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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會 員 通 訊  

     CERTIFIED TRAVEL COUNCILLOR ASSOCIATION R.O.C. 

  第 八 屆                           中 華 民 國  一○四  年  十二  月 

會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3 號 8 樓   刊物編輯委員會         委    員：左顯能   呂威德 

電話：( 02 )-2506-7237 傳真：( 02 )-2506-7341 主    委：唐受衡         吳德晃   陳善珮 
e-mail：travelec@ms61.hinet.net 副 主 委：徐美蘭                 謝豪生   蘇克特 
理 事 長：陳屬庄    秘 書 長：謝世宗               林水松         
副理事長：何明修                                                   
副理事長：彭培興  
        

  

 

                      理理    事事    長長    的的    話話                     
   

 

 

 

 

 

 

 

 

 

 

 

 

接任理事長二年來一直深感重責，除了

代表本會參加各項重要會議，與本會理監事

協力處理會務，以及安排國內外各項考察及

會員之聯誼活動，並積極爭取完成觀光局委

託的經理人受訓…等。本人親自參與完成每

一個重任，希望 104 年 12 月 26 日的第八屆

第三次會員大會，全體會員能踴躍出席。  

至歲末年終之際，一般企業會希望透過

年度的檢討報告，能夠讓管理者發現公司內

部的問題，並且有效的來改善，同時可以完

整且豐富的表達一個企業的專業、服務項目

與歷年的績效。在此僅提出本人今年對旅行

產業發展的看法，與旅行業先進們共同省

思：  

1. 今年景氣一直下滑，GDP 只有 1%左右，

由於經濟不振影響國人收入減少相對減

低國人出國意願，從今年第一季第二季

非常穩健成長到第 三季第四季逐漸下

滑。  

 

 

 

2. 即便不景氣也有成長率非常高的旅遊路

線，尤其日本線一直長紅，1 月~11 月成

長率為 28%，所以專營日本線的獲利最

高，第二為歐洲線成長率 25%，因歐元

上半年貶值 15%，第三為美國線成長率

15%。  

3. 今年 1-10 月出境成長率為 10.94%，將

會達成 1300 萬人以上，入境 1-10 月成

長率為 4.67%，今年會達成 1000 萬人以

上。  

4. 今年旅遊業第一、二季獲利非常好，第

三季受到歐元升值、台幣貶值、日幣微

升影響，獲利下滑，第四季 11 月中旬受

到法國及歐洲恐怖攻擊的影響造成客人

前往歐美有停頓狀態。  

5. 明年 1 月 16 日遇到總統及立法委員選

舉，恐造成暫緩出國也影響到明年春節

及第一季出國及獲利減少。  

6.  因選舉結果恐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影響

到客人出國的意願。  

7. 再則因今年 12 月中旬美國可能會再升

息，造成台幣又貶值，團費大漲減低國

人出國的意願，這將是旅遊業明年最大

隱憂。  

8. 今年下半年旅遊業受到景氣不振影響，

倒閉、跳票時有所聞，帶給旅遊業最為

憂心，最重要的是必須健全財務，不要

投資高風險的股票、基金、不動產，以

度過難關。  

 

祝福全體會員 
 
    新年快樂 事業順利 闔家安康 

陳屬庄 2015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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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作行行事事曆曆  ((  110044 年年 77 月月--110044 年年 1122 月月))            

 

欄主：秘書處 

 

