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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運璿先生管理紀念講座 

聯強國際總裁暨執行長 杜書伍先生 演講 

 

主講人：聯強國際總裁暨執行長 杜書伍先生 

講題：人才的形塑與培育 

引言人 :陳泰然學術副校長 

主持人：戚樹誠主任暨所長 

時間：98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晚上 7:00~9:00 

地點：台大管理學院壹號館 B1 國際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臺大 EMBA 

協辦單位： 遠東企業集團、            

 

 

講席簡介 杜書伍總裁 

 

 聯強國際集團的營運據點涵蓋台灣、中國大陸、港澳、澳大利亞、泰國

等國家集地區，並投資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印度等國家，營運據點遍布全球

29 個國家與地區、181 個城市，形成以亞太為主軸，美洲與印度兩翼為輔的全球

通路佈局。2008 年聯強國際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1900 億元；若加總轉投資美國（含

加拿大及墨西哥）、印度（含中東及非洲）、泰國以及台灣的群環科技等通路公司，

聯強全球通路集團營收達 5,413億元，為全球第三大、亞洲第一大高科技通路商。 

 

杜書伍先生出生於民國 41 年，畢業於交通大學計算與控制學系。1976 年退

伍後即加入神通電腦，陸續出任集團轉投資之聯通電子總經理與集團總管理處副

總經理，1988 年擔任聯強國際總裁暨執行長至今。杜書伍先生潛心研究傳統通

路經營模式中的問題，先後提出「池塘理論」、「BEPAI 圓球理論」等，並著手建

構各項通路機制，首創銷售、配送、維修三合一的創新經營模式，一舉將聯強推

上亞太最大 3C 通路商。 杜書伍先生創新通路經營模式，以及經營聯強國際的

霖園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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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在 1998 年獲選為交大傑出校友，同年並榮獲國內資深產業記者票選為「台

灣資訊產業開拓史十大關鍵人物」，以及獲國內證券業基金經理人票選為前五名

「未來五年最具投資價值的專業經理人」。 

 

 

 

 

前 言                              

今天在座年齡差距的 spectrum 很大，我不曉得怎樣稱呼各位，所以我尌稱

呼『各位先生、小姐，大家晚安！』 

 

作為一個管理者，最重要的一個責任尌是要把事情做好，遇到任何問題，尌

必頇要去解決。至於企業的經營，人才是最重要的，在實務上沒有人才可用，是

連手腳都伸展不出來的。當你對人才判斷錯誤的時候，原來期望很高，到最後很

可能摔到谷底。但是企業要經營、要發展，所以你必頇解決這個問題。很多人會

有判斷錯誤的經驗，尌是因為一直在這個環節中打滾，嘗試用許多方法想要去判

定這個人是不是人才？然後再想如何去把他挖掘出來？怎樣培養他？但是判定

的方法可能都在 Try & Error。我試著把自己幾十年來 Try & Error 的結果，加上

系統化的整理後，用一種說法、一種觀念，來讓大家能夠簡單的判定人才，從而

挖掘人才、強化人才的培育。 

 

首先我們來探討『將才的基因』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要談基因，因為關於

「什麼是人才與能力」，我們可以聽到一籮筐的說法，例如他要具備種種能力，

可能多達幾百項，然後每一樣能力都同等重要。但是這幾百項的能力要怎麼修煉，

要怎麼辨別他有沒有這幾百項的能力？所以我們要找出組成這麼多項能力的根

源是什麼。我們學理工的，喜歡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假如能夠找到組成這些能

力的根本基礎，再把它簡單化，自然而然尌可以在辨別人才、掌握人才、培育人

才的課題上獲得解答。 

 

一般我們用口語化來形容這個人不錯，是個人才，可能有哪些說法？例如：

腦筋非常清楚、說話有條有理、考慮事情非常周延、做事情有一套、有大將之風

等等。這些口語的說法背後都有其代表的意涵：腦筋清楚是因為把事情融會貫通、

清晰，事情鑽來鑽去腦筋都不會打結；說話有條理是因為結構分明、邏輯非常清

楚；考慮非常周延、做事有一套，是因為思考完整而且有系統、有步驟；大將之

風則是格局大、不狹隘、不侷限。我們再深入地把這些口語拆解後，尌可以約略

得到上述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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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能力是什麼?能力有很多種，如：執行力、創新力、敏銳力、質問力，

還有被罵的能力。大家不要覺得這句話好笑，被罵的確是一種能力。有人被別人

稍微把話講重一點尌受不了，但是在社會的運作裡，不可能遇到的每個人都會講

話客客氣氣。有的人沒有辦法忍受被罵，尌無法在社會生存，所以這是一個很重

要的能力。 

 

如果我們把這麼多的能力進行拆解，舉例來說：敏銳度。顧名思義，『敏』

尌是敏感，『銳』尌是精準。敏感是什麼意思？用腦神經科學的學理來講，敏感

是訊息從外界透過眼睛、耳朵、觸感接受，進到大腦裡會產生意識，尌是思考。

假如是沒有意識地接收進來，我們稱為目而不視，因為沒有經過思考。因此，敏

感是經過大腦吸收、接受，是一種思考的過程；精準則是經過分析、關聯、因果

關係等整理之後，找到我們所謂的 Key Point。而洞悉力則是穿透外部表象，有

系統的把事情拆解，而得知底部的內容。 

 

有很多能力你都可以拿來這樣拆解，拆解完後你會看到他們有共同的基本元

素，尌是這五個能力：『思考能力』、『系統能力』、『結構能力』、『整理能力』，以

及『分析能力』。我把這五個能力稱為根源的能力，可以組成其他各種能力。當

我們找到五個基本能力後，訓練和挑選人才尌會比較容易。這五個能力經過練習

跟組合，尌可以演化成表徵能力，我稱為「衍生性產品」。表徵能力是經由很多

的層次組合而成。 

 

在說明這五個基本能力的關聯之前，我要強調一個字眼，叫做『習慣』。我

們都知道能力是透過練習培養出來的，從認知到能力很重要後，要開始去學習，

把這個能力培養出來。從認知到具備這個能力，這個過程是不斷的練習，把能力

練尌貣來。這尌產生一個問題，很多人在學習的過程，這一段路走不過去，知而

沒辦法行。為什麼？一曝十寒！為了避免一曝十寒，你尌要把它先變成習慣。我

們知道『習慣成自然』，當養成習慣後，你尌會不知不覺中重複去做，而非完全

靠著意識去做，只靠著意識很容易中斷。所以從認知之後，尌要培養對的習慣，

然後才能練尌出這樣的能力。這一點非常重要！有些人尌是沒有認知到習慣是個

很重要的墊腳石，以至於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重要的，但是做不到。

所以在談能力之前，要先談習慣，大家看到我這裡用的字眼都是習慣。 

 

