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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耘』－一群經濟精英打造新加坡成為第一的

關鍵歷程之讀後心得 

壹、前言 

一、 新加坡意象 

  在 2005 年 6 月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簡稱 EDB）官方網站揭櫫的願景為：「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商業

與投資的中心。」承接的使命為：「讓她的人民的有好的工作與商業

機會，以為新加坡創造實質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而在瑞士洛桑

（Lausanne）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簡稱 IMD)發表的 2004 年「世

界競爭力年報」中，對新加坡在經濟表現、政府效能、商業效率與基

礎建設等四項的總體評測為：「在二千萬人口以下的經濟體中，世界

排名第二；」再者依瑞士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 WEF）出版的「2004-2005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指出，

新加坡為分別在全球成長競爭力（GCI）與商業競爭力（BCI）排名第

七與第十的經濟體。這是官方報告的新加坡! 

    在台灣電視畫面的另一端，新加坡正在以優美的市容、創意的產

業、獨特的文化與高明的行銷，吸引著國人的目光與注意；於此同時，

精明幹練、深謀遠慮的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不時的出現在台灣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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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面媒體中，執著與認真的陳述與推銷新加坡的發展經驗與願景。

這是台灣一般人對新加坡的概略印象。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我們真的瞭解新加坡嗎？新加坡的

發展歷史、政經體制與社會文化為何呢？這個可敬又可怕的競爭對手

當前的發展策略與競爭手法又為何呢？又我們要如何才能妥善因應

新加坡的競爭與挑戰呢？其根本作為恐怕只有認真的學習，汲人之

長，補己之短，善盡智慧，速迅回應，前瞻擘劃，積極行動，方有邁

向卓越與超越星國的可能，而心耘－一群經濟精英打造新加坡成為第

一的關鍵歷程這本書正提供我們這樣一個瞭解與探索新加坡經驗內

涵與精髓的絕佳機會。 

二、 撰寫方法 

  『心耘』一書係依年序方式編寫，以各年代中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以下簡稱經發局）主事官員的奮門心路與發展經驗為構成主幹，並

輔之以相關的時代與環境背景說明，具體而微的展現一群經濟精英為

新加坡「拚經濟」的心路歷程，全書結構分明，意旨明確。爰此，為

有效呈現相關心得概念與重點發現，本文擬運用下列強調整體脈絡與

著重現象陳述精神的質性研究方法，做為撰寫本文之主要參考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以客觀系統的態度，著重書內表達文字之

意向與潛在意義的分析與批評，期能發現真義與作者傳達意旨，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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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思台星兩國現實層面之表象與作為。 

 （二）、歷史研究法：以比較與驗證的精神，強調書內史實與觀

點的解釋與描述，藉以回顧與瞭解星國經濟發展的過去與現在，並期

一定程度的預測未來發展。 

 （三）、個案研究法：盱衡全書，其中幾人曾見證新加坡全局發

展與擔任關鍵職務，極具深究價值。爰期能從相關個案的探究中，瞭

解到經發局的領導風格、組織文化與人力發展等議題，以增加心得撰

寫之深度與說服力。 

三、 撰寫架構 

  本文係以本活動作品評分基準為主要撰寫架構，全文分為壹、前

言；貳、重點歸納；參、心得見解；肆、專書評價以及伍、結論與建

議等五大部份，每一部份建構相關之論述面向，以為具體、完整、明

確、簡潔與深入的陳述相關讀後感，撰寫架構擬列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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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撰寫參照理論 

  對於現象、歷程與變革的觀察與解析，非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並運用經得起實證考驗的相關原理原則做為理解的中心概念，是絕不

足以竟全功，無法窺知與體驗書中全貌與寓意精髓。準此，運用符合

邏輯、歸納與演繹法則的適當理論，做為描述、闡釋與評價『心耘』

之讀後感，適可符合心得撰寫人與閱聽人之實際需要，並以貫穿、理

解與應用本書所傳達與蘊寓之價值與意涵。茲將本文擬運用並以為論

述架構之相關合適理論，臚列如下：  

（一）、權變理論：『彈性』與『配合』係構成權變理論之兩大中

心概念，在組織變革與政府再造的時代潮流下，強調彈性與配合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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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心耘』一書心得撰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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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理論，顯係能有效說明組織內部單位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與環境的交

互作用模式，銓釋組織如何採取適當的措施，以因應內外環境變革的

需要。 

（二）、系統理論：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有機與動態的

系統，其包涵了具體的物件與抽象的概念。要瞭解現象與事件的全 

貌，就必須從過程中去深究輸入－轉換－輸出的元素與交互關係，並

形成法則，再回饋至系統的迴圈中。   

（三）、混沌理論：係強調在全球化、自由化與知識化的時代中，

環境將變得不可預知與充滿紊亂，要有效取得競爭優勢與發展動能，

只有在混沌與秩序相互依存的作用下，認知變遷與差異敏感度之需

求，運用整合性觀點，建構一個兼具內在自我價值與外在生存條件的

共同願景。   

  上述三種理論，係針對組織變革發展的現象與歷程，提供了堅實

的分析基礎與立論依據，對於『心耘』一書中諸多描述新加坡經發局

的奮鬥、改革、創新、嘗試、挑戰、學習與危機處理的情節與事例，

將能有效提供清晰的思路與整合性的觀點，對於本文閱後心得的闡述

與讀者瞭解『心耘』一書中傳達的意旨與寓意，相當程度發揮了起、

承、轉、合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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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歸納 