104年 7月 

1. 7 月 3 日北區 104 年北區第 1 期旅行業經理人訓

練班共 68 位學員結訓。 

2. 7 月 5 日貴州省第十屆旅發大會考察團。 

104年 8月 

1. 8 月 11 日上午陳理事長出席 104 年北區第 2 期

旅行業經理人訓練班開訓典禮。 

2. 8 月 11 日至 8 月 21 日 104 年北區第 2 期旅行業

經理人訓練班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舉辦完

竣，共 82 位學員結訓。 

3. 8 月 14 日 陳屬庄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在台北

文華酒店舉辦第 14 屆亞洲旅遊推廣會議及晚

宴。 

4. 8 月 18 日 理監事及會員代表出席在王朝大酒店

舉辦江西省鷹潭市旅遊推介會及交流午宴。 

104年 9月 

1. 9 月 12 日 舉辦 2015 年秋季會員聯誼活動東北

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生態之旅，共 40 位理

監事及會員參加，活動順利圓滿。 

2. 9 月 25 日 在第 1 飯店 3 樓 召開第 8 屆第 8 次

理監事聯席會及晚餐。 

104年 10月 

1. 10 月 13 日上午陳理事長出席 104 年北區第 3 期

旅行業經理人訓練班開訓典禮。 

2.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3 日 104 年北區第 3 期旅行

業經理人訓練班在觀光局旅遊服務中心舉辦完

竣，共 88 位學員結訓。 

104 年 11 月 

1. 11 月 4 日陳屬庄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在圓山大

酒店舉辦山西省旅遊推介會及晚餐。 

2. 11 月 6 日陳屬庄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在世貿舉

辦的台北國際旅展開幕典禮。 

3. 11 月 6 日陳屬庄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在王朝大

酒店舉辦四川省旅遊推介會。 

4. 11 月 6 日陳屬庄理事長、白前理事長等協會代表

宴請貴州旅遊來台代表團。 

 

 

 

 

 

104年 12月 

1. 12 月 4 日中午召開第 8 屆常務理監事會議，研議

12 月 26 日(六)上午召開第 8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相關工作事項。 

2. 12 月 26 日(六)上午在第一飯店三樓召開第 8 屆

第 3 次會員大會及會員聯誼餐會。 

 

              委委   員員   會會   訊訊   息息                   

 

【秘書處】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第八屆，各委員

會主任委員名單及各委員會職掌如下列，歡迎本

會會員踴躍加入各委員會，共同參與本會會務及

各項活動。 

******************************************* 

一、公共關係委員會  

◎本會與主管機關關係之建立及促進。 

◎本會與國外大眾傳播媒體及觀光旅遊事業機構關

係之建立及促進。  

◎本會與交通事業及觀光事業機構關係之建立及促

進。  

◎本會與國內外同業間關係之建立及促進。 

◎本會對外活動宣傳計劃之擬訂及執行。 

◎配合刊物發行委員會搜集國內外觀光事業機構及

◎大眾傳播媒體發行之宣傳資料及刊物。 

◎其他有關公共關係事項之規劃及執行。 

◎理事會委託辦理事項之執行。 

主  委：沈冠亞 

副主委：徐美蘭 

委  員：王采紅、許傳萍、黃信凱、謝世宗、 

鄭凱湘 

 

****************************************** 

二、法規事務委員會  

◎旅行業經營管理法令規章之研討、建議及推行。 

◎辦理旅行業經營管理相關法令知識之專題研討會

或講座。 

◎會員及同業間公平交易方法之擬訂及實施。 

◎旅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實證據之搜集及處理。 

◎非法經營旅行業業務事實證據之搜集及處理。  

◎理事會委託辦理事項之執行。 

主  委：徐菊珍 

委  員：高成功、蘇克特、賈清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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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訓練委員會  

