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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貴聰
股海翻騰豁達面對挑戰

「在每一個階段都要堅持下去。就像一棵樹，如果你中

途把它挖走，那它只會花更多時間長大，甚至永遠不能

開花結果。」彭貴聰的堅持帶著他走到今天的成就。

■「其實不管在哪哩、客家還是閩南，只要是你生長的地方，那就是家。對我來說，家就是家。」

站在自家門前，彭貴聰微笑說道。 (郭乃午攝)

■「跌倒沒有關係，但是不讓要同一顆石頭絆倒

你兩次。」從事每一天動動盪盪的證券業，彭貴

聰一直這樣告訴自己。 (彭貴聰提供)

文／郭乃午

　車子伴著禮拜天早晨的悠閒，緩緩駛入嘉義縣

中埔鄉頂埔村。現代化社會的腳步在這裡被叢叢

綠樹抹得不見蹤跡。來到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裁彭貴聰的家中，早已起床迎接的彭貴聰帶

著爽朗的笑容招呼著，樸實簡單的衣著，加上隨

性的作風，便在家門外吹著徐徐微風開始談起身

為新世代客家人的種種經歷。

　彭貴聰出生、成長於頂埔村，雙親都是客家

人，父親來自苗栗，母親則來自竹東，在彭貴聰

出生前便搬到嘉義縣定居。談起在家中與父母的

互動，彭貴聰說雖然父親操著一口四縣腔的客家

話，母親則說著海陸腔，但是在溝通上並不會構

成障礙。「反正說來說去都是客家話，頂多就是

腔調不同。」彭貴聰這麼為客家話不同腔調的差

別下了定義。

個性爽朗 擁有好人緣

　頂埔村是一個以閩南人為主的小村落，客家人

僅有少少幾戶。從小到大接觸閩南人的機會多於

客家人，因此彭貴聰也能說著一口流利道地的台

語。在家中與父母使用客家話與父母溝通，與閩

南人來往時，就用台語交談。精通台語和客語，

在加上爽朗隨和的個性使得彭貴聰擁有令人羨慕

的好人緣，在工作上也讓他有了另類的優勢。

　頂埔村多數的居民以務農為生，彭貴聰家中也

不例外。想起小時候家中的務農生活，彭貴聰打

開了話匣子，談起時代的變遷對農村環境的影響

以及趣事。看著四周的開墾農地，彭貴聰回憶

到，父母除了種植水果、稻米以外，也種植菸

草。不過隨著政府頒布的公賣制度法規，種植菸

草受到限制，之後水果的價格在當時的市場看俏

又改而種植水果。近年則因為檳榔的利潤豐厚，

大多數居民改種植檳榔，後來又因為市場距離的

因素，使得當地的檳榔樹大多處於閒置的狀態。

對於這樣的改變，彭貴聰淡淡地說道：「一切就

是這樣跟著時代改變的吧。」

　回憶起童年趣事，彭貴聰臉上浮上幸福的微

笑。當時家中仍有種植菸葉，記得四、五歲時常

跟在父母忙裡忙外，幫忙扶著抽菸葉的管子，讓

大人把煙葉整理出來。「老實說根本就沒幫上

著同學一個接著一個進入銀行業，並不會特別去

追求，因為對銀行業真的沒有興趣嘛！」彭貴聰

坦率地說。民國78年，正值證券業開放熱潮，許

多證券公司陸陸續續成立，彭貴聰便在此時進入

富泰證券，開始了21年「動動盪盪」的操盤生

活。

操盤生活 感謝兩貴人

　剛進入證券業不到一年，彭貴聰便碰上台灣史

上第一次的經濟泡沫，回憶起當時股市衝上一萬

點的經濟狂熱，彭貴聰表示當時如果歷練不夠深

的菜鳥，便很容易迷失在一波又一波的股市陷阱

中。聊到一路以來的歷程與現在的成就，彭貴聰

語重心長地表示，他之所以能夠一路堅持而到達

今天的位置，要感謝二位對他影響深遠的貴人。

　第一個是現在已經退休的孫副總。彭貴聰談起

這位人生中的貴人時，眼神堅定地說道，當時證

券業的熱潮正值火熱階段，新公司不斷地成立，

面對接踵而來的挖角潮，彭貴聰因為這位孫副總

