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60 + 1

吳聰敏∗

2011.9

恭喜各位進臺大,我今天的主題是如何過大學四年。 我在1971年進大學,離今天已

40年。你現在知道我有多老了,但是你應該無法想像40年前的大學生是怎樣生活?

反過來說,你可能也無法想像40年後你的生活會是甚麼情況。

回想自己進大學時,我也未曾想像20或40年後會自己變成什麼樣子。 30多年

前我糊裡糊塗唸完大學與研究所,糊裡糊塗地出國念書,之後幸運有機會回臺大教

書。 如果我在大學時想過自己20或40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的話,我的大學生活可

能會有一點不同,這會不會讓我今天的生活過得更好一些? 我不確定; 不過,這是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問題。

1 Do what you want to do

我的興趣很廣; 我在經濟系教書接近30年, 幸運的是, 至今仍對經濟問題感興趣。

此外, 我喜歡登山與攝影。 通常我喜歡一樣東西, 就會去看這領域有哪些傑出人

士。知名的攝影家很多, Jay Maisel是我很喜歡的攝影家之一, 他擅長用顏色傳達

他所看到的景象。 他有一幅作品很有名,地點可能是非洲某地,在一堵斑駁的藍色

牆上,中間有片窗戶,非常湊巧上面停了兩隻鴿子,一隻白色一隻黑色,對比鮮明。

你看了他的作品,可能會說這有甚麼特別?或許沒有,但他作品中的顏色對比表達,

讓我印象深刻。 不過,今天的重點不是攝影技巧,而是要分享Maisel的一些看法。

各位若在未來成為名人, 可能會有人訪問你, 希望你可以對其他人有所啟發。

曾經有人訪問 Jay Maisel, 提一個問題: “What would be the three or four most

important pieces of advice you would give an aspiring young photographer?”,意

思是說,若有個年輕人也想以攝影為業,你會給他甚麼建議? Maisel的回答是: 第

一, “Perseverance trumps talent”,意思大約是,持之以恆比才氣更重要;換言之,要

有毅力與恆心。 這的說法你可能從國小聽到現在,因此,不用再多加解釋。
∗本文是作者於2011年9月8日在台大新生入門書院的演講,感謝何皎葦小姐 (前臺大教學發展

中心幹事) 幫我整理出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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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與來源: Jay Maisel—�e Great Adventure.

第二點比較特別, 是我認為在臺灣大家比較不會強調的: “Do what you want

to do, otherwise why bother?”,做你想要做的事,否則你幹嘛那麼辛苦?第三點比

較難解釋: “Be ethical, it may rub o� on others”,要注重道德。 如同台大校長在新

生訓練會場上所說的, 作業要自己作,不要抄別人的。 你如果能堅持這個原則,可

能還會對別人有好的影響。 第四點: “Don’t give up”,不要放棄,這一點大家應該耳

熟能詳。

以上所說的,是Maisel給年輕攝影家在追求工作目標時的建議。 然而,生命是

有階段的,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會關心不同的問題,這是我接下來要談的。

2 Find what you love

2005年,美國 Stanford大學校長邀請蘋果電腦的賈伯斯 (Steve Jobs)給畢業生演

講。演講一開始, 賈伯斯說他雖然讀大學,但並沒有畢業。 他高中畢業後申請進入

美國加州的 Reed College就讀, 兩個月後, 他發現自己不知道要做甚麼, 因此, 讀

完第一學期後就休學了。 回想這段過去, 賈伯斯說這是他這輩子做過最好的決策

之一。

在演講中,他還提到自己年輕與中年之後工作與生活上的種種故事。我今天的

重點不在於什麼是好工作, 而是在講人的一生有不同的階段; 而人生除了工作之

外,有些東西也值得你重視。 用兩個字去描述的話,叫做生活。

2

http://www.nikonusa.com/Learn-And-Explore/Nikon-World/g473wwmy/1/NIKON-WORLD-ONLINE-EXCLUSIVE-Jay-Maisel-The-Great-Adventure.html#tab=1


