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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力者不爭，而能總其成 

時間：2021 年 12 月 16 日 

地點：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第二會議室 

講者：王興隆 董事長 
   
  本場講座由學務處林麗娟學務長擔任引

言人：｢謝謝孟莉組長用心的安排，讓興隆學

長蒞臨與分享。我先讓大家看一下影片，這是

成大舉辦 110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時聖火傳遞的

盛況，文火、武火取火儀式中，看到代表領取

文火第一棒的王興隆學長，他畢業自本校工科

系 64 級，世界知名軟體工程師比爾蓋茨都曾

聆聽過他的演說，象徵大專運動會起點的的聖

火，接下來繞行臺灣 1168 公里，經過了 18 天

17 夜繞行全台，在臺灣這是一件創舉。扮演所

有開場的第一棒，就是帶著聖火從文廟昂首闊

步地走出來的，現在來跟我們分享的 64 級工

科系畢業的王興隆學長，他跟他的夫人都是我

們成大校友，學長一路走來，不管是開創臺灣

在跨世代的中文電腦的國喬電腦時代，他遇到

不少的創業機會，也遇到了不少人，直到現

在，他過盡千帆，我記得他與比爾蓋茨有碰過

面，比爾蓋茨來臺灣，興隆學長曾接待過他，

然後幫他做介紹引言。學長一心一意想把他過

去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及美好的事情，跟大家

分享，今天大家手上都有個手提袋對不對？這

個提袋完全是學長的心意，他覺得想要返校跟

大家分享，就跟我說：「學務長，我覺得這本

《淘氣阿隆》可以和我們學弟妹分享。」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看這本《淘氣阿隆》，待會

可以請他親筆簽名，了解他一路走來，有什麼

樣的想法。 

    今年，他想要環臺做各校巡迴演講，就像
我們的聖火一樣，他也要繞行全台的學校，今
天成大是第 9 場，很榮幸他能回到母校來和學
弟妹們分享。學長在企業上享負盛名時，那時
候我還小，無法恭逢其時，如今翻閱興隆學長
寫的書，覺得心有戚戚焉；就學務長這個位置
來說，我覺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對
我說，如果同學有什麼急難的需要告訴他，他
一定馬上提供協助，這些是我覺得 感動的地
方，聖火在每一站都有一兩位或一群校友在等
候，興隆學長告訴我，如果在哪一站沒有校友
等候，聖火隊的晚餐他會來負責，因為當聖火
隊往前跑到每一站，不管要經過山上或海邊，
或是很酷熱的路上，就要讓他們知道跑到前方
那個據點，會有熱騰騰的晚餐在等待他們。這
其實讓我很感動，感謝興隆學長給母校 多的
支援，很期待學長來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們歡
迎今天的男主角-王興隆學長來跟我們進行今
天的分享，讓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學長。」 

    王興隆董事長畢業於成大工科系，三十年
期從事電腦事業、開發中文軟體的他，如今投
入志工行列，成立繁榮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任職六年以來已經幫助過千百個弱勢家
庭，並且在今年擔任全大運聖火環台的第一
棒，意義非凡。 

    興隆學長說五十年來他參加過大大小小
的演講，今天回母校的這場講座令他 有感！
希望透過今天這場講座可以告訴同學如何培
養實力，成為有實力者不争而總其成的人，學
長認為有成就是必然的，請同學們珍惜成長過
程所遇到的人、事、物，某一天，這些緣份會
在適當的時候成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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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自我名片 

    演講的開始，王興隆學長跟同學說要擁有
「名片」，這個名片並非客觀上我們所認知的
名片，而是自然擁有的，這個名片一開始是我
們天生的，是父母給的，但是 20、30 歲以後
的名片，卻需要自己印，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調
整，學長說，每個人的美醜其實沒有很大的區
別，重要的是能否展現自己的「誠意」，若有
誠意，整張臉的線條會讓人家感覺很和善，這
件事很重要！攸關到將來能不能結交到好的
人生伴侶或朋友，還有你的老闆、上司喜不喜
歡你，願不願意提拔你？名片無須奢求別人，
因為這是可操之在己，只在於你是否願意去實
踐。 

