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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志玲到郭台銘∼ 

將閱讀企業家傳記導入高中生活科技教學 
呂慶書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    
 

摘 要 
      本項教學活動希望能夠閱讀企業家傳記，導入高中生活科技教學活動，讓

學生瞭解科技產業發展歷程，並經由閱讀企業家傳記，瞭解各行各業的工作經

驗，啟發同學對未來職場的認識，使學生瞭解成功的職業人員所需具備的條件。 
 
 
 
關鍵字：生活科技、閱讀指導、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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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高三的學生參加了某公立大學的企管系，推薦甄選第二階段面試，教授第一

個問題：「國內外這些企業， 你最欣賞的企業家是誰？」， 學生回答：「王永

慶」， 教授接著問：「那麼，你為什麼欣賞他？」 學生抓抓頭回答：「他很有

錢」之後什麼話也說不下去了⋯⋯。 

談到林志玲、周杰倫這些明星，學生總侃侃而談，不管他們的出身、 背景、 

各種八卦。但是，臺灣一些成功的企業家，像郭台銘、張忠謀、施振榮等，學生

對他們的了解，除了是公司有錢的大老板外， 是一片空白。 

從艾力克森(E.H.Erikson)人生發展理論而言，青少年所面對的是自我認同

(self-identity)的危機。因此，艾力克森主張，適當的角色模範對青少年的個體認

同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為了避免青少年錯誤的偶像崇拜，此時，名人傳記的

閱讀正是時候。 

 

貳、教學目標 
1. 透過閱讀企業家傳記培養學生的「科技態度」、「科技創造力」、「問題

解決」、「批判思考」的能力。 

2. 協助學生自我了解、自我探索、認識生涯進路及工作世界，引導學     生

自我規劃，以達到自我發展與成長的目標。 

3. 提供學生適當的角色模範，作為少年立志的標竿，型塑學生優良品格。 

4. 經由閱讀企業家傳記，瞭解各行各業的工作經驗，啟發同學對未來職

場的認識，使學生瞭解成功的職業人員所需具備的條件。 

5. 能正確的選擇使用科技的產品，做一個聰明科技產品的消費者。 

6.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提昇閱讀深度及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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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設計 
 
 
 
 
 

 

 

 

 

 

 

 

 

 

 

肆、教學活動過程 

  （一）合作小組的選擇與分配 

以2人為一小組（抽籤或自行尋找）來製作作品（或自己單獨一人作一件作品） 

由老師指定之成功科技產選業中選擇其一主題，或可以介紹採訪親友任職的公

司，或自定主題（需經老師審核）。 

 （二）各組選讀一本企業家傳記 

                        老師指定學生選讀書目 

1. 施振榮 薪傳：一手都不留的經營智慧 

作者： 林信昌:鄭秋霜/著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2. 閱讀張忠謀：半導體教父的成功傳奇 

作者： 商周編輯顧問/編著 

出版社：商周編輯顧問 

3. 華碩傳奇首部曲：施崇棠與華碩四傑創業兩千億紀事 

作者： 周芳苑/著 

出版社：商訊 

4. 三千億傳奇－郭台銘的鴻海帝國 

作者： 張戌誼，張殿文，盧智芳/著 

科技產業 一、合作小組的 

選擇與分配 

二、各組選讀一本企業

家傳記 

三、知識經濟、 

經濟知識 

四、股票投資計畫 

五、簡報檔的製

作、修改 

六、分組報告 

與老師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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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天下雜誌 