一路以來的鼓勵與支持，才能一步一步地累積經

驗、打好基礎，達到今天的成就。不因為外在的

環境而對自己的現況有所動搖，一路以來的努

力，是彭貴聰報答恩人的方式。

　談起另一位對自己影響深遠的貴人，則是富泰

證券的前任董事長。當時仍在基層努力的彭貴

聰，因為這位董事長的一番話而不為外界的挖角

潮所吸引，繼續留在原公司工作。「在每一個階

段都要堅持下去。就像一棵樹，如果你中途把它

挖走，那它只會花更多時間長大，甚至永遠不能

開花結果。」彭貴聰的堅持帶著他走到今天的成

就，從業務團隊到舊客戶都是一路以來的合作夥

伴，彼此間的默契與交情成為彭貴聰工作上最大

的資產。

　當上管理階層後，彭貴聰被賦予更大的責任

時，如何扮演好這樣的角色呢？彭貴聰笑說其實

在他與下屬間並沒有明顯的階層關係，「大家都

是同事，只要不違反遊戲規則都OK。」彭貴聰隨

和但有原則的個性在他對工作的態度上得到最好

的例證。因為共事的時間往往長達十年，這樣的

感情讓彭貴聰額外珍惜每一段工作或是與朋友相

聚的日子。

不管在哪 生長的地方就是家

　訪問的最後，彭貴聰談起對「家」的感情。

「其實不管在哪哩，不論是客家還是閩南，只要

是你生長的地方，那就是家。對我來說，家就是

家。」生在這個天天都在改變的時代，新世代的

客家人沒有改變他們認真踏實、簡約樸實的個

性，帶著笑容與豁達面對充滿改變與挑戰的每一

天，彭貴聰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談
著二十年來台灣大環境的改變，彭貴

聰秉著客家隨遇而安的態度去面對。

「既然大環境的變遷無法控制，就調整自己

的心態與作法。」彭貴聰回憶當時公司正面

臨電腦化的過程，所有員工都必須熟悉電腦

的操作。其間不斷有同事不願意學習，彭貴

聰還是義無反顧地教導，甚至花了整整一個

月的時間才教會一位同事如何使用電子信

箱。包括自己也因為電腦化而嘗過苦頭，如

今總算熬出頭，彭貴聰表示：「再怎麼樣也

要堅持啊！這是趨勢，也是政策，之後我

們不也享受到電腦化後帶來的方便與結果

嗎？」說到這裡，彭貴聰豁達地一笑。

　說到自己的理財觀念，彭貴聰坦然地說生

活方式確實是隨著所得有些許改變，但並不

會刻意地奢侈花費。「還是受到傳統客家家

庭的影響吧！」彭貴聰接著又談起他的人生

觀念，他認為「人要學會管理自己，不管是

金錢或是時間都是一樣。」而在面對人生種

種困難時，彭貴聰自信地說：「跌倒沒有關

係，但是不讓要同一顆石頭絆倒你兩次。」

� （郭乃午）

調整心態

隨遇而安

忙，但是小孩子就是很容易滿足。」彭貴聰笑著

說。

　雖然是生長在閩南人居多的村子中，但彭貴聰

認為客家的習俗還是保存了下來。多年來，家中

的祭祀方式一直以來都是傳統的客家祭拜方式，

倒是隨著工商社會的改變，祭拜不再像之前那麼

多的大魚大肉，反而較為簡化。

重視義氣 好友皆讚賞

　在求學生涯中，與同學相處時，彭貴聰不會刻

意卻也不避談他的客家身分，再加上老實爽朗的

個性，讓彭貴聰結交了許多死黨。「大家感情一

路以來都很好，有事就互相幫忙，每年還都會固

定聚會呢！」說起老朋友，彭貴聰開心地細數著

一段又一段的故事，不難看出彭貴聰對朋友的重

視以及義氣。就讀大同商專的後三年，彭貴聰一

肩扛下班長的職務，任勞任怨、認真負責的客家

精神讓彭貴聰的朋友郭宗穎在多年之後仍然印象

深刻。聽到好友對他的肯定與讚賞，彭貴聰只是

靦腆地笑一笑，說那只是他應做的事情而已。

　從大同商專畢業，當了兩年的大頭兵後，彭貴

聰隻身前往台北謀生。回憶在台北的生活，先是

在專門生產建材的公司上班，當時因為客家人的

身分又會講客家話，彭貴聰常常被派往新竹廠與

廠商洽談，親切的客家話讓他與廠商沒有距離，