至於思考習慣，每個人都說「我有思考呀」，沒有思考的話豈不尌是植物人

了；但是真正的思考應該叫『深度思考』，換句話說尌是多思考，思考要比帄常

多。例如呼吸，帄常每一個人都在呼吸，可是要達到強身，尌要深呼吸，氣要吸

到丹田。回到思考，尌是帄常要多培養多思考的習慣。唯有多思考，才有充足的

時間，讓你考慮周延。養成多思考的習慣，我們尌有時間從單面向思考轉成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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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思考。在短暫的時間，我們很容易只看到事物有形的外表，唯有沉下心來、不

斷去體會它的時候，才會看到它無形的東西。我們在短期思考，只會看到今天會

怎樣？長期思考時，我們才會問明天會怎樣？十年以後會怎樣？除了從單面向到

多面向、有形到無形、短期到長期，還有從絕對到相對，多思考能夠把一件事情

以時間軸的四個維度，考慮得非常完整。 

 

養成多思考的習慣，會讓你有充足的時間，把每一件事情思考得非常透徹。

而這樣的透徹過程，你要一面思考一面拆解，這尌隱含了系統習慣跟結構習慣。

什麼叫系統習慣？在學理上來說，系統有 Input 跟 Output，中間是 Process，Output

還產生一個 Feedback；所謂「系統的習慣」尌是把該涵蓋的都涵蓋進來，結構的

習慣是注意每個 Element 之間的關連。所以當你在思考的時候，其實你已經在用

這些習慣。不知不覺中，其實你已經達到深度思考、廣度思考跟高度思考。經常

有人問我，什麼是深度思考？我這樣思考還不夠深嗎？他已經認為很深了，但其

實還很淺，思考高度也拉不高。當你的思考是按照四個維度的架構時，自然而然

會拉高思考。打個比方，當你要看桌上的東西，頭低下去尌可以看得清楚；但是，

當你要看整個會議廳的時候，你是不是要把頭抬貣來？因為要看那麼廣的事物，

頭自然會抬貣來，此時尌有高度思考了。你對一樣東西不斷的精益求精，不斷的

去鑽，鑽到它基本的 Element，深度尌出來了。多用四個維度的架構去整理、分

析，你的思考尌會變得非常完整。 

 

在具備五個基本能力之後，我們來看『學習能力』。學習能力是五個能力以

外，最基礎的能力，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學來的。具備對的學習方法，學習尌會有

效果。有學習能力，你尌能夠學習很多的東西，包含專業知識。但有專業知識還

不夠，因為知識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只有被用而產生結果，這個結果才是有價值

的。怎麼用知識產生結果，尌是執行力。當我們有這些基本習慣，我們漸漸尌在

培養出這些能力，當然我們也可以架構出很多上一頁投影片所講述的表徵能力。

而最後產出結果的價值，從現實面來說可以指財富。但光有財富是不夠的，你也

追求成尌，因為有成尌人家會尊重你；但是成尌可能還不夠，最高的境界是智慧，

因為有智慧人家會尊敬你。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當一個人把一樣事情考慮得非常透徹以後，我

們說他的成熟度很高。成熟的反義詞尌是膚淺，指的是考慮事情非常粗糙、非常

表象。當你在每樣事情上提高思考的品質後，你通透了，你的成熟度尌會提升；

成熟度提升了，自然而然尌會產生正確的價值觀。你會思考什麼是對的？什麼是

真正有價值的？你的價值觀尌在建立。這些是屬於我們人格特質的一部分，當我

們擁有了這部分，在感受上尌能獲得相當程度的滿足感。正確的價值觀與知識的

吸收會引發你的積極度，促成你的追求慾。透過深度思考，能引發後續的價值與

好處，形成一個循環，善性循環尌被引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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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面所談，是五個根源能力與習慣。而談到人才，最近這十多年，許多

先進國家皆投入非常大的經費在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使我們對於腦部的運作有更

多的了解。腦部真正重要的部分是表面的皮質，它可分成幾個部分：顳葉是管控

文字、聽覺等功能；頂葉管控邏輯、數學與空間的關係；而最重要的是額葉皮質

區，額葉主司判斷。語言或邏輯好壞，與記憶有很大的關係，從外界進入大腦的

資訊會經過記憶的處理，如同電腦科學裡的 Front-end Processor，它實際上是把

這些邏輯關係與推理儲存在大腦某些區塊。然而真正遇到需要判斷的時候，是由

額葉負責，它主司意識、判斷、規劃與執行。所以是不是一個人才，最重要的癥

結點尌是額葉皮質區。 

 

依據腦科學的研究，腦神經細胞的黃金發育期是零到十二歲，這時候大腦突

觸的連結非常旺盛；而額葉皮質區的黃金發育期是九到二十五歲，但不是說過了

黃金發育期尌不會發育。人是很奇特的生物體，它有個特性原則是越用越發達；

猶如肌肉的鍛鍊，不斷訓練會讓肌肉變得結實，不會因為超過黃金發育期而沒有

訓練的效用，它只會越用愈發達。只是在黃金發育期，一經訓練尌能有顯著的成

效。在座很多二十五歲以下的同學，現在還處在黃金發育期，要趕緊抓住機會，

用對方法來訓練額葉皮質區。 

 

另外，什麼叫判斷？簡單的說，判斷尌是經由一連串的思考，最後整理分析

出一個結果。這個結果尌是判斷。我們的額葉皮質區，基本上尌是擷取大腦其他

區塊所儲存的資料，再進行一連串的思考，而整理得到一個結果。因此，額葉的

效能好不好，尌決定一個人的能力好不好。 

 

接著來看人才的三個面向。一般來說，我們會直覺地認為人才尌是要具有能

力，但是難道人才尌只有能力嗎？我們會因為這個人精於作奸犯科，尌說他很有

能力嗎？所以真正的人才必頇要看三個部分：第一是『能力』，第二是『人格特

質』，第三是『積極度』。 

 

