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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老英雄 (常業) 志工簡歷 

1. 志工基礎訓練(2006.02.13-2006.03.03) 
2. 教育類志工基礎暨特殊教育訓練(2006.04.24-25) 
3. 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教育訓練(2006.05.06-07) 
4. 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遴續聘講習(2007.08.22) 
5. 志工成長訓練(2008.05.31-06.01) 
6. 加強野生動物救傷技能訓練研習(2009.07.18-20) 
7. 志工領導訓練(計畫中) 

教育訓練 

志工經歷 
1.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候補理事、EB學會監事 

2.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企業服務志工) 

3.桃園縣中小企業服務協會常務理事 

4.桃園縣野鳥學會常務理事暨鳥人志工 

5.南投鹿谷終南山淨律寺淨律教育學會顧問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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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端挑戰：趨勢。危機？轉機！ 

B.勤益資工菁英的創新管理思維 

C.個案研討：臨危受命 

D.契機：成功，我來了！ 

E.Q & A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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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端挑戰：趨勢。危機？轉機！ 

B.勤益資工菁英的創新管理思維 

C.個案研討：臨危受命 

D.契機：成功，我來了！ 

E.Q & A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國際級經濟大師談美國經濟趨勢 

A.民間家計萎縮，拖累實際經濟，
導致金融危機後之經濟難恢復。 

B.美國財政刺激效果有限，其實
狀況是「死貓反彈」(dead-cat 
bounce) 。所以大家一直在談
的「V型經濟」是錯的！ 

C. 美國應該趕快降赤字、約束公債，全力拚就業，才能爬出金融危機黑洞。但是目
前歐巴馬正面臨一個敵意升高的新國會，能否順利，沒人敢說。 ~ by 斯賓塞(Michael Spence)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資料來源：商周編輯部：「商周專欄：美國快找回外貿競爭力！」，商業周刊 1202期，2010.12.06，
頁26-28。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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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暗示 全球要有過苦日子準備 

郭董3大預言： 
1.歐洲真的不好！ 
2.2013年美國一定不好！ 
3.中國出口衰退將擴大！ 

資料來源：嚴珮華：「郭董暗示 全球要有過苦日子準備」，聯合晚報2012.05.23。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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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環境「恐低迷好幾年」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表示，歐洲各
國債信問題，牽動全球經濟波動，加
上日本、美國有選舉因素，大陸也面
臨經濟成長率下降、不動產市況保守
等挑戰，今後幾年內，全球大環境都
不太好，恐陷落「泥淖（sludge）」
經濟狀態。在地球村當下，企業營運
挑戰難度不容忽視。 
資料來源：彭暄貽、李麗滿：「恐低迷好幾年」，工商時報2012-02-02。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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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糧食危機 
2010年下半年起的全球糧食危機迄今非但
沒有緩解，且更趨嚴峻。主要糧食出口國
澳洲、阿根廷、泰國、巴西、印度……等因
反聖嬰氣候造成巨大洪災，加劇影響糧食
供應困難，加上之前俄羅斯等幾個「穀倉」
歉收暫停出口，包括小麥、玉米、黃豆的
價格紛創新高。全球糧食供應面吃緊的趨
勢可能愈演愈烈，台灣糧食自足率僅三成，
應思未雨綢繆。 

資料來源：聯合報社論：「極端氣候‧糧食危機‧農業政策」，聯合報，2011.01.24。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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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世界怎麼變  

1.投資自己。 
2.不要為打翻牛奶傷心。 
3.增強語言與溝通能力。 
4.不要把自己侷限在台灣。 
對世界大事都要能有自己的觀點，如此才能進
退自如，動靜皆宜。管他世界怎麼變！ 

資料來源：公孫策：「管他世界怎麼變 」，商業周刊 1104 期，2009.01.19，頁 22。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 大前研一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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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成功十六字箴言 

~台灣古諺。 

人無我有， 

人有我優， 

人優我廉， 

人廉我跑。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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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觀察力測試題 