5. 王永慶：經營之神打造成功的智慧 

作者： 曾蒙/著 

出版社：寶佳利文化 

6. 觀念－許文龍和他的奇美王國 

作者： 黃越宏 

出版社：商周出版 

7. 總裁獅子心 

作者： 嚴長壽 

出版社：平安文化 

8. 曹興誠：聯電與霸業傳奇 

作者： 天下編輯著 

出版社：天下雜誌 

9. 偏執狂的成功：BENQ的創造者李焜耀 

作者： 章浩威/著 

出版社：博思騰 

10. 張榮發回憶錄：長榮集團總裁與海結緣的一生 

作者： 張榮發/著 

出版社：遠流 

11. 無私的開創：高清愿傳 

作者： 莊素玉/著 

出版社：天下文化 

12. 三星浴火重生－李健熙改革十年 

作者： 金成洪、禹仁浩/著 

譯者： 楊國綱、王桂珠/譯 

13. 日本經營之神: 松下幸之助:打造家喻戶曉的經典傳奇—松下電器王國 

作者： 羅松濤/著 

出版社：新瀚文化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五年 三十八卷 第七期 

 79

14. 盛田昭夫－創造 SONY神話的企業巨人 

作者： 曾蒙/著 

出版社：寶佳利文化 

15. 比爾蓋茲的智慧與財富 

作者： 侯偉森/著 

出版社：大拓文化 

 

（三）知識經濟－經濟知識 

隨著科技的創新與突破，歷經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到資訊革命，「知識」

成為二十一世紀創造個人未來、企業財富及國家經濟的最重要力量。在學生分組

報告前，老師利用一節課的時間，經由老師講授使學生了解知識經濟的意義及內

涵。 

（四）股票投資計畫 

    一般人聽到「鴻海」、「台積電」、「台塑」這些企業，直接就會聯想到股票，

93年大學學力測驗「漲停板」更成為學測數學考題，利用簡單的股票投資計畫，

使學生了解企業發行股票的意義，透過二個月的投資競賽遊戲，使學生體驗經濟

活動的運作方式及理財的概念。 

（五）簡報檔的製作、修改 

   大多數ｅ世代的學生對於製作PowerPoint簡報檔並不陌生，但是確常常

不能掌握製作的重點，所以老師必須要讓學生知道如何做一場生動有系統的報

告。基於上述原則，告訴學生如何作一場「精緻的報告」： 

1. PowerPoint是簡報工具，不是書面報告或備忘稿。 

2. 內容要條列化、要點化。PowerPoint字面意思就是「有力」「點」，不

能將未整理的資料雜亂的呈現。 

3. PowerPoint版面的顏色、字體大小都要恰當。並適時使用影片、動畫、

插圖、聲音以吸引聽眾的注意。 

4. 事前對報告內容充份的準備。 

（六）分組報告與老師講解 

   各組依選定的企業進行報告，報告內容必須包含：最初選讀原因、企業家            

學歷、經歷、企業經營理念、成功之關鍵、人格特質、產品優勢、產品介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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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概念、想法、佳句、心得、啟示等。老師依學生報告的內容進行評分

及補充講解。 

 
伍、教學建議 

  對於像「晶圓代工」、「畫素」、「IC設計」、「3C」、「藍芽技術」、「GPRS」、

「MP3」、「TFT-LCD」、「電漿」、「GPS」、「半導體」、「伺服器」、「DRAM」……

等科技專有名詞學生並不了解，老師在教學前必需充份準備各種教學資源，適時

說明補充，使學生具備科技素養，能正確的選擇使用科技的產品，做一個聰明科

技產品的消費者，並讓學生能瞭解科技產業的發展與人力需求。 

 

 

陸、教學評量 

1. 簡報製作 50% （內容了解程度 25%、資料豐富 25%） 

2. 報告技巧 30% （口語表達技巧 10%、表情認真自然 10%、同學反應 10%） 

3. 書面心得報告 20 % 

 