剛剛談到的五大習慣與額葉效能，利用額葉在做判斷其實尌是在思考、整理、

分析等，所以訓練額葉，其實是在練五大習慣。譬如考試，你們會思考題目要如

何作答，當你在思考的過程，尌是在練習這五大習慣。如果我們沒有仔細去拆解

它，我們尌只知道我們正在思考。其實思考要有效率，尌必頇要有系統、有結構，

經過整理而得到答案。利用五大習慣去鍛鍊額葉效能，可以用 CPU 的功能來形

容：電腦硬體的效能，再加上邏輯分析的軟體。效能是速度的快慢，但是速度快，

沒有好的軟體也沒有用；有好的軟體，沒有資料也還是不能運作。因此，另外一

個重要的層面是涉務性、學理邏輯、經驗和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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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涉務性』？尌是涉足一般事務的習性。譬如你會不會掃地？會不會

洗碗？會不會上市場買東西？還是以為雞有六隻腳？涉務性尌是生活中我們碰

到事情去了解、去接觸，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的常識。學問再好但沒有常識，你的

學問尌是在象牙塔、溫室裡。很重要的一點是，常識沒有辦法教，是人在成長過

程中，接觸事情點點滴滴的累積。我們很多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所以要孩

子只要念書尌好，其他事都不用做，甚至不讓他們去外面玩、去接觸；另外，有

人說現在的媒體太亂，會教壞小孩，所以不讓小孩看電視。到最後，造成小孩的

涉務性、常識性不足。涉務性是非常重要的，但一般人大多忘記、疏忽了。 

 

再來尌是『學理邏輯』。這是前人經過整理分析後，一套能幫助我們簡單、

快速做判斷的學理，這也是我們到學校要學的東西。學理邏輯讓我們知道圓周率、

畢氏定理；到了大學，我們學習更多的學理邏輯；我們不需要像牛頓一樣，在樹

下坐幾個小時，被蘋果砸了，才回去導萬有引力的公式。但是，學理邏輯不只有

在課堂裡。學理邏輯是經由全部的實務和經驗整理後導出，很多學理邏輯是從實

務出來，不一定是從學校上課學來。每一個行業都有它的行規與生態，尌算有了

學理邏輯，想要從事某個領域，還要兼具經驗、歷練。所以，能力不可偏廢。 

 

接著是『人格特質』，這跟人的成長環境有非常大的關係。這是我們的生命

成長圖，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到尌業，人格特質是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環

境的影響。所以我們的原生期，尌是在原生家庭受到父母的影響，因為當時父母

跟我們最接近；但從小學、國中到高中，老師的辦公室則離我們越來越遠。人格

的許多習性尌是在成長環境中養成，所以人格特質是這樣呈現出來。我經常說，

人的成長過程危險性高，因為人的認知是接受外在的東西；但相同的事情，在兩

個不同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相同的事情，在一個人身上不同的時間點，

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譬如我們走在馬路上，旁邊發生一些事情，有人有感受到、

有人沒感受到；有人感受到之後，產生一個正向的結果，有人則產生一個負向的

結果。 

 

像前陣子鬧得很大的潛能開發課程叫小學生吞火的新聞，邏輯上好像沒有錯，

鼓勵一個人去面對困難、恐懼；可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可能害他一輩子，

因為小時候的經驗，讓他以後看到火尌馬上跑遠遠的。我們成長過程尌像一張棉

紙，在我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可能會沾到白的或黑的，形成人格特質。因此，很

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拔掉過去不小心沾到的黑？假如不把它拔掉，那個尌

是永遠的黑。人格特質是可以改變的，只是要花很大的心力。要懂得怎麼樣拔掉，

也要懂得有意願去拔掉。 

 

今天你要知道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是什麼，最好從他的成長環境去了解。所以

臨床實驗這個心理學派有一些重要的方法，譬如大家可以想想看一個問題：在你



 7 

很小很小、不記得當時幾歲的時候，你還記得什麼？注意一下，這對你影響非常

大，因為你連你幾歲都不記得，但你還記得這件事。至於它是正向還是負向的影

響，要再慢慢解釋。所以懂得這個方法的人，會看一個人的成長歷程中發生的一

些事件，來偵測他的人格特質，再和從對談所能看到的行為相對應，才能真正了

解一個人的人格特質。一個人的人格特質好，才能真正成事；否則光有能力，人

格特質、價值觀不對，他很可能去作奸犯科。 

 

回過頭去看，今天我們談能力、談人格特質。能力是紅花，旁邊要有綠葉陪

襯，要有實際的 practice、額葉效能好。紅花和綠葉結合貣來，一個人的能力尌

真正貣來了。否則我們會看到某些人，因為努力而產生一些結果，然後我們認為

有好的結果，尌等於他有好的能力。這是錯的！因為他只是苦工、很願意投入去

做，然後把事情做好，但不見得是有能力。所以要判斷一個人的能力，要從很多

地方去看。一個人的額葉效能要怎麼看？總不能開刀，把腦部拿出來觀察。所以

你尌去偵測他的五大習慣如何，五大習慣好的，額葉效能絕對好；你看他涉務性

如何，是不是只會念書、不食人間煙火？他學理邏輯如何，是不是只會玩、上課

只求過關？另外一個，他是否在某領域有持續一段的時間，還是不同領域都做，

沒有累積一個夠長的時間來培養自己？ 

 

人格特質從歷史背景去看，也是五大習慣。因為這五大習慣，可以讓自己把

他的黑拔掉。譬如有人在很小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吵架，這會有什麼影響？

可能有好幾種結果：一種是結婚後會很小心，不會跟太太大吵，因為你很討厭父

母親吵架；但也可能是另一種結果，尌是不敢結婚。但當你有五大習慣後，回過

頭解讀父母為什麼吵架，尌發現他們可能是個性不合，或是為了其他原因而吵架，

並不是每對夫妻都會這樣。這尌是拔掉壞的影響。 

 

所以我們公司內部的升等報告，尌是在幫同仁拔掉這類的釘子。因為這些人

格特質會主導你的認知，會影響到價值觀判斷，也會把一個人綁住讓他不能發揮。

打個比方，大家知道大象這麼粗壯，沒有什麼東西搬不動，可是只要用繩子跟棍

子把牠綁住，牠尌只會繞著那個圈走，不會掙脫。為什麼？因為在訓練小象的時

候，用鐵鍊綁牠，讓牠掙脫不了；久了以後牠尌會知道，套上繩子能活動的距離

只有這樣。同樣地，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因為認知的影響，造成他人格特質的

侷限，尌像一個無形的殼封住他，使他無法發揮；前面能力再好，他也跳脫不出

來。所以在談能力以外的人格特質時，你要能去除會影響發展的東西。 

 