  『心耘』一書係以新加坡的經濟與產業發展史為主要貫穿全書的

論述，書中由經發局各世代的主事官員，以個案方式選擇具代表性與

時代性之事件與政策，平實簡潔的闡述新加坡 1960 年代至今的經濟

發展事蹟與未來願景，全書中陳述的場域是世界性的，宣揚的觀點為

新加坡的創新力與競爭力，關鍵性的主體為經發局，重要的客觀為各

年代中世界級的成功企業，靈魂性的人物為經發局各世代的主事官

員，輔助性的配角則為新加坡政府團隊與各年代時空背景環境（國內

外）說明，茲為有效歸納全書要點，本文擬將全書解構為經發局的角

色、經發局的人才、經發局的精神與新加坡政府團隊等四部份，並在

第五部份將『心耘』一書陳述的新加坡經濟發展經驗與台灣經驗做比

較，以供為反思、改進與學習之用。 

一、 經發局的角色 

  新加坡經發局成立於 1961 年，係由當時的新加坡財政部長吳慶

瑞博士所爭取設立，並在早期由韓瑞生、唐義方、曾振木、丹那巴南

與蔡樹鈿等優秀人才的投入下，逐漸成為新加坡經濟與產業發展的神

經中樞，從『心耘』一書中諸多片段與事例的描述可以得知，要瞭解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歷程與經驗，對於經發局的探究，絕對是一個不可

或缺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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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全書，新加坡經發局的主要職責有四，其分別為： 

（一）、為新加坡的製造業、服務業與本地企業進行產業規劃與協助

國內外發展。 

（二）、透過分佈世界各地的駐外辦事處，為海外投資者提供一站式

服務，使投資者能快速的在新加坡設立公司開始營業。 

（三）、在稅務與財務方面提供一系列的獎勵措施，以及為投資者引

介申請長期低利資金。 

（四）、透過三個技工訓練中心與多項人力發展計畫，協助企業訓練

優質勞工，獲得優勢技能。 

基於上述，本文擬以下列對經發局五種角色的闡述與解析，來做 

為歸納與總成經發局在『心耘』一書的元素與成份： 

 （一）、發展的角色：經發局在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歷程係扮演著

火車頭的角色，審時度勢的引領與擘劃新加坡的經濟與產業發展政

策、方向與制度，在不同的時代中體察環境與潮流的變遷與需求，迅 

速、正確、及時的為新加坡經濟提供正確的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確

保新加坡的國家競爭力與產業優勢立於不敗之地。 

 （二）、大腦的角色：經發局職司如何在經濟、組織與運作的層

次上促進產業的發展，如何運用有效的經濟政策與措施來提升新加坡

的產業層級，其係扮演著整合性與策略性的角色，是新加坡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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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神經中樞，發揮著大腦思考與領導的功能。 

 （三）、創新的角色：經發局富含冒險、挑戰、學習、嘗試、不

怕苦與不畏難的文化傳承與精神，每遇關鍵時刻，總能發揮關鍵力量

與智慧，化危機為轉機，為新加坡經濟發展打下一片又一片天地，其

原因無他，在於經發局具創新因子與能力，以跨時空思維與前瞻眼

光，運用創新作為，屢造新加坡競爭優勢。 

 （四）、執行的角色：卓越與迅速的執行力是經發局能成功說服

諸多誇國企業執行長投資新加坡的關鍵因素，經發局平實、切實、踏

實，說到做到的行事風格，以積極快速的行動贏得了投資者的信心，

以真誠耐心的行動化解了投資者的疑心。 

 （五）、協調的角色：經發局有效運用說服、溝通、行銷與談判

技巧，成功協商與調和新加坡經濟發展系統中的政府各部門、外來投

資者與國內產業業者，成功打造了效能效率兼具的供銷鏈，並確立了

新加坡經濟發展系統中的價值鏈。 

   當前，經發局正致力吸引海外投資者投資在具有競爭力的高科技

產業與高附加價值的行業，積極鼓勵外國公司以新加坡做為企業營運

總部，展望未來，想必經發局在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歷程中，甚或世界

的經濟舞台上，仍然將會是一顆閃耀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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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發局的人才 

   新加坡經發局的成功發展經驗，其關鍵無在乎其擁有一群優秀的

人力資源，前仆後繼，焚膏繼晷的投入發展新加坡經濟的行列，他們

專業、熱忱、充滿活力，憑藉著殷切期盼國家富強康樂的堅定信仰與

毅力，蓽路藍縷的在新加坡經濟發展路途上，一次次的克服艱鉅任

務，終至成就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奇蹟。 

  睽諸全書，本文發現經發局各階段網羅的優秀人才，皆能一秉經

發局的優良傳統與傳承經發局的組織文化，在爭取外資投資、規劃經

濟發展策略與藍圖、建構具競爭力的投資經營環境與危機處理等面向

表現卓越傑出，深究相關個案與體察書中諸多作者思路與經歷，本文

擬歸納出下列五點做為闡釋經發局人才形於外與寓於內的特質： 

（一）、專業的知識與素養：經發局的許多官員並非純由經濟與

管理領域出身，最終卻能為國家經濟發展立下彪炳戰功，實可歸因於

經發局內部良好的制度設計、組織學習與文化傳承等機制。其透過成

員的有效互動與經驗傳承（如早餐會報、專業會議、文化展覽）等團

體性活動以及紮實與跨部門的磨練與閱歷，使其組織成員在績效導向

的國家發展任務下，有形無形的練就相當程度與務實的專業知識；並

在組織文化的陶治與堅定信仰的趨力下，養成具世界觀、時代感與合

宜性的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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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堅毅的耐心與信心：中國有劉備三顧孔明茅廬而不得入