    學長也提到，我們可以透過「死黨」去調
整我們的名片，死黨是指那些肯給我們忠告，
而我們卻不會生氣，相信他是為我們好的人，
並且他不會佔便宜也不會刻意批評我們的朋
友。透過死黨的存在，可以請他們告訴我們，
有什麼是自己不知道，但是他們一定有感覺的
缺點，因為可能一般人講缺點時我們會受不
了，但是當好朋友來講的時候，我們就會虛心
接受，並且記下來改進，再來，知道了缺點以
後不要急著明天就全部改過來，學長建議同學
給自己一年的時間，讓自己有充裕的時間慢慢
調整，接著再去問死黨們：「我有什麼優點？
請你告訴我，我想我把它做得更好」，他們會
沒有保留的告訴我們。 

    透過死黨去改善缺點，即使沒辦法改善的
話，至少可以去隱藏不要曝露出來，並且盡量
去發揮自己的優點，如此一來，我們的名片就
會變得很討喜，渾身上下展現的都是優點。在
人生的每個階段就會無往不利。 

心法–沙盤推演 

    學長說我們成大人有一個特色：得失心很

重。我們總是希望將來人生每個步驟都能夠在

自己的掌握當中，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學長

認為這並非必然，他說只要把一些基本功練好 

 

，我們就無需過度的擔心，學長以聯電現在的

董事長舉例，他說他是淡江會計系畢業的，他

所統御的那一些碩博士人才都很專業，讓他能

去布局，即使他並不會 IC 設計，但卻能夠以

會計專業統領這麼多的專業人才，規劃出 有

績效的公司營運，所以學長勉勵同學無論是哪

個科系，在學校培養的是我們的綜合能力，當

面對問題時，要使出洪荒之力，把在大學裡面

所練就的技能展現出來，如參加社團會知道怎

麼服務、領導人家、怎麼被領導，或是參加校

隊知道如何去鍛煉自己的體能之外，還能訓練

出自己的鬥志。  

    接著，學長舉了他參加第七屆全國大專運
動會標槍的經歷說明，僅僅 30 公尺的連續動
作，學長用頭腦冥想來取代實際試擲，在腦筋
裡面演練了 100 多次，並且對自己說「我只有
一次的機會」，學長告訴同學不要太傻，千萬
不要像鴕鳥一樣埋頭苦幹，我們要做的是動
腦、多做沙盤推演，因為在職場上資金、資源
都有限，沒辦法讓我們每一次虧就是一兩百
萬，所以要做好沙盤推演，只要想到 好的方
式，就孤注一擲！學長說雖然不去強調要練出
什麼技巧，但是這個原則心法，我們要想得
出，除了實力要有，也需要有運氣。 

知行合一 

    學長擁有多位好友，他將其中 24 位好友
的故事記錄在《淘氣阿隆》這本書中，之中有
一位就是成大的夏漢民校長。 

    故事從夏校長年幼的時候說起，一直到他
在海軍艦上服務，學長說夏校長的同袍對他非
常的好，當同事在船上談報考研究所的事情
時，也觸發夏校長報考成大研究所的動機，他
是個擇善固執的人，目標訂下去以後就認真準
備，在成大考研究所時，他發現那些鼓勵他來
考研究所的同事都沒有來考，他卻考上了，而
其他人還在船上當軍官。之後成大的機械研究
所唸完，同學說我們申請學校到美國去念書
吧！ 後鼓勵他的人卻沒有出國，反而夏校長
傻傻一個人就跑到美國去念書了。 

    講完這個故事，學長分享夏漢民校長對他
說的話：「興隆，我這一生走來，我發現人生
要知行合一。我跟大家一樣知道，知道是必要
的，我採取行動，他們沒有採取行動，造成以
後每一個人生階段的不同，踏踏實實地的精
神，人生在世，每一個人能力都差不多，就在
你做事的心態及方法有沒有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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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契機–心誠則靈 

    接下來的五分鐘裡，王學長與同學們分享
神奇的創業故事，學長說他的家鄉在仁德後壁
厝的蔦松腳，那裡有座供俸神農大帝的農宮，
某天學長在上班時，突然接到爸爸的電話說神
農大帝有事要交代的，於是他立馬請假回家，
神農大帝跟學長說祂要阿隆準備創業，學長好
奇問祂要創甚麼行業，神農大帝只說是很新的
行業，學長又問是甚麼產品，祂說本島沒生
產，然後交代學長日後自然就會知道。 