也為公司的高層擔任翻譯。離開台北後，彭貴聰

回到嘉義，因為當時工作並不好找，對銀行工作

又沒有興趣，也曾在家電公司賣過吸塵器。「看

文／朱筱微

　一臉凜然正氣、一副不肯輕易低頭的固執脾

氣，擁有兩種截然不同血統的郎祖筠自豪地說：

「滿州的慓悍和客家的硬頸，造就了我不服輸的

個性！」父親是純正的滿州人，母親則是從廣東

梅縣輾轉遷徙至桃園縣觀音鄉的客家婦女，兩邊

都有在困境中扎根的歷程，擁有不怕長途跋涉、

甚至非達成目標不可的精神，這些都深深影響了

郎祖筠。

田野生活 童年趣事多

　除了骨子裡的性格，郎祖筠也慶幸小學的寒暑

假被媽媽丟到客家鄉下裡，「我比很多台北小孩

幸運，可以接觸到天然的田野生活。」由於舅舅

是觀音鄉的農會總幹事，需要帶頭使用最新型的

農具，家族的小孩多有機會接觸到第一代的器

郎祖筠：
保存客家文化要添新元素

她積極且正面地給予了振興客家意識的建議：「文化產業需要

添入新的技術和元素、適應當代社會、闡述內在的精神，讓大

家真正了解其中的精髓！」並非表面上的吃喝玩樂和過節。

舞
台上的千面女星郎祖筠，是演、歌、主持三棲的全方位女藝人，近年來更跨足至導演、編

劇、教學等領域，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表演經驗，身經百戰的她自豪地說：「因為我很

早就認識自己。」從小就知道自己有著不能被人所勉強的固執個性、不喜歡受人控制，但是

「不違法、遵守校規」是郎祖筠心中規範自我的一把尺；許多年輕人總是每天渾渾噩噩過日

子，儘管不曉得自己是誰、該做什麼事，他們仍然有著相當嚴重的本位主義，「年輕人變得很

好辯，但是當他們在批評某些事的時候，到底做了什麼又懂得多少？」說起現今年輕人的詬

病，郎祖筠不禁皺起眉頭。

��很多人都只敢把興趣當做玩樂，因為玩樂是短暫的歡愉、不用負責任，事實上要讓興趣進化

成專業和攻略，需要付出非常大量的時間和心力，「最重要的是，你對夢想的執著到底有多

少？」郎祖筠說，她慢慢了解到自己是喜歡表演的，而最重要的轉捩點，就是觀賞賴聲川回台

的第一場蘭陵劇坊的戲－－摘星，發現了和傳統話劇完全迥異的舞台世界，所以儘管和聯考是

同一天，她仍舊大膽選擇了國立藝術學院（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獨立招生，「我下定決心

並告訴自己：我想念戲劇、我要進這所學校、我要給這位教授教到！」因為愛，郎祖筠為表演

這件事花費了不少時間，補充不足的知識、觀摩別人的表演、甚至直接請教老師，為了達成目

標，她總是不厭其煩地練習，「在自己喜歡的事物上，應該要變得非常熱情；而且熱情不是別

人給予你的，必須要自己長出來！」提及塵封已久的人生歷程，郎祖筠神采奕奕地說著。

��在舞台上累積的表演經驗，讓郎祖筠在故事中可以看到更全面的東西，進而搖身一變成為導

演，雖然不及吳宇森指導浩大動作片的功力，但是小品舞台劇和女性觀點的作品，已然是她的

代表風格；除了導演，編劇也是郎祖筠曾經挑戰過的職務，「實在是因為太忙了，沒時間好

好坐下來寫劇本。」她把心力放在最擅長的對話與台詞的寫作、語言的處理、統一故事的氛

圍，當然更注重故事角色的質感，「雖然我老是依著直覺選擇，但每次都覺得演員和角色真符

合！」郎祖筠的臉上，有著藏不住的驕傲。

��郎祖筠每天都過著忙碌但豐富充實的生活，不僅止於鎂光燈前亮麗的表現，在鏡頭底下，她

還從事了教學、巡迴演講、老人福利聯盟的代言活動，雖然這些都不是改變全世界的創舉，但

最起碼都不是有害的行為，而是在社會中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郎祖筠最後帶著微笑、鼓勵道：

