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運璿先生管理紀念講座—許倬雲院士主講  從歷史汲取管理經驗 

時  間：97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四 12：30~14:00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 許倬雲院士 

主持人：台大商學研究所 戚樹誠所長 

講  題：從歷史汲取管理經驗 

演講地點：臺大管理學院壹號館 B1 國際會議廳 

講席簡介  許倬雲院士  

   

    許倬雲院士，歷史學界的耆宿，1930 年生於江蘇無錫，1949 年赴台，曾就

讀臺灣台南二中，1953 年獲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1956 年獲國立台灣大學

文科研究所碩士，後負笈美國，1962 獲芝加哥大學人文科學博士。1970 年任美

國匹茲堡大學史學系及社會系合聘教授，東方研究評議會主席，1980 獲中央研

究院院士，1983 年升任匹茲堡大學校聘講座教授。1986 獲美國 Phi Beta Kappa

學會榮譽會士，並先後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夏威夷大學本斯講座教授、杜克大

學西孟講座教授及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南京大學名譽教授。2004

榮獲美國亞洲學會傑出貢獻獎年度得主。 

    六十年前，身形瘦小的十八歲青年隨父母渡海來台，以英文數學滿分的成

績高中台大外文系。他文彩洋溢的文史試卷引起閱卷教授注意，並推薦轉呈到

校長傅斯年手中。開學兩週後，台大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沈剛伯與歷史系主

任劉崇鋐三位歷史學家對他說，「你應該讀歷史。」當今漢語史學界大師許倬

雲教授，就這麼從外文轉進史學的道路上。嫻熟中西近代史的許院士，不論對

政治或經濟發展，都像他對史學一樣，有個人獨特的見解。儘管高齡七十八歲，

兩年一度的中研院院士會議上，總能看見他的身影。許院士始終認為知識份子

必須有擔當、事事關心，讀書不為榮華富貴，而是「替大家讀書」。 

   許院士在中國社會史、中國上古史研究領域造詣精深、注重治史方法創新、

著述等，中英文書籍及論文多達二百篇，代表著作有《心路歷程》、《歷史學研

究》、《傳統與更新》、《求古編》、《西周史》等。近年，許教授走訪世界各地開

設講座，講授有關從歷史看管理、組織與領導的課題，指出企業經營與治國及

用兵都有相同之處，從分析歷代王朝興衰史中總結出對企業管理有益的啟示。 



  2006 年出版了費時 3 年寫竣的 27 萬字巨著《萬古江河》（英文漢聲），這是

一部中國文化史，是一則中國文化成長發展的故事，許院士從舊時器時代中

國，談至 20 世紀中期的台灣，文字平易近人，闡述中國文化與歷史所經歷的

每一個開展與轉折的階段。 

   許院士第一本讀的古文書是《史記》，從此愛上了歷史，一生無悔，他說：

「《史記》之所以感動人，是因為司馬遷用生命在寫作。」因此，許院士期許

自己能追隨司馬遷，竭心盡力著書立言，帶領更多的讀者。 

 

演講內容: 

 前言:歷史是龐大的資料庫 

歷史就像一個雜貨店，我就像雜貨店老闆，需要什麼就從店裡拿出什麼。歷

史也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在這資料庫裡面，也不過是人所做的事而已，今天我

們人生在世，大不了活幾十年，活了一百歲的少之又少，而一百年和上萬年的歷

史相比，有一百多倍的紀錄和事情在那裡，從中間總可以看出和現在發生的事

件，可以對比、推論、衍生出意義的東西，所以稱歷史為龐大的資料庫。但這幾

十萬筆資料並無編目，完全是看自己怎麼領會，怎麼去找資料出來與組織起來。 

 

一、歷史人物、歷史事件 

我們最近都可以從電視看到許多康熙雍正的故事，大家對清朝的皇帝熟的

很，再看金庸小說，大家也從本來不知道，變成也知道有個大理國，這些都是大

家熟悉的歷史人物。在歷史裡面有幾萬個歷史人物，分為若干類後，可以對應到

現在政治檯面上的人物、或周遭的親朋好友，可以將他們分類為賢、愚、善、惡，

大概都可以摸出個底子來，這是最小的一個運用歷史資料庫的方法。學歷史的人

總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今天你認為是驚天動地的事，昨天都發生過，只是說發

生的規模大小、時間長短、複雜的程度不同，所以歷史事件也是參照的材料，舉

一個小例子，大家皇帝戲看慣了，也看過孝莊皇后、多爾袞等等，拿它跟過去的

歷史比，跟周公成王的故事一模一樣，但是清朝並沒有要抄襲周公成王的意思，

因為這是抄襲不來的，不過，事實就是這樣發生了。這我們也可以有很多解釋，

哪些條件放在一起的時候，大概會有什麼樣子出現。 

 

