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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面對矛盾與兩難，一流、二流、三流 

幾千年來，華人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每一天有著規律與熟悉的生活

作息。因此很多人在工作上選擇平穩的道路。但

是人工智能在各行各業的產品即將大量來襲，愈

安全的平穩工作，就愈容易被智能電腦所取代。 

遇到挑戰不躲閃的人愈能夠把握住成功的機

會。人生的挑戰經常是矛盾與兩難的情況，在從

前冷兵器時代，矛是最好的進攻武器，盾是最好

的防守武器，能夠同時擁有兩者，勝利的機率就

增大許多。當然啦，矛與盾要分別保管好，不要

讓它們發生內鬥而自相殘殺自亂陣腳。同樣地，

兩難的情況就是兩者都很好，捨不得丟掉任何一

個；或者雙方都很重要，不可以得罪其中一方。 

對於矛盾與兩難的挑戰，很好的處理方法就

是「增加一度空間」，站在不偏不倚的中立方向，

與對立的雙方都是垂直的，也就是沒有投影到某

一邊的數量。這個理論說起來容易，遇到實際狀

況時，就要會臨場活用才行。 

另外一個重要觀念，就是一流、二流、三流。

字面上其實說得很清楚，水流過一遍就清潔溜溜

的，叫做一流；需要用水流過兩遍才行的，叫做

二流；需要用水流過三遍的，就是三流的。英文

也有同樣的意思，頭等的叫做 first class，二等的

叫做 second class，三等的叫做 third class。為什

麼呢？教一節課(first class)就聽懂了，屬於頭等

的，教兩節課(second class)才聽得懂，屬於二等

的，重複教了三節課(third class)才終於聽懂了，

就屬於三等的，真的很有意思！ 

B2 個人的強項能力與學校的專業知識相輔
相成 

在大學求學階段，除了學習專業的知識之外，

也要培養思考與辨正的能力，以及表達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遇到困難與挑戰的事情，能夠迅速

地找出最好的解決方式為何，有可能是單打獨鬥

就可以，也有可能需要團隊合作來完成。 

年輕人完成學業之後進入職場上工作，他所

貢獻的價值是根據稀有性與實用性來綜合決定的，

這兩種特性具有矛盾與兩難的競合關係。一般說

來，實用的技能大家很快就學會了，如果沒有專

利的保護，一下子就成為擠破頭的職場紅海。反

過來說，稀有的技術，一開始說不定派不上用場，

也就是實用性可能很差。一個人如果可以把稀有

的技術加以調整與磨亮，讓它能夠有益於國計民

生增加實用性，那麼所貢獻的價值就是頂瓜瓜了。 

時代巨輪不停地轉動，舊的工作會消失，新

的工作會冒出來，原有的工作在消失之前，其價

值每一年在遞減。上個世紀的人們從 25 歲開始

工作到 65歲退休的 40年期間，平均每 20年需要

做一次工作技能的大轉換。有些人在公家機關工

作，甚至可以用同一個招式從頭熬到尾也行。 

在 21 世紀人工智能全面來襲之後，人們大

概每八年就需要學會新的工作技能，智慧型手機

進展到新的一代，也剛好需要八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人們在 40 年的職業生涯裡，就要先後學習

與掌握大約五種有用的技能，也可能是在同一領

域之內的技術做了五個世代的更新與大躍進。 

個人的強項能力可以表現在不同的方面，包

括：語言表達的口才能力，藝術表演的能力(唱

歌、彈奏樂器)，變魔術(熟悉與迎合客戶心理與

需求)，求勝的心態與堅持的精神等。在學校裡

學得的專業知識，可以協助增加營業額，而個人

的強項可以幫助精益求精，協助獲利。 

換一個角度來看，個人的強項能力可以比喻

成銷售的通路，而學校裡學得的專業知識可以比

喻成貨品；貨品必須經由通路有效地銷售出去。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個人的強項能力可以比喻成