「我們都該在這地球上留下些什麼，至少在生命結束時回頭看自己，會認為這一生是精彩的，

雖然在歷史的洪流裡沒有名字，但我們都是歷史的一部分！」� （朱筱微）

「熱情，必須自己長出來！」

■為了宣傳客

家電視台的客

家 戲 劇 － －

《 月 滿 水 沙

漣》，郎祖筠

（右）和梅芳

（中）上「福

氣來了－－朝

晨」節目接受

訪問，左為主

持人余思嫻。

（《月滿水沙

漣》官方網站

提供 ） 

■舞台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郎祖筠女扮男

裝飾演梁山伯。 

 （《梁山伯與祝英台》舞台劇官方網站/提供）  

械；郎祖筠也常和表兄姐們一起體驗純樸鄉下的

樂趣，在竹林裡用竹籤插滿一串蚱蜢烤來吃、不

小心在下雨的午後踩扁象徵雨神的青蛙、因為太

過好奇而誤開存放屍骨的大甕，也曾壞心地把路

上的凹洞用草掩飾，害得農忙的工人反覆跌倒等

等，敘及至此，開懷大笑的郎祖筠不免流露出了

懷念之情，說：「啊！小時候的鄉下生活真是太

開心、太有趣了！」

　問及參與過的客家傳統活動，郎祖筠不好意思

地笑談小時候的經驗，她說客家人時常拜祖先和

神明，因為客家人一直在歷史中逃難，所以對萬

物都非常珍惜且尊敬；而那天正好是土地公的生

日，她和表姊被派去祭拜田埂間的土地公廟，準

備了當時堪稱豐盛的全雞、雞蛋、和紅砂糖等貢

品，郎祖筠嘴饞地想要和土地公搶食，為了遵照

舅媽的吩咐：香燒過半才能收回貢品，郎祖筠趴

在香邊吹氣助長它燒盡，還一邊在心底向土地公

道歉：「伯公（土地公），對不起啊！祢吃快一

點。」郎祖筠率先拔了一隻雞腿大快朵頤，惹得

平常乖巧溫順的表姊也口水直流、戒慎恐懼地跟

進；當然紙包不住火，裝做沒事貌地把空了兩個

洞的全雞放回桌上，郎祖筠用客家話演活了舅媽

的驚呼：「哎唷！這雞怎麼會這樣？是被誰給偷

吃了啊？」換來的答案卻是調皮女孩理直氣壯地

回答：「伯公（土地公）啊！」沒有責罵和嘲

弄，郎祖筠的巧妙應對笑翻了整個家族，也讓此

次祭拜活動成為她至今仍回味無窮的記憶。

客家意識 從小深化心中

��除了具體的客家生活外，抽象的客家意識更是

從小深化在郎祖筠心中。鄉下的舅媽們個個是典

型的客家婦女，從清晨張羅全家的早餐，到下田

顧菜園、縫補衣物等等，忙碌到幾乎沒有一刻停

下來過，僅管如此，溫順敦厚的女性圖像也在舅

媽身上被貫徹－－總是好聲好氣，似乎沒有罵過

任何人；最讓郎祖筠讚嘆的，是客家人在生活中

窮則變、變則通的各種邏輯和實踐，甚至已潛移

默化成創意，「長輩們很多都是天生的藝術家，

可以拿屋外的竹葉作篩子、編魚簍、祭拜神明的

貢品籃之類的，手都好巧喔！」而對於客家人

「勤儉」的美德被外界解釋為「小氣」，郎祖筠

認為是大家了解得不夠全面，「客家人是對自己

節省，但對別人都是非常大方且好客的！」對客

家敬佩肯定的神情在郎祖筠眼中出現，她憶及從

前老是被親戚們硬塞了滿手的道地客家菜、甚至

是豐盛的辦桌，在在顯示了客家欲與人分享喜悅

的特點。

發揚文化 應符現代潮流

�郎祖筠說，若要更加強化客家精神和文化，應

該要以一種符合現代潮流且與眾不同的形式出

發，「不能每次提到客家人的性格就是小氣、

自私，說到客家產物就是粄條、麻糬、油桐

花……」她認為要講究的是客家精神－－從生活

中取材、激盪出創意；對音樂小有研究的郎祖筠

提到，客家音樂界有相當多數的人從事創作，他

們在最純粹的樂符中加入客家元素、甚至融入各

種不同的文化，雖然政府目前還不是非常重視這

一區塊，但日後不久肯定會變成可以帶領對岸龐

大客家文化發展的資產和商機。

�提到政府近年來對客家文化的振興措施，郎祖

筠對於客家委員會近年來的鬆綁表示肯定，她認

為現在客家電視台的原創戲劇已懂得盡量使用自

然語言（普通國語），讓一般民眾可以觀賞，甚

至進步到接近偶像劇質感，「不能一味地用客語

強迫觀眾接受，現在的客家年輕人也看不下去

吧！」郎祖筠思及日前為客家電視台做的評析後

說道。

�當然，政府還有許多尚待改進的地方，郎祖筠

不由得深沉呼籲，不要讓客家的十二節慶流於擺

攤，政府單位應該要深化內在的客家精神，有鑒

於客家戲劇的逐年轉變，她積極且正面地給予了

振興客家意識的建議：「文化產業需要添入新的

技術和元素、適應當代社會、闡述內在的精神，

讓大家真正了解其中的精髓！」並非表面上的吃

喝玩樂和過節，郎祖筠甚至覺得有必要讓客家年

輕人懷有榮譽感和使命感，他們願意保存文化，

客家精神才有可能被永續流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