之典故，新加坡經發局的官員顯然對此一典故有著深刻而鮮明的體

驗，在全書中，諸多作者敘述爭取外資投資的困難與挫折，以及想盡

一切可能，絕不輕言放棄的態度與精神，證明經發局官員對達成任務

的耐心與信心，是經得起普世價值的考驗，足以贏得世界各國諸多企

業執行長與相關人士的認可與讚同。 

（三）、穩定的向心與忠誠：經發局的社會關係網絡是「類校友」

的組織體，其構成係以連結彼此為經發局的成（會）員與顧問為主，

並持續不斷的使其成員充滿對國家建設的使命。準此，縱觀全書，可

以發現書中作者對經發局的發展任務與過去成就皆懷有高度評價與

期許；對於經發局的人際互動與組織倫理皆持積極正面觀點，對於達

成國家建設使命與任務皆秉宵旰勤勞與不畏艱苦的精神，如此對組織

與國家的向心與忠誠，絕是經發局能獲致成功的難能可貴資產。 

（四）、卓越的行動力與執行力：在經發局官員爭取日本「日立

晶圓廠」與美國「蘋果電腦」的故事中，可謂是說明經發局官員卓越

行動力與執行力的最佳例證，在此二案中，我們觀察到的具體行動力

是日以繼夜、未雨綢繆與設定目標即全力以赴的快速反應；瞭解到的

執行力是排除萬難、竭盡所能與不負所託的處事態度。 

（五）、積極的挑戰心與學習心：學習與挑戰是一體之兩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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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與挑戰皆需敏銳的洞察力、周詳的思考力、細膩的規劃力、遠大的

企圖心以及一顆願意學習與接受挑戰的心。在『心耘』一中，可以發

現，經發局的官員無論在爭取外來投資、發展服務業、知識產業的轉

型與成就科技創業的夢想等案例中，我們都可發現經發局官員學習與

接受挑戰的鑿斧與著力之深，從做中學，結合工作與學習，把學習與

挑戰的任務融入在自己的生命基因中。 

  在 2005 年 6 月的經發局官方網站中正張貼著招募人才的公告，

他們正在找尋具有願意做事的態度（can-do attitude）、良好的溝通

技巧（excellent communications skills）、堅實的分析與思考技能

（strong analytical and thinking skills）與擁有發展新加坡經

濟熱情（passion for developing Singapore’s economy）的人才，

加入國家建設的行列。其雖然只是簡潔平凡的徵人告示，卻不啻鄭重

的向世人昭告，凡經過經發局洗禮歷練的人才，必定是世界一流的人

才，而這點，從本書附錄中一連串作者簡介之輝煌事蹟與傑出成就，

可窺一二。 

三、 經發局的精神 

  要瞭解一個組織或群體之全貌，除了對可觀察可標記的規章制

度、行為模式、群倫關係、具體表現等表徵向度進行闡述與論釋外，

更重要的是對組織或群體中所傳達的文化、價值、認知與思考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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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面向進行訓練有素的理解與體驗，以盡可能的客觀去瞭解『目標』

組織的主觀。 

  新加坡經發局暨其主事官員是為世人所認定之成功典範，同理，

除了瞭解其組織功能、角色與人員特質外，當亦需從組織活動中的態

度與精神等抽象層面抽絲剝繭，方得其成功經驗之精髓。準此，本文

擬以歸納下列五面向作為理解『心耘』一書中所傳達之抽象精神與意

旨之立論依據： 

（一）、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精神：在「願景與膽識－裕廊島的故

事」與「爭取到爭異塑膠的寓言」兩件事例中，我們發現了經發局的

精英憑藉著智慧、膽識、創意思考與敏銳的洞察力，把兩件原本不可

能的個案成功達成。而此中所傳達之精神不謂正是：「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與「知行合一」之人生哲理，只要有恆心，鐵杵亦得磨

成鏽花針。 

（二）、老手帶新手的精神：組織學習與經驗傳承是現代學習型

組織成功的關鍵，而老手帶新手的精神則是實現學習型組織與履踐知

識管理的尋常道理。在『心耘』一書中，我們可從經發局人員外派經

驗的傳承、管理階層的領導風格與官員的工作互動中，深刻瞭解到此

種智慧傳承的機制，其在新舊交互激盪與集體思考的情境中，不斷創

新突破，深化組織智慧資產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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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合作的精神：團隊工作是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徵，

分工合作則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之必要機制，團隊合作意指成員在專

精領域各司其職，最終並能整合出整體戰力，成功達成目標。在「開

拓新局」、「協助新加坡－可憐的本地公司」與「扶植創投事業」等章

節中，我們發現經發局官員不只重視內部成員合作、政府部門間的合

作，更與外資企業、本地企業形成團隊共同合作，研議商討與相互協

助，共同創造彼此利益，達成共同願景。 

（四）、奮戰到底的精神：從 1965 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至 1970

產業轉型與英軍撤離挑戰以及 1985 年百分之一點七的經濟衰退，以

及千禧（2000）年後全球性的低經濟成長率，我們都可以發現經發局

的主事官員從不氣餒退縮，總是盡最大努力與傾所有資源，在逆境中

找希望，孜孜不息，汲汲營營，在一場場的困局中奮戰到底，終至能

化險為夷，安渡難關。 

（五）、勇往直前的精神：在縱觀新加坡經發局四十幾年的發展歷

程中，從早期進口替代、出口擴張至漸次的促進產業升級、發展高附

加產業，以及近程的知識經濟轉型與生技、高科技業的發展，都讓我

們瞭解經發局有著那種向前看、向遠看、向高看的組織氣度與格局，

訂定目標，就勇往直前，沒有打折與退縮的理由。 

四、 新加坡政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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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政府的行政效率名聞瑕邇，執世界牛耳，其除了在制度設

計、策略規劃、政策執行、紀律維持與願景建構等層面績效卓著外，

從『心耘』一書諸多作者的字裏行間，更可查察到其國家領導人在該

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巧妙扮演的支持性與鼓勵性角色，以及政府團隊

合作無間的默契與共識。 

（一）、新加坡的國家領導人：新加坡政制係仿英國之責任內閣

制，內閣總理掌握實權並負實際行政責任，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交

互運作的典範。而前任總理李光耀、吳作棟與現任總理李顯龍前後幾

位實際國家領導人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與貢獻，實扮演著關鍵性的引

領角色，居功厥偉，功不可沒。 

  在本書諸多經發局官員的經歷敘述中，對該國領導人在其為國奮

鬥歷程中所扮演支持性、鼓勵性與引導性角色多表肯定與感念，其國

家領導人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用心與著墨之深，所引衍之風行草偃與同

舟一命效應，實為新加坡治理經驗的重要元素。 

（二）、新加坡的政府團隊：新加坡係共和國國體，內閣係由十

四個部門及相關委員會組成。在新加坡卓越的行政效率背後，隱含著

家父長制與強人治理的統治基礎，並蘊育出新加坡政府團隊舉世聞名

的秩序、紀律與效率。 

  在「裕郎島的故事」中，我們發現新加坡經發局與裕郎鎮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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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發展部、市區重建局、新加坡港務局、公共工程局以及土地局等