◎接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各項教育訓練工作。 

◎辦理會員及經理人在職教育訓練。 

◎推動會員組成專長研究會交流研討教育訓練事宜。 

◎與各協會、工會、財團法人等單位合作辦理各項教

育訓練工作。 

◎其他有關教育訓練事項之規劃及執行。 

◎理事會委託辦理事項之執行。 

主  委：謝世宗 

副主委：劉永隆、蕭新浴 

委  員：張朝服、劉明雄、林水松、蕭維莉、 

陳冠宏、吳偉德、沈賢盛、王孝慈、 

關世熊、李玉鉉 

********************************************** 

四、文康活動委員會  

◎辦理會員推廣聯誼活動。 

◎辦理會員正當娛樂聯誼活動。 

◎辦理會員與同業間交流聯誼活動。 

◎辦理會員國內外訪問及旅遊考察活動。 

◎其他有關聯誼活動事項之規劃及執行。 

◎理事會委託辦理事項之執行。 

主  委：關世熊 

副主委：劉旭晃、章作人 

委  員：李玉鉉、蘇克特、馬耀祖、謝世宗、鄭金城、

艾靖穎、蔡輝勳、陳政宇、王秀梅 

******************************************* 

五、會員推廣委員會  

◎本會會員推廣計劃之研擬及執行。 

◎本會會員入會資格之審核。 

◎協助秘書處辦理會員大會召開事宜。 

◎配合聯誼活動委員會辦理會員推廣聯誼活動。 

◎其他有關會員推廣事項之規劃及執行。  

◎理事會委託辦理事項之執行。 

主  委：沈  鎮 

副主委：馮豫永、陳冠宏 

委  員：賈清香、王秀梅、楊瑞明、孫振明 

******************************************* 

六、刊物發行委員會  

◎本會會員通訊之發行。 

◎本會會刊之規劃及發行。  

◎合作發行及廣告代理之執行。 

◎旅遊及旅行業經營管理有關刊物之搜集分類整理。 

◎本會圖書館建立之規劃及執行。 

◎其他有關刊物發行事項之規劃及執行。 

◎理事會委託辦理事項之執行。 

主  委：唐受衡 

副主委：徐美蘭、林水松 

委  員：左顯能、呂威德、吳德晃、陳善珮、 

謝豪生、蘇克特 

******************************************* 
 

 

 

七、財稅服務委員會  
◎旅行業財稅會計法令規章之研討、建議及推行。 
◎旅行業會計制度合理化規範之建立及執行。 
◎辦理旅行業財務會計實務相關法令知識之專題研

討會或講座。 
◎會員建立財務會計管理實務之輔導。 
◎協助會員處理發生之各項財稅案件。 
◎其他有關財稅服務事項之規劃及執行。  
◎理事會委託辦理事項之執行。 

主  委：蔡秀足 

副主委：徐美蘭 

委  員：林水松、陳月如 

******************************************** 

八、兩岸旅遊事務委員會  

配合政府政策加強兩岸旅遊業務的推動 

協助本會接待兩岸來台團體 

促進本會辦理兩岸交流活動 

主  委：黃奉瑞 

副主委：徐美蘭 

委  員：賈清香、李德性、王富美、萬錦雪 

 

                      新新    會會    員員    介介    紹紹                          

 

※會員編號：#1390  旅行社：祥鴻 

姓名：郭裕吉 

電話：0970-148557 

e-mail：ju7kiat4@gmail.com 

 

※會員編號：#1391  旅行社： 

姓名：梁忠岳 

電話：0926-692218 

e-mail： cyl40353@gmail.com 

 

※會員編號：#1392  旅行社：祥鴻 

姓名：劉芷菱 

電話：0920-333956 

e-mail：sunny333956@hotmail.com 

 

※會員編號：#1393  旅行社：知見 

姓名：陳德銘 

電話：0933-704164 

e-mail：darkcat7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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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1394  旅行社：巨大 

姓名：曾莉婷 

電話：0960-554211 

e-mail：lotty0424@msn.com 

 

※會員編號：#1395   旅行社：  

姓名：吳惠娟 

電話：0917-195373 

e-mail：vl1502c@gmail.com 

 

※會員編號：#1396  旅行社：悠活  

姓名：劉淑珍 

電話：0928-815125 

e-mail：twyoho@gmail.com 

 

※會員編號：#1397  旅行社：巨豐 

姓名：蕭明仁 

電話：0918-058887 

e-mail：jiu.feng888@msa.hinet.net 

 

※會員編號：#1398   旅行社：江山 

姓名：向章萍 

電話：0910-411688 

e-mail：peggy.hsiang@jiangshantour.com.tw 

 

※會員編號：#1399   旅行社：美雲 

姓名：吳玲敏 

電話： 0919-951845 

e-mail：f0919951845@yahoo.com.tw 

 

※會員編號：#1400   旅行社：  

姓名：歐德生 

電話： 0928-593126 

e-mail： ftb753357@gmail.com 

 

 

 

 

 

 

※會員編號：#1401   旅行社： 華潤 

姓名：張寶萱 

電話：0938-030808 

e-mail： chang_paoshun@yahoo.com.tw 

 

※會員編號：#1402   旅行社： 紅葉 

姓名：劉硯鳴 

電話：0911-678630 

e-mail： amy203035@gmail.com 

 