柒、省思 

李遠哲院長曾說：高中生安排時間閱讀課外書籍時，不要只看一些武俠小說

或愛情小說，應該看一些實質、有思想的書，例如與政治、經濟有關的書要多唸，

同時最好不要只讀入門書，應該再走一步，以充實自己的知識領域。 

然而臺灣的高中學生為了升學，終日埋首於考試科目內容，閱讀課外讀物習

慣未能養成，導致課外知識貧乏，無創造思考、想像的能力，將無法應付快速變

遷的社會。 

筆者自三年前兼任學校圖書館主任以來發現，推動學生閱讀好像都是國文科

老師的工作，其他科目老師多漠不關心。因此，學生接觸的書籍多偏向文學、散

文類。但當我們面臨國際競爭，企業出走、失業率上升時，學生們竟一無所知、

漠不關心。 雖然希望學生多閱讀一些實質、有思想的書，例如與政治、經濟有

關的書，但是，如果沒有老師的引導，這些書是不可能進到孩子們的世界。於是

設計了這個教學活動，經過本教學活動筆者發現有以下效果： 

1. 了解真實工作世界：學生在高一下學期馬上面臨選組，經由企業家傳記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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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投資競賽活動，學生對科技產業及商業活動都有初步瞭解，對未來選組及

職業選擇有更明確的方向。 

2. 提供學生適當的角色模範：除了以前學生認識的歷史人物外，再提供學生適

當的角色模範，讓學生知道這些成功的企業家並不是出身富貴，而是經過打

拼、努力才有這樣的成就，自己該加倍努力了！ 

3. 培養深度閱讀的基礎：經由老師對知識經濟產業的介紹之後，學生今後對財

經、科技、企管叢書不再陌生，能開始涉獵閱讀這些圖書豐富知識背景。 

 

七、結語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更迭速度極快，因此，教育內容須不斷的更新，以適

應時代的需求。部編之統一課程與教科書已無法適時反映時代需求，因此教師必

需有程統整及設計的能力，適時將知識經濟時代趨勢，經濟學概念、創新精神融

入各科教學，以培養學生多元智慧與創新能力。 

對老師而言，唯有隨時接受新資訊與技能，充分掌握科技之發展，才能教育

出具有競爭力的下一代，傳統生活科技的教學內容也應該由「木工」、「傢俱設計」

談到「晶圓代工」、「IC設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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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果 
學生作品 1~宏碁、施振榮 

姓名：黃瑜權、蘇暘堤

座號：37、41

指導老師：呂慶書

完成日期：2004/4/25

 

學歷：
1998 英國威爾斯大學榮譽院士
(Honorary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Wales, Cardiff)

1997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科技博士

1992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工學博士

1971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

1968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學士

 

領導者。這個「者」是多數，
各部門的主管都是領導者。

─施振榮

 

1998年獲美國南加大(USC)頒發

「國際傑出企業家獎」

1994年馬來西亞檳洲拿督爵位

1993年第一屆世界十大傑出青年

1976年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ACR_0_AL505 ．型號：AL505G防刮型

．中文智慧型調整設定簡易
．內建多媒體喇叭
．D-Sub輸入端子
．面板尺寸：15吋
．訊號頻率：H:30-61kHz V: 59-75Hz
．最大解析度：1024x768 @ 75Hz
．點距：0.297mm
．亮度：250 cd/m2
．對比：400~350:1
．總體訊號反應時間：35ms
．外觀尺寸(WxHxD)：404x371x148 (mm) 
．最大耗電量：40W
．淨重：5.2Kg

ACR_MF_350 宏碁五合一隨身碟ACR_MF-350
產品特色：
．儲存檔案

宏碁五合一隨身碟擁有足夠的儲存空間及容易使用
的隨插即用介面，

可輕易儲存您家裡或辦公室電腦中所有類型的數位
檔案。

．語言學習、錄音重現
宏碁五合一隨身碟提供錄音功能，可經由麥克風錄

音，或錄製內建的
FM收音機的節目內容，並且能播放多種聲音檔案格

式；也可當成錄音
筆，隨身錄下口述備忘錄。

．M收音機、MP3隨身聽
搭配宏碁附屬的立體聲的掛繩式耳機，讓您走到何
處都能享受美妙的音樂。此外更具備定點循環播放
的功能，可讓您選擇某段內容重覆播放，提供語言

學習機的功能。

創新不是異想天開，創新是突破，
要有許多的知識作基礎。創新是已
經掌握相當的經驗，之後才能尋求
突破，追求創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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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2~鴻海、郭台銘 

郭台銘的郭台銘的

鴻海帝國鴻海帝國

 

郭台銘小檔案郭台銘小檔案

‧‧年齡年齡:54:54歲（歲（19501950年生）年生）

‧‧學歷學歷::中國海專畢業中國海專畢業

‧‧20002000年入圍天下雜誌年入圍天下雜誌『『企業家最佩服的企企業家最佩服的企

業家業家』』

‧‧20012001年年66月美國月美國<<富比士富比士>Forbes>Forbes『『全球億萬全球億萬
富豪富豪』』排行榜第排行榜第198198名名

郭台銘說郭台銘說::

走出實驗室走出實驗室

就沒有高科技就沒有高科技, , 
只有執行的紀律只有執行的紀律..

