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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長張家宜：擁有跨域學習的能力，充分體現了淡江DNA。

校慶論壇「瞬時人才領袖講堂」

帶你認識淡江影響力

當外界討論學用落差，您認為在大學習得何項
成功關鍵？
　王興認為，透過社團拓展人際是關鍵，接觸
到不同想法的朋友。即便在參與健言社時從未
上場，但重要的是心態調整，藉由與自己對話
的過程，了解到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且學無
止盡。
　楊晴華強調，即便身處於不同環境，都應該
對周遭的人事物保持高度興致、學習心。邵光
華贊同上述兩位說法，說明在生活、課業及職

　金秋正逢豐收，由3校友與會的「焦點座
談」，以自身經驗出發，呼籲和期許高等教育
者可以一同發揮智慧，討論養成未來人才的特
質，使年輕人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中，能掌握關
鍵，贏得競爭力。在這個激盪著智慧火花的場
合，令200多位與會嘉賓豐收而歸，本報摘錄
精華以饗讀者。

場中，學習是基本功，時間不會浪費。

回頭檢視自己的第一份履歷，現在的您會錄取
嗎？又會提供何項建議？
　邵光華率先回應，「肯定會錄用！」他憶起
學生時代工讀，認為廣泛地了解事物有其必要
性，且這些寶貴的經驗終將有助於踏入職場、
接觸社會。楊晴華提示，人事制度難免有僵化
之處，「但第一步真的那麼重要嗎？」建議初
入社會的學子，發揮慢熱的心態，正式工作上
手後，成績自然會有目共睹。
　無獨有偶，王興認同慢熱是很重要的心態，
即使一開始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甚麼，但至少
可以選擇一個領域，透過工作持續學習，探索
自我喜好。

現今科技產業盛行，但僅限定於理工學院人才
嗎？哪些能力需要即刻培養？
　邵光華認為，科技是一項工具，主要關鍵仍
是理解和萃取資訊的能力。楊晴華補充，全球
化下的市場，重要的是英文與人格特質，他呼
籲學弟妹累積外語實力、保有熱忱及勇於嘗試
的心境。
　王興估計，未來以數位為核心、主導新經濟
時，電子商務仍要透過人類演算及創造，非相
關科系雖然會有焦慮，但只要參與其中，展現
學習熱情，仍有機會佔有一席之地。

大學生忙於各項學習活動，孰輕孰重？該如何
選擇才能擁有瞬時人才競爭力？
　邵光華引述《瞬時競爭策略》一書中，篤信
未來人才不會把一家公司當作終身目標，現在

工作模式朝向專業經理人，快速學習、解決問
題後，再尋找下一個機會，且愈來愈多企業雇
用短期人力，所以選擇多是件好事，重點在於
抱持著開放學習的胸懷。
　楊晴華直言，選擇沒有絕對好壞，且自我開
發、累積經驗也很重要。但重要的是，要有方
向、行動及收穫。王興提醒，「若有兩條路讓
你選擇，一條為人煙罕至、一條則是多數人走
過，當你確定走上某條路，必然就看不到另一
條道路的風景了！」且選擇了就要全力以赴，
專注向前行。

現今社會鼓勵年輕人追夢，您當年的夢想為
何？認為甚麼樣的夢是年輕人做得起的？
　楊晴華認為，掌握每個當下與現在，就是掌
握未來！在每個時間點和工作崗位上都要盡最

大的努力；至於成為老闆要先累積能力，現實
是重要的，必須衡量有多少資本、耗費多少代
價，才能追求夢想。
　王興笑說，當年認為結婚生子就是自己的夢
想！雖然換過18份工作，但每回也都是盡心盡
力的解決問題，永遠保有追求答案的熱情。此
外，創業的背後是需要掌握具體策略和模擬能
力，且要走得長遠，還得發揮創意，相信從中
得到的收穫將遠超出預期。
　邵光華解釋，要先分辨自我能力和定位，經
過自我驗證的過程，才能決定要成為老闆或員
工。他直言，「小確幸」扼殺競爭力，年輕人
應有冒險能力、實踐夢想的精神。

工學院院長許輝煌
　3位校友認真投入工作的熱忱，是學生
未來很好的典範與建議。關於夢想，如
同他們分享的建議，真的是需要花時間
先了解、去體驗，再逐步踏實去完成。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
　校友們很感激淡江給予自由的學習氛
圍，激發他們創新的思維和富有熱忱的
態度，才能造就現在的傑出表現。

教科碩一鄭宇翔
　學習3位校友的精神，若不想被時代
淘汰，就要不停地汲取新知，就像王興

學姊初入職場也會迷惘，但也要多方了
解、找尋興趣。

現場觀眾黃小姐
　透過講者分享，我開始思考面對不同
性格的人事物，該如何調整自我，且有
熱情實踐，也能打造不一樣的未來。

現場觀眾吳先生
　3位講者分享不同面向的觀點，讓我重
新思考、檢視在職場上該有的定義和價
值觀，如同楊晴華先生所說的，在不同
環境皆要保持高度專注，才能汲取寶貴
經驗。