二、歷史反應的動態網路 

所以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是簡單的參照事情，真正嚴肅來看，歷史反映了

動態的網絡，人類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不同的系統中有其位置，小系統套在大系

統裡面，大系統外又有更大的系統；從宇宙到細胞、到分子，無一不是系統。人

在此時此刻的所做所為，都在這個系統掛了一個地方，這樣看的話就和前述參照

比較的方法不一樣了。從你四周愈來愈大的網域裡去看你的位置在哪裡，時間上



訂一個點，空間上訂一個點，系統裡面的位置定一個點，你就知道你是在做什麼

事情，這才是拿歷史作為資料庫的真正功能，不是隨便的比較而已，是要在多層

疊的網絡裡面，去找某一個歷史時間定位。這個時候就不僅可以看得見過去，多

多少少也可看見一些未來，最後面的曲線愈長，前面的時間可能也愈長，不會一

樣對等的。 

 

你看一千年的背景的話，你前面可能看幾十年，你看幾百年的背景的話，你

前面可能最多看一兩年，所以這後面拉的時間長，這系統拉的大，你才可能看見

年面定位在哪裡，這並不表示學歷史的人可以未卜先知，學歷史的人如果能抓材

料、有訓練，他可以多多少少捉摸出線索來。所以今天我看報上說我們總統先生，

對忽然發生這麼大的金融風暴，覺得很驚訝，不知道會來的這麼大、這樣的凶，

其實，更凶的還在後面，假如一個人要保持腦筋的清明，最好能從人類錯誤的經

驗去吸取一些可以往前推算，往前預測的理性，所以學歷史不是為了要講故事，

不是為了說書，是為了保持自己腦子的清晰不被迷惑，如此而已。 

 

 中國文官制度 管理學的個案 

我們現在講「管」的部分，就是管理的管，我們拿歷史來看，中國的文官制

度，扣掉近代的部分，到清朝的一九九一年終止為止，兩千多年的中間是一個最

長繼續的管理制度，這個制度沒有斷過，我們要觀察的是這個制度發展，它是這

麼複雜，能夠繼續一直在用的是這個制度是不斷地調節與修整。這個現象拿來和

哈佛大學讀個案相比，哈佛管理學院讀個案最多一兩百個，最多三、五十年企業

的經驗，歷史文官制度的資料庫大了三千倍，裡頭犯的錯誤要比一個企業三十年

犯的錯誤更是無數的多，我們要學經驗，不是從對的裡面學經驗，而是，從錯誤

的裡面去學，哈佛沒有在教你們錯，哈佛教你們怎麼對，其實對是一千個條件湊

出一個對來，只要一個條件錯誤會使得另外九百九十九個條件都被拖垮。 

 

所以我自己從二十多年前，我的老學生--洪建全基金會的簡靜惠，拉我去和

他們的幹部說話，莫名其妙地講到管理，就一直跟他們講錯的經驗，這一路錯出

來的道理，也覺得很有意思，以前學歷史的人似乎沒有從此著眼過，從戰國靠近

統一的時候，設計一個用文官制度來管理的國家，一路嘗試，要嘗試有個客觀的、

獨立於皇權之外的東西，皇權很簡單，就是我看誰不順眼就拖出去斬，不客觀也

不夠理性。哪個國家的新王不敢犯一點錯，所以他們一定要找出最理性的辦法，

來動用資源，用最理性的辦法來支援調配的適當，去完成目的，這時候他們開始

討論所謂的管理。 

 

韓非子，我奉勸各位管理學院的同仁和同學，韓非子這書實在是了不起的

書，比馬基維利早了千百多年，內容比馬基維利精緻、詳盡、周密，韓非子這書

一方面是回溯自己的經驗，另外一方面它是準備拿來做為訓練文官的教科書用，



這書代表著，正好是馬克斯偉伯講的工具理性，我們知道中國是管理家、行政家，

他們基本上沒有自己的理想，只有工具，怎麼樣運用賢能，怎麼樣把人擺在職位

上恰到好處，怎麼樣不會越權，以及怎麼樣考核，用數目字來考核他的工作成績，

這個今天的管理學不過如此而已。 

 