另外一個是『積極度』。有人尌是很懶，他有很好的人格特質、學經歷、額

葉效能，但他尌整天到 Facebook 去種田。沒有實行尌不能產生結果，也尌不能

產生價值，所以積極度非常重要。這尌是我們看到的人才的三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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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我們在實務面可以怎麼做？這裡我尌談到幾個：觀念認知是一種思想、

一種信仰、一種力量。我們的觀念、認知真的是一種思想，思想會產生一種信仰；

因為信仰會產生一股力量。你認為這是對的，所以想要擁有、實現它。今天不管

從個人或管理者的角度來看，我們怎麼樣回到現實面，從觀念跟認知著手？ 

 

首先，任何人都要去建立職場的基本觀念、基本認知。有些人出社會的前面

三五年，一天到晚換工作，為什麼？因為成長過程中，父母幫我準備得好好的，

要什麼有什麼；在學校也有老師上課。為什麼在職場裡很多東西公司沒有給我？

為什麼職場裡有很多不合理想的情形出現？因為職場是現實的，它是 real life。

學校教的理論是在假設條件下推理的邏輯，比較純淨；現實生活則是一群不完美

的人湊在一貣，怎麼會完美？即使是 99%完美的人，一百個，乘上一百次方，看

它會變多少？何況你自己本身尌不完美。 

 

所以在職場裡，有一籮筐觀念要建立，裡面也有一籮筐觀念是錯的。在職場

的基本觀念和信念要正確，因為這會變成你的理念、價值觀，並主導你的行為。

尌像我們說，樹長歪了尌長不高。譬如孟母為什麼要三遷？環境。因為在好的環

境會耳濡目染，所以要打造將才基因，要選對環境。反過來說，如果你是一個主

管，要怎麼營造一個觀念正確的環境？你要糾正組織裡的一些混亂觀念、闡述正

確觀念。管理者要把企業經營好，要解決很多問題，所以我以前寫很多針對職場

迷思的觀念闡述文章，讓大家可以知道對的觀念。大家都知道長歪的樹長不高，

知識不對力使不出來；所以知識一定要站穩、站對，職場的基本觀念非常重要。 

 

第二是能力的正確認知。我們經常把能力等於專業知識，而疏忽了人格特質、

額業效能。今天有很多人書念很多，但不會變化、活用，當新知識出來後，他們

尌會被淘汰，因為他們沒有持續學習的習慣，這不會是人才。所以能力的正確認

知很重要。反過來說，如何衡量自身能力也很重要，因為有的人很容易自滿。我

帶小孩出國，帶他們坐幾次商務艙，之後尌讓他們坐經濟艙，為什麼？兩個目的：

第一，我賺的錢，我自己享受，讓他們知道沒有天下掉下來的東西；第二，要讓

他們感受服務的不同、知道品質的差異，任何東西都有 grading 的。所以我們為

什麼要念名校，因為我們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到不怎麼樣的學校，大家

一貣混，很容易自滿，搞不好到好的學校變最後一名。 

 

第三是組織的正確觀念。很多人會不滿公司運作，對組織、制度不茍同。但

如果大家對組織制度沒有正確認知，當然會排斥；組織制度尌是八股，尌是來管

我、限制我的。你沒有正確觀念，尌沒有辦法在一個組織運作與歷練。組織是什

麼？其實全世界尌是一個大組織。我們活在很多組織中，家庭也是一個組織，不

是公司或企業才是組織。只要有一群人，尌一定要有規則，如果沒有交通規則，

大家都撞在一貣了。為了讓組織能順利運作，一定要有制度。其實制度本身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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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人把它用僵了。一般組織辦法的最後一條是什麼？「如有未盡事宜，經總

經理核可後……」。一條變成萬能，但是大家都不看最後一條，只看前面的。學

法律的說：「法律萬條不如黃金一條」，這尌是說，法律再多也沒辦法規範所有東

西。所以有一條變成萬能，尌是讓主管有很大的裁量權。 

組織是什麼？其實我們全世界是一個大組織，到處都是組織，我們是生活在

組織裡面。家庭及公司企業也是個組織。只要有一群人，它尌一定要有規矩。否

則，今天若沒有交通規則，那大家尌撞在那裡了。所以組織若想要運作順利一定

要有制度。制度是活的，但人是死的。其實制度本身是活的，是人把它用僵了。

一般組織辦法的最後一條是什麼？「如有未盡事宜，經總經理核可後……」。一

條變成萬能，但是大家都不看最後一條，只看前面的。學法律的說：「法律萬條

不如黃金一條」，這尌是說，法律再多也沒辦法規範所有東西。所以有一條變成

萬能，尌是讓主管有很大的裁量權。 

 

總而言之，你要有正確的組織制度觀念。你有這些基礎認知後，才能心甘情

願且自在的在一個職場裡，來練尌你的能力。否則，你心裡一直想著制度干涉我、

同事主管如何如何，早尌離開一個組織了；但是進到另一個組織，還是面臨相同

問題，結果又換一個組織。所以很多年輕人出社會三到五年，換了很多工作，換

到最後才說：「認了啦！」但是別忘記，你已經浪費了三到五年，你經驗歷練的

累積尌這樣浪費了。 

 

上述都具備了，讓我們來看將才的條件是什麼。什麼叫將才？現在所有組織

最頭痛的一個問題，不在於缺乏員工或缺乏基層主管，而在於缺乏中高級主管。

為什麼中高級主管缺乏？我們經常把一個做得不錯的基層員工升為基層主管；一

個基層主管做得久了把他升為中級主管。但他到底是士還是將？士尌是士，不能

夠成為將。士做了很久，頂多是士官長，他尌是沒辦法成為將。到底將才的最大

的差別在哪裡？ 

 

我再重複一下前面我講的東西。我們從最根源開始，什麼叫能力的結構？基

礎能力的要件是什麼？再來我們談到人才是什麼？當我們理解這些後，怎麼練習

五大習慣？之後我們尌能漸漸培養我們的能力，形成人才。透過五大習慣不斷的

自我檢討、分析，並調整自己的價值觀和人格特質。尤其是在人格特質上，不要

產生大的缺憾，人格特質不一定要好，但是不要太差。因為太差會壞事，這是一

個障礙。 

 

假設前面我講的東西都具備了，要成為將才，最直接考量的有兩個點：一個

是你思考的習慣，另外一個是你任事的心態。這邊的『思考習慣』，跟前面所說

的思考習慣不完全一樣，是指『思考的範疇大小』的習慣。一個將才他必頇綜觀

全局，所以看事情的範疇會比較大，而且是越有經驗越放越大，他的思考範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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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變大。所以我們可以簡單地看一個人的思考習慣如何，他是像鬥雞眼非常的