通訊的載波(carrier)，無遠弗屆；而學校裡學得

的專業知識可以比喻成訊號 (signal)，訊號是經

由載波的攜帶，才能夠順利地抵達聽眾的接收器

或是耳機。 

B.3 人生舞台三套劇本：主角、配角與龍套、反

派 

除了當公務員的職業有長期保障之外，在私

人企業上班的人必須要隨時擦亮自己的職場本領。

年輕人最想提問的是：「學士學位或者碩士學位

是否可以成為職場就業的保證？」答案是顯而易

見的，目前流浪博士已經到處都是，更不必說碩

士或者學士了。 

而且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地激烈，有些公司

因為經營不善會倒閉，又有些公司因為競爭輸人

會被購併與消滅，即使公司能夠繼續存在，也會

經常地進行內部改組，有些部門會被收編或者裁

撤。在歐美，公司解聘員工要在兩個星期前通知；

在臺灣，解聘通知大概是一個月前發出即可，員

工在二、三十歲的時候換工作，相對地比較容易；

過了四十歲之後，換工作就是一件大事情，必須

要先做好周全的準備動作。 

在大學就讀期間，就要好好地準備人生舞台

的三套劇本，分別是擔任：主角、配角與龍套、

反派。所謂擔任主角，就是工作的內容與大學主

修的科系相吻合，做起事情來自然是得心應手，

處於順境的時期，譬如賈伯斯(Steve Jobs)創立蘋

果公司(Apple Inc.)的初期，工作得很愉快。 

所謂擔任配角或者跑龍套，就是轉行了，不

再從事原來領域的工作。譬如當年賈伯斯被蘋果

公司新聘的總裁給解聘了，被掃地出門，只好轉

行去做其他領域的工作。阿里巴巴公司的馬雲也

是一個有名的例子，他在大學裡所修習的是英文

專業，但是他沒有出來開英文補習班，卻轉行去

做電子商務。王永慶先生的轉行是出了名的，他

的學歷是小學三年級肄業，然後從賣米開始，接

著轉行賣木材，後來又轉行創立臺灣塑膠公司，

晚年又新創了長庚醫院系統。 

所謂反派，就是時機成熟了，要勇於創新，

與舊的工作方式說再見。譬如張忠謀先生離開了

在美國傳統的垂直整合的半導體公司，回到臺灣

新創立了專業晶圓代工的台積電公司。還有，以

前照相需要使用底片，然後再沖洗出相片來，當

時是美國的柯達公司(Kodak)與日本的富士公司

(Fuji)在底片的銷售量領先。後來電子照相技術

興起，影像直接存在電子記憶體上，整個照相行

業就全部翻轉過來了。 

兩軍作戰的時候陣勢要擺開，不可以把所有

的力量只集中在一點上。要分成正面的主攻部隊、

側翼的助攻部隊，以及騷擾與欺敵的佯攻部隊，

讓對方發生誤判而發揮不了實力。根據戰場的情

勢，不同的點都可以有良好的突破機會，不限於

主攻的方向而已。 

主角、配角與龍套、反派，可以分別對應於

主攻、助攻、佯攻。這幾種角色要如何扮演得好

呢？《西遊記》一書流傳下來的智慧告訴我們，

三十而立的悟能最適合扮演主角，四十而不惑的

悟淨最適合扮演配角或者跑龍套，這時候要愛惜

真正需要保有的珍貴羽毛。至於人生基本需要之

外的累贅物，愈早割除愈好，也就是割除人生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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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筋經 
縱橫人生舞台的三套劇本：主角、配角與龍套

（B）人生舞台的三套劇本，發揮各人的價值 
長庚大學  許炳堅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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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的記憶，從這裡出發》 

一青妙的臺灣東海岸 

林素蓮  圖資服務組 

作者的童年在臺灣度過，直到小學 5 年級遷居到日

本，近年來，父母過世之後，她開始尋根之旅，當她踏

上臺灣東部海岸，被眼前所見深深震撼，決心出書寫下

她的感動，以自身的故事及臺灣的經歷，帶給讀者充實

而豐富的東海岸之旅。 

從一青妙的作品中，可以發現最純粹的感動。藉由

寫作，不斷探尋、追索自己的家族史，一次又一次以自

己的方式貼近這片土地，不僅為家族寫史，更為臺灣這

座島嶼留下珍貴的側寫。她更花了 1 年書寫東海岸風

情，足跡遍及基隆、宜蘭、花蓮和台東，從景點到小吃，

還有旅人的心情記事，一青妙用溫暖筆觸寫下最純粹的

感動，分享東海岸的美好。 

《做人圓融，做事才會輕鬆》 

程的盲腸。至於反派的角色，五十而知天命的悟空最為適合，要打破現有的格

局，開創出新的道路。一個人在職場上，如果能夠隨著工作環境的需要而相應

地擔任主角、配角與龍套、反派的最適合角色，自然成為職場的不倒翁了。 

下圖顯示主角、配角、反派、龍套、慈善家/宗教家等五個角色，依序出現

在已知、不知與未知、無知與先知等三個區域，再加上跨區域的分界線。 

B.4 家庭的現代角色，從幼稚園、小學、中學

到大學的教育，環環相扣。想進行改變，如果

沒有全盤的妥善規畫，就很有可能恰好得到

反效果，就像當年吳京做教育部長時期的廣

設大學，使得大學生的平均水準降低了不少。

整體配套措施如果沒有做齊全，卻冒然地改

變，經常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比較好的作法，就是大家先由自己附近的小範圍做起，採取由下而上的努力。