一、由秦漢至明清，不斷的調節 

他們沒有自己的理想，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所以你看秦始皇立的碑，是李

斯寫的碑，李斯是韓非子的同學，李斯覺得自己不如韓非子，又要推薦韓非子給

秦始皇用，又不敢讓秦始皇用韓非子，所以韓非子死在牢裡。他們沒有自己的理

想只有工具，秦始皇立的碑上面李斯撰的文，他的理想是什麼呢，是儒家的理想，

就是這部分人他不太管，忠義節孝都有，秦始皇若以李斯作的碑文來算的話，法

家本身的理想就是一個有秩序上軌道的社會，不過他把「人」拿走了，這是很可

惜的事情，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就不斷地拿這個制度一路修改下去，一代又一代

的修正。秦始皇時候，皇室自己的財務和國家的財務是不分的，到漢朝就分開了，

國家的財務是一個事情，皇室自己的財務是另一個事情，皇帝賞賜不能拿國家的

錢來賞賜，是私人的事要拿皇室本身的財務，這跟秦始皇不一樣。 

 

二、中國文官體系特色 

秦始皇時代，郡太守到縣的令長，基本上都是武官兼職，郡太守就是省長的

意思，守是軍官的職務，考古學家看來，當時派來做地方的縣太爺的，他的職務

就相當於營長，營長派來做縣太爺。當時秦始皇征服中國，大概一千多不到兩千

的縣，四十幾個郡，最多說其有五十二個郡，這一兩千個縣太爺都是在軍方做事

的，文武不分途。到漢朝的時候文武分途，文官是文官，武官是武官，秦始皇時

代，宰相是依著皇帝的命令做事情，秦始皇天天看公事，用竹簡寫的公事，一天

要翻五六百公斤，丞相幫他做事；漢朝不一樣，漢朝的丞相是文官的頭，皇帝的

詔書沒有丞相府發出去不算數，皇帝的詔書只能發給他自己的親屬，宮內可以由

皇帝獨立發詔書，全國的命令要由丞相府發出去的才算數，這比起秦始皇時代已

經是一個大的調節，這調節中間有反動，皇權和文官權中間常常有糾紛，尤其漢

朝的文官獨尊儒家以後。 

 

(一)不僅是工具理性，也有理念的約束 

董仲舒以後，擺進儒家正式的理想與制度，是文官替國家服務，是為人間創

造一個儒家的大同世界，做不到這個事情的人，在董仲舒的思想裡面是要天怒人

怨，在這思想裡當皇帝的天命終了，就是要換朝代。漢朝儒生正經八百地相信這

個說法，還真有儒生敲著大鼓向皇帝說你該下來了，現在哪有人敢說這個話，就

算是民選政府，群眾也不會有人敲著大鼓說你要下台了不能賴。但漢朝從個別的

儒生或集體太學的抗議都有，而皇權方面反撲，自己私人掌握軍隊，用太監來掌

握監督等等，皇權和文官權始終在衝突，文官一直抓住了以儒生來做候補官員。



鑑官制度，鑑官不只是監察院，監察文武百官，言官依然監察皇帝，史官把皇帝

的錯記下來，所以這個文官制度是有理想，它不是工具理性而已，這個和馬克斯

偉伯的東西不一樣，一部汽車強盜開可以跑，警察開可以追，汽車同樣是汽車，

董仲舒以下發展的這個文官制度，是只許警察開車，不許強盜開車，這個車目的

是要做好事。 

 

(二)文官與皇權間的緊張 

一百個文官裡面大概七八十個人是因為利益薰心，聽皇帝話不聽孔子話的，

他可以考進士狀元考得很好，但誰給他座位他就聽誰的話，真要像漢代拎著腦袋

玩的人不多，不過歷朝還是有人拎著腦袋玩。所以，我說這一大串話，說中國的

文化的特色是不一樣的。從漢朝的文武分途，內廷外廷的分途等等，到唐朝為了

加強他的效率，加了一個設計，執行考核三階段。這三階段的辦法，你考核出不

通，中間執行兩層的為難，不如上面與商量。這個三個省一起做，變成了集體的

宰相班制，一起管事，集體的領導班。但是宰相的副署之權，一直沒有丟掉。皇

帝下詔書，沒有宰相副署是出不去，而武則天敢冒這個險，封協封官，由內廷發

出去的命令而去封官。然而，協封官卻一輩子被處理，當作恥辱。 

 