    之後的日子裡，學長的同學們開始建議他
可 以 帶 頭 開 創 與 MICROPROCESSOR 、 
MICROCOMPUTER 有關的新事業，這次學長
主動回去詢問神農大帝，問祂資金跟人才要如
何到位，得到的結論卻是「天機不可洩漏」，
之後學長憑藉著公司業務的身分去到日本，他
希望能取得電腦的代理權，過程曲折，但此時
他遇到了一位真田社長，真田社長問：「這些
大公司我們都沒有考慮要把代理權給他，你公
司還沒有成立，我憑什麼要給你總代理權？」
然後，我就講：「我的公司會集中火力經營你
們的產品，那些大公司他們代理的產品有好幾
千個，如果我們有機會合作，我們會全心全意
地把你的產品在臺灣好好推廣。」，學長還另
外把神農大帝的故事再說了一次，之後真田社
長說他之後會到台灣，希望學長能證明他所說
的是真的，後來真田社長到了學長的辦公室，
看到裡面供奉一幅大大的神農大帝的照片，社
長被感動了，因為學長讓他想到了他 20 年前
創業的時候，於是很慎重地把總代理權拿出來
與學長簽約。 

    學長藉由他的創業故事跟同學們說，善緣
總是來的很漫長，所以，以後不要為未來擔
心，要勇敢的走下去，就算沒有神農大帝，我
們冥冥之中，還是有我們的守護神陪伴著，因
為大家來到這個世界，還是有自己的任務。 

海納百川而能成其深 

    學長晚年投入公益，繁榮社會企業公司號
稱有 1000 多個志工，彼此共同的交集是有愛
心、濟弱扶傾，學長說助人是不分政治、宗教
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不要傻傻的把這
個世界對切兩半，你只有一半，另外一半你完
全放棄掉，這樣是 傻的。 

    學長認為這個世界是介於這黑白之間的
灰色地帶比較多，做人應該要有包容心，欣賞
每人的優點，唯有無私無我、大公無私，才有
辦法有效做你該做的事。 

    人生在世，學長說我們要竭盡所能，就會

完成這一生該完成的使命。這在道家講叫做
「無為」，「無為」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順
著你的本命努力、踏實的日積月累，不刻意投
機取巧、揠苗助長、不做多餘的算計。學長跟
同學說，將來我們會發現有朝一日，當人生經
驗越豐富時，很多事情就會水到渠成。也跟同
學說今天認識這個人或完成這件事情，其實是
在為 10 年、20 年後，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在
預做準備，一切的努力不會是白做虛功，同學
們要有這樣的體認，人生就會過得很踏實。 

磨練是為 後成就做準備 

    學長說在拿到電腦的代理權之後，他卻有
半年都賣不出電腦，但憑藉著熱忱與好的眼
光，他在電腦展展出的數位攝影數字藝術人像
生活應用系統，頓時成為全會場的展出焦點，
然後，接下來一個禮拜間，工商時報、經濟日
報等報社一路報導。 

    但是，學長想透過這個經歷告訴同學的是
他在做本來不想做的事情，可是因為相信信
仰，所以很忠實地去實踐，學長勉勵各位學弟
妹，請不要計較現在就讀的科系冷門好像不太
好找工作，不要那樣想，只要願意下功夫的
話，我們將會擁有自己的一片天，並且，請不
要怕學習新的知識和新學問，能夠把握學習機
會、且多方閱讀，我們的知識就會非常廣泛，
足以彈性的應付將來所需面對的未來。 

大成就者不急功近利 

    後，學長與同學們分享 後一個心法，
他分享給同學說以後畢業去找的工作，第一份
工作薪水一定不多，可是，學長希望聽完演講
後的同學要感謝錄用自己的第一位老闆，因為
這個老闆很偉大，當你是菜鳥一個時，會做錯
事情，他不收你學費還給你薪水，無私地教導
你，我們應該要感激他，抱著這種感恩的心，
在工作時就會心甘情願，表現的就會跟同期進
去的人完全不一樣，展現出來的氣勢和誠意，
會讓老闆覺得我們是可信任的工作夥伴，就有
機會變成公司的一個接棒者。 