圖中有輛公共汽車，有A和B 兩個汽車站。  
問：公共汽車現在是要駛往A車站，還是駛往B
車站？為什麼？ 

資料來源：網際網路。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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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端挑戰：趨勢。危機？轉機！ 

B.勤益資工菁英的創新管理思維 

C.個案研討：臨危受命 

D.契機：成功，我來了！ 

E.Q & A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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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真好 

圖片來源：網路流傳。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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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乘機車請戴安全帽 

圖片來源：網路流傳。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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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相同的五金店，您是B的老闆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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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新局企管網執行長王友倫： 「口碑行銷的方法與步驟」，EZ企管報第823期 2010
年12月29日。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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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A 和C 掛出廣告。您該怎麼辦？ 

資料來源 

2013.05.22 17 

資料來源： 新局企管網執行長王友倫： 「口碑行銷的方法與步驟」，EZ企管報第823期 2010
年12月29日。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A B C 

年度大拍賣 年度大清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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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z…….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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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新局企管網執行長王友倫： 「口碑行銷的方法與步驟」，EZ企管報第823期 2010
年12月29日。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A B C 

年度大拍賣 年度大清倉 請由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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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雅末日 
某日，一位大學畢業、有正當工作的正妹，
在Facebook  PO 文如下： 

我馬麻 林梅香 叫我2012/12/21務必要
回家，如果沒末日的話就要去大肆慶
祝，但我現在最煩惱的其實是…我到
底該不該先把我的存款花完………我好
煩惱啊！！！！ 

如果您是她的FB好友，您要
如何回應？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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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1348558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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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該不該先把我的存款花完………我好
煩惱啊！！！！ 

如果您是她的FB好友，您要
如何回應？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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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雅末日 
某日，一位大學畢業、有正當工作的正妹，
在Facebook  PO 文如下： 

我馬麻 林梅香 叫我2012/12/21務必要
回家，如果沒末日的話就要去大肆慶
祝，但我現在最煩惱的其實是…我到
底該不該先把我的存款花完………我好
煩惱啊！！！！ 

把錢給我 妳就不用煩惱了！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
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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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三大目標 

1.賺錢。 

2.永續。 

3.回饋社會。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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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事業的重點 

經營事業，第一最重要的是
市場，市場有沒有過度競爭？
你有沒有位子坐？你坐的位
子會不會很長久？會不會賺
錢？ 
資料來源：EMBA宗編輯方素惠、陳庭安整理：「長期思考，讓你跳脫競爭」，EMBA世界經理文摘 259 期，
2008年3月，頁 76-83。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 宏全國際集團總裁曹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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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應扮演的角色 
1. 提供資源。 

2. 激勵士氣。 

3. 幫助部屬發展「解決問題」
以及「做決定」的能力。 

資料來源：世界經理文摘編輯部：「為什麼你不能授權？」，世界經理文摘 (EMBA) 230期，2005年10
月，頁 116。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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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眾多，如何因應？ 

• 問題不在你從什麼系所畢業，在你有沒有
能力？你學到什麼？ 

–缺乏有能力的人 

–沒有能力的人過剩！ 

• 能力和期望的搭配 

資料來源：中央大學資管系所教授范錚強博士：「IT 的發展對商管學生的生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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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特殊環境 

• 科技變化神速、分析方法也在進步 

• 創新科技大多來自美國 

• 科技市場以美國最大 

 

 

 

• 無論來源國，新資料大多皆以以英文呈現 

 
資料來源：中央大學資管系所教授范錚強博士：「IT 的發展對商管學生的生涯影響」。 



腦袋放空，輕鬆輕鬆！ 
沒事找事，英文考試。 

有一個英文老師出了一道這樣的難題，題目
是這樣子的：  
  
 ____ is better than the God.  
  
 ____ is worse than the evil.  
  
 If you eat ____, you will die.  
  
