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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免税大王”江松桦：

公益与商业没有冲突
2018 年 10 月 ，67 岁的升恒

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松桦
在法国戛纳，作为全球唯一获奖
的亚洲国家代表，荣获有全球旅
游零售业奥斯卡奖之称的 Fron鄄
tier 大奖的终身成就奖， 肯定了
他对于零售产业以及公益领域
所做出的贡献。

时隔两个月，江松桦又站在
了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主办
的爱心奖颁奖典礼上，因为他虽
然出身寒微， 但是在创业之初，
即投身社会关怀。 他不仅先后创
办了 4 家以父亲、母亲等命名的
慈善基金会 ，独立运营 ，长期深
耕体育 、艺文 、医疗及环保等多
个领域，而且有一套独特的管理
哲学 ，即除了照顾员工 、严守法
令 、维护股东权益 、创造政府财
政收益之外，更重视传统文化的
落实。

他说， 作为企业经营者，要
保有善心与社会责任感。 他相信
榜样的力量， 亲自带领 7000 余
名员工投身行善及社会公益。 每
月例会的时候 ， 他不是总结业
绩 ，而是进行公益交流 ，谁参加
的公益活动多 ， 谁就会得到奖
励。 据粗略统计，江松桦亲自带
领参与的志工活动， 每年约 500
场，也因此开创全员志工文化。

他说自己出身贫苦 ，面临多
次人生抉择，而在这几次的转折
中 ，他是幸运的 ，因此怀着感恩
之心的他非常重视公益。 他说有
能力了就应该帮助他人，也希望
受他帮助的人再去帮助其他人，
形成爱的循环，每个人都要保留
一颗善良的种子。

“母亲坚持送我当学徒”

小学毕业，稚气未脱，身为
农家长子，江松桦面临着人生的
第一次抉择， 也是这次抉择，让
他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非常感
谢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

江松桦出生于中国台湾嘉
义地区，小学毕业后，家里已经
无法让身为长子的他继续念书。
在父亲看来，他是很好的劳动力
补充，甚至牵来一头牛，让他下
田干活。 但是，在母亲看来，即使
不上学， 也要去学一门手艺，有
一技之长。

于是在母亲的坚持与支持
下， 江松桦开始了学徒生涯，在
一家皮件作坊里学习，一呆就是
4 年，这里也成为他事业的起点。

在这 4 年里，他从学徒升级
为大工，薪水也从最初的每月 20
元（台币）增长为 3000 元，相当
于大师傅级别的薪资。 这个工资
水平在当年是很高的，可是江松
桦并不满足。

一场阴错阳差的“错单”

18 岁， 不满足现状的江松
桦， 在母亲的支持下开始创业，
从做真皮包开始起家，到后来因
受到环保意识的影响转型做品
牌代理。 虽然他成为台湾精品界
最大的代理商，但是经常面临代
理权被收回的困境。

在深耕行业的一次次转型
中，江松桦也在思考：“我为什么
不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呢？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江松桦
将目光瞄准了台湾机场的免税
店。

1997 年，江松桦投标了高雄
小港机场免税店。 原本应该得标
的一家公司，在投标单上犯下致
命错误，公司公章盖错了，让第

二名的升恒昌因此替补。 也是因
为这场阴错阳差的“错单”，成为
江松桦成为全台湾观光产业龙
头的关键。

江松桦说得到这个机会，有
运气的成分，也因为他有这么多
年的积累。 他时刻做好最坏的打
算，也做了最好的准备。 突然的
得标， 虽然他自己都被吓到，但
是靠着当年做代理时，与各大精
品品牌总公司长期累积的人脉，
从各处紧急调齐了货。 否则按照
精品业必须半年前下单的规矩，
第一家店就会“开天窗”。

