不要用，

那不要用還買來幹麻，這不就是一種兩難。 

    今年四月十六號，當 Virginia Tech 發生槍殺案的時候，美國人一定會有一種

反應，不是反韓情結，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他殺死了三十二個人之後，連他自

己三十三個，一定會有人說，從此以後學生上課都要帶槍，兇手一進來就把他幹

掉，這叫恐怖平衡。我的問題是，到底是大家有槍的的時候比較安全，還是大家

沒有槍的時候比較安全？每個人晚上睡覺的時候枕頭下放一把槍是比較安全，還

是比較不安全？還是一天到晚，天上有 F-16 在飛，地上有坦克在走比較安全？

我不知道答案，不過我知道和平是很重要的。 

    我多麼希望你們年輕的時候，尤其是台大的同學，在年輕的時候就應該培養

一種大格局的思考。什麼叫做大格局的思考？是一種全球佈局，放眼世界的策

略；一種意氣風發，凝聚的生命力；一種泱泱大國的公民氣質，這就是大陸人到

台灣最羨慕我們的。 

    一場演講聽到多少其實不是那麼重要，你聽不聽我的演講，上不上我的課，

都不是那麼關鍵，但是你一定要看演講者寫的東西，因為寫的東西遠遠比講的要

嚴謹。只要這個人寫過書，如麥克波特，他在哈佛商業評論寫過很多文章，沒聽

到他的演講沒關係，去看看他寫了什麼就好。很多年以前我還在當博士班學生的

時候，有一次要去上一個老師的課，但這門課限定二十個人修，我去的時候人數

已經滿了，我就直接跑去找那位教授，他就說，你不用來上我的課，我的東西全

部都在教學目錄，有什麼書，有什麼文獻都在裡面，遠遠比我自己講的課好。所

以同學回去後可以仔細閱讀我今天演講的講義，希望大家可以從中有所獲益，謝

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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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Q1: 

杜哈會議談判已經正式宣告失敗，這結果是否違反全球化的精神？請您評論

一下。 
A： 

謝謝您的問題。關於全球化的進行究竟有多順利、或者其中有多少的挫折，

真的是很難說定，就連歐盟也不是每個國家都使用歐元。大部分的國家，包括歐

盟的發展，尤其是牽涉到農業的全球化，這裡面就隱含有白吃午餐的觀念，有一

些國家一天到晚都受到農業的侷限，這其中可能發生失業的問題、發生一些

delay，例如說一些通貨的過程。 
我們台灣到今天，都是因為國內選票、政黨的考慮，使得真正的多邊協定不

能夠進展。事實上，日本應當可以表現的很好，但從 1990 年開始，日本經濟表

現的這麼差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太保護了！而日本太保護的原因也是源自於那

時候的民主選舉要保護那些農民，或是保護那些 retail、transportation，這就是民

主政治很大的風險與代價，就是沒有辦法克服少數利益團體的強烈反對。法國正

在選第二屆的總統。法國人怎麼說？他們說：「我們法國人在過去三十年根本就

沒有總統！」怎麼會沒有，當然有啊，只是過去的總統都無法面對那些政治團體

的反對。我們台灣從 1996 年、也就是民選總統以後，台灣的財政赤字問題就沒

有好過。什麼意思？因為沒人敢加稅，哪一個教育部長敢增加台灣的大學學費？

沒有人敢增加！選前怎麼做？只能夠不斷加碼，卻不敢加價。天下是沒有白吃的

午餐的，在民主政治中很難形成一個權利與義務對等關係的國家。所以現在變成

大家互相加碼，民進黨說老人津貼 6000 元，國民黨說 6500，親民黨又說 7000
元，台聯黨 8000，那你要那一個？ 
 
Q2： 

高教授您好，剛剛聽您的演講可以感受到高教授擁有非常宏觀的視野，我想

要知道的是，身為一個大學生，我們應該如何透過學習來培養自己也能擁有宏觀

的視野來看這個世界？ 
A： 
 首先，除了中文之外，毫無疑問，英文要好。因為英文是一個 practical 
language。You have to master two languages，中文、英文都要好。 

第二，對於年輕人來說，都會有軟弱的時刻，所以你一定要交一些朋友，會

給你很大的志向，互相勉勵，不一定要同校，不同系更好，工程系的、機電系的、

心理系的、歷史系的都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在一個周末，舉辦一個群體的活動，

而不是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約會，那個太小格局了！台灣的周末都有很多好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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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活動，大部分都是免費的，就大家一起去聽，聽完之後，找個地方，喝杯咖