 (以上三個空格必須是同一個字  )  

資料來源：網際網度。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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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菁英人生規畫：從自身做起 

正面、積極的態度和人生觀 

Well Manage Yourself 

贏得週遭的尊敬，而非求得他人喜歡 

心存善念 

有做、做完、做對、做好、做極致 

事業第一、家庭優先 

終身學習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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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菁英需具備的基本能力 

Professionalism 

Negotiation 

Foreign Languages 

Physiognomy 

Beautiful Characters 

Daily Economic News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別讓自己在裁員名單中 
管理顧問邦佛伊森(Ariane de Bonvoisin)等人，於美國商業週刊上指出，上班族想在
公司下一波的裁員中生存下來，必須具備以下十個技能： 

1. 記得，現在的重點是公司，不是你。把注意力瞄準在公司的成功，而

不是自己的成功上。在困難的時期，公司希望員工不自私、跟別人合作、達成工
作要求。 

2. 成為「改變」的黑帶高手。現在最重要的是，接受主管丟給你的任務，

不管是改變產品組合或者增加新目標，全都點頭答應。 

3. 所有事情都是你的工作。 
4. 不跟同事八卦。 
5. 該做的就一定要做到。 
6. 主動扛起責任。 
7. 透明化自己的工作量，並主動要求負責更多工作。公司越需要你，

你就越不可替代。 

8. 在人力資源部門和財務部門交朋友。 
9. 加入新時代員工的陣營。不要再說：「我就是不會電腦、網路和手機」了。 

10.保持身體健康。 
資料來源： EMBA世界經理文摘編輯部：「別讓自己在裁員名單中」，  EMBA世界經理文摘 277 期，
2009年9月，頁 136-137。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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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人 公司裁員第一個想到他 
1.隱形人：現在已經不是悶著頭拚命做事，老闆就會讚賞你的時代，卡內基訓練主持

人，幼龍企業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黑幼龍認為。那些在公司總是安靜塞在角落，開會時從
不表示意見，讓人看不到、聽不到、感受不到他存在的人，萬一公司裁員，可能第一個被
列入黑名單，因為「老闆對你做了什麼沒有印象，會認為公司有沒有你無所謂，」黑幼龍
說。 

2.大悶鍋：天天工作垮著一張臉，態度冷淡，悶悶不樂，會讓人覺得你缺乏工作熱誠。

黑幼龍指出，曾經調查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最希望具備什麼條件的人進入公司，結果最
多企業回答熱誠的工作態度，反而專業能力不是最重要。 

3.獨行俠：精英人力資源公司總經理劉匡華指出，職場上團隊合作還是很重要，工作

時不願意和別人溝通合作，一意孤行，或是孤僻不願與人互動，都會破壞團體和諧及影響
整體的工作績效，因此公司要裁員，就會找上這種在團體中和大家格格不入的人。 

4.大刺蝟：情緒管理能力差，在辦公室為一點小事就和人拍桌子、翻臉，這種人就像

公司裡的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衝突問題。而且，經常發脾氣讓大家對你敬而遠
之，工作上得不到援助，而且溝通不良，影響工作績效，公司當然找到機會就開除你。 

5.麻煩製造機：在公司散播流言，背後道人是非，甚至引起對立，這種在辦公室

裡製造麻煩的人，老闆也會想把他掃出去。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在《工作DNA》裡提到，
他公司的工作守則裡，有幾個No，是希望同事不要碰觸的禁忌，其中一個就是，不要在背
後發洩對別人的不滿，包括上司。他覺得，背後說話很耗時間和精力，肯定不利於工作進
展，而且對內對外都會製造事端，尤其主管更不該示範這種惡質的企業文化。 

2012.11.21 31 資料來源：謝曉雲：「5種人公司裁員第一個想到他」，康健雜誌122期，2009-01。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形象大挑戰 台水新契機 by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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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上司罵，無論對錯都不要辯解  

資料來源：『吳氏日文』創辦人吳其哲：「吉田教授的最後一堂課 」，網路流傳。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無論對錯，都不要辯解。儘管立正站好，低頭，越低
越好，不斷點頭，大聲說：「是的，謝謝指正」，
「是的，對不起，下次不再重犯」，「是的，非常抱
歉，今後改進。…」 
如果真的不是自己的錯，怒氣中的上司也聽不進任何辯解，到最後，事情也會轉變成「態度不佳」的錯，

