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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成功祕訣 築夢踏實
企管系於10月1日邀請柏騰科技董事長劉啟志，
在B616主講「我的未來不是夢」，分享在職場上
如何成功，及如何築夢踏實的關鍵，特摘錄其內
容菁華，以饗讀者。（文／陳韵蓁整理）
不論未來的表現為何，成功也好、失敗也罷，對自己的成就要
懂得惜福、感恩，因為「不孝則不忠；不忠則不仁；不仁則不
義。」沒有道德標準的人，不會受到敬佩的。對自己能有要求的
人，才能談到成功的方法。
現在於課堂中學習的知識是死的，實務上若無法應用還是等於沒
用。要了解自己的優勢，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在技術、專業之
外，也要學著管理，不斷突破自我。
「成功是可以預演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好比一個歌星
在登台前，會先在後台預習待會要怎麼表現。記住，嘗試新事物
時，沒有事先規劃、沒有預演是不會成功的。如果你意外獲得成
功時，更須戒慎小心，因為當你不知道如何複製成功經驗時，以
為遵循同樣的模式會繼續成功，徬徨下常會導致失敗。在努力的
過程中，「自我激勵」是很重要的小祕訣，要適時給自己掌聲。
有人說過︰「弱者等待時機、強者創造時機、智者爭取時機。」
如果想當個弱者就不需要浪費時間學習，依常理判斷大家都想當
智者。但從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論中，可以得知強者與智者都不能
生存，唯有「適者」，也就是最能適應變革者才能生存。
要常思考「未來想成為什麼？」而且要確信「You will be what
you want to be」， 要不斷think，培養人類最有價值的部分-大腦。思考清晰、脈絡正確就會有目標，只要目標確定就不怕
找不到方向，就像在企業中，不是領導者（leader）就是追隨者
（follower），如果兩者皆無法勝任則注定失敗。身為leader時要有
識人之明、用人之能，而follower就要盡其所能、鞠躬盡瘁。

圖／洪翎凱
但基本上領導者都出身於follower，因為不能跟隨別人，就不能當
一個好的領導者，這是最基本的。在這個過程中，要明白頭銜不
重要，實力才是最重要的，沒有辦法掌控核心趨勢，就無法在社
會上跟別人競爭。
藉由奇異（GE）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在管理論壇
中歸納出的培育人才、建立團隊、鼓勵改變、進入中國4大要點，
對於努力的方向可一窺堂奧︰

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新詩首獎
█ 文／ 于瑞珍（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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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解的靈魂 進入沒有循環的軌道裡不斷運行
沒有人知道
到哪一站將被取用──
── 一個漂浮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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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李芮安

靈魂互相交雜
各自衝撞彼此的人生
癱軟的人群 開始掙逃
人人都想突圍
突圍
是逃開輪迴唯一的方法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一）培育人才︰身為領導者，最重要的角色或最不可或缺的
功能，即是發覺、考核、培養人才的能力，這是贏的關鍵。
要培育這樣的能力，溝通不良是大部分問題的癥結點，一定
要學會如何與人溝通，因為溝通不僅是讓別人明白自己在說什
麼，更重要的是讓聽者能照著去執行，這才算完整的溝通。
（二）建立團隊︰只靠己身能力去發光的主管，絕對比不上讓
數名屬下同心打拚出的成績閃亮。
此點亦是最重要的部分，英文的TEAM代表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 More，中文可用共存共榮解釋，因為單打獨鬥、英雄
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日文TEAM為チーム︰ちから むげん
（力量無限）。
（三）鼓勵改變︰過去當人們失敗的時候，我們甚至舉辦慶祝
會，因為他們嘗試了。
打破所有的規則，如果一直停頓在原來的行為模式、思考邏輯
與價值觀，就沒有辦法突破，面對問題時也就不會革新。
（四）進入中國︰中國的崛起已經是趨勢，但問題在於中國能
否同時管理政治、社會、經濟等新議題。所以台灣不能置外於
其他國家，因為這是全球化下，不可避免的。
現今的企業不能提供員工終身雇用的保障，在應徵時，不要
斤斤計較薪水多寡，而是看公司能給你多少的訓練及未來，培
養自己不管在哪裡都有「終身可被雇用的能力。」公司要的是
多功能的人才，學管理也要會經濟，能夠被公司錄用，因為「你
是誰」，但要被重用則是因為你能「成為誰」，你擁有什麼值得
人家器重的才能。
企業管理中的SWOT分析（Strength優勢、Weakness劣勢、
Opportunity機會、Threat威脅）也可應用到經營自我，了解自己
的優缺點，不是有優勢就好，更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實力，持續
lifetime learning（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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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皇的靈魂 遁逃至另一個黑色的軌道裡持續運行
靈魂的記憶體 不像鐵軌
一樣長
逃脫之後 再次遁回轉檯上
沒有循環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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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站之後
答案自然明朗