※會員編號：#1403   旅行社：大鵬聯合  

姓名：徐佩伶 

電話：0933-229825 

e-mail：myemily925@yahoo.com.tw 

 

※會員編號：#1404  旅行社：  

姓名：黃楷機 

電話：0970-730875 

e-mail：usar0404@hotmail.com    

 

※會員編號：#1405   旅行社：  

姓名：林妙靜 

電話：0937-169849 

e-mail：fois1215@mail.com 

 

※會員編號：#1406   旅行社：  

姓名：陳信隆 

電話：0977-767777 

e-mail：bucks.teqn@msa.hinet.net 

 

※會員編號：#1407  旅行社：  

姓名：林裕杰 

電話：0919-015139 

e-mail：linmitch697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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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1408  旅行社：燦星  

姓名：陳信東 

電話：0916-008698 

e-mail：tonger22@gmail.com 

 

※會員編號：#1409   旅行社：冠鈞 

姓名：何麗華 

電話：0919-302948 

e-mail：Lzlyho1121@yahoo.com.tw 

 

※會員編號：#1410   旅行社：佳期 

姓名：黃慧仁 

電話：0932-758534 

e-mail：pabi6174@yahoo.com.tw   

 

※會員編號：#1411   旅行社：  

姓名：王國安 

電話：0933-799611 

e-mail：kuoan168@gmail.com   

 

※會員編號：#1412   旅行社：富祥  

姓名：蔣慧華 

電話：0935-467758 

e-mail：an.fuh@msa.hinet.net 

 

※會員編號：#1413   旅行社： 芸姍 

姓名：王金生 

電話：0952-518072 

e-mail：service@golfertour.com.tw 

 

※會員編號：#1414   旅行社：龍騰  

姓名：蔡尚娟 

電話：0937-087877 

e-mail：Jenny087877@yahoo.com.tw 

 

 

 

 

 

 

※會員編號：#1415   旅行社： 豐年國際 

姓名：張雅茹 

電話：0929-206501 

e-mail：candychang19@gmail.com 

 

※會員編號：#1416   旅行社：  

姓名：李明澔 

電話：0928-005501 

e-mail：psyterry@mail2000.com.tw 

 

※會員編號：#1417  旅行社：草屯 

姓名：阮金墉 

電話：0985-903269 

e-mail：a0936938911@hotmail.com 

 

※會員編號：#1418   旅行社：  

姓名：陳文慧 

電話：0979-607036 

e-mail：mandyhui66@hotmail.com 

 

※會員編號：#1419   旅行社：金龍 

姓名：林英明 

電話：02-2714-8906 

e-mail：richard@dragontr.com.tw 

 

※會員編號：#1420   旅行社： 有方國際 

姓名：符皓雲 

電話：02-2512-9222 

e-mail：sandra.fu@travelport.com 

 

※會員編號：#1421   旅行社： 彩天 

姓名：陳文財 

電話：03-3313111 

e-mail：cwc555@ms26.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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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會  務務  活活  動動  動動  態態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第 8 屆第 3 次會

員大會 

開會時間： 2015 年 12 月 26 日 (六 )  
上午 10:00 整 (備有午餐 )  

開會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 2 段 63 號
3 樓「第一飯店 3 樓」上海
寗園餐廳  

※中午 12 時舉辦會員聯誼餐會、現場
出席會員大會者贈送伴手禮。  
※敬請繳交 2016 年度會費 NT$2,000 元  
※匯款銀行資訊  

往來銀行：彰化銀行城東分行  
銀行代號： 009 
帳號： 514-701-01788800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
協會  

 

2015 年 7 月 5 日貴州省第十屆旅發大會考察團 

 

 

 

 

 

 

 

 

 

 

 

 

 

 

 

 

 

 

 

 

 

 

 

 

 

 

 

 

 

 

 

 

 

 

 

 

 

 

 

 

 

 

 

 

 

 

 

 

 

 

 

 

 

 

 

 

 

 

 

 

 

 

 

 

 

 

 

 

 

 

 

 

 

 

 

 