這樣只會加深事態的嚴重性。怒氣中的上司，聽得進去幾句辯解？而如果真的不是各位的錯，辯解的結果，證明是上司的錯，

如此，公然讓上司漏氣，對各位也沒有多大好處。   

明明不是你的錯，卻還能立正站好，彎腰低頭，不斷地道歉，大聲感謝指正等等。了解內情的同事看在眼裡，必然會佩服各

位的胸襟。事後，等上司怒氣消了，或適當時機再找機會跟上司
說明：「其實上一次…」，上司了解之後，內心必然會想：「罵錯了，還能如此虛心受教。這

是老鳥的業務人員才作得到，又沒有讓我公然漏氣，跟我辯駁。等於欠你一次情，好小子！」，職業生涯很長，上班族的路更

長，上司自然會找機會設法補償你的，你不用擔心被誤會，努力工作，時間將會證

明一切的。 

萬一真的是由於自己的判斷錯誤，還強詞奪理，日後
將很辛苦，將需要作許多的事情，才能補得回來。  

雲端大挑戰 資工新契機 by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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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坐、先舉手、積極參與 
如何才能在辦公室中，讓老闆看到自己的工作表現，看到自己「自慢」(指最有把握、最自豪) 的能力呢？
這個問題肯定是大多數工作者最困擾的事，覺得自己埋沒在芸芸眾生之中，覺得老闆看不到自己的努力、看
不到自己的表現。 

先問自己：開會的時候，你是否盡量往後坐？
還有，會議中請大家發表意見時，你老是選擇
沉默、低頭不語，就算被點到名發言，也是簡
單應付、不知所云？果如是，一定沒有人看得到你的表現，就算擁有「自慢」的能

力，也不易被發現，老闆看不見你是應該的！ 

我們應該：「往前坐、先舉手、積極參與」！
往前坐，代表你以公司的中流砥柱自居，不論你現在是否重要，你願意用積極參與的態度，進入公司所有的
情境。也暗示如果有必要，你隨時可以挺身而出，為公司效力。至於先舉手發言，更是自己能力展現的舞台，
隨時把自己準備好、武裝好，只要有機會，爭取發言，讓老闆、同事見識自己的能力與想法。進一步來看，
積極參與只是態度的修正，「往前坐、先舉手」還有另外的意義，那就是訓練自己落落大方的行為舉止。往
前坐就是要讓自己習慣被看見，練習被看見；舉手發言則是主動尋求被看見。而這些都是長期訓練出來的。 

現在開始，就請你往前坐、先舉手，展現落落
大方的氣概！ 資料來源：何飛鵬：「往前坐、先舉手、積極參與」，商業

周刊 1050 期，2008.01.07，頁 16。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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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謝謝，再說其他 
1.面對別人對自己的稱讚或是批
評，不管是對或是錯，我們都
應該先很誠懇、很大方的說聲：
「謝謝！」 

2. 俗語說：「事業的成功，不能彌補家庭的失敗。」所以不管是面對稱讚或是批評，更
要多對自己的家人說：「謝
謝！」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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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努力與運氣  
當我們表現比對方好的時候 

要誠懇的說：「是我運氣好，您絕對會有機
會的！」 

當對方表現比我們好的時候 
要大方的說：「是您的能力和努力比我好，
我會加油的！」 

注意絕對不可說反。否則不但不被尊敬，反而會惹

來他人輕視的眼神。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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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做「手心向下」的族群 

當週遭親友、同學、同事有好事或
值得慶祝的事發生時 
要很「與有榮焉」的向對方說：「太高興
了！恭喜！我請客！」，因為我們是手心向下的人。 

否則，只說：「恭喜你！」也可以。 

最糟糕的是，一聽到對方生日或是有值得
慶祝的事，馬上脫口而出：「哇！恭喜！你
要趕快請客！」(手心向上)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雲端大挑戰，資工新契機！ 
 for 勤益科技大學資工所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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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端挑戰：趨勢。危機？轉機！ 