【記者莊雅婷專訪】一般人總將經濟學與艱澀、難懂劃上等號，
但產經系講座教授麥朝成一提到經濟學，卻是眼睛發亮、侃侃而
談，略為斑白的頭髮，似乎訴說著他在經濟領域上所付出的時間和
心力。
說起麥朝成的經歷，那可是會「嚇死人」的，他曾擔任過總統府

產經系講座教授麥朝成個性謙和、拘謹，但一談到經濟學，
眼神就立刻充滿熱情光采，侃侃而談。（攝影／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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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1、花了 一大筆錢 ，心疼不已
cost 一隻手臂 and 一條腿
2、騎虎難下
往上 the 小溪 without a 槳
3、翻舊帳
打 a 死馬
4、忍氣吞聲
eat 烏鴉
5、用激將法來刺激某人
蛋洗 someone.

答案
1、but, span
2、cost, arm, leg
3、no smoke, fire
4、candle burned, both ends
5、eat crow
6、egg on
7、closed mouth, no fly
8、bully, meek, fear, strong
9、Forbidden fruit, sweet
10、Easier said, done

聶建中主持醒報節目 解析財經議題

熊貓級大師麥朝成 「走到哪都想著研究」

762-3.indd

答案
1、Forbidden
2、Leave, unturned
3、nose, clean
4、bully, meek, fear the strong
5、but, span

Part 3現學現用
1、人生苦短。
Life is ______ a ______.
2、這輛車花了我一大筆錢，好心疼。
This car has ______ me an ______ and
a ______.
3、無風不起浪。
There is ______ ______ without ______.
4、我心力交瘁。
I’m like a ______ ______ at ______
______.
5、別忍氣吞聲。
Don’t ______ ______.
6、你別激我。
Don’t ______ ______ me.
7、守口如瓶
A ______ ______ cathes ______ ______.
8、我看不起欺善怕惡之徒。
I despise those like ______ the ______
but ______ the ______.
9、家花哪比野花香？
______ ______ is ______.
10、說易行難
______ ______ than ______.

傾注畢生精力鑽研經濟 屢獲國家肯定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Part 1
1、家花哪比野花香？
被禁止的 fruit is sweet.
2、全部徹底檢查。
留下 no stone 沒被翻過來.
3、明哲保身
Keep one’s 鼻子 清晰.
4、欺善怕惡
欺負 the 溫順的 but 怕強者 .
5、人生苦短
Life is 不過是 a 一根手指的長度.