圖片提供：常務理事徐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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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活動委員會主辦『2015 年秋季會員聯誼活

動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生態之旅』 

黃金博物館 - 鼻頭角 – 頭城東森獅子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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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石詠琦教授友情提供，她曾於北京清華大

學經濟學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時研究之古書『三

略』論述台商領導特質。 

 

由《三略》研究思想為例看台商領導特質 

石詠琦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 

 

論文摘要 

  中國人常說一個人深謀遠慮，就會形容他胸有

成竹或是胸中自有韜略。「韜略」指的是「六韜

三略」。國學研究中對孫臏的《孫子兵法》著墨

較多，研究同時期《六韜》和先秦之後的《三略》

者較少。本文係以黃石公的《三略》思想為例，

分析台商的領導特質與發展投資之道。 

關鍵字: 三略、台商、領導特質 

 

壹、兵書《三略》- 中國第一部專論戰略的兵書 

一、《三略》奇書的來源 

  對於《三略》的作者是否為黃石公，歷來眾說

紛紜。比較著名的說法是黃石公是秦始皇的重臣

衛轍的兒子，因為秦始皇推行暴政，魏公子隱居

邳州(今江蘇省睢寧北)西北黃山北麓的黃華洞

中，人們因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就稱他為黃石

公。秦始皇二十九年(西元前 218 年)，秦始皇率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離京東遊。出身於貴族世

家的張良趁此機會，與力士椎擊秦始皇于博浪

沙，結果誤中副車，不得不急速而逃。張良的祖

父為張開地，曾連任戰國時代韓國三朝的宰相；

其父張平，亦繼任韓國二朝的宰相。至張良時

代，韓國衰落，亡失于秦。 

 

  張良暗殺秦始皇不成，又被通輯，於是躲在下

邳這個地方。一天他來到沂水圯橋頭，遇見黃石

公故意把鞋投入橋下，張良撿拾後老翁說聲”孺

子可教也”並約他五日後清晨見面；誰知張良遲

到，黃石公不滿又約五日後見，第三次張良依約

夜半就守候，老人於是贈書一冊為《太公兵法》

即為《三略》。此後張良日夜研習兵書，俯仰天

下大事，成為一個深明韜略、文武兼備，足智多

謀的“智囊”。並用此書輔佐劉邦，終能治國平

天下，完成了黃石公所預言的”十年後天下大

亂，可用此書興邦立國”的大志。 

 

 

二、《三略》主要內容   

  三略全書講政治策略手段較多，而直接講軍事

的反而較少，分上略、中略、下略 3 卷，共 3800

餘字。根據作者自己說明：上略為設禮賞、別奸

雄、著成效；中略為差德行、審權變；下略為陳

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傳說是黃石公將姜

太公兵法演繹而來，並且融入：(1) 儒家的仁、

義、禮；(2) 道家的重柔；(3)墨家的尚賢；(4) 法

家的權、術、勢。全書顯現以下特點： 

 

1. 首先，民本思想貫穿全書。作者明白指出戰爭

的主要力量要依靠人民；戰爭的主要目的是要保

護人民。以企業經營的觀念而言，企業發展成功

與否，主要支柱就是人力資源；而企業成敗就是

企業責任之所在。  

2. 在將帥的選拔任用上，主張任賢、反對任親，

意為將帥的素質須具備優良的品德和廣博的知

識。以企業經營的角度而言，企業領導與主要幹

部必須求才若渴，並且以其人品道德為錄用的依

歸。 

3. 本書具有樸素的辨證思想，強調戰略戰術要因

敵情變化而定，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要能剛柔相

濟，巧妙運用戰術，否則”造作過制，雖成必

敗”。以企業經營的戰略角度來看，就是要因時

因地制宜，戰略要能隨時變化，符合時代要求。 

 