所以在宋朝的條件，又有他唐朝裡的條件。宋朝專業的一條鞭到底，軍事

一條鞭到底，財政一條鞭到底，司法也一條鞭到底等等。中央政府一條鞭一直打

到縣政府。這有什麼呢？他調度上方便，但這又犯了錯誤。等到同一個郡一個縣

裡面，同一個省裡面，有要用錢的時候，你要打仗的時候，變糧在太餘和樞密使

與管財政的支度，上下一搞太久，就完蛋！。所以這就是中間沒有協調好，他們

始終在找最好的辦法調解，一直找不出來。總是要等到過了以後，才從前朝的錯

誤，一路調節。 

 

明清以後，文官就壞，整個皇權高漲，文官卻降落。明太祖是殺人不眨眼

的，他當年革命的同志，一殺十五萬數，隨便殺就殺掉了。清朝入關的，他更是

殺人不在乎。殺久了以後，文官就閉了氣。 

 

(三)考試與文官系統的延續 

為什麼他們要繼續不斷的調節？因為系統是趨向均衡，他不能永遠到不了

均衡點。一個位置同一個人做了二十年，跟另一個他同僚做了兩年的話，這個二

十年的財政部長跟那兩年的經濟部長，誰的權力大誰的權力小，你一看就知道。

要是一位做了十五年的經建會主委，在兩至三個月換一位財政部長，五個月換一

位經濟部長，這位主委肯定比他們大。這就是紙上所寫的『結構是一回事，運作

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社會不斷的再變動，繼續不斷的調節。自己是調節不來，因為在位人的



位置、性格、年齡、經驗，一直在調節之後，就拿這個系統在修改，所以修改到

後來一定敗壞。敗壞之後，下一個朝代說前面那一個制度不行，我們重新換過。

我們舉例講，中華民國三十七年訂了些法，本身都慢慢敗壞，比如蔣總統來個民

事條款就弄壞了。等到李登輝說那個民事條款這個整個非得沒做過，執行憲政好

嗎？就來一修、二修、三修，修的憲政是一個半總統制，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

有職無權。所以所有的系統只相信一件事情，到了下一朝一定又要改變。就告訴

我們說，這個文官制度本身不斷犯錯、已經不斷修改，越修越糟糕。這種事情多

的夠讓我們汲取許多的經驗。 

 

在管理上本身的修改，比較晚期的，張居正的修改。唐朝的人讓我跳到清

朝裡，張居正的修改，王安石的修改，張居正的修改。一直到了清朝晚年，總理

革過事務員，閣員變成內閣。這一路的修改，都是因為情況改變而修改。如果王

安石做對了，不要到下一代一定出錯。他新政是怎麼執行啊？第二任就錯了！張

居正他的三量法，他的文章寫得好，他沒下台就錯了！拿這個文官制度來看，文

官制度的變化可以從中國文化的變遷，人跟制度之間的互動，看出許多許多的道

理來。這個對能幹的執行長或者能幹的董事長就在中間學了不少。 

 

 目前美式管理的課題 

這些金融風暴不是花錢就可以解決的。大家開車都知道要發動，而發動的

事，有種種條件合適時才可以發動一下。發動的說法，凱因斯說：餅做得越大，

收稅收的越多，等我將來回收的稅金，後稅還前債。這個餅做的大有條件的，凱

因斯時代是國家的經濟體。國家經濟體是這個國家經濟吃那個弱國的資源。 

 

雍正，是苦皇帝，不是因為康熙浪費，是當時的經濟到了一個衰竭局面，

但雍正都沒從經濟著眼，他都從國家安全著眼。百屬歸流，那西南革省的土司土

地拿過來啦，漢人往南走，開墾西南。西南幾個省，從湖南一直到廣西的貴州雲

南，還有南方的江西安徽角落裡，通通大量移民，華北的空地也在移民，內蒙古

也在開始移民。但這些打下來的基礎，使得乾隆時候餅可以做大，有耕地，有作

物，人口增加，這個經濟底盤就大了，所以乾隆朝就大了。 

 