答案
1、 an arm, a leg
2、 up, creek, paddle
3、 beat, dead horse
4、 crow
5、 eg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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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顧問、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精通個體經
濟學、區域及都市經濟、產業經濟及國際貿易，只要在Google打上
「麥朝成」三個字，出來的檢索結果「落落長」。曾獲得國科會傑
出研究、教育部商科學術等大獎，是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口中的熊貓
級大師，但日前甫獲得教育部頒發「終生榮譽國家講座主持人」的
他卻十分謙虛、沒有架子，因為「謙受益」是他的人生哲學。
自民國91年卸下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後，就到本校任職，一晃
眼，已經快過了七個年頭，這些年來，他成了淡江的「品質保
證」，先後獲得第八屆國家講座主持人、台經會經濟學傑出貢獻
獎、第13屆國家講座主持人等大大小小獎項，是名符其實的「淡江
之光」。
麥朝成說：「這次得獎，主要是因為在淡江的研究受到肯定。」
他認為淡江的學生「有創造力、很靈活、具多元面向」，但須加強
「專注力」。在指導學生論文時，他會先給學生一個大方向，引導
學生找到與其特長相關且適合的論文題目，再給讓學生研讀一些基
本的經濟理論文章，打好底子。在他所指導的學生產經博四周光漢
眼中，麥朝成是一位學問淵博、非常謙虛，從不吝嗇傳授後輩知識
的人，「當初就是因為仰慕麥老師，所以才選擇進淡江讀書，能遇
到這位好老師是我的福氣。」被學生形容「十分有料」的他，上課
內容紮實，常吸引校外學生前來旁聽。
從小對數學特別感興趣的麥朝成，唸高職時，數學成績十分優
異，常常排名全校第一，師長們對他的邏輯思考能力讚賞不已，在
所有商業科目中，他對能發揮邏輯能力的經濟學情有獨鍾。
生長在純樸的新竹鄉下，父母親總認為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就不錯
了，曾有一段時間讓他錯覺只要大學畢業、考到銀行飯碗，就是他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最終的人生志向，所以自台大經濟系畢業、當完兵後，他順利考進
中央銀行，一心認為銀行就是他第一份、也是最後一份工作，但對
於經濟學的求知慾永遠不滿足，最終還是選擇繼續攻讀台大經濟
所，並出國深造，以5年的時間，就拿到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碩
士、德州農工大學博士學位。出國留學的這段時間，他從國外指導
教授身上，學到美式風格的啟發式教育，這對於他日後指導學生論
文有很大的影響。
產經系教授梁文榮在台大攻讀經濟博士時，曾是麥朝成所指導
的學生，認識麥朝成快30年的他說：「我最佩服麥老師的就是他的
『身教』，他不會緊盯著你，或口語上逼你去做，他會身體力行做
給你看，帶著你一起去做。」如今，他和麥教授成為同事，一起做
研究，「這對我或其他同事而言，都有很大的啟發，且麥教授對系
上事務十分熱心，常協助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參與系上主辦的國際研
討會，讓系上老師有機會和許多大師相互交流、切磋，這對提升產
經系學術聲望、研究水平很有幫助。」
麥朝成平常在中研院、淡江兩邊跑，還會受邀參加學術研討會或
演講，行程滿檔的他說，「不是到研究室裡頭研究才算是研究，我
在坐車、走路的空檔都在用頭腦做研究，滿腦子都在思考該怎麼指
引學生的論文有所突破，抑或是下一步我的研究該怎麼做？」只要
談起研究，他的眼神就會散發出熱情的光芒。他又笑說：「我這個
人做事情就是很投入、很專注。」研究這條路是很孤獨的，幸好多
年來妻子的體諒與支持，讓他可以放心「專注」在研究這條路上。
談到做研究，他堅定地說：「研究這條路是不能停頓的，是要走
一輩子的。」大半輩子與經濟學為伍的他，將持續投入精力努力鑽
研，「研究到我不能夠研究為止」。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本校財金系教授聶建中，日前受台灣醒報
之邀，擔任其網路上第一個原生談話性電視
節目--《1230醒報現場》「財經版」主持
人，每週一中午12時30分播放，在一個小時
的節目裡，聶建中邀請產、官、學等知名人
物，一同探討最新財經議題，他表示：「這
節目不僅可讓我發揮所長，也能與來賓相互
交流、切磋，節目播出後，頗受好評。希望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上網免費收看，吸取最新
的財經知識。」（莊雅婷）

吳偉如參加Asia Try 體驗自力生活
日文三吳偉如日前參加為身心障礙者舉辦
的「2009 Asia Try in Taiwan」活動，與來自
日本、韓國的隊員，一起露營、健行，花了
10天從高雄走到台北，雖然有時會因背景、
語言的不同而有所摩擦，但走完全程後，彼
此的感情越來越好，活動結束後還相約聚
會，她表示，跟外國人溝通很重要，激勵自
己要加強外語能力，而且大夥人一同體驗這
樣的活動很有意義，也可藉此化解大眾對身
障者的刻版印象，證明他們是可以自力生活
的。（余孟珊）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生
會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
提供解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
詢，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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