貳、台商佈局大陸的戰略 

一、偷跑階段 

  台商最早來大陸的第一階段是偷跑。他們開始

西進是 1980 年代初、中期，起初的西進者是在

臺灣經營有困難的人、或是一清項目等在臺灣存

活不易者才來大陸。1987 年臺灣開放探親，到中

國大陸投資的人開始越來越多。名義上是探親，

但是實際上打開了經貿大門。當時臺灣面臨到經

濟發展的瓶頸，土地、勞工越來越貴；勞工品質

下降；環保意識高漲，對絕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

投資越來越困難。當時美國政府又壓迫臺灣把台

幣從 32、33 升值到 42、44，這使許多勞力密集、

出口導向的產業面臨危機，他們得靠外移來尋找

事業第二春，也就是到成本比較低的地方繼續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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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定了經濟開放的原

則，促使中國許多省分在 1993、94、95 年出口

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成長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

一，這種情勢在台商看起來簡直是遍地黃金。於

是，早期去東莞做生意的台商與當地社會是完全

沒有互動的，他們碰到的中國人就只有兩種，一

種是需索無度的地方政府；另外一種是他們認為

可以不用平等對待的打工仔。 

 

二、萌芽壯大階段 

  但是自此「萌芽」階段(1980 年代晚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到 「壯大」階段，(1990 年代中後

期)，至「轉化」階段，大約自 2000 年開始至今。

中期台商也就是九零年代晚期，情況明顯轉變，

移居長三角成了主流，買房子的變多了，開始有

人與當地人結婚，心態也開始改變了，越來越多

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臺灣人到中國去了。臺

灣現在百分之七十的對外投資都在中國大陸，臺

灣近幾年每年都從中國大陸賺進了三百億美金

左右的外匯，這些外匯絕大部分是台商賺進來

的。中國大陸的台商大約有五十萬左右，估計占

臺灣高消費層兩百萬人口中的四分之一。現在到

大陸的台商很多人把家搬來，也讓小孩子上當地

學校，和大陸人作朋友，成為第一代的大陸臺灣

人。  

 

三、台商的經營管理有何不同？ 

1. 白手成家的領導者 

  以早期白手成家的案例分析，臺灣的創業者大

至有下列的成功因素，這是根據 70 位個別企業

領導人專訪的結果，由創業者口述得知： 

1) 無心插柳與鐵杵成針：有人沒想到自己有一

天居然會創業；有人靠自己的毅力撐到最後終於

成功。 

2) 財務調度與資金籌措：第一筆資金有人是賣

了老婆的嫁妝而來；有人把朋友可以借的都借遍

了。 

3) 管理能力與人手支配：技術面的缺管理面；

管理面的缺技術面。找到人才往往是決勝的因

素。 

 

 

 

4) 家族協助與合夥創業：多數人都靠家族支

持；也有不少人會找尋適當的合夥人，不過覺得

情投意合非常困難。 

5) 市場變化與行銷方式：所有人都同意市場競

爭太大，變化太快，必須時時調整行銷方式，否

則難以生存。 

  這些創業者除了一路走來堅定不移，還具有下

列特質：終身學習樂此不疲、主動參與社會回

饋、師長朋友感恩心思、提拔後進不遺餘力、辛

勤耕耘默默耕耘。可以說，他們極為顯著的民本

思想是推動成功因素之一。 

2. 中小企業家抬頭 

  隨後，在中期時代臺灣成功的中小企業家，規

模逐漸擴大，這些人靠外貿起家，對於生產流程

與品管研發等市場經營，有獨到的手法，因而能

夠開疆辟土，並且逐漸國際化，其主要領導特質

對照三略思想為： 

  1) 「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台商

很能鑽研市場, 也有的人會認為賭賭看的心態是

短視近利, 但是多數商人的早期台商都是白手起

家, 手邊的資源不多, 這種以小搏大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轉來轉去的想法, 根本沒有辦法由兩手

空空的時代, 快速的成為成功的創業先驅。 

  2) 「非陰謀，無以成功」：台商在關鍵時刻都

很含蓄、會為自己保留餘地, 就好比魁花寶典一

樣, 不會輕易亮牌給別人看，含有師徒相承的方

法與個性, 常會留一手狠招在自己的手上。  

  3) 「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台

商的財務多半是自己人或者是家人, 例如太太管

錢, 妹妹管錢的公司比比皆是。 如果要找財務長

或者會計、出納等等, 最好是由親戚朋友介紹, 

或者來到公司以後必須出具擔保人, 以防萬一。

台商的財務報表不是寫在紙上的, 是放在肚子裡

面的；銀行很驚訝台商對於各部門的各個數字都

瞭解的如此透徹, 腦中所浮現的精准度比財務會

計所提供的還要接近事實。 

  4)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很多台商好像是

變形蟲，也是社交高手。他們知道關係要做到誰

的身上，遇強則強、遇弱顯弱，有時會有意無意

的把自己的勢力展示出來, 特別是好的政商關係

或是名人效應, 都是暗示對方自己的來頭不小, 

是有靠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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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個台商為例證符合三略思想 