開發與推銷裕郎島的合作典範；在「成就技科創業家」的願景上，我

們瞭解新加坡正在整合經發局、國家科技局、教育部、國防部與相關

學術研究機關的資源與力量，全力發展、多管齊下培養科技創業精

神。從組織與權變的觀點而言，從新加坡公司蛻變的新加坡無限公

司，早已打破藩離，揚棄本位，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與適應力的

彈性化政府團隊。 

五、 台灣與新加坡經濟面的相關比較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又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台灣與新加坡同為亞洲四小龍，長期以來，維持著既競爭又合作的伙

伴關係，相互學習取經，彼此砥礪磋跎，各自在世界的經濟舞台打下

一片天。準此，在瞭解新加坡經濟發展歷程的人與事時，我們更應反

躬自省，檢討比較，深化與廣化探索與研討新加坡的價值與意義。茲

將我國與新加坡在國家發展面向之相關指標與優劣比較擬列如表

一、表二與表三，以為參照： 

（一）、總體經濟表現指標：就兩國於 2005 年第一季相關部門（新

加坡：貿工部；台灣：主計處）所發表之預測經濟成長率、失業率、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進出口年增率等五項指標，衡量與比較兩國

當今經濟發展現況，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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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別 

 

指標 

台灣（%） 新加坡（%） 

經濟成長率 3.63 2.5~4.5 

失業率 4.04 3.9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2.30 0.3 

進口年增率 11.3 10.7 

出口年增率 4.0 11.9 

  就表一而言，新加坡在攸關人民生活品質的痛苦指數（失業率與

通貨膨脹率）的表現顯係較台灣為佳，在出口的年增率上新加坡在出

口的表現明顯優於台灣（11.9>4.0），而在進口年增率台灣則有較高

的成長幅度（11.3>10.7），至在總體經濟成長方面，新加坡採區間估

計為 2.4~4.5%，台灣則預計為 3.63%。 

（二）、重要經濟發展指標：就兩國在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科技

產業獎勵投資規定、知識經濟發展策略等四項指標，進行相關之優劣

比較，如表二。 

 

        國別 

 

指標 

台灣 新加坡 優劣比較 

基礎 

設施 

水電設施 水電資源自給自足，未

來有缺水隱憂，水電費

便宜。 

水資源主要來自島上蓄

水庫及馬來西亞柔佛

州，電源供應足夠。 

新加坡水電費率較我國

高，且水資源缺乏，依

賴馬來西亞。 

通訊服務 通訊網路已遍布各地，

海低光纖電纜陸續建構

中。 

擁有亞洲最先進的通訊

系統之一。 

新加坡通訊服務品質較

我國佳，且費用低廉。 

 

 

 

 

表一 台灣與新加坡總體經濟表現指標比較表                           資料來源：新加坡貿工部、台灣主計處 

表二 台灣與新加坡重要經濟發展指標比較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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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設施 

交通運輸 １、 陸運：我國環島鐵

路網已完成，整體

高快速公路網規劃

改善中。 

２、 海運：擁有四大國

際港，高雄港規劃

為海運之轉運中

心。 

３、 空運：擁有２個國

際機場，數個國內

機場。 

１、 陸運：擁有優良公

路與高速公路橫貫

全島。 

２、 海運：擁有豐富的

港口及船運經驗，

為今日國際船運中

心。 

３、 空運：採飛航開放

政策，已成為國際

航空公司的基地。 

新加坡陸運交通十分順

暢，機場及港口設備相

當現代化，營運效率較

我國高。 

人力資源 １、 勞動人口約９８６

萬，勞動供應矛盾

情況時有發生。 

２、 平均工資月薪約為

1050美元，標準工

作小時為 42小時。 

１、 勞動人口約１９４

萬，勞動供應不足

一直是星國經濟發

展阻礙。 

２、平均工資月薪約為 

    1450美元，標準工      

  作小時為 44小 

    時。 

※我國隨勞力密集產業

外移，勞動供應不足

己改善，新加坡勞動

供給不足一直是隱

憂。 

※新加坡工資水準較我 

 國高，但我國有最低   

 工資保障。 

科技 

獎投 

規定 

租稅優惠 

 

 

１、 新興重要策略性產

業５年免稅或股東

投資抵減。 

２、 科學園區內之事業

５年免稅。 

３、 外國勞利事業權利

金免稅。 

４、 國外投資損失可

20%扣除。         

 

１、 新興工業製造之固

定投資所產生之所

得５年免稅。 

２、 新興工業免稅所 

  得，股利免稅優 

  惠。 

３、 新興工業後續享10   

  年 10%之優惠稅  

  率。 

我國與新加坡在科技產

業獎投項目大同小異，

但新加坡租稅較我國優

惠且研發費用最高可雙

倍扣除，對於公司階段

之租稅減免也可以及於

股東，以至於最後稅負

仍有相當差異。 

研發及培

訓 

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費

用可享 25%至 50%之投

資抵減。 

核定之研究發展費用雙

倍扣除。 

 

政府補助 １、 科技專案計畫、主

導性新產品辦法，

提供研發之補助。 

２、 科學園區租金補

貼。 

１、 開創新技術計畫享

有補助。 

２、 栽利申請及研發均

享有補助 

 

知識

經濟

願景 

措施 

願景 

 