迴 響

慶祝66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專題報導

　由天下雜誌出版的 《 瞬 時 競 爭 策
略－快經濟時代的新常態》一書，是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莉塔．岡
瑟．麥奎斯（Rita Gunther McGrath）
的著作。當中，定義「瞬時」是指面
對多變時代，新經濟與技術匯流已快
速地改變經營版圖，個人與企業在激
烈地競爭場域中，應勇於跳脫既有優
勢、提高經營靈活度及持續創新，期
以保持瞬時競爭優勢。
　書中挑戰了產業界奉行的「持久優
勢」理論，傳統認為企業應擴大市佔
率，取得規模經濟、提高市場障礙等
競爭優勢，即能穩居領先地位。但隨
著科技變化日益加速，產業界線日益
模糊，取而代之的新概念，應是根據
波段機會持續動態調整及創新，打造
一波接一波的「瞬時優勢」。

　「瞬時人才領袖講堂」是慶祝66週年
校慶系列活動中重要一環，今天主題談
瞬時人才的重要，期待在當今多變環境
和不確定時代中，透過經營者動態調整
的觀點交流，一同探尋各行業與時俱進
的關鍵。

　回溯本校深耕專業知能，亦重視培養軟實力
的全人教育。6年前，本校嘗試讓社團經驗轉
化成為校友在職涯規劃的寶貴資源，成為全臺
第一所實施「社團學分化」的大學，企盼學生
從社團活動中學習到領導、溝通協調與解決問
題等能力，進而建構起終身學習的概念，這更

是淡江連續19年榮獲《Cheers》雜誌調查「企
業最愛」私校第一的關鍵。
　淡江辦學66年來，栽培逾25萬名校友，比
例甚至超過臺灣總人口數的1個百分點，許多
校友在各領域皆有出色表現。今天相當榮幸
邀請到3位傑出校友前來演講，且他們共通特

質是，現在服務的公司屬性皆不是當年
求學的專長領域，但因擁有豐厚的淡江
DNA，畢業後仍不斷地跨領域學習，拓
展事業版圖，至今經營有成，相信對於
近來討論熱烈的學用落差議題，能帶給
大家最務實的見解。

■　文／蔡晉宇、廖吟萱  採訪整理報導；攝影／何瑋健、盧逸峰

　在市場瞬息萬變，產業界線日漸模糊的當代，充滿了機會與挑戰，唯有培養變革的勇氣與持續創新的思維，才能快速積累瞬時競爭力，進而
造就出領導時代無可取代的優勢。本校與天下雜誌合作，於15日在誠品信義店舉辦「照亮台灣未來與方向－瞬時人才領袖講堂」，邀請台灣
微軟總經理邵光華、Yahoo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廣達集團雲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3位重量級校友，回顧求學歲月、暢談在各自專業領域發揮所
長，揭開個人專屬的瞬時競爭力，同時細數本校在教育層面的深遠影響。本報摘錄精華，帶您一窺深厚底蘊。

註1  片名：〈Build 2016 (Part 9) The blind Saqib Shaikh〉，網址：http://ppt.cc/
RUL5Q。

　邵光華畢業於本校水利系（現水環
系），他以一段影片（註1）做為開
場，內容講述智慧眼鏡能協助盲人感
測周遭環境、偵測旁人年齡、情緒等
資訊，讓觀眾了解科技發展快速，現
今已有能力回應人類需求，藉此帶大
家思考科技應用與誕生，是需要透過
大膽嘗試改變，亦說明瞬時人才的必
要性。以下是演講摘要：

　我以自己的成長經歷，分享培養瞬時競爭力的經驗。當年水環系畢業後，
考取了新亞建設土木工程師，其實在踏入職場初期算是學以致用。但一年
後，發覺自己在這領域失去興趣時，毅然決定轉換方向，發揮求學時擅長的
電腦操作，前往美國攻讀電腦相關學位。換句話說，改變時發揮自己強項，
並善用周遭資源，這是成為瞬時人才的必要條件。
　後來一路在貝爾實驗室、思科、諾基亞網路部門、IBM到現在的臺灣微軟
等公司任職，綜觀職涯，我體認到《瞬時競爭策略》一書所提的，在目前身
處的產業中，趨勢變化萬千且快速，若抱持著傳統永續經營的理念，將面臨
重重關卡。舉例來說，世界排名市值前10大企業，如臉書、谷歌，都是相當
年輕的公司；但也有很多大公司，因沒能轉型成功而被市場淘汰，如柯達。
　在產業界限愈趨模糊的時代中，以往銀行體系只須提防同業競爭，但若不
培養瞬時競爭力，當電子商務公司跨足金融業時，線上交易、線上支付等服
務將會直接受到重大衝擊。可見隨時準備好自我及求新求變的重要性，這個
概念如同衝浪，當你站上一個頂峰時，應該要開始尋找下一個浪頭，企業版
圖才能永續經營。
　再者，我認為瞬時人才應具有分析資料的能力，現在大數據唾手可得，但
如何找出背後真正的價值，應用在商業決策中，才是關鍵所在。建議學習撰
寫基礎程式技術，因為現在程式語言發展相當成熟、且容易學習，盼大家打
開胸懷、善用科技，會讓你更具競爭力。