B.勤益資工菁英的創新管理思維 

C.個案研討：臨危受命 

D.契機：成功，我來了！ 

E.Q & A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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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危受命 

資料來源：鄧東濱編著：《格致叢書8 問題與回應 – 管理個案解析》，長河出版社，頁209-211，【問題七
二】：「臨危受命」。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1. 某資訊公司行銷經理因業績下降、員工缺勤率及流動率偏高，
而被迫請辭。 

2. 該部門六位課長中，王大有是三位被考慮提升補缺的人選中
最被看好的一位。這三位人選在工作之推動及協調上關係至
為密切。 

3. 行銷部門雖不至於到達存亡關頭，但是該部門員工已能認清
情況的嚴重性。他們常公開討論該部門經理之缺該由誰來填
補，他們甚至在私底下預測新任的經理可能會待多久。 

4. 某天，王大有應公司總經理之約共進午餐。總經理向他透露，
他已經被內定為行銷部門之代經理，並指出，倘若他能在未
來半年內化解行銷部門的危機，他將被賦予正式經理的職位。 

5. 如果您是王大有，您會不會接任代經理的職位？原因何在？
您要如何回答？ 

雲端大挑戰 資工新契機 by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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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2 39 雲端大挑戰 資工新契機 by 邱英雄博士 

A.雲端挑戰：趨勢。危機？轉機！ 

B.勤益資工菁英的創新管理思維 

C.個案研討：臨危受命 

D.契機：成功，我來了！ 

E.Q & A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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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關鍵還是在「人」 
實力，就是未來！ 

~ 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校園論壇演講：「實力，就是未來」at 成功大學，2006.12.01。 

Are we ready?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Prepare Ourselves！ 

Change Ourselves！ 

Sustain Our InnoValue and 

Competitive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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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成功男人」的儀態與形象 
抬頭挺胸，走路有風！ 

戒除「手插口袋」的不良習慣。 

穿西裝打領帶，要搭配黑皮鞋和深藍色或黑色襪子。 

穿西裝，站立和走路時一定要扣鈕釦 (但最下面釦子
不要扣上) ，坐下時可解開。 

領帶長度以在皮帶下方二橫指幅度為最佳。 

腰帶要扣很緊。(腰帶鬆垮垮的人，自律性絕對不佳) 

關懷他人、尊重女性、熱愛家庭。 

「吸菸、刺青、染髮、洞洞、環環」是絕對的玻璃天
花板！ 

沒有「抖腳」的不良習慣。 

 吃東西後馬上刷牙。 

終身學習。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給管理者的四句話 

把自己當成別人 
把別人當成自己 
把別人當成別人 
把自己當成自己 

資料來源：網路流傳。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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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人 四個不同的層次 
1.人力：俗話說： 「天生我材，必有所用」 ，

這指的是普羅大眾。 

2.人才：具有一定的專長，能對特定團體做出
必要且獨特的貢獻。 

3.人財：能持續不斷為單位、社會、國家創造
巨大經濟貢獻的人士。 

4.人物：上海交通大學馬德秀書記2010.09.22
說： 「上海交大除了要把人力變成人才外， 
還要努力培養出更多的人物！ 」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2012.11.21 43 形象大挑戰 台水新契機 by 邱英雄博士 



什麼樣的建議，對你帶來很大的影響？ 
■成功沒有捷徑。潘尼百貨（J.C. Penney）執行長強森（Ron Johnson），因為成功打造蘋

果公司的零售店而一戰成名。他剛從哈佛商學院畢業時，有許多很好的工作機會，包括知名的大型投資銀行
在內，當時他問了父親的意見。 
父親說，他看過的傑出領導人，幾乎都是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在產業工作。他們從基層做起，學習產業的每個
部份。父親告訴他，如果想把一件事做得很好，要從這件事的最基礎開始學起，成功沒有捷徑。強森鍾情於
零售業，為了摸熟這個產業，他選擇捨棄高薪，當一名儲備店長。他回憶，蘋果公司在掙扎的時期，賈伯斯
比其他高階主管都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在遇到困難時，領導人的工作就是保護員工度過這段時間，不讓他們
走捷徑。 