乾隆是消費經濟，江南從宋朝以來，一直外銷的順差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帶，

絲綢、瓷器。南方人口一多，沒錢用，一下江南，大量銀子一灑，南方手工業、

農業市場化通通出現，經濟基盤打開了大門，開始往北方吸收糧食，湖廣、四川

的糧食都運過來。廣東糧食不夠，湖南、西南的糧食運去。等到乾隆朝結束後，

中國銀子不夠用，所以嘉慶以後有個威朔，這個威朔到後來，人家用鴉片來換中

國糧食、中國的產品，讓中國萎靡了一百多年。 

 

一、股份有限公司與證卷分散化 



一九五七年剛剛二戰打完，美國是世界的工廠，但還是看的見一九三二年

大恐慌之後留下來的痕跡。一九三二年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個大修正的時

期，用政府的法律來管股票市場；用政府的法律來收不等的稅，累進制的稅；用

政府的法律來限制公司的大小。換句話說，這三個法律讓市場不再是看不見的

手，看不見的手從此之後是個假象。 

 

從戰後一連串的美國政權，除了詹森，想要恢復這個新政的制度之外，他

前任的甘迺迪，他不在建設性的花銀子，而是花團錦簇的花，跟乾隆皇帝一樣。

卡特是像馬總統一樣好人，但他的任期太短，沒有做什麼事情。最後一個棒槌是

布希，去掉投資銀行保存貸款銀行，就成今天沒有紀律約束；反拖拉斯法律去掉

後，公司沒有限制，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二、外無法律的制裁、內無良心的約束 

股票散布在市場上，每一個人都是股東，每個人都有共同基金以後，每個

人都不曉得掌握大公司幾分之幾，我們這個無數的股權的股東怎麼去掌握股東大

會，沒有股東大會怎麼去掌握董事會，沒有董事會怎麼去掌握執行長，如果公司

小的話，執行長危害不大，公司大規模的話，他就危害其他人，這風波就這麼來

的，因為我們靠民間的力量約束不了他，而看不見的手早就不見了，且這不是修

補工作可以解決的，假如沒有法律可以憑良心，沒法導正新教的倫理，是資本主

義在西歐打響名號的因素，這新教倫理是上帝給你的使命，你對上帝的一個承

諾。拉斐爾辦基金會，卡內基辦基金會，我不再為自己去買私人飛機，我不再為

自己三妻四妾，這個是他心理的約束。 

 

今天，年俸一千萬的執行長，心裡沒有神，沒有法律管，沒有人心管，他

當然什麼都能幹了，例如對沖基金、私募基金，賺錢他的，虧本你的。所以從這

件事情我們看，實際上這次風暴在我看來，是一個舊異亂的尾巴。 

 

 金字塔型的層級集中制與多元管理制 

一、層級太多的缺陷 

而新的異亂要來了，譬如說，像是公司的階層是架構都是金字塔的層級式結

構。越大的公司他管的底下越多。我在匹茲堡教書時代，眼睜睜看著 US 垮掉，

眼睜睜看著他起高樓，沒一點木材，全大樓是鋼鐵和玻璃，眼睜睜看大樓賣掉，

從兩個副總裁變到十三個副總裁，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十三個副

總裁挑什麼水阿？ 

 

二、多元聯線 

這個東西恰好在我們考古學和人類學上有例子，國家是個層級結構，一種

多元連線，美國的西南佛州一直拉到墨西哥，有一個地方，有一個古代文化，這



個不是國家，是一條貿易路線，像橢圓形一樣的貿易路線，因為物產的不一樣，

因為地理情形不一樣，這個圈子互相幫忙，互相輸送物資，交換物資，這個不是

個國家，但他是個共通體，每一個環節都在分擔一個任務，是一個互相共存的一

個東西，這個多元的，每一個跟另外一個都不太一樣，我們叫做多元聯線。 

 

(一)考古學的個例 

    回過頭來講中國考古學，大陸上的考古同仁叫他夏，我說沒有這個事情，我

說叫諸夏，不是一個夏，諸夏就是一大串夏，大禹王沒有統一中國也沒有統一中

原，那一串叫諸夏，那個我們叫廟底溝文化,到後來二里頭文化，另外一個東夏

頭，這一個路徑本身就是諸夏的弟子，不是夏代，這個後來就發展成一個國家，

到了商代就有個國家出來。換句話說，在人類的經驗上，我們有這種不同的東西

互相依靠，合作成一條線，線狀的一條結構，同樣我們可以看見這個希臘的城邦，

都是這種結構。 

 