１、 十年內知識密集型

產業產值佔ＧＤＰ

達 60%。 

２、 十年內全國研發經

費佔ＧＤＰ之 3%。 

３、 技術進步對經濟成

長貢獻達 75%。 

１、 十年內知識型產業

對其國內經濟貢獻

達 40%。 

２、 每年創造 20000至

25000個就業機會。 

３、 發展為各產業中

心，成為多國籍企

業設立區域性總部

的最佳選擇。 

兩國先後提出「知識經

濟發展策略」與「知識

經濟發展方案」，在發展

方向、願景、策略及具

體措施有異曲同工之

妙，並在發展路途上各

有特色。 

  就表二觀察與比較，發現我國與新加坡在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

續表二 台灣與新加坡重要經濟發展指標比較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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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度、方法與措施，因先後天與主客觀條件的不同，各自有優

劣的發展成果與方向。綜而言之，新加政在經濟發展的整體規劃與執

行中，仍有許多值得學習與借鏡之處。 

（三）、『心耘』一書中所揭示可供比較之相關指標：本文擬

歸納出『心耘』一書中所揭示可與台灣比較之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推動

單位、關鍵代表人物、歷程、型態與依存命脈等五項面向，做為理解

我國與新加坡經濟發展過程的相關特徵，如表三。 

 

 
          國別 

 

指標 

台灣 新加坡 

經濟發展推動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國貿局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經濟發展局 

裕郎鎮管理局 

國際企業發展局 

經濟發展關鍵 

代表人物 

起始階段：趙耀東、李國鼎、 

     孫運璿、俞國華。 

發展階段：蕭萬長、江丙坤、林 

     振國。      

起始階段：韓瑞生、唐義方、 

    曾振木。 

發展階段：嚴崇濤、黃鵬遠、楊 

     烈國。 

經濟發展歷程 進口替代－出口擴張－資

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產業－

發展服務業－發展高科技

業－知識經濟時代 

類似台灣 

經濟發展型態 １、農業支持工業。 

２、工業發展農業。 

３、吸引投資促進發展。 

１、協助原始貿易商投入

製造業。 

２、吸引投資促進發展。 

經濟發展依存命脈 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 

  就表三而言，發現我國與新加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諸多類似

的措施，無論在推動單位的功能與任務、關鍵代表人物的特質與精

神、發展歷程與依存的命脈都極為類似。 

  總結表一、表二與表三而言，可以理解國家要有卓越的經濟表

表三 台灣與新加坡經濟發展過程相關指標比較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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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人民要有富足的生活，所賴的是前瞻妥適的政策規劃能力、彈性

靈活的應變能力與效能效率兼具的執行能力，而卓越知識與能力的實

現，則有賴於優秀人才的投入與付出，優秀人才無疑是台灣與新加坡

經濟發展能獲致成功的重要元素，而其同時也是『心耘』這本書中所

要傳達與凸顯的主要價值與觀點。 

參、心得見解 

   成功不是偶然，而是盡其在我的努力揮灑能量，竭盡所能的履踐

任務使命。誠然，新加坡的許多第一並非憑空而降，而是許多人、事、

組織與歷程辛耘努力與成功結合的結果。準此，在歸納與瞭解『心耘』

一書的主要意涵與傳遞意旨後，本文擬以系統與整合的觀點，解構與

建構新加坡成為第一的元素與內涵；並運用目標管理的方法，說明新

加坡第一的典範價值與使命意義；最後並運用價值反思的概念，詮釋

閱讀本書後的相關省思與體認，以為完整論述筆者之心得見解。 

一、解構－新加坡第一的解構 

   要完整解構『心耘』書中所傳導之諸多新加坡發展經驗與觀點，

非從瞭解過去、探究現在與審視未來三管齊下，不足以窺全貌。爰此，

本文擬以歷史觀的 5W1H、現實觀的 SWOT 分析與未來性的 CIPP 流程

架構作為解構與表述新加坡第一背景後的諸多成因與作者觀感。 

（一）、新加坡第一下的５Ｗ１Ｈ：從歷史觀點中的５Ｗ１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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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來瞭解新加坡第一背後的發展歷程，可以清楚的描繪出其發展

的方向、脈絡與因果關係。新加坡在先天不良，後天又有諸多挑戰與

變數的衝擊下，仍能突破重圍，毅然挺進，無外乎是其能釐清方向、

瞭解因果、掌握脈絡、清楚 know-how，運用智慧與膽識，在國家發

展的願景與使命下，勇於接受挑戰並創造歷史。 

 

項目 焦點（契機） 內涵（挑戰） 
地理位置與區位

（where） 

1、如何地盡其利。 

2、如何善用區位關係。 

3、位居海運交通要塞。 

1、列強環伺。 

2、如何妥處地緣政治與經濟。 

3、英國海軍駐地。 

國家發展的基本條

件（what） 

1、如何善用與提升人力資  

   源。 

2、如何協助既有貿易商轉   

   型。 

3、如何善用國家整合優勢。 

4、穩定和諧的勞資關係。 

1、欠缺天然資源。 

2、欠缺國際瞭解、信任與知名 

   度。 

3、欠缺堅強的國家實力。 

 

 

國家發展的時程 

（when） 

如何掌握先機，取得競爭優勢 計畫經濟實施的必要。 

國家發展的人才 

（who） 

1、人才輩出的經濟發展精  

   英。 

2、效率卓越的政府團隊。 

3、前瞻宏觀的國家領導人。 

1、多種族國家。 

2、欠缺先進的學術研究與教育  

   機構。 

 

國家發展的認知 

（why） 

只有拚經濟才是國家生存發

展的唯一出路 

1、高失業率。 

2、高人口成長率。 

3、地狹人稠。 

如何發展國家 

（how） 

1、如何吸引國外投資促進發  

   展。 

2、如何促進產業轉型。 

3、如何發展高附加價值產  

   業。 

1、從失敗中摸索解決之道。 

2、從成功中累積再突破經驗。 

3、創新的挑戰。 

4、變革的風險。 

 