    再來，學長說第一份薪水一定不高，但
是，請記住務必存下 1/10 的收入，一兩年過
後，你將會被加薪，你的薪水越來越多， 10
年後，一定會變成管理階層的主管，10 年後，
你該花的錢也都花了，雖然你有好的職務及好
收入，那畢竟還是靠你的努力，你奉獻出你的
青春及才華而得到的。 

    而這些存下來的錢，學長說就可以去做投
資，不管去買股票或者是投資房地產，然後人
的財物在累積到了 後兩三年的時候，財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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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峭上升的，倘若你的投資是合宜的，從不吃
喝嫖賭耗盡家產，你一定會擁有很多的財富。 

    後談到人與人之間，學長希望大家發出
回應都是善意的訊息，並且勉勵同學我們要感
謝所有的人，要感謝他們不管有錢沒錢，或是
地位高低，這個社會就是因為有大家一起存
在，所以讓我們生活得到很多的便利。現在看
大家的衣食住行多麼方便，就是好多代人努力
的成果，我們珍惜這個成果，因此，我們善待
所有遇到的人、事、物，在適當的時間，他會
成就你的一切。 

    活動尾聲，由林麗娟學務長為我們的講座
結尾：「謝謝興隆學長分享，聽演講時，我隨
手記下很多筆記，後來發現可用 4 個字『成就
共好』來總結。大家沒有發現興隆學長好像我
們今年校慶 90 週年的『藏行顯光，成就共好』

佳代言人，現場請給予熱烈掌聲，不同的故
事，我寫下不同的註解。比方說夥伴很重要，
大家都應該勇敢走下去，不管有沒有自己庇佑
的守護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命，然後順著
自己的天命往前走，這樣心存善意、不算計他
人，要勇敢對不對？要有服務他人的熱忱，看
到興隆學長的勇敢、反應跟機智，所以能成就
共好，我覺得這件事情蠻重要的，也是我們成
大很重要的精神的代表，今天座無虛席，大家
也沒有離開，學長 後還告訴我們一個致富心
法，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訊息你有收到，就是我
們將第一份薪水每月十分之一累積，積少成
多，成為投資理財的第一桶金，但這個過程
中，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還是要幫助他人，
跟其他人一起分享，非常謝謝興隆學長，學長
也是我們田徑隊 棒的精神支柱，只要有什麼
事情跟他講，他就是很熱誠的跳出來，幫忙解
決問題，我想成大人都有這種更好的的精神，
大家攜手前進，就像學長第 1 年那 20 個懂電
腦的人對不對？ 後一起變得更好，也希望這
樣的校園的氛圍，然後，大家踩著學長的步

伐，每個人都依照每個人的天命往前走，就能
走出 精彩的自己。非常感謝學長帶給我們精
彩的演講，再一次謝謝我們王興隆學長。也非
常感謝這麼多同學都留下來，我們也希望在座
的同學四、五十年後要記得回來，像學長一樣
跟我們大家一起分享，把你的想法分享給學弟
妹，再次感謝大家今天的光臨，謝謝廖主任、
謝謝阿一學姊，謝謝陳組長跟我們的朋友，謝
謝大家，謝謝。」 

迴響 

    成大生涯組陳孟莉組長：「謝謝王學長之
無私及正能量分享，『功不唐捐』也是我給自
己及學生們的金言。」 

    成大學務長林麗娟：「謝謝學長今日的蒞
臨與分享，孟莉組長用心的安排，全場座無虛
席，特別是學生們充滿正能量的回饋，真的是
收穫滿滿。」 

    謝馨瑩：「今晚謝謝學長回母校演講，從
學長分享許多的故事中，體悟到真誠待人、做
事無私無我、行善積德，不代表一輩子都不會
遇到不好的人事物，但 後的結局一定是好
的，這帶給我很大的希望，讓我未來無論身處
逆境或迷茫之中，永遠不要失去希望。」 

    12/16 成大場王興隆學長回饋：「相信一百
多位接收到真誠祝福的有緣人，明日必是有愛
心的成功實踐者，看到這麽多優秀的新生代，
我們可放心的交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