(二)外委代理 

   任何產品可以不斷的切割，切割成一截一截，每一截都可以繼續外委代理出

去。換句話說，以今天我們以電腦電信傳訊的速度之快以及我們遞送物品的快，

我們可以拿一個產品切成幾十截。好處省了管理制度，同時，要創造兩個上、下

游，才不會被他卡住，所以這樣的結構化整為零，就變成大企業解散，成就許多

小的獨立的企業。因為今天科學技術發展的迅速，越大規模越不能汰舊換新，越

小規模越能汰舊換新，越能適應調整，這個是我預料將來能代替現在這大企業、

大的生產工作的一個態度，這個是我說的將來的一個新的時代，那個時代的經驗

會不一樣。 

 

 建構新的文明 

一、以「人」為本的價值 

這是一個預測，今天我們法律不能管住人心，人自己管不了人心，這是十幾

年來一直在擔心的問題，因為有一群朋友就一直在說，三百年來鑿成的現代文

明，窮途末路，我們到了衰敗的地步，下一步就是新的時代，下一步就是科學與

技術的文化，科學與技術都是工具，要給他找出一套人的目的。 

 

上帝已經死亡，諸神已退，就回到人。以人為本心，完全以人為本一套的價

值觀，不必靠神，靠人。有了這一套我們新的時代才有著落，在這個上面，我們

建構幾套管理制度，就不必要全靠法律來管理，建構出一套經營交易的倫理，就

不必要靠政府法律，只能自己靠良心，所以重建良心是真正唯一的事情 

Q&A 

 



謝謝許院士的演說，現在是 Q&A 時間，我們請戚所長幫我們主持： 

 

戚所長：非常謝謝許院士非常精采的演講，這真的是一個知識的饗宴，我們

回到千年又回到現代，又進到未來，從中國又跑到西方，又跑到各個文化。最後

院士又特別發出學者的一個理想，看我們未來是否能夠朝向一個自我約束、或許

憑藉上帝也或許憑藉個人，讓整個社會變得更美好，對經濟的秩序和全球各方面

都能邁向一個更好的世代，那我想因為時間很寶貴，是否有來賓或是同學們有想

法或疑問來進行 Q&A 的時間。 

 

戚所長：朝向一個自我約束，憑藉上帝，也或許你是憑藉個人，或者是憑藉

任何一個東西，讓我們這個整個社會變得更美好。然後經濟的秩序，都能夠邁向

一個更好的世代啊。因為時間很寶貴喔，許院士今天在這邊演講，來賓或者是同

學們有什麼想法、有什麼疑問請提出來。 

 

聽眾一：我是台大的學生。我想要請教一下許老師，您剛才提到說將來一個

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多元的、一種分散的架構，大家互相幫助、互相合作，由於法

律、宗教等等以往的規範已經慢慢消除，所以應該可以期待。在交易之中，蘊生

出一個交易倫理。可是我想到的是，如果是一個多元的環境底下，不太可能建構

出一單位都統一的倫理。一個多元的環境底下，有人就會不想遵守這種倫理，有

人就會想破壞它。請問老師，這種問題如果發生的話，那照您提出的這種看法，

應該要怎樣來解決它？謝謝！ 

 

許院士：這應該是一個信用啊，一個信用重建。信用重建裡邊說，假如我破

壞這個信用，人家不會找我了，比如說：我是上游，我破壞我的信用，上游就不

會撥給我他的新的合約；我是下游，我破壞我的信用，下游不會再買我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將心比心的事情。你要生存下去，就要照這規則做，這規則就是在人

的社會裡、人的群體裡。 

 

聽眾二：我是商研所的游張松老師。不過在院士前面我是學生，因為那時候

您在匹茲堡的時候，我在那唸書。剛在談到這個，從漢朝開始建立文官制度之後，

然後一直演變。後來從宋朝開始到明朝一條鞭法，有點像我們現在的教改一樣，

越改越尖銳到後來大家就修不完。就中國特別的唐朝，有沒有什麼樣的特別可以

值得討論的地方？ 

 