郭台銘再說郭台銘再說::

企業經營者要會企業經營者要會選擇選擇、、判斷判斷、、
決策決策..

我有六選我有六選::

選選客戶客戶、、選選產品產品、、
選選人才人才、、選選技術技術、、選選股東股東, , 
以及選擇以及選擇策略夥伴策略夥伴..

賞罰分明賞罰分明
我不是兇我不是兇,,
而是保持企業中而是保持企業中
分辨是非對錯的工作價值觀分辨是非對錯的工作價值觀,,
每個幹部都要有負責任的任每個幹部都要有負責任的任
事態度事態度..

郭台銘說郭台銘說,,他他

賞罰分明賞罰分明,,是為了防止公司內是為了防止公司內
產生和稀泥的攪和文化產生和稀泥的攪和文化..  

這這『『一天兩個漢堡一天兩個漢堡』』的美國行的美國行,,
郭台銘在小旅館等待的時間裡郭台銘在小旅館等待的時間裡,,
完成了美國市場的拓展計畫完成了美國市場的拓展計畫..

餓的人餓的人,,
腦筋特別清楚腦筋特別清楚..
郭台銘意味深長地說郭台銘意味深長地說..

 

你要趕上流行就必須靠你要趕上流行就必須靠速度速度

快的人吃市場快的人吃市場

慢的人被庫存吃垮慢的人被庫存吃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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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3~SWATCH、鐘錶大王海耶克 

SSWWAATTCCHH先生先生

鐘錶大王海耶克的創意與成功鐘錶大王海耶克的創意與成功

 

企業家姓名:尼可拉斯.喬治.海耶克

 

沒有雄厚的基礎,

就無法出現金字塔的頂端;

有時候,進步是先從頂端開始的!

 

組員:曹嘉麟

10號

陳敬家

16號

最初選讀原因:
因很喜歡swatch手錶的
設計,讓人覺得新鮮
有趣大膽,有些圖案
讓人感覺到很前衛最
主要原因是它大部分
的產品都是以塑膠質
料一氣呵成的,不僅
質輕厚度更是比一般
的手錶薄了許多

企企業業經經營營理理念念
規模是一個指標並不反對規模只是不把規
模當作唯一因素

市場佔有率是重要但公司的創造力及獲利
能力更是重要

 

成成功功之之關關鍵鍵
低廉的生產成本是整個計畫的關鍵Swatch
應該是永遠看起來有不同的外觀手錶價格
也應該保持不變

雖自動化生產設備需大量投資生產但高自
動化生產下人力成本就微不足道

產產品品優優勢勢
外觀設計會隨時間而改變,新的藝術家也會
為他帶來新的創意,畢竟這是所謂雅痞(年輕
得都會專業者)新人類重視生活趣味消費行
為

現代神話之一就是塑膠

塑膠取代所有材料的地位,並且仿照年經大
膽反權威的風格

除塑膠材質外,更運用突出的色彩來加深人
們完全不同於精確機能的印象

心心心心相相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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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 4~Panasonic、松下幸之祝 

Panasonic

─松下幸之助

﹝408     2   石曉季 23   簡宇吟 ﹞

松下幸之助
他七歲時，因父親投
資失敗，家境陷入窘
困，小學四年不到，
被迫停學離家當學
徒，二十歲時，父母
兄姊相繼謝世，讓他
孑然一身。

 