1. 台塑集團王永慶：一個有個性風骨的企業王 

  王永慶是臺灣最受推崇企業領袖，最能掌握時

代潮流，具有卓越管理能力。1916 年 1 月出生於

臺北市，原籍福建省安溪縣。小學畢業後，便輟

學到嘉義做學徒工；16 歲時自辦米店。1954 年

籌資創辦台塑公司；1957 年投產，逐漸發展成為

臺灣企業的王中之王。後在美國進行投資，1984

年資本額就達到 45 億美元，年營業額達 30 億美

元，占臺灣人民生產毛額的 5.5%。下游加工廠超

過 1500 家。是臺灣唯一進入《世界企業 50 強》

的企業王。 

  他認為經歷艱苦的環境，可創造出企業強韌的

競爭力。他相信，永無休止的追求，可達至善之

地，更認為致力永續經營是企業的神聖責任。一

般人認為「失敗是成功之母」；他認為「檢討才

是成功之母」。在華盛頓企業學院他說：「先天環

境的好壞，並不足喜，也不足憂。成功的關鍵完

全在於一己之力；只有不斷努力，才有立足之

地。處逆境時，要不灰心喪氣，培養實力，才能

扭轉頹勢；順境來臨，不能因此自滿懈怠，否則

會脆弱瓦解。」他堅持簡單原則：「不論是個人

企業或政府，如果不需努力即可獲取很大的利

益，太舒服、太散漫，就會予取予求，結果就是

腐敗朽蝕。」他的健康之道，大約可用「越深的

法越單純，越好的修行越平常」來形容。著名的

毛巾操就是一例。83 歲還能跑完 5000 公尺。 

  王永慶發現了瘦鵝理論：瘦鵝雖然沒什麼東西

吃，但野外求生與覓食讓它們的生命力很強，只

要經過一番精心培養之後，會迅速長成十斤的肥

鵝。他還用一根火柴棒說明企業成敗的原理：要

累積成功的實業, 需耗時數十載, 但要倒閉, 卻

只需一個錯誤決策。 要修養被尊敬的人格, 需經

過長時間的被信任, 但要人格破產卻只需要做錯

一件事。王永慶 2008 年 10 月 16 日於美國辭世，

得年 92 歲。王永慶就是《三略》中有德有威的

人：「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

四海會同，王職不廢」；「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

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主，

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

失權」。 

 

 

 

2. 反敗為勝的嚴凱泰 

  嚴凱泰身世不凡，美國萊德（Rider）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畢業後，二十四歲回台接掌家族企業裕