（二）、新加坡第一下的ＳＷＯＴ：從現實觀點來分析新加坡的

國家優勢與劣勢以及所面臨的機會與威脅（如圖二），可以理解新加

坡如何因勢利導，掌握契機，化解危機，截長補短，在內外部關係與

 表四 新加坡經濟發展歷圖的 5W1H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1 

複雜環境的交互激盪中創造生存發展的條件，並成功示範，小國寡

民，只要勵精圖治，善用優勢，把握機會，亦能造就卓越耀眼的發展

績效。 

 

 

 

 

 

 

 

 

 

 

 

 

 

 

（三）、新加坡第一下的ＣＩＰＰ：運用 CIPP 流程架構圖，可

以系統性觀點來觀察與整合新加坡的發展脈絡、歷史與現實條件（如

   威脅 
1、與馬來西來的歷 

  史情節。 

2、要求更民主開放  

   的社會聲浪。 

3、中國大陸的和平  

   崛起。 

4、東協國家的高度  

   競爭。 

5、模糊經濟時代的 

  不規則變遷。 

 

   機會 
1、製造業與服務業  

  的雙引擎經濟成  

  長。 

2、知識經濟產業的 

  推動與發展。 

3、強調創新與研發  

  的科技與生技業 

  發展 

4、推動國內企業外 

  海外投資發展。 

 

 

 

   劣勢 
1、日益嚴重的勞力  

  短缺。    

2、節節高漲的工資 

  成本。 

3、不斷升高的經營  

  成本。 

4、小國寡民缺乏經  

  濟發展的縱深。 

5、過於強調單向實   

  務的教育體制。 

 

 

 

   優勢 
1、為國打拚的經濟  

  精英。 

2、效率卓越的政府    

  組織。 

3、健全便捷的基礎 

  建設。 

4、自由國際的經濟  

  體系。 

5、穩定和諧的勞資 

  關係。 

6、完善周嚴的獎勵  

  制度。 

7、優越關鍵的地理  

  位置。 

8、素質優良的勞動 

  人力。 

 

 

圖二 新加坡第一下之 SWOT 分析圖                                          資料來源：作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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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並藉予一定程度的審視未來可能發展與結果。在瞭解了新加

坡精英擘劃的共同願景與執行計畫後，可以體認唯有善用系統思考、

及時反思、有效回饋與團隊學習的方法與態度，才能在未來獲致策略

性的成功與關鍵性的優勢，順利達成各階段目標。 

 

 

 

 

 

 

 

 

 

 

 

 

 

 

  從表四、圖二與圖三，我們可認識到無論是過去經驗的參照、現

素質良好的勞動人力 

完善便捷的基礎建設 

１、 爭取跨國企業投資，

促進國家發展。 

２、 協助本地貿易商輚  

  型，扶植本土產業成  

  長壯大。 

３、 促進技術升級與產業 

  轉型。 

４、 打造新加坡無限公 

  司。 

５、 發展服務業與高附加 

  價值產業。 

６、發展高科技業與生物 

  科技業。 

 

 

 

 

具競爭力的投資環境 

和諧穩定的勞資關係 

為國打拚的經濟菁英 

效率卓越的政府團隊 

外部效果 

１、 吸引跨國企業在新加

坡設立區域總部。 

２、 建立國際的信任與聲

譽。 

３、 爭取國際與區域的經

濟競爭優勢。 

內部效果 

１、 經濟成長率與國民生  

  產毛額的實質成長。 

２、 有效抑制失業率增

高。 

３、 人民生活水準的提

升。 

４、 整體國力的有效增

強。 

歷
經
階
段 

獲致成功要素   投入      過程         結果 

（content）      （input）     （process）              （product） 

圖三 新加坡第一下之 CIPP 流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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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環境的審酌與未來願景的努力與擘劃，皆是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元素，在回顧過去、把握當下、前瞻未來的尋常觀念中，要如何解

構重要元素，找出關鍵的價值鏈與傳遞因素，是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

課題。 

二、建構－新加坡第一的建構 

 在總結與剖析新加坡第一成功經驗的關鍵要素後，本文擬以新加坡

的精神、團隊與文化，漸次說明新加坡第一的建構要素。 

（一）、新加坡精神：新加坡小國寡民，物產不豐，但其人民其勤

奮異常，力爭上游，願意相信政府的領導與施政，付出心力，舉國上

下，全力拚經濟，並在紀律嚴明的規範下，節制行為，自我要求，以

提振國家的聲譽與競爭力，諸此種種，實可稱為現今世界少有的新加

坡精神。 

（二）、新加坡團隊：新加坡政經體制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交

互運作，在強人治理與憂患意識的交識下，新加坡的政府機關與民間

企業所拭鍊出的效率與執行力，進而發揮的團隊戰力，實為構成其成

功經驗的主要元素之一。 

（三）、新加坡文化：新加坡係一個殖民與多種族社會，在自立自

強與生存發展的現實要求下，養成新加坡人務實切實的性格，在小我

寄託於國家發展願景必須成就的大我前題下，其文化內涵的特質為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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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井然與單調古板，此從『心耘』書中經發局的官員特質與行事風格

可窺知一二。 

  從個體面觀察新加坡，其人民努力勤奮，樂於學習；從較大的團

隊面觀察新加坡，其政府與企業組織，效率卓著，整合力強；從整體

的文化面觀察新加坡，其文化價值單元秩序，這樣獨幟一格的新加坡

經驗，係由個人至整體社會形成構成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迴圈，是值

得借鏡、研討與反思的重要案例。 

三、典範－新加坡第一的治理經驗 

新加坡經驗係當代世界的獨特治理典範，在國家生存發展重於 

一切的前題下，新加坡無論在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層面的表現，都發

展出一套迥異的機制與文化，穩定、秩序與效率係新加坡紀律嚴明下

的產物。在人權至上的普世價值下，新加坡政府團隊有效引領與調和

政府與人民的『權』與『利』。 

   而從歷史的縱深來理解新加坡的治理經驗，小國寡民的新加

坡，區區數十年即能發展為居世界前導地位的經濟體，除了視為奇蹟

外，實應有更重要的價值意涵值得重視，在獨樹一格的政、經、社與

文化背景下，新加坡如何克服萬難，力爭上游，創造卓越，實已堪為

相關國家發展的典範，成為模仿學習的榜樣。 

四、使命－新加坡第一的認命與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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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人韌性強、超認真與有遠見，這是筆者大學時代對新加坡

