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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

江高坤校友尋訪
現任經濟部部長江丙坤先生，為本校地政系傑出校友
。他從一個貧苦的農家子弟，歷經苦學、奮門，及認真做

事的原則，多年來在駐外經濟單位及外貿協會，島臺灣的
經濟、貿易而努力。擔任經濟部長以後，陸續推動許多重
要的經濟政策，舉其華華大者

、國內方面
ω為避免勞力密集產業外移過述，而新興產黨補位不

足的困境，積極推動科技專案計畫，提高關鍵技術的自製
比他﹒刀。

ω積極推動「振興經濟方案」'協助業界排除投資障

礙，推動臺灣成為亞太區域營運中心。
ω從加遠水資源開發與規劃、水資源管理及防洪治水
等三方面，通盤規劃水利政策，永續保育管理水資源
。
ω 依「 h營
A 事業移轉民學條例」'推動經濟部所屬事

業民學化。
印成立中小企業輔導工作會報，定期按討績殼，發揮

輔導體系整合功能，協助中小企業轉型。
ω秉持「供給導向」經濟理念，加速促進各項資源及

財貨「供給面」的自由化、效率化，建立一個古平自由的

競爭環境。
一一、國際方面

ω南向延伸產業分工據點，加強
。

業能源政策。

與東南亞國家經貿

兩岸產業分工體

、經

。

關

，

則下，因應中共 漂 化

系

ω加速經貿體制全面調整，及時 加入世界經貿組 織

ω因應國際環保新趨勢，調整產

ω基於國家整體長達經濟利益， 建立務實之投資
貿雙軌互動體系，以達擴張國內經濟 實力。

係

三、兩犀方面

ω結合大陸資源潛在利益，建立

發揮兩岸「互補互利」之功能。

ω在國家整體經濟利孟及安全原

經改動向，前瞻規劃兩岸經貿互動新局。

鑑於本刊以報導校友資訊為宗旨，法商學院特推為江

部長撥冗接受專訪 。五月十二日，本刊編輯委員蕭景楷教
授及地政系前系主任趙淑德教授，同往經濟部專訪江丙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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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請部長談一下求學經過。

校友。以下為訪問摘要
問

••

北的前一天，才跟我爸爸說我要去念大學，需要五十六塊

錢，他說你現在才跟我講，我要去哪裡借錢?但是還是去
借了。土來臺北以後，就靠我大哥每個月寄一百塊錢給我

當生活費，沒有零用錢。大概在念了一年以後，生活才有

所改善。因為成績很好，學校就推薦我去農復會實習兩個

月，一天出差旅費是六十塊錢，後來 又增加到七 十 塊 ，兩
個月下來領了二千多塊錢，高興得不 得了。第一次買 了手
錶、皮鞋，還拿七、入百塊錢給我父 親，請他拿去還 債 。
行政專校念了兩年畢業後，當年 我就考土「高考 」，
我和大哥都高興得跳起來。雖然當時 填寫「臺灣省地 政局
」鳥第一志願'但是被分發到第二志 願的「南投縣政 府」
(我父親倒希望我到南投服務，因鳥 薪水可以給他) ，從
四十三年做到五十年才離開。在這段 期間，行政專技 改為
政局測量總隊」 的機
縣政府擔任股長 ，還

法商學院，我就利用借調到臺北「地

會，晚土去念書。後來雖然再回南投

完成。

把夜間部三年的 學業

也有些心動，但是因為農技英文、中文很少，加上考試有

刊法商學院的畢業證書對我很重要 ，因為到了四十 九年
，有一次去參加教育召集，家裡寫信 告訴我，中山獎 學金

是固定北上念書，到了四十八年總算

二十幾科專業科目，只好補習一點英文，打算考農學院，
結果沒有考取。只好去考就業考試，分發我到鐵路局，不

去日本之前，我還把機票換成船票

南投縣政府，到日本進修。

過就業考試考完之後，有位朋友張明德先生問我要不要一

起去考行政專校(本技法商學院前身)，我們就一起北上
報考(那是第二次招生，要是那次不來考的話，我的一生

就不一樣了)。因為我過去讀農枝，只好報名「土地行政
雖然考取了行政專杖，但是沒有錢就讀。記得要上臺

，

多餘的七千多塊

正在招考，正好有「地政」學門。那 時我們根本不可 能有
錢去留學，而且我已經結婚，每個月 薪水還要交給父 母，
牛奶，為爭取此 一干
按于出生以後，僅靠內人的薪水來買
載難逢的機會，所以就決定去報考。考取之後，我就離開