■到手的九十八分，比遲來的一百分好。美國獨家渡假中心

（Exclusive Resorts）執行長布爾南（Philippe Bourguignon），七○年代在一家小型飯店工作。當時他年輕又
野心勃勃，急著跟大型對手競爭，結果成績卻不怎麼好。有一天，飯店的執行長請他到辦公室談一談。他知
道自己表現不佳，所以很緊張。出乎意料之外地，執行長沒有開除他，也沒有提醒他做得不好，而是告訴他：
「有點虛弱地活著，比健康地死去好。」這個建議深深印在他的腦海。執行長教他，一個目標能夠做到九八
％，比做到百分之百卻已經太遲，要來得好。 

■只擔心有能力改變的事情。美國野火（Wildfire）行銷軟體公司執行長蘭桑

（Victoria Ransom），在面對環境和景氣改變，都會感到壓力。公司的共同創辦人，也是她的未婚夫會提醒
她：「擔心你有能力改變的事情，不要擔心你沒能力改變的事情。」他說，如果是無法改變的事情，擔心只
是浪費時間。 

■絕不遲到。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旅遊頻道有自己的烹飪節目。八○年代，他找到一個

廚師的工作，那家餐廳的老闆告訴他，要在餐廳待下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能遲到。即使只遲到一分鐘也
會被開除，因為準時上班是向老闆跟同事展現對工作最基本的尊敬。從此，他養成事事一定準時的習慣。 
資料來源：EMBA雜誌編輯部：「我聽過最好的一個建議」，EMBA雜誌第317期（2013年1月出版）。 PowerPoint 美化整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2013.05.22 44 雲端大挑戰 資工新契機 by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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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與正向思考有關  
• 人生有三隻打開成功大門的金鑰匙，
如果您缺乏家世、高學歷這兩把金鑰

匙，態度就是你可以擁有的第三隻金
鑰匙，你務必要以正向思考產生的正
確態度與能量，作為打造成功的敲門
磚。 

• 思想決定態度，態度決定行為，行為
決定行動，行動決定結果。  

資料來源：中鋼董事長 江耀宗：「迎向似平非平的世界」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老闆 LKK 的想法到底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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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答案： 
第一條：老闆永遠是對的！ 
第二條：如果老闆果真是錯 

的，請看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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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雖然我們無法改變人生，但是我
們可以改變人生觀。 

雖然我們無法改變環境，但是我
們可以改變心境。 

資料來源：鄭國明： 「快樂就在當下」 ，「一生相伴的智慧」第二章第九節，菁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6年1月初版。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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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格局決定結局， 

態度決定高度。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眼界有多廣，路就有多長。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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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pgrade Taiwan’s 

Economic Level 

Our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Mak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Next Generation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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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端挑戰：趨勢。危機？轉機！ 

B.勤益資工菁英的創新管理思維 

C.個案研討：臨危受命 

D.契機：成功，我來了！ 

E.Q & A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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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Competition 

~African Proverb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Every morning in Africa, a gazelle wakes up. 
It knows it must run faster than the fastest lion 
or it will be killed. 
Every morning a lion wakes up. 
It knows it must outrun the slowest  
            gazelle or it will starve to death.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you are  
              a lion or a gazelle: 
              When the sun comes up, you had better 
            be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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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謝謝 

Terimakasih 

ARIGADO GOZAIMASU 

Thanks Selamat 

Muito Obrigado 

Merci 

Dank U Wel 

Muchas Gracias 

Kamsahanita 

Danke Schon ‧ ‧ 

ㄒㄧㄚ      ㄧㄚ   ㄋㄟ 
v v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雲端大挑戰，資工新契機！ 
 for 勤益科技大學資工所專題演講 

2013.05.22 54 雲端大挑戰 資工新契機 by 邱英雄博士 

A.雲端挑戰：趨勢。危機？轉機！ 

B.勤益資工菁英的創新管理思維 

C.個案研討：臨危受命 

D.契機：成功，我來了！ 

E.Q & A 

PowerPoint 製作整理：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暨朝陽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邱英雄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