从此以后，江松桦的事业一
发不可收拾，将公司从中小企业
打造为大型公司，更一跃成为今
天台湾的“免税大王”。

连获两项公益大奖

2018 年 10 月， 江松桦荣获
有全球旅游零售业奥斯卡奖之
称的 Frontier 大奖的终身成就
奖，肯定了他对于零售产业以及
公益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时隔两
个月， 江松桦又获得了爱心奖，
所获得的 13 万美元， 加上他另
捐赠的一倍经费， 合计 26 万美
元，分三批用在自己基金会所覆

盖的人群，包括台湾地区犯罪被
害人子女的相关救助、偏乡教育
及弱势群体的救助和青少年反
毒计划。

说到自己的基金会，江松桦
表示，作为企业创办者，要保持
善念和社会责任感，有多大的能
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于是在创
业之初，就开始投身公益事业。

为了纪念双亲，江松桦用父
母的名字命名基金会。 2001 年，
他以父亲的名字命名，捐助成立
永瑞慈善事业基金会，2003 年，
以母亲的名字命名成立江许笋
文教基金会， 以关怀扶助儿童、
老人、妇女、身心障碍的人及帮
助社会上弱势群体为目的。

江松桦说，慈善基金会的资
金来源是企业经营所得，会按照
营收的固定比例做公益事业，即
使遇到特殊情况，如营收不好的
年份， 也不会减少公益的工作，
基金会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投入。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套独特
的管理哲学， 即在照顾员工、严
守法令、维护股东权益、创造政
府财政收益之外，更重视传统文
化的落实。

江松桦与记者见面之初，即
准备了一套丛书作为见面礼，涉

及《弟子规》《了凡四训》《太上感
应篇》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这
也是他一直在企业内部坚持宣
扬倡导的传统文化，为的是鼓励
员工积极参与志工服务。

他说， 企业做公益并不稀
奇，但要做到长期稳定的模式却
非常困难，而要把公益作为全公
司上下工作的一部分更是难上
加难。

为此，江松桦总是身体力行
参与公益活动， 冲在第一线，因
为他觉得，老板的带头作用是最
有效的。 除此之外，每月的例会
内容，不是汇报业绩，而是谈个
人的分享，自己做得好的与不好
的、做过什么公益活动，都来分
享，大家一起学习。 而对于做得
好的员工，还会额外获得相应的
奖励。

在江松桦的观念里，公益活
动不是例行公事，也不该止于一
场活动，而是必须让善念得以造
福弱势，并不断延伸、不断循环，
这也是升恒昌免税商店全员志
工文化最重要的理念。

在这样的氛围下， 上到老
板，下到员工，升恒昌的每个人
有时间就去做志工服务。

24 年，这是升恒昌免税商店
成立至今走过的年头， 期间，关
怀弱势群体、急难救助等公益活
动不曾间断。 每年岁末新春，江
松桦都会与升恒昌免税商店志
工团队，分别到养老院、育幼院
等，与长辈、孩子们一起做围炉
聚餐、写春联等活动。

500 场活动， 这是升恒昌免
税商店每年平均举办公益活动
的场数，一年 365 天，平均每天
就有两场活动，甚至场次年年增
加。 上山下海，都看得到穿着黄
色背心、胸前别有升恒昌的红色
标志的身影，多年如一日地做着
公益活动。

升恒昌免税商店目前拥有
近 7000 名志工。 在江松桦的号
召下，全员志工的文化深入企业
理念， 每一位员工都是志工，每
位员工都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大
大小小的公益活动，延续善的关
怀，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公益与商业没有冲突

20 年来，江松桦将做企业与
做公益完美结合，除了全员志工
文化之外， 他在产品包装上，也
融入传统文化元素，而且在免税
店开辟专门的空间做传统文化
的传播， 甚至在免税大楼里，专
门留出两层，免费提供给大家做
文化艺术交流、文化展览。

在江松桦看来：“做公益与
做企业没有冲突，有冲突的就意
味着有问题， 它们是相辅相成
的，这个模式同时也适用于其他
行业。 其中第一个要素是不要贪
婪，不以利益为中心。 ”

他说每个人都有善根，激发
大家心里的善念，就能够进一步
实现到帮助他人的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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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佳免税商店经营业者大奖 升恒昌支持体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