農技快畢業的時候，有老師鼓勵我去考大學，那時我

搬到北屯，再由北屯搬到臺中商業學校，然後又從臺中商
業學校搬到臺中農校現在的地方，那時小小年紀都要自己
走路撒桌子、椅子。

是害怕。農枝在空襲中也被炸了，臺灣光復後，就由西屯

也看，像水滸傳、三國志(日文版)印象最深。
到了初農一年級，還常有空襲，看到美軍來轟炸，真

投通勤，因為交通不便，加上要走路，一天來回要六個鐘
頭。記得讀農技之前，大約是國小五、六年級時常跑空襲
，但是那時求知慾很強，看了很多日文書籍，連大人看的

答:小學畢業之後，因為家庭務農，所以就繼續讀台
中農校(初農)，念了三年之後，本想改念臺由 1二中。我
二哥就跟我說，家裡沒錢那有機會讀大學，所以就留下繼
續念高農，等於讀了六年農杖。這段期間，大部分是從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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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父母拿去還債，並且答應他們每個月寄同樣薪水的錢
回來。在日本三年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想繼續念博士，但
是獎學金沒有了，只好跟我內人一起在大使館的文化、新
聞參事處打工。兩年後實在支持不下去了，幸好有同事幫
忙，從經合會調二百塊美金讓我到經濟參事處工作一年，
部長的學業都是在半工半讀中完成，非常令人感

才從僱員正式補經參處處員缺，並且順利拿到博士學位。
問

佩。是否請部長談一下離開日本之後的任職經歷?
答: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以後，我就想回國或者調到

英語地區服務，結果調到南非。在南非待了入年，這入年
中「中非關係」建立起來了。後來蕭萬長先生擔任國貿局

長，找我回來接任副局長。雖然當時三個孩子已經適應那
裡的環境，但年紀還小(分別為廿二、十五、十三歲)，
幾經考慮，最後還是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裡'只有我跟內人
回來。回來以後，先擔任圓貿局副局長一年半，再到外貿

協會擔任秘書長。然後回經濟部接任國質局長，十一個月
之後任常務次長。到了蕭先生擔任部長時，再擔任政務次
長，最後才接任部長之職。
問. 從
， 您任職及士作的經驗中，您 覺 得有哪些最值 得

給自校的學弟妹參考。.

答: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有些人換工作換得很厲害
，換來換去，我覺得不好，即使念書也是一樣。所以我主
張，不管你念什麼，把它念好;不管你做什麼，什麼樣的
崗位，你把它做好。你要是對這個工作不滿意，不認真去
做，那麼將來也沒有人會肯定你的工作。如果每一件事情

都把它做好，別人慢慢的就會知道你這個人不錯 。即使我
曾遠在南非任職，但每次回國別人都跟我說，我在南非做

得不錯。換句話說，任何工作你都把它做好，一定會受到
肯定，肯定之後，若是需要人，大概 就會想到你。

問﹒﹒剛剛部長也談到做事的原則 ，能否詳細說明 ?
答:我比較注重制度的建立。無 論是以前做股長 ，成
是在南非，甚至到貿協做秘書長，到 現在擔任部長， 我在

，有

個問

你把

一個

底改

一件

。好比我有一個 工廠

每一個工作崗位都先建立整個制度。 就像救火隊一樣
;但是要解決每
很多事情要做，你必須面對每個問題
題，則要趕快把隊伍組織起來，把人員配置妥當。等
制度建立起來之後，你會發現一批人 的力量，要比你
人的力量強很多。所以我在貿協花了 五年的時間，徹
革它的組織，讓它體系化。同樣的， 在經濟部我把每

工作體系化，因此每一個部門我都懂

，從原料進來到產品完成，一定會經 過很多機器，單 獨一
部機器不能生產產品，我一定要把各 個機器排列得最 有邏
輯、最有秩序，然後配置最好的人員 。這樣在整個藍圖下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哪 裡。
，
因此如呆有這樣一張藍圖，需要討論任何事情的 時候
，馬上就可以找到那個部門，所以我 的腦筋裡面常常 浮現

。

所以「體系

一張藍圖。當你跟我談系一件事情的時候，我會把那個部

門的資料拿出來，並且兼顧到整體環境佈置

化」的結果，每一個工作有它的功能，有它的地位。所以

別人在向我做簡報時，我會把資料放進去，放進去馬上就
有結果出來，這結果 事 實上是在裡面演練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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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 ，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二，英國人民為了找工作，現
在就會告訴政府說，「我不罷工了，也希望政府能補助廠

商」'所以現在許多廠商到英國投資，原因是外國廠商到
英國投資四億，英國政府也補助四億。如果這是在臺灣，

大家一定認為政府在圖利財固，這要等到大家找不到工作

問

的時候才會反省，但是等到那個時候 已 經來不及了。
我們應該了解工業就像是一個心 臟，沒有工業就 沒 有
稅收、外匯、就業機會
等。如果有 一天韓國、新加 坡、
馬來西亞經濟景氣土升，而我們掉下 去，那麼我就成 了「
菲律賓第二」(三十年前菲律賓經濟 環境比我們還好 ，現
在卻要到臺灣來打工)
想請部長-談一下個人的休閒生活，並介紹家 庭 狀
況。

對於回校的師 生 ，是否有什 麼期勉?