松下電器的經營

松下電器以世界為舞台，對當地做最適當的
開發為目標，因而在海外設有若干研究開發據
點，各個研究所可以自己擬定可貢獻當地的研
究開發，全松下研究所也可共享彼此的開發成
果。

透過國際化的企業活動，超越彼此距離，各
地各組別做最適當的開發。

書中佳句選

1.我因只有四年不到的學歷，所以我只有不恥下
問，到處請教。連產品當如何定價，我就去請
教消費者，而後才懂得怎樣定出一個合理的價
格。

2.我一生體弱多病，因此，深深地體悟到一件事
的完成，必須依靠他人的貢獻和合作。

 

產品介紹─X88

主推女性消費族群

自從去年底推出 GD88以
來，松下這次還在 X88
上加裝閃光燈。內建相
機的規格是 11 萬像素，
另外，可以設定10 秒定
時自拍、夜晚拍攝模
式、10 種邊框、4 種照
片格式等眾多拍照功
能，並新增 5 段光源控
制、3 種拍攝音效設
定、6 連拍及閃光燈等
趣味效果。

產品介紹─G51

分為男生版的 G51M以及
女生專用的 G51E。
G51M 所強調的是金屬
質感的冷酷造型，在外
型上也以簡單俐落為訴
求，並且選用男生最愛
的藍配銀，及全銀兩種
色系。G51E 則是充滿
十足的女人香，其迷你
的身軀和圓弧的螢幕外
環設計，適合氣質優雅
的每一個女人。

 

產品介紹─F1

●有效像素數：總畫素
334萬，有效畫素320萬

●鏡頭：徠卡（6群7片，
含3片非球面）鏡頭

●攝影有效範圍：一般
50cm~∞

●快門速度：8~1/2000
●檢視：可4倍 / 8倍放大
顯示

●高速連拍模式：4張 / 秒
●加錄聲音：最多10秒

產品介紹─LC50

搭載德國徠卡鏡頭的超省
電超輕巧型數位相機，
造型輕巧流線, 提供絕
佳畫質的漂亮影像。從
按下快門到捕捉影像的
快門遲滯只有 0.1秒的
時間。有”百萬畫素高速
連拍”機能, 提供每秒
3.5張以上的高速連拍。
還具備構圖輔助標線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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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大理高中高一生活科技課程科技產業分析報告 

四年    班 座號：     姓名：            
 選讀企業家傳記，其書名：                                                        
 最初選讀原因：                                                               
 此企業家姓名：                       
 學歷：                             、                             
 經歷：（1）                                                         
       （2）                                                                       
 企業經營理念（1）                                                              
              （2）                                                                
 成功之關鍵 （1）                                                   

               （2）                                                   
               （3）                                                   

 （關鍵時刻、關鍵因素、人格特質、家世背景⋯⋯等） 
 人格特質 
 困境（1）                                                   

        （2）                                                   
 分析該公司產品未來之發展與競爭力。產品為                                 
    產品優勢：（1）                                                
             （2）                                                
 產品劣勢 （1）                                                
    與危機 ：（2）                                                
 書中最重要的概念、想法、佳句、心得、啟示、、、、、 
 （1）                                                                  
 （2）                                                                  
 （3）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五年 三十八卷 第七期 

 87

台北市立大理高中高一生活科技課程科技產業分析報告 

(股票投資計畫)

                     四年    班 座號：     姓名：            
 

1.  一家公司發行股票的目的為何： 
 
 
2. 我投資的公司為：                          （以選讀之企業為主） 
 
3. 公司負責人是：                            

 
4. 4月 7日 該公司 股價為：                       元/股 
 
5. 去年同一時期股價為何：                       元/股 
 
 
6. 近 3季(年)每股獲利為        元        元        元 
 
7. 6 月 8日 我欲設股價會(漲或跌)         
 
8. 6 月 8日目標價為：                      元/股 
 
 
9. 假設我投資 100萬元，可以買該公司股票               張 
 
 
10. 我為什麼這樣認為： 
 
 
 
11. 假設我投資 100萬元，2 個月之後我一共獲利 or 損失多少錢？（2 個月之
後再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