啡、吃個飯，一起來討論聽演講的心得，大家來做個分享。這個很 exciting 喔!
可以以文為友。這個活動也可以去爬山、旅遊，都可以。在台灣，我們要多看看

人家好的地方。我們天下出了很多好書，我們不願意去講人家多差，那沒有用嘛！

人家有人家差的地方，但那是他們的事，我們不用去管它，我們要取人所長。 
第三個重要的，一定要在你念書的過程裡面找個 role model，在座的這幾個

老師，可能本系的、非本系的，都沒有關係，有機會可以跟他們請教。現在每個

老師都很忙，要他們主動接近你們不太容易，可是他們都有 office hour，或是跟

他們約時間，他們都很樂意跟你們見面，常常聽老師一段話，往往會影響你的一

生。 
然後，找個時間多看書。你們千萬不要在網路上花太多時間看資訊，我常說

在我們三十幾年前，考大學時，就是考這些資訊：長城有多長？黃河有多長？那

實在是太無聊了。現在一查就知道了，所以你不用去背那些資訊，資訊不重要。

你需要的是 knowledge，大家千萬不要做資訊的奴隸，如果一個大學生，在網站

上不論是做任何事情，超過一個小時，我覺得就是浪費。 
 

Q3： 
高教授您好，前幾個禮拜我去參加史丹佛大學的中美學生論壇，晚上和幾個

大陸清大、北大的學生討論時談到，像美國這樣一個 open society 的國家，同時

卻也是一個為全世界帶來最大不平的國家，例如農業補給等，可以請教授評論這

個議題？ 
A： 
 我在美國待了近四十年的時間，我常遭遇一個難題，人家都會問我，究竟是

如何看待美國？如果我要去討好對方，那對方是希望我講美國好的還是美國壞

的？我都可以有好多好多例子可以說。其實我很難跟大家評論，但請允許我說：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更開放、更友善、更民主。就拿 MIT 當例子，

MIT 是全世界第一個大學肯把自己一千個課程放在網站上免費讓大家看。那種氣

魄之大是空前的啊！我們的教授是把自己上課講義鎖在櫃子的最下方，將其視為

傳家之寶！你想想，要到 MIT 上課多辛苦，百分之九十的人進不去，進去之後

學費又這麼貴，可是現在網站上就看的到。所以美國之開放真的是很了不起！美

國儘管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可是他的器量之大真的是很不得了。所以如果你要

問我，我還是要說，對於留學、工作、居家、旅遊，美國都是一個很優先選擇的

國家。 
 
Q4： 
 高教授您好，我想請問有關教育的問題。剛剛提到，soft power 在現在這個

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提升 soft power 最有效的方法您認為就是透過教育，但如果

提高了學費的門檻，是不是就會致使 M 型社會的分化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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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謝謝你，我很高興你問了這個問題，因為這是我最喜歡的問題。我之前就曾

經發表過類似的文章，今天在台大學生面前我要再問一次：在座的同學，你們有

多少人、或週遭的同學家庭是真的很清寒而無法到台大來唸書的？我想這個比例

不會超過百分之十五吧！按照我的方法，任何一個考上台大的學生，就像任何一

個考上哈佛、MIT 的學生，沒有任何一個學生會因為交不起學費而被學校拒絕

的，為什麼？因為你這麼棒，學校一定有辦法讓你來念書，學校可以給你貸款、

給你 work in school program。在台大也是一樣的，針對那百分之十五的人，我可

以給你免費上學，不止免費，我還可以給你每個月一萬元的零用金都沒問題，我

可以用各種方式讓你來念。但是對於那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五，爸爸是律師、是醫

生、教授，這些人就應當付學費，而且要比人家高百分之五十。各位同學，這公

不公平？太公平了！對於那百分之十五的同學，我們一定有辦法請他們來念，我

們可以跟郭台銘說，在大陸設立了這麼多獎學金為什麼不在台大也弄一個？這也

可以啊！對不對！  
 

 
 
郭瑞祥所長結語： 
 大家可以發現，台大有其文化的傳承。我自己還在台大念大學的時候，在某

個場合我跟一個學長講：「哇！這些教授實在很厲害，看起來好可怕喔！不知道

哪一天我是不是能夠做到這樣？」學長就說：「有沒有搞錯，將來你都可以很容

易就擊敗他們！為什麼你會認為你將來不能表現的像講台前的人一樣，甚至比這

些教授還要更好？」那時候我問：「可能嗎？」學長說：「你已經在台大了，如果

台大的人都超越不了，那還有誰能？」學長提醒了我，原來人的企圖心是需要被

激勵的。就像剛剛高教授說的，要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砥礪。 
 今天的演講到此結束，讓我們再一次鼓掌謝謝高教授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