隆汽車，擔任首席副總經理，年少多金是讓人豔

羨的企業家第二代。裕隆在 1993 年至 1995 間，

一度因業績太差被打入第二類股。嚴凱泰一段在

三義期間臥薪嚐膽的日子，成為許多企業家教育

第二代的活教材。在主帥能幹，將士用命下，新

車款得到市場認同，裕隆由虧轉盈，1997 年更創

下集團年獲利 130 億元佳績。他律已甚嚴，謙沖

進取，由於膝蓋因運動受傷，每天 250 個以上的

仰臥起坐，加上游泳或跑步是他早上必須的課

程。他說”我不是什麼偶像，也不希望帶給青少

年不好的示範”。年輕時他也會貪杯尋醉，但醒

來發現問題仍在原地，於是學習更認真的面對問

題，理不清楚時就好好的運動，讓思慮更清晰時

再解決問題。 

  嚴凱泰是大陸第一家外資汽車銷售商。東南汽

車成立之後，依託中華汽車的成熟技術，租借福

州汽車廠的老廠房，迅速上馬，主攻大陸輕客

車、商用車市場。得利卡、福利卡等 30 多款車

型的陸續推出，迅速使東南汽車的身影遍及全

國，被中國證券界評為“中國十大誠信企業”之

一。嚴凱泰認為，領導人的定義是：能為企業發

展盡心盡力，對企業負責，對員工負責；能跟得

上時代、跟得上社會需求、能夠打仗、有果斷力；

懂得用人和授權，允許幹部有發揮的空間；善於

給目標，激發團隊的彈性和創新能力；能讓員工

瞭解企業文化，慢慢走上專業之路，並藉由溝

通、整合激勵工作士氣。 

  他的用人哲學是，用心帶腦，用腦帶人，一切

的事情都要從心帶起。品質要狠，管理要快，市

場要准。他說唯有創新才能往前走，否則不創

新，就回到過去失敗的樣子－創新就是服務，就

是怎樣最能吸引顧客。還要隨時保持戰鬥的狀

態，因為他曾經有過居安不思危、觸目驚心的記

憶。所以他贊成改革不能慢慢來，要讓員工感到

整個動起來。簡單得說就是《三略》中懂得用兵

之要的人：「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

有功，通志於眾」；「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

守微，乃保其生」；「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

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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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工皇帝郭台銘 

 

  1950 年出生的郭台銘，求學時在橡膠廠、砂輪

廠和製藥廠打工，退伍後在航運公司上班。1974

年以母親標會的十萬元與十名員工成立「鴻海塑

膠企業有限公司」，從黑白電視機旋鈕製造起

家。1981 年，他成功開發連接器產品，轉型生產

個人電腦「連接器」，改名「鴻海精密工業有限

公司」。2000 年市值突破新臺幣一千億元，之後

積極購並擴張版圖，不斷以每年突破千億的速度

成長，2005 年鴻海集團總市值已突破一兆。郭台

銘治軍嚴整，獨裁為公。他的名言是：「走出實

驗室，沒有高科技，只有認真的執行」。 

 

  郭台銘配偶林淑如 2005 亡故，2008 另娶曾馨

瑩；訂婚時，他宣佈未來將捐出九成個人名下財

產作為公益之用，而曾馨瑩也簽署了這項造福社

會的捐贈聲明，使其在全球富豪捐款榜上排名第

六。他的接班人從旗下各事業群的負責人中遴選

出來，達到傳賢不傳子的作風。為了拿到美國一

家大公司的訂單，郭台銘曾住在一家簡陋的小旅

館裡，每天只吃兩個漢堡包。等了 5 天，客戶才

給他 5 分鐘見面時間。他認為自己的企業是 “四

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他

的企業能做大，最關鍵是選客戶。在他看來，只

有把產品賣給世界級客戶，才能提升企業競爭

力。索尼遊戲機在和鴻海合作之前，開出兩個條

件：必須在 45 天內完成所有模具的設計；4 周內

生產 100 萬台。結果鴻海提前兩周完成訂單，最

終成為索尼遊戲機最重要的供應商。 

 

  郭台銘說，搞宣傳沒啥意思，企業靠的是苦

幹、實幹、拼命地幹。他自己就是一位工作狂，

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 15 個小時以上，自創業以

來沒有休過 3 天以上的假。郭台銘的軍閥式統治

經營法，符合《三略》的將帥之法：「夫將帥者，

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

勝，敵有全因」；「軍國之要，察眾心，施百務」；

「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

軍政也」。  

 

 

 

 

 

伍、傳奇色彩的台灣領導者 

 

  臺灣企業心目中的勇者畫像，是具有傳奇性、

肯拼鬥、敢下賭注、有毅力的成功者。完全靠制

度或完全用領導魅力的經營手法，在臺灣都比較

行不通；必須兩者兼顧，恩威並用。製造業與服

務業都可以培養出卓越的企業領袖，但是兩者規

模都要極大。企業領袖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千變萬

化的國際競爭力。這就是《三略》中所謂的：“柔

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

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怨之所攻。柔有所

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用所加。兼此四者，

而制其宜」。唯有真正以德服人的領導，才能贏

得社會的敬佩，事業才能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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