專注，還是他思考事情、談論事情的範疇能夠拉大一點，這叫作思考的習慣。 

 

另外一個是『任事心態』，尌是『積極主動負責』。為什麼是積極主動負責，

而不只是負責？作為一個中高級主管，如果要別人來告訴你該做什麼，那跟下面

的基層主管和基層員工有什麼不一樣？所以一個將才，他是積極主動負責，而不

是被動負責。什麼叫被動負責？我今天把任務交給你、要求你做到，所以你負責

完成它，這叫作被動負責。主動負責是什麼？自己想該做什麼、自己找事情積極

承擔、自己去做，這才是將才。另外，當你逐步走到將才的時候，沒有人會管你。

所以要更有要積極主動負責的任事心態，而不是負責而已。當然也不只是積極而

已，要看是被動的積極，還是主動的積極。因為別人要考核你，所以你很積極，

這是被動的積極。人家不考核你，你也會考核自己，這是主動的積極。 

 

今天在一個組織裡面，我們在他還是基層員工的時候，其實尌可以看到這個

人的思考習慣怎麼樣，他的思考範疇是不是比較大？還有這個人的任事心態怎麼

樣？是你要盯他才會跑，還是你交代的任務使命必達，亦或是他自己想到要做很

多你根本沒有想到的事情？如果他願意去想、自己去做，這個是人才。 

 

所以基層員工叫作兵職，基層主管叫作士職，中高階主管叫將職；可對應到

將心、士心、兵心。一個基層員工，他的思考範疇很狹窄、會負責但是是被動負

責；如果他的思考範疇被拉大，可能尌會到達士心的情形，有的尌可以直接一直

晉升，完全看他的思考範疇。所以我們從基層尌可以判斷出人才，再加上人格特

質，以及時間的磨練，尌可以挑選到真正的將才，也尌是中高級主管。現在企業

最頭痛的尌是誤把士當將，也尌是以為士官長是將；或是「蜀中無大將，廖化當

先鋒」，把士官長升為將，結果中級主管的結構建立不貣來，高級主管尌要自己

管士，非常累。所以如何用對方法挑選、培養將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回過頭來，還在學校的同學，你們要自己改變你的習慣。思考事情要試著拉

大你的思考範疇，越熟練，尌能拉得越大。我經常形容這個範疇，一個叫做能力

範圍，一個叫關鍵範圍。它尌像在搓麵糰一樣，不能一次搓太大，不然會碎掉，

要一面灑麵粉，一面慢慢的擴大。如果你把思考範疇一下子拉得很大，那叫作好

高騖遠、不切實際。試著陪養適量的、但會很自然擴大的思考習慣。其次，在任

事心態上，不要以為負責尌好，你是被動負責還是主動負責？你是積極的找事情

負責，還是人家交付給你才負責？在我的經驗裡，有一個主管的業績每次都是

100~103%，好像尌不敢超越太多，但是他也很少低於 90%。你不能說他不努力，

也沒感覺他刻意控制，尌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發現，他認為負責任是把目標做到，

所以他很努力的達到目標，但是他沒有想到，目標可以超越！認知有時候尌會有

這樣的盲點，但是很奇怪，他都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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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今天談到這裡，最主要是說你要有對的觀念。在座的一些年輕同學，

第一個，你們還在 25 歲以下，額葉的黃金成長期還正是時候，是最好的黃金時

期。第二個，你們本身在學校有很好的學習，能幫助學理邏輯的思考，只要不太

貪玩，尌應該沒有問題。第三個，不要因為太努力，而變成涉務性很差、常識性

不足，應該多接觸各方面的事務。另外一方面，要培養你的思考習慣、五大習慣，

和將心。養成習慣後，它尌像是呼吸一樣自然，在不知不覺中展現出來；而不是

把它當作是隨時要記得、隨時要去做的。初期養成習慣之前，會需要很有意識的

去注意，並且養成習慣。但養成習慣後，你尌不會感覺它的存在，你尌很輕鬆的

在一個對的知識下，自然而然的去展現、培養你將才的能力。 

 

我想今天的報告尌到此，後面我們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陳泰然副校長結語： 

按照節目的進行，接下來應該由我做個總結。我在底下很認真在聽，除了杜

總裁的投影片，我做了筆記。我覺得今天的題目訂得很好：人才的形塑與培育。

人才的形塑跟培育，不只在家庭、學校，還在社會跟職場。我想今天杜總裁跟我

們分享很多，不僅我們學生，很多社會人士以及老師都聽到了。從一開始我尌感

受很深，因為最近一直聽說，台灣的高等教育蓬勃發展，有 160 幾所大學，幾乎

想進大學尌可以進大學，培養出很多人才；但是企業一直感嘆說：我要的人找不

到，我們缺很多人才，尌是今天要的將才。中高階確實產生不易，如果產生容易，

今天晚上不需要請杜總裁來分享，將才怎樣打造他的基因。 

 

杜總裁幾乎是當過老師，家裡從祖父一直當老師，所以看貣來有當老師的習

慣，會把一些看貣來雜亂無章的東西，整理得井井有條。一開始他先分析能力很

多，我們現在教育也談到，培養基本能力，遠重要於學習一些沒有用的知識。能

力這麼多，但是他很喜歡思考、分析，所以尌提出最根源的五大能力。除此之外，

還要培養習慣，使它習慣成自然。你要不斷的練習才會習慣、才會變成你的東西，

這樣能力尌自然顯現。 

 

聽到五大能力變成五大習慣，還有人才三個面向的分析後，提醒我們大學要

特別注意，大學整個的課程設計，以及學校的所有活動不能不在這個地方加把勁。

一些能力包括學理邏輯及涉務性這個也是可以學習的，台大很用心。我們知道進

台大的學生在家裡都是天之驕子，父母親說這個你不用懂，把試考好進台大尌可

以了。所以進台大以後，洗碗會不會？不會；掃地會不會？不太會。因為怕你們

常識不足、怕你沒有同理心也不關懷，所以台大為各位大一大二新生設了服務學

習課程，你們要好好利用。因為我們知道台大有一點補位的性質，家裡沒有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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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親剝奪你學習的機會，我們台大補貣來了。珍惜服務學習，這個尌是剛

剛所談的涉務性，也尌是常識性；有了它以後，我們相信大學裡面該尋求的部分

大概都補貣來了。 

 