僑生的認知。新加坡人勇於認清現實，素懷使命感，在任務賦予之後

便拚命完成，這是筆者閱讀本書後的心得。 

  使命感與責任心是成就任務的重要趨力，觀察新加坡政府精英團

隊中，在除了有設計良好的文官制度、具競爭力的薪資報酬、效率的

組織文化等著名特色外，新加坡官員在銜命後，即全心全意，貢獻所

長，認命的接受任務與挑戰，拚命的使任務圓滿達成，在國家使命與

個人責任的雙重趨策下，殫精竭智，無所懈怠，成就出政府卓越的整

體戰鬥力與競爭力。而此種認命與拚命達成使命的公共服務從業精

神，適足正為當下我國與世界各國新一波政府改革與再造的主要重

點，其所傳衍的文化價值與內涵容或有我國探究與參照之即時必要。 

五、 省思－新加坡第一的多面向反思 

   身為學習社會的知識公民與公部門的從業人員，在詳讀『心耘』

一書瞭解新加坡第一的諸多背景因素後，在本於知識份子的自覺與公

務員的自省下，不免要將其與當今世界潮流、區域環境與本國情勢做

一對照性的反思，以深化閱讀本書的價值與功能。 

（一）、計畫經濟與自由經濟：台灣與新加坡皆是計畫經濟的典

範，在自由化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依賴貿易與吸引投資，並成功促進

國家發展。然睽諸已開發國家經濟體系、區域經濟環境與世界經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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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WTO 架構）等因素，區域聯盟與自由貿易協定（FTA）已成主流，

台灣與新加坡的計畫經濟型態遭逢了相當程度挑戰，在高經濟成長率

已成歷史的迷思下，兩國經濟精英如何重展格局，發揮智慧，實為未

來兩國經濟發展局勢之觀察重點。 

（二）、大有為政府與小而美政府：『小而美』是當前世界各國

政府再造的主軸，期望藉由最適規模政府組織的調整，善用民間活

力，重新定位政府在國家統治的角色與功能。就個別發展情形而言，

在新一波的政府再造中，新加坡顯然已較成功的在兼顧國家發展需要

與國內政情下，塑造出『小而美』政府的典範；而反思我國，政府再

造的腳步似略顯躝跚，步履遲緩，常有在『大有為』與『小而美』政

府的理想與現實間徘盪迂迴之疑。 

（三）、紀律治國與人權優先：在雅典民主式政治與斯巴達紀律

式政治的典範傳衍下，人類社會一直在探究最合適的國家治理方式，

而當前『人權』與『民主』似是普世的價值與潮流。新加坡為紀律治

國成功的典範，在維持高競爭力與政府效能的背後，屢有忽視人權之

議。而我國自解嚴以來，各種民權運動蓬勃發展，在國家發展的推動

上，遭受來自強力主張『民權』之爭議，時有所聞，其所造成有形與

無形之社會與經濟成本，折損與延滯國家競爭力之發展，不容小覷，

其就國家發展之時程與契機而言，實容或有在紀律秩序與人權維護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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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重新省思與檢視的相當空間。 

（四）、合作共生與堅持路線：台星兩國各有不一而足的內政與

外交問題環伺在國家發展的歷程上，考驗著政府團隊的危機處理能力

與領導階層的智慧，在要突破困境、再創新局的終極任務下，思考如

何有效發揮集體戰力與團隊智慧，實為兩國能否渡過重重難關的關鍵

要素。環顧當前世界局勢與潮流，其根本作為唯有秉『以合作代替對

抗、以理解創造雙贏、以智慧化解堅持、以勇氣贏得共生』的作為與

態度，才能突破僵硬框架、破除路線迷思，開展和作共生的美好前景

與繁榮未來。 

（五）、國際化與本土化：在二十一世紀，國際化是沛然莫禦之潮

流，高度外貿依存的台星自不能免於全球主義的衝擊與挑戰。而與國

際化相對的則是本土化運動（台灣較星國甚之），其似刀之兩刃，方

向定位操作正確，有助與國際化相輔相成，反之，則易有形成民粹主

義之虞。準此，台星兩國要如何運用既有條件與基礎，選擇適當的發

展策略與願景，妥處發展歷程中的挑戰與困難，調適國家發展任務的

角色與定位，並引導與調和本土化運動的方向與定位，使之成功與國

際化接軌，將成為兩國能否持續保有競爭優勢與機會的重要關鍵。 

六、 體認－新加坡第一的建設性體認 

  基於對新加坡第一的理解與參審當今時勢潮流以及先進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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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驗，擬以下列五面向總成閱讀本書後之建設性體認： 

（一）、人才為治國之本：人是組織的最重要的資產，係組織維持

競爭優勢與永續發展之所繫，小至公司管理，大至國家治理，其重要

性如出一轍。一國國力之興衰取決於其人力資源的質與量，優秀人才

掌握了關鍵知識與技能，具有良好的應變力與執行力，是國家競爭最

重要的資源。 

（二）、領導為成事之要：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以『領導』替代『管

理』的時代，是以願景認同與團隊合作取代舊有的組織管理與控制，

是以雁行（專長）領導替代傳統的階級領導。在國家發展的議題上，

政府的領導定位已從功能性管控演變至前瞻性的願景擘劃執行與公

共服務提供，為國家、社會與人民扮演著舵手與推手的角色。 

（三）、權變是勢之所趨：在激烈異常的國家競爭中，講究的是速

度與實力，成功的關鍵在於如何巧妙運用權變中的『彈性』與『配合』

概念，爭取時效與組合實力。在模糊經濟的體系與混沌理論的範圍

中，權變是一種善體時勢，妥處優勢的操作。在這個不確定的年代中，

權變概念的深化與運用將有助於國家危機與挑戰的化解，以及機會與

優勢的創造。 

（四）、學習是競爭鍵關：人類社會已推展至學習社會，個人至國

家都是學習的主體，而學習的範疇則是涵括了知識的內外化、連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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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在國家發展的時程上，學習實處重要與根本之地位，學習可