許院士：我說三省制就是這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制，是唐的創設的制度，

那後來也不能運行，這互相平衡沒有了，結果變成在合議制了嘛，就變成個委員

會制。可是唐朝也有改革過啊，就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就為了財政問題，劉晏他

們幾個做過改革，拿均田制下面的那個稅收換，換成一個按田物來收稅、按財產



來收稅的、按貿易來收稅的稅制。這個是相當大的改變，唐朝本身衰敗之後，就

變成武人專政囉。節度使來凌駕在這個平常、這個路溝府、道溝府上面去了，那

個是不好的概念啊。後果是唐朝分崩離析，被弄成許多個不同的地區，每個地區

都有自己的，等於小小的獨立國一樣，軍閥割據了。軍閥割據之下也有他的特殊

之地，每個那個大的帝國隔成個小塊，每個小塊想辦法去適應，適應他的自己區

域，為他自己需求找路走。 

 

舉例說，湖南本來是小地方，湖南長沙附近那個地方軍閥，實在沒法過日子，

但是湖南卻居然自己燒出個瓷器來。今天湖南不算了不起的瓷器出產地，但是曾

經一度，湖南出的是南銷到東南亞一帶的主流，而且從那一直輸用到今天波斯

灣。就這些地方軍閥必定要找自己的路的時候，他自己想方設法走出一條路。那

譬如說吳越也是小地方，也沒看到是四個州，大概就八個州他自己分割、分割，

就像我們縣跟市分割出二十一個單位一樣，這樣一小塊地方也搞出方法來啊，吳

人開始從商，靠商人過日子。 

 

比如說，我家的祖先在福建，我們在五代的時候，我們是河南人。跟著河南

的民團，打到福建去。不是存心打到福建去，這個民團離了家鄉以後，發現就跟

土匪差不多，一路沒能找到立足的地方，一路被打的就打到福建去了。我許家祖

先就是幫著閩王審知開棠港的，棠港是這個福州旁邊的人造港。純粹向東南亞貿

易。福建沒有多大的地方，閩王審知拖了一批河南人在那過日子，就想個辦法，

看如何對外貿易過日子。 

 

這跟他們在唐朝的本來的一個大一統帝國分裂以後，用這個方法來做。而文

官制度，實際上自己分享他們自己，自己適應這些各自需要的條件就這麼實際上

做事情。閩王就跟那一個商業帝國、商業王國。 

 

聽眾三：許院士我景仰你很久了。我今天就是很高興有問題問你的機會。我

有兩個問題，就是綜觀古今的例子，從裡面也看到非常多人性的貪婪跟恐懼，請

老師分享幾個你主要的人生的一個價值觀，然後我曾經受你一句話影響 那也構

成我現在愛情觀的一個部分。當初許院士呢，講說你的身體就像一個篩子，過濾

掉一切的雜質，就是為什麼最後師母會選擇你的原因，那我是覺得非常的受用。

這是第一個問題。那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我念歷史，高中課本歷史那些格物致知，

老師念這些歷史，真的我覺得蠻不簡單，因為很多人可能覺得蠻枯燥乏味的，想

請教老師說啊你是用怎樣的心情來讀書這樣子，可不可以做一個分享？然後今天

有一個要求，就是今天有帶兩本老師的書，那希望老師可以幫我簽名一下。 

許院士：假如我跟你一樣是帥哥，那我可能好幾年還在上游下流不一定啊。

我這個是個沒有人要配給我的東西，所以無從相信起。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時

候，肯相信我的人，一定是真的對我可以共鳴的人。如果我長得像你一樣帥哥我



可能丟掉最好的共鳴。 

 

第二個問題，歷史一點不枯燥。歷史就有無窮的好玩的地方。讓你不要去死

記年代，你在記個前前後後，哪個在前，哪個在後，你不要去 19 多少年、10 多

少年，那個苦得很。你要查很容易查嘛，一查就查到了。那麼為什麼許多人拿歷

史枯燥呢？就是因為歷史教員教得不對。你看歷史就等於看你四周圍發生的事

情，天天都在讀歷史。 

 