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

面對未來，What's Next？

註1  片名：〈Mobilizing The 12th Man - Case Study〉，網址：http://ppt.cc/AMKUi。
註2  片名：〈Hands On Search〉，網址：http://ppt.cc/nryxg。
註3  片名：〈CNA - Speaking Exchange〉，網址：http://ppt.cc/aRMlT。

　王興畢業於本校英文系，她以3支影片
（註1、2、3），分別闡述在歷經阿拉伯之
春後的突尼西亞當局，仍限制公共集會，
但允許足球場內架設40組音響，透過賽事
轉播，讓球迷使用手機、從遠端傳遞加油
聲；在日本愛盲學校結合3D列印和語音系
統，讓孩子透過聲控，製成立體模型，藉
此認識世界樣貌；最後是CNA公司，把想學
英文卻苦無練習對象的人，與英語系國家
盼能多點社交的老人，透過網路串起彼此
需求。以下為演講摘要：

　以上3支影片皆是真實案例。其中運用的相關科技與技術都相當簡單，過
人之處在於發掘出適切的途徑及發揮效益，這也是我今天分享瞬時人才應具
備的關鍵能力－同理心，即使坐在電腦前，只要懂得與周遭事物連結、設身
處地為使用者開發介面，亦能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價值。
　再者，人才須具備解決問題與執行力，過去的成功不保證未來順遂，現在
是大數據時代，資訊取得變得快速，唯有讓公司跟上市場變遷的腳步，才能
立於不敗之地。而快速變遷也意味著動態調整，以Yahoo！TV為例，工程團
隊是處於隨時待命的狀態，使用者一有意見反應，立即更新、修改。正因如
此快速回應，才能讓平臺營運有顯著成長，這對我們更是相當大的肯定。
　創新與邏輯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瞬時競爭力，但這兩項能力的執行，還是
必須呼應同理心，且大數據只是工具，須懂得分析背後的價值，再加上創新
與邏輯能力，相信能成為具有瞬時競爭力的人才。
　觀察現今35歲以下的年輕人特質，發現他們喜歡透過中介管道或平臺溝
通，較敏感、卻又不確定自己要什麼，工作方面反應快速，但夢想不大，且
易滿足於小確幸等特性。最後，我要和各位年輕人分享，一定要保有勇於追
求答案的熱情，放開腳步、用實際行動解決問題，成功終將屬於你。

Yahoo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

跨界時代，未來人才

　過去我在廣達集團（雲達科技母公司）
的18年裡，前6年任職筆記型電腦部門，
主要扮演原始設計製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簡稱ODM）角色。12年
前，因緣際會下被調任伺服器部門，一個

　 楊 晴 華 畢 業 於 本 校 電 子 系 （ 現 電 機
系），他以「靈活敢變，熱誠創造機會」
為主軸，分享個人職涯故事，藉此說明
「靈活敢變」是作為瞬時人才的重要能力
指標。以下是演講摘要：

在當時較冷門的職務，這對我是相當大的挑戰，從過去有一套既定流程的業
務，轉換到一個生產流程迥異的新領域，但我依舊帶領團隊創造出色成績。
　到了2007、08年，蘋果第一代iPhone問市，適逢雲端產業興起，臉書想與
廣達合作、生產客製化硬體設備，這又是另一個職涯關鍵時刻。我秉持著
靈活敢變的精神，毅然決然地與臉書合作，逐步降低ODM佔公司經營的比
重，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時至今日，廣達在雲端領域表現亮眼，市佔率位
居世界第一。我認為，主動改變的心態非常重要，面對固有體制，即使很難
也要堅持創新，且行動是幾經思考後的作為，勇敢地跨出的改變腳步，才能
邁向下一波高峰。
　提醒大家，靈活敢變的背後，確實需要累積深厚的基礎實力，才能做出正
確判斷。我建議，大家盡自己最大的能力，把「學習雷達」打開、越廣越
好，周遭發生的每件事物，不要認為與我無關。例如：多聆聽會議中其他部
門的發言，雖然和自己業務無關，但裡面一定有很多思量與道理，待日後職
位轉換，會發現無意間養成的常識與能力，正是來自於每天聽不同部門開會
報告的成果。
　再者，持續學習也是瞬時人才須具備的能力，包括我在內，每天都還在學
習新軟體、更新產業認知等資訊。最後，有一段話和大家分享，「這世界沒
有偉大的事情，唯不斷地前進、永不懈怠，那個天之驕子就會是你。」

雲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

靈活敢變，熱誠創造機會

 焦點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