以提升國家人力資源素質，深化國家創新與發展能量，寓國力成長於

無形，是提振國家發展與競爭力的鍵關機制。 

（五）、發展是永保安康之道：「只有發展，才有生存下去的可

能」，這是新加坡經發局精英於 1960 年代的體認。時序推移至今，這

句話同樣適用，國家發展若停滯不前，只有坐以待斃，史有明鑑。只

有持續不斷精進國力，累積經濟發展動能，穩健社會秩序，才能使人

民與家園永保安康。 

  在全球競爭日益激化的潮流下，不進則退似已成實無法迴避之現

實。準此，要如何培育與爭取優秀人才、要如何善用領導藝術與智慧、

要如何保持高度的彈性力與配（整）合度以及如何深化學習的機制與

風氣，來成就綜合國力的發展，實已成為現代國家亟待努力的目標。 

肆、專書評價 

  『心耘』一書的論述，係以歷史為基點，在著眼於全球與國家主

義的範疇下，兼融了個人觀感與經驗主義的陳述，涵括了組織與管理

理論的基調，統合了新加坡 40 餘年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發展經驗

與願景，從而建構出一群經濟精英如何打造新加坡成為第一的關鍵歷

程。爰此，本文基於評價的完整性與結構性，擬以下列五個構面進行

本書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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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歷史觀點的評價 

  第一手資料係彰顯歷史性書籍價值的主要憑藉之一，本書係以歷

來經發局主事官員的論述為主要構成架構，屬直接資料來源，可信程

度高，書中諸多敘述的寶貴見解與經驗，足供後世參研與借鏡。 

  另本書係採年序與主題的混排方式，主題明確，意旨清晰，各世

代個別作者所陳述的觀點與歷程，其所蘊寓的作者風格與特性，亦實

足具有歷史與個案研究的重要價值與意義。 

二、 內容觀點的評價 

  本書係以平實踏實的統一論述為基調貫穿全書，使讀者一路讀

來，有著系統連貫、理解容易之感。在其眾多尋常字裡行間與經驗陳

述的內容中，所蘊寓的經發局各世代官員不平凡的奮鬥心路與歷程，

實有助於潛移默化讀者其中相關的道理與經驗。 

  此外本書另一特色係以個案方式編寫，由個別作者就其堪有代表

性的經驗與衍生觀感，做詳細周嚴的敘述，以為方便讀者瞭解脈絡與

因果，此舉則有助於讀者能以系統性與整體性觀點，通盤思量作者所

欲表達之本意，對於閱讀後之經驗移轉與學習輔助具有絕對性的實用

價值。 

三、 比較觀點的評價 

  本書係以論述新加坡 40 餘年來的經濟發展經驗為主軸，書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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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各年代新加坡產業發展的背景、經驗、特色與具體作為，除有助

瞭解新加坡經驗外，實亦具有作為比較的價值，在相互比較的對照

下，作為參照與反思之用。 

   而書中所強調的全球化觀點，亦足供作為國家發展歷程比較的基

點，在相同時代的國際環境下，我們有何作為，達成什麼成果，與星

國相較有何優劣，皆具有比較之價值。 

四、 市場觀點的評價 

  就市場觀點而言，『心耘』一書具有獨創性與稀少性的市場價值，

其獨創的整合了新加坡經發局各世代官員的經驗與見解，以及罕見的

以國家整體發展經驗為主題的行銷方式，在在都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

注意，特別是公共服務部門的從業人員。 

五、教育觀點的評價 

  從經營與管理的學習市場而言，本書亦著實提供一個機會難逢的

學習案例，一篇篇新加坡精英為國“拚經濟”的佳文，其詳實的脈絡

因果介紹，平實真誠的心路陳述，實足堪成為經營管理教育的絕佳教

材，使廣大的管理學子有機會探究與研討新加坡經驗的內涵與精髓，

深具教育價值。 

伍、結論與建議 

  總結新加坡能獲致斐然成就的關鍵因素應可區分根本面的 3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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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面 3Ｓ： 

   在根本面的 3S 上，穩定（Stability）、速度（Speed）與技能

（Skill）是支撐星國穩定發展的三大支柱。穩定的政經社環境、便

捷的行政效率與切實的執行能力以及擁有符合時代所需技能的優質

人力資源，方能使其在穩定中求發展，在速度領先下爭取機會，在技

能超群中創造卓越。而在人才面的 3S 上，樂於宣傳（Say）、樂於留

下（Stay）、全力以赴（Strive）則是建構星國優質人力的三大要素。

樂於認同國家與說國家的好話，願意留下來與國同甘共苦，全力以赴

的貢獻所能，善盡職守，方能讓新加坡在共識一凝的齊一心志下，全

速全力的發展國力。 

  展望未來，曾為策略伙伴與競爭對手的台星兩國要何去何從？要

如何在日益險峻的區域經濟與地緣政治上，繼續維持國家發展動能與

競爭優勢？從閱讀本書後知道，新加坡的精英們已經費了很大心思，

殫精竭智、審情度勢的積極擘劃與行動，期能再創新局。準此，同為

被尊譽為經濟奇蹟的我國當亦沒有懈怠的理由，沒有原地停滯的資

本，我們惟有比新加坡更努力，更積極，在任重道遠的國家發展路途

上，集全民之力，窮全國之智，方能創造出比新加坡更多的台灣第一

（Taiwan Number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