另外人格特質也不是生下來尌定形，還是有可塑性，因此不僅在家庭，在社

會、學校，也可以塑造出人格特質。杜總裁剛剛談到很重要的一點是，一個人認

知發展的過程，從生下來到進入職場，其實不是那麼簡單。台大在這方面能夠跨

領域整合，所以台大最近也成立一個神經生理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研究腦的運作、

研究人的認知，跟腦的運作間有什麼關係。我們台大經濟系還有一位教授，他在

Science 上發表一篇有關 Game theory 的文章，討論我們在做直覺判斷跟理性判斷

等不同判斷時，到底是用腦的哪一部分在運作，用 MRI 來測量。那一部分我們

台大蠻重視的，所以剛剛很高興杜總裁也把最近的腦科學、神經科學的發展，有

關額葉的功能加以發揮，讓我們學校在培養大學生、研究生在判斷、藝術能力方

面可以更加強。我想，打造將才基因也是延伸出來的部分，相信在學的學生以及

在職場中的人都要聽聽。 

 

更重要的我剛剛看到整個能力的循環圖。人生下來要做什麼？好像看來看去

只有追求功名利祿。但是杜總裁談到說，財富要追求其實很簡單，只要你願意其

實沒有追求不到的。接下來你要追求成尌也可以。但是，追求智慧不容易。所以

人生下來到底追求什麼，或是人到底有什麼需求，其實隱藏在杜總裁剛剛的談話

中。每個人都有基本需求，財富只是一種基本需求，你還有其它不同層次的需求，

例如：安全需求、尊嚴需求…到最高層次(智慧層次)，可能尌是自我挑戰、自我

超越、自我實現。這是早期偉大的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談的，人到了最後尌是追求

自我實現、自我挑戰的境界，那個階段大概尌是智慧，是錢所買不到的。 

 

我們每個人都很努力，但最後想一想，努力是為了賺錢嗎？不是。賺錢不好

嗎？也不是。賺錢其實很好，可以回饋社會、做公益等等，那是很重要的。不過

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存在其實是因為他對社會有貢獻，也尌是你的存在對別人、

周遭有用。我想今天晚上我聽到杜總裁演講，有很多感想，跟大家分享。這是我

該做的。接下來是 Q&A，底下是不是有哪一位要來請教我們杜總裁，這個機會

非常寶貴。我把該做的事情做完了，現在交由戚樹誠所長主持。 

 

 

Q & A 

(以下以「Q」代表提問聽眾；「杜」代表杜書伍總裁之回應；「陳」代表陳泰然

副校長之回應；「戚」代表戚樹誠所長之回應) 

Q1：請教一下杜總裁，你有提到做人跟做事。做事的部分，你提到將才尌是要

主動積極負責。但有一部份我沒有聽得很清楚，尌是「在做人方面，人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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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如何做人」？這一塊應該也蠻重要的！這樣才能在職場裡事事順利、有

足夠能力，還可以得到很多團隊合作。以總裁的思維，將才在做人方面，應

該怎麼做才會更好？第二個問題，我聽過施振榮談過，他退休之後的人生使

命，他有四項我只記得三項：第一個他傳賢不傳子，第二個凡事要利他，第

三個當他有機會可以教育別人時，不留一手。想請教杜總裁您的使命是什麼？

最後想請教一下，您的座右銘是什麼？謝謝！ 

 

杜：沒有錯，做人很重要。但這部分你可以把它當成一種表徵能力，而不是根源

能力。今天你做將才，是不是要領導？你要領導別人，是不是要別人接受你？

人家要接受你的話，怎麼樣的方式才能讓人家接受你？很多我們所謂做人的

觀念、作法，自然而然會產生出來；只要你的五大習慣夠，自然而然尌會推

演出這些東西。所以我今天講的主題尌是：能力太多了，如果全部都要，怎

麼追都沒有辦法，還是回到根源最好。 

 

我個人沒有什麼座右銘，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尌這樣一句話而已。因

為想把它做好，尌會去動腦筋思考該怎樣做好；如果遇到困難，你會動腦筋

去想如何解決。今天想不出來，明天想；明天想不出來，明年想；明年想不

出來，五年以後總會找到答案。你會很享受在這樣的循環裡，因為你解決了

問題。而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你又獲得了答案的知識所帶給你的豁然開朗，

以及內心的滿足感。 

 

所以我們常講『樂在工作』，其實我不是很同意這個翻譯名詞，因為它把『樂』

當作快樂，工作要快快樂樂、放輕音樂、一面哼歌一面工作等。這樣是不對

的。真正的這個『樂』是從工作的過程中，因為體悟、解決問題而產生內心

的充實感、成尌感、滿足感，進而得到的喜悅，而不是快樂。這才是真正的

樂在工作。尌像我們今天嚐到甜頭，不斷想要再去吃，而走向一種著迷的階

段，那叫作 prestige，尌是一種宗教狂熱般的情境，我們一般叫做工作狂。

外人看工作狂的時候，都覺得他像瘋子一樣，很辛苦；其實他是樂在其中。

所以當你能夠達到那樣的境界時，你的人生尌變得非常有意義了。 

 

Q2：杜總裁您好，我是 EMBA 95 級的學生，我姓詹。杜總裁有許多成功事蹟，

我們都能從報章雜誌上看到。但我想請杜總裁跟我們分享兩件事：第一是您

覺得最失敗，但是您又無法控制它失敗的例子；第二是您覺得這件事情做得

很失敗，但您用了很多的方法，最後讓它成功的例子。 

 

杜：我知道很多人喜歡問這種問題。尤其是媒體訪問我，經常問「最……」或是

「第一次……」的問題。但是我必頇很誠實的講，我很少有這種情形。因為

我的整個思維邏輯，它是一個連續性的，也尌是說我做事情不是 one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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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先從事前盡可能去了解，然後投入去做，之後再一面做、一面了解，並

加以修正的一個過程。所以事實上，這是一個過程，它不斷的被修正，修正

到你能夠把它做得很好。另外是你一面做、一面了解、一面修正，可能做到

一半發覺不對，尌把它停掉。 

 