。

回國

如果能培 養 了國際觀，就能對自己、對學校、國
。

家，有更大的責任

的看法

財產。而且要多關心國 事 、國家的前途，培養對政治正確

答:希望同學好好利用這四年， 研究自己有興趣 的科
，同
。社會、自然科 學都有真理存在
目，但是不要念死書
時對於人生必備的藝術、文化多多接 觸，讓它成為自 己 的

問

都在日本、南非、美國、臺灣等地求 學、長大，陸續
服務。

答 :我現在的休閒活動，大概星 期天去打高爾夫 球 ，
老大
然後在家裡聽音樂、 看書 等，很單純 。三一個孩子中，
在中興新村出生，老二(女弦)、老 三一在日本出生。他們

...

再者，我做事乾淨俐落，我每天的事情一定當天做完
，每個禮拜到星期六下午三點鐘，我已將一週的工作弄得
清清楚楚。在這過程中，我每天可以掌握各單位重要的工
作是什麼?每一個月中輪流詢問這些工作的情況。如果有
困難，我會親自出面解決，假如沒有困難，就讓各單位去
做。
問 面對臺灣經濟，最值得關切的問題有哪些?
答:目前臺灣經濟最大的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參加

「關稅貿易總協定」 (GATT) 。參加 GATT 不是國
際地位的問題，而是確保我國將來在國際土競爭時的地位
、利益 。假如不參加的話，將來這些國家降低關稅時，我
們就不能享受。這樣將來韓國、中共都只拿百分之五的稅
，我們的產品卻要繳百分之十的稅，大家自然樣樣都不跟

臺灣買，到時臺灣經濟就垮了。問題是今天大家都要降稅
，過去四十年來都降稅了;我們現在進去
GATT' 別人
都說過去我們只鳥美國降稅，並沒有為他們降，因此要求
我們以後也要為他們而降稅。既然如此，我們的市場要開
放、關稅要降低、農產品要開放，但這些對國內的街擊太
大，可見今天最大的難題是，加入 GATT 則對國內經濟
衝擊太大，不加入又影響臺灣未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 。
第二的問題是，如何讓國內、外廠商願意在臺灣投資
，也就是說如何改善投資環境，來促進投資意願。讓國內
外廠商繼續投資，發展製造業，繼續外銷 。
這兩點實在是臺灣目前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但是現在
很多人都不了解，所以都不急。好比英國經過十年經濟不

..

..

..

32

校友專訪

談到學術地位 ，如果拿日本和我們來比，日本教授分
工較細，每個人在他的領域發揮所長。也就是說透過研究

楊德益?校友尋訪

笨。 印幸中，當初中興大學主要以

問

讀 的情形。

農學院為主，理

是否能夠談一談你的家庭背景，以及目前家庭的

但是因為家境不是很好，最後還是留 在 國內就業。

機械系畢誓山後出國是比較熱門的，我 本來也有這個打算

，

才開始第二屆， 師
學院沒有幾個系，機械系為其中之一，
資和設備跟現在差很多，但是對學生要 求蠻嚴格的。當 時

工

蕭 景楷教授訪談摘 要

機 械系第二屆畢業 校

友，多年來白手起家、創業有成，近年 來史以其開發之 技
術與母系學術合作，回饋母杖，獲工
院推薦接受本刊 專
學
突 破困境之心路歷 程
訪。楊校友詳述之辛勤開創事業，與
，以及經營事業之經驗、體認，實可 供 在校及即將就索 之

楊德華校友為民國五十入年母校

成果，發表論文，在同一個領域中爭地位、榮譽;而不是
在社會、嫖體上爭，到底學術和政治是兩碼事。
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學問基礎，立即判斷、分析的能
力，而不是專研小小的領域。到了社會才是真正的學習，
所以大學應以培養健全的人格、豐富的知識、正確的判斷
能力為目標。以日本的位務員 em
例，都是在行政機關訓練
完成的，不是大學四年所學。以政府部門來講，如果一個
人有法學、經濟學基礎，加上判斷、分析能力，經過去務

同業參考借鏡。

以下 em
楊校友接受本刊編輯委員

員的十年歷練，一定可以成為專家。

另外，現在大家不太願意工作，希望提高學歷。其實
真正腳踏實地去工作才是重要的，並不一定要到國外留學

問

請楊校友談談當年在自校就

爭取高學歷，社會也需要各種人才，否則就沒有人生產了

，這也是一種社會變遷的隱憂。

結束江部長之訪問，深深體會臺灣經濟前途是一條需
要費心去走的路。除了，慶幸有一位具整體規劃的掌舵者外
，更希望民意機闕，乃至全國民眾皆有遠見，支持長遠的
政策，如此當是子孫之一禍。

(本文，由本刊編採小組整理提供)

生活狀況。

答:我本身是台中人，是道地的農家子弟。家裡有七

個兄弟姊妹，而只有入分地，生活可以說十分清苦，小時

候多在半工半讀下度過，因此比較自動自發，會自己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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