聽眾四：我有兩個問題，我簡單一點啊。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個人認為台灣

是不太在乎歷史教育，國小國中到高中，甚至我們的考試、教育制度就可以很明

顯看出來這一點，那在大學裡面，對於歷史教育被重視的程度，我個人認為，不

太被重視。我想請你提出對這個方面的看法及台灣可以朝這個方面做什麼改進的

方向，那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說，你剛才說到企業界要設置一個倫理

的管理方法，那請問這倫理，是參照什麼樣的內容？比如說西方的聖經，還是我

們先秦諸子的一些想法？謝謝！ 

 

許院士：學歷史裡頭有許多的不同分類，這個領域比較熱鬧特別一點，要分

工的，要個人看個人興趣，跟看自己的態度，找他自己該做的事情。有的人是非

常心思細膩的，他可以做考訂的工作、校勘的工作、查史料的工作；有的人可以

做敘述的工作；有的人可以做比較的工作，各憑自己的性向去決定，那麼，怎麼

樣最好呢？沒有最好的，完全看你自己能力跟自己興趣而定，也要機緣。 

 

但有一點，你不要專找一家之言，要心胸放開，去各種方面都能學、各個方

面的學科的方法也都可以拿過來，歷史沒有自己方法，歷史方法全在其他的學科

裡，你沒有辦法從歷史本身得到一個什麼叫歷史方法學。它在經濟學裡、在社會

學裡、在政治學裡、在數學裡，各處都在；也在地理學、也在地質學。它自己沒

有自己方法。 

 

接下來你問我說，以什麼做依據，以人以天以群體，這裡邊看得出，我這裡

邊沒有神的問題。我是按人本身來做，換句話說，我是儒家和道家合起來做。儒

家是以人為本的，道家其實也是以人為本，不過一個進取、一個淡泊，兩個合在

一起做而已。中國的傳統的唸書人，得意的時候，他也想到道家，失意的時候，

他是想到儒家，我倒過來講，失意時候不要灰心，要積極；得意的時候要收斂一

點，以人為本是孔子最基本的事情，天人合一是拿環境和你融合在一起。 

 

人跟自然是互相呼應、互相影響的，你不能說征服自然。所以西方語文裡，

翻譯成中國話，「我征服什麼山」，你好大口氣能征服山，就自己自以為爬上去征

服了山，瞰天而用之，是到了最後是那自然破壞掉了，所以西方的方法是：我要



征服，於是他自然不能和諧。 

 

群和體是相容的，要小我服從大我，這個己就不見了。己不見的時候，大我

是空的呢，每一個大我裡邊小我都不見的話，這個大我在哪裡啊？比如說，我們

二千三百萬人每個人都為國犧牲，國家哪裡去了。這個大我跟小我、群跟體是互

相相容的，不能因為大我來漠視小我，也不能因為小我來毀傷大我。而這大我是

許多層次的，從你周邊擴大，到你的社區，擴大到你的社會，最後擴到了全人類。

所以這個一圈圈像個同心圓擴散出去一樣。你不能因為哪一個環就否定別的環

去，不能因為家而否定國，不能因為國而否定世界。倒過來講，也不能因為任何

環節而否定那個個人本身存在的意義。 

 

聽眾五：中國歷史是一個龐大的資料庫，然後人們可以從裡面汲取蠻多的經

驗，然後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商管類的書，有些是以中國歷史為主軸，例如三國商

學院，然後紅頂商人胡雪巖，還有孫子兵法等等，想請教有機會從中國歷史開發

出獨特的商業個案，當作教學參考嗎？ 

 

許院士：這個資料庫，不僅是中國歷史，而是整個人類歷史。中國歷史不夠

的，人類全部是歷史書，我不是管理學商科教授，我沒有資格寫這個。我這是拿

歷史裡邊一些例子給大家聽聽而已。胡雪巖、孫子兵法，那個日本人蠻在行的。

日本寫這個教科書蠻在行，今天說我也寫過幾本書，是我跟洪建全基金會講演的

記錄，裡邊就有講領導的、講組織的、講管理的。這樣你可以去看，可以自己買

到。至於說純粹的歷史，比如《萬古江河》是我自己寫好的一個文化史，目的是

說明中國不能關門過日子，中國終究要融入一個全世界。 

 

戚所長：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就停在這裡，這邊再一次非常謝謝許院士，

讓我們能讓管理學院的同學跟師長們能夠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管理。我希望這一

次，就帶動我們管院的同學開始對歷史有興趣，更多的從歷史當中汲取寶貴的經

驗。謝謝大家，謝謝許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