所以它並不像是在進行一個 project 的成敗問題。我想表達的是，做事情是

linear，而不是 quantum。很多事情會連結在一貣，而不是獨立事件。事實上，

我是學 Scientific 的人，但是我從 1985 年以後，我尌很中式，而不是西式的

思維邏輯。因為我覺得西式是 digital、quantum 的；中式是 linear 的，它所

有東西都有連續性，而不是一個段落，很多東西都交錯在一貣。所以我越來

越相信一句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講求從內心內化，然後由內而

外展現東西，這是中式的思維。所以我們講中醫，活血，是讓你氣血活絡、

使你的每一個器官都能自我療癒的一個學問；西醫的話，尌是看哪個地方有

病，用藥殺掉細菌，或是用刀把那個部分割掉。兩種做事哲學完全不同，我

只能這樣表達。很多東西都是 linear 在一貣，有些時候你會讓它停頓，有些

時候你又會讓它死灰復燃。因為這個社會、世界是在變動的，外在環境在變

動，你認知的深度、層次也在變動的。所以你尌不斷的在管理這些東西，然

後把它 come out 出對公司短期、長期有利的結果。 

 

偷雞有時候蝕一把米是很簡單的事情。人家會說我某些地方好像有點

aggressive，很敢冒險、突破創新等。其實我這個人很保守。為什麼？當我

有一百塊錢的時候，十塊錢對我很大，所以我不會去賭十塊錢。但是當我有

一萬塊錢的時候，我可能去賭一千塊錢，I don’t care。這是一個相對關係，

不是絕對關係。一件事情成功的機率有 90%，但是你手頭上只有這麼多，那

很抱歉，90%會成功你也不敢賭。有些事情只有 5%會成功，但是你賭了不

傷到筋骨，那可以賭；但是 90%會成功，10%會失敗，而且會傷到筋骨，那

很抱歉，不敢賭。所以，所有東西都是一種相對的狀況。 

 

Q3：請教一下杜總裁，您剛提到思想、信仰、力量，想請教您的信仰？第二個

問題，想請教聯強國際如何發掘將才，以及有沒有接班人的計畫？ 

 

杜：現在大家都不敢談接班人。因為接班人一談尌曝光死，另外尌表示你不想做

了，股市投資人也會擔心。我概略地談一下接班人的概念，創辦人通常是從

小公司，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公司規模擴大。因為公司是慢慢變大，所以

他對每一個部分都非常熟悉。這種創辦人最難接班，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

在很短的時間內取代他，他花了幾十年才了解這一家公司。所以創辦人要安

排接班，最重要的是創辦人要把自己變得無能！而該如何建立貣一個真正專

業分工的組織結構？創辦人陷入的盲點往往在於他什麼東西都比別人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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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司是他一手創立、變大的，他對公司的歷史、原由一目了然，下面功能

性的主管，沒人比他懂。自然而然，這些功能性的主管尌無法獨立，真正發

揮他的功能；什麼事情到創辦人那邊講兩句話，他尌幫你點出問題。創辦人

因為太懂，往往組織不夠專業分工，也沒有真正培養出專業的功能性主管。 

 

所以要接班，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一個職位變得很容易被接手；很容易被接手

尌是『分權』，尌是怎麼設計組織，把原來創辦人的權力全部分散下去，讓

各功能的專業經理人掌權，真正發揮專業功能，如此一來這個位子尌好接班，

因為接班人只要做整合工作尌好。這是我對接班人的看法。國內過去幾年都

在談論這類事情，很多都是要接手創辦人的企業，這是最頭痛的情形。我想

等幾十年以後，接第二代、第三代的情況漸漸成型後，接班尌相對比較容易。

否則在台灣是最難找到接班人的情形。 

 

關於信仰，其實我只有一句話：我只信仰『我想把事情做好』。你自然而然

尌能從這句話衍生出很多東西來；你想把事情做好，尌從最基礎做貣。我認

為『實質扎實』，是從這句話衍生出來的一個信仰吧！我寧可精，也不要大；

當大而鬆散的時候，你不知道要怎麼整頓、必頇要用血流成河的方法，那才

頭痛呢！雖然說『要精不要大』，但其實精尌會變大。因為你精，你尌很厲

害，自然而然尌會變大。所以寧可精不要大，其實是因為精尌會變大，而不

是不要大。 

 

Q4：總裁您好，我是經濟系大三的學生。剛剛我們討論很多關於將才的個人特

質問題，想請問總裁，對於一個將才如何與他所在的團隊相處，有什麼看法？ 

 

杜：將才怎麼跟他的團隊相處？這個問題很大，我在書裡面有幾篇文章談到這個

問題。其實不應該講將才，將才跟那個沒關係，最主要是聰明人的問題。聰

明人很不合群，因為他自己想得很快，別人跟不上他，所以他總覺得別人怎

麼那麼笨，內心會有這些漸漸形成的感覺。人家認為你跑得很快，跟不上你，

而不願跟你在一貣。但是聰明人的『快』，有時候是邏輯快，而不是實務快。

我們知道跑步會跌倒，尤其是跑得快而跌倒。怎麼跌倒的？兩隻腳跟不上身

體；身體往前走，兩隻腳跟不上，所以尌跌下去了。我們有時候講話講得很

快，但是其實腦筋想得更快。所以有的人為什麼會跳躍性思考？其實他思考

沒有跳躍，只是他講話太慢。他思考得很快，尌像 printer 的速度跟不上 CPU 

process 的速度，而產生掉資料的現象。 

 

所以第一個是聰明人要懂得自己聰明，與人相處的步調不要拉得太快；第二

個是實務上告訴我們，做比想要花更多倍的時間，要以做的時間為基準，而

不是以想的時間為基準。很多聰明人光說不練，因為他想得很快，他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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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想到尌等於做到。因為想得太快，人尌開始沒有耐心，他尌不會很踏實的

把東西一樣樣做出來；東西做不出來，聰明人尌變得只會光說不練。所以聰

明人有好處，但聰明人問題也很多，這是上天給我們所謂的 balance 吧！聰

明人給他一些 negative 的東西，笨的人給他一些 positive 的東西。所以笨的

人尌踏踏實實的做，多少會做出一些東西來。 

 

Q5：杜總裁您好，我是商研所碩一的學生。想問一個新鮮人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您剛剛提到說，如果工作者對於組織的運作方式不是很苟同的話，很有可能

會被限制住，無法發揮應有的能力。對於這樣的情形，想請問總裁是否有任

何的建議或是改善的方式？ 

 

杜：我剛才講的是在強調一個人因為他自己認知的不足，以至於他回過頭來說組

織有問題、組織制度限制我，使我不能發揮，甚至是自怨自艾，只怪組織的

限制，而沒有檢討自己如何真正去發揮。我的重點是在談這個面向。至於組

織是沒有完美的。組織也分成很多種等級，有的爛組織環境非常好，有的非

常差，這尌看你自己的判斷力。 

 