家庭對於年輕人的教育，與學校扮演著同等重要的角色。現代家庭要如何

給年輕人真正的助力，而非成為阻力呢？我們建議父母親與祖父母等以下幾點

作法： 

1. 同舟共濟，跟他們穿一樣的鞋子(wearing their shoes)：也就是完全站在

年輕人的立場去感同身受。 

2. 建構現代環境：提供跟得上時代腳步的課外讀物，儘量以多媒體方式呈

現，包括電腦等，而不要侷限於傳統的書本形式。 

3. 擔任配角與啦啦隊：配合年輕人演出，而不是去搶他們的風采。多鼓勵

年輕人嘗試新鮮事物與接受挑戰。像籃球比賽一樣，投進了就得分，投不進並

不扣分。 

4. 妥善的支援：提供必要的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的後勤補給。 

5. 提供避難所：年輕人遇到挫折或者失敗時，歡迎他們回到溫暖的家，做

為最好的避難所，重新充實打氣，再出發。 

6. 富有想像力的行動模範：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自己帶頭走出舒適

圈的框架，迎接時代的新挑戰。 

還有，父母親與祖父母等不要老是講述自己的當年勇，不要站在河的對岸

只是動口下指導棋，不要嘮叨與期望。父母親當年能夠達到的成就，沒有必要

強迫子女們去重複一次。自己當年達不到的項目，更沒有理由要求子女們去做

到。我們要認識清楚，時代不同、環境也不一樣了，每一位年輕人要能夠適性

發展，發揮他自己的天賦與潛能。所謂「兒孫自有兒孫福」，就是了。 

許炳堅教授 

畢業於台大電機系與美國加州柏克萊

大學。他是「國際電機電子學會」會士 (IEEE 

Fellow)，擔任過「超大型積體電路系統期刊」

總編輯，「多媒體期刊」創刊總編輯。目前擔

任長庚大學講座教授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協

會的「產學校園大使」。 

 

~~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事會更加順利~~ 

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我們無法解決的問題，癥結都出在「不懂得做人」，

當你想「動手做事」之前，千萬別忘記先「動腦做人」。 

人是最懂得相互利用的動物，無論為了什麼需求或達成什麼目標，唯有

先學會做人的道理，行事才會更加順利，如果不懂得圓融做人的道理，做事

難免遭遇阻礙，無法輕鬆達成自己的目的。因此，身為一個合格的、不被潮

流淘汰的現代人，必須學會圓融做人的各項技巧，並確實運用於工作場合，

讓身邊的同事、上司或下屬都成為最好的助力，而非最大的阻力。 

 
左逢源著， 

野火文化出版， 

本館索書號: 

177.2/4033.1/2017 

 

一青妙著， 

聯經出版， 

本館索書號：

733.69/1549/2017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ctext.org/zh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是一個線上開放電子圖書館，為學

者提供中國歷代傳世文獻，力圖超越印刷媒體限制，通過電子

科技探索方式與古代文獻進行溝通。收藏的文本已超過三萬部

著作，並有五十億字之多，為歷代中文文獻資料庫最大者。  

網站提供盡可能精確且便利使用的中國古代原典文獻（尤

其是先秦兩漢文獻），把這些資料以結構化、可檢索模式來展現，

並且使用現代技術作為工具使這些文獻更容易學習和研究，因

而使更多人有機會接觸這些原典文獻。網站並提供不同的版本：

中文版和英文版，簡體字和繁體字，使用者可以使用任何一頁

左上邊的功能連節鈕隨時轉換。 

使用功能及工具如下： 

1.原典全文資料庫：先秦兩漢文獻的電子版。 

2.相似段落資料庫：指出古典文獻中相似部分的資料庫。 

3.研究資料：先秦兩漢古籍的相關研究。 

4.辭典：古漢語應用辭典與古籍全文資料庫相連接。 

5.歷代君主列表：先秦兩漢君主、皇帝的資料，與古籍全文資料

庫相連接。 

6.注音轉換工具：轉換不同國語語音表達方式。 

7.引得、索引：顯示引得或索引編號所指的原典段落，或與原典

段落對應的引得、索引出處。 

8.古文隨機選：一天一段古文。 

9.延伸功能：站內可自行安裝的擴展性工具。 

10.全站搜索：可以在網站提供的 google 檢索欄查詢所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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