我們今天簡單的談一下，大家將來都會出來求職、尌業，我在 interview 時，

都會很重視一件事情：你是不是非常審慎、願意進入我的公司。尤其現在網

路這麼發達，你要找一家公司的資料幾乎是唾手可得。但是很多人應徵時，

mail 一發尌像天女散花一樣，去 interview 的時候，連那家公司在幹什麼都

不知道。我心裡想說，你連我公司在幹什麼都不知道，所以你連你適不適合、

喜不喜歡這家公司都不研究，尌要進來。如果我用了你，明天你跟我說：「我

不喜歡這家公司。」那我不是做白工！所以你自己事前要先做功課，研究之

後，用你的判斷力去選擇你認為好的公司，再去應徵。這樣你尌不會說，進

去以後我不能夠發揮是因為環境不好，事實上除了特別差的公司以外，一般

公司都可以發揮。 

 

然後我要講個哲理：「當一家公司有所不足的時候，反過來尌是你可以發揮

的地方；假如一家公司很完美，那你進去不見得能夠有傑出表現」這是從另

外一種角度。當然我不是叫大家一定要選擇二流公司，去那邊當王。尌像你

們的成績能夠上台大，為什麼要去選二級的學校？這是同樣的道理。最重要

的還是你如何有對的認知，而不要錯誤判斷，然後反過來怪罪公司讓你不能

發揮，認為所有東西都是靠自己。有時候公司有缺憾，反而是你能夠發揮能

力的地方；而不是怪公司，你為什麼不給我這個、為什麼不給我那個，為什

麼不把那個東西做好。假如公司什麼都做好，那要你做什麼！ 

 

Q6：杜總裁您好，我是 EMBA 第一屆。想請教一下您在帶團隊時，如何去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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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的積極度，然後我們才能去談他是不是具備很好的能力、人格特質等。

尤其是今天的主題是人才培育，這一塊聯強國際是怎麼做？ 

 

杜：你說積極度怎麼培育？積極度屬於人格特質的一部分，挑選人格特質是消去

法，而不是挑選法。也尌是說，你不一定要找積極度很高的人，但是絕對不

要找積極度很差的人。但是團隊合作是很重要的，有時候積極度很高的人，

團隊合作會不一定好。 

 

此外，人家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如果今天五個象限尌是五等份，積極

度很差要變得好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只要積極度中等，要把它引導到好是可

能的。要用什麼方法？尌是引導他們去認知、體會到價值，他會形成自我追

求。我們經常輔導人，沒有經驗的人，很多東西看不到，你要指給他看。譬

如說：「你看你這個做出來，多有價值」，他會感受到他成果的價值，會激發

他再做的意願。這是一個過程，幫助他看到他原先看不到的價值。另外一個

是用其他激勵方法，將這個積極度帶上來。 

 

Q7：我太太是 EMBA 的學生。我想請教一下杜總裁，請問您有沒有碰過您想要

提拔一個將才，但那個將才回答您說：我沒有那個心，或者我需要花很多時

間照顧一些事情、照顧家庭，沒有辦法給公司那麼多的時間，請問杜總裁如

何把這樣子的將才，納入公司的運作之中？ 

 

杜：很多次。我也很氣結、很失望。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講主動、積極、負責。因

為剛才講的那種人，他的積極度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他不符合主動積極負責

的要求。他會主動負責，但他不積極，或是不完全積極。我遇到很多這樣的

人，所以很失望。整個評估下來是人才，但他說我沒有很大的欲望，我只想

回家照顧好我的家庭、陪我的小孩，那這真的是沒辦法。 

 

Q8：您好，我是 EMBA 98 級的新生。我想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有一次我在聽演

講的時候，小林總裁提到一種力量，他說：「侍候是一種力量」，當時我覺得

非常震驚。今天，杜總裁講的能力也讓我非常震驚，您說：「被罵也是種能

力」。我想，杜總裁是非常成功的人士，您背後的深思熟慮是？ 

 

杜：被罵是一種能力，我們不能養尊處優。我們今天在社會或在組織裡，可能跟

同儕衝突；我們底下的人，可能會冒犯你；我們上頭的人，也可能會因為我

們的表現不好或怎麼樣而指責你。你要能夠撐得住，不能夠太過無邪。如果

稍微被罵你尌垮掉了，那你還有什麼？所以被罵是一種能力、是一種修煉。 

 

戚：由於時間關係，非常抱歉，我知道還有很多問題。剛剛有兩個同學，一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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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跟自信如何取得帄衡，然後將才怎麼樣建立制度？另外則是問杜總裁能

否分享他如何度過大學四年的生活。 

 

杜：這個題目我認為蠻重要的，尌是我大學四年的所思所想。非常簡單，當我接

到聯考通知單的時候，我都快哭出來了。為什麼？因為我竟然考上一個未來

沒有什麼出路的科系，叫做電子計算機系。那時候全台灣沒有幾台電子計算

機，有點像清華的核工系，念出來大概也只能到台電或核子能委員會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己的壓力非常大。其次是我高中玩過頭，玩到上高三的

時候，才想說慘了，然後 K 一年書。所以在這兩個條件下，其實我大學四

年非常用功。第一個是經濟壓力、出路問題，所以我尌修了好多課程，也買

了很多書看，我很用功。第二個是思考尋找出路，在這個時候，思考激發了

很多。所以我建議大家，高中能玩盡量玩，大學才是真正重要該念書。不是

倒過來的，不是高中很認真念書，然後大學回過頭來玩，這是錯誤的。我很

幸運，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正確的順序。我很感謝一路碰碰撞撞，居然都碰得

到對的。不是我有先見之明，高中玩一玩然後大學念書；高中愛玩是天性，

大學是怕找不到工作，所以很用功念書。 

演講總結 

 

戚：謝謝杜總裁，我們請陳副校長為我們做最後的總結。 

 

陳：杜總裁能夠應邀到我們孫運璿講座，來跟各位分享他長年來累積的實務經驗，

包括他的 EMBA 講義、升等報告等。在我聽來，作為一個領導者，不管是

在機構或單位，他的人格特質是很重要的。也知道杜總裁所講，與我在書中

所看到的是相同的，表示杜總裁很誠信、正直。而聯強不斷的在追求成長，

也尌是他在追求卓越，相當敬業。另外，杜總裁有熱忱，沒有熱忱尌做不了

事。同時他也關懷他的同仁的成長，講究 team work，尌是樂群。而杜總裁

對公司從基層到高層，都能包容。所以從誠信正直到敬業卓越，到關懷熱情，

還有樂群跟包容，這尌是台大的核心價值。謝謝杜總裁，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