想像一下, 20年後你要過甚麼樣的生活?我大約可以確定, 20年後你會有個工

作。 此外, 你可能有了家庭, 也有小孩, 這種情況英文可稱為 double income with

kids, 我把它簡寫為 diwk。 另一種情況是, 有家庭但是沒有小孩, double income

no kid,英文簡寫為 dink。 第三種情況我稱之為 「向左走,向右走」,也就是單身貴

族。我無法預測各位在20年後會做什麼工作,因為社會上的工作五花八門,但你的

生活不外乎是以上三種之一。 如果工作是選擇的結果,那麼,你想要選擇什麼樣的

生活?

賈伯斯在 Stanford 大學的演講中, 提到工作, 也提到生活。 他說, “�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nd what

you love”,這兩句話似乎是在講工作,但我認為他同時也在講生活,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一般人的成長過程中, 比較少有人提

醒你,生活也值得花時間學習,所以我特別提出來和大家分享。

生命有不同的階段, 每個人都沒有例外。 美國Wired雜誌曾經訪問過賈伯斯,

在訪談中, 賈伯斯說, “I’m sorry, it’s true. Having children really changes your

view on these things. We’re born, we live for a brief instant, and we die. It’s been

happening for a long time”。 賈伯斯所說的 “these things”,指的是科技,而他進一

步說,有了小孩之後,你對人生的看法會改變。

若對應到我剛才提的40歲時的三種生活, 我的解釋是: 賈伯斯認為 diwk 比

dink好,而 dink又比 「向左走,向右走」 好。要過什麼生活是個人的主觀選擇;但

是,過來人的說法是, diwk是最佳選擇。賈伯斯如此認為,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e Economist 雜誌曾報導亞洲國家年輕人的婚姻狀態,其中, 台灣的現象是:

在2000–2005年間, 35–39歲未婚女性比率從 12%增為 16%, 男性未結婚的比例也

有上升的現象。 另一項趨勢是,學歷愈高的女生,不結婚的比例愈高。 依以上趨勢,

我預計在2025年, 也就是諸位 35歲時, 在座大約有 35%的女同學尚未結婚。 換言

之,在座的女同學在15年之後,大約每三位會有一位是不結婚的。

假設你25歲開始工作,每天平均工作9小時, 60歲退休, 活到80歲。 把工作以

外的時間稱為生活,我們可以算出生活時間對工作時間的比例:

9 × (60 − 25) + 24 × (80 − 60)
9 × (60 − 25)

= 2.52。

從25歲開始算, 人一生的生活時間是工作時間的2.52倍。 諸位在大學四年中若為

未來的工作生涯而努力, 我個人認為, 你至少值得花同樣的時間為理想的生活而

努力。 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是選擇的結果,而我要強調的是,選擇需要努力。 賈伯斯

在演講中也提過,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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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努力?我提供兩個角度,第一是起點,第二是持續的努力。簡單講,在大學

四年當中你有很多的機會認識異性朋友,如何進一步交往?答案很簡單,主動提出

邀請; 但提出邀請前先做好心理建設。 提出邀請而遭到拒絕, 不是世界末日, 所以

不要害怕。 另一方面,接受邀請,天也不會塌下來。 女生碰到一個鍥而不捨的男生,

雖然不是你喜歡的類型,但無妨試著欣賞對方的努力。 多聊幾次之後,也許妳會發

現對方有某些特質正是妳所欣賞的。 平常看電影與讀小說時, 稍微注意裡面所描

述的場景,有一些是可以學習的。 關於起點,我就講到這裡。

回到生活,我個人認為 diwk是最好的生活型態,但有人可能舉證說,有些家庭

有小孩,但是大人小孩都過的很糟。這說得沒錯。我應該說的是,結婚有小孩,不保

證你一定快樂,你得努力學習當父母,就像你得努力學習與異性朋友相處一樣。 如

何與他人相處?人並不是天生就會這些,必須透過努力學習,才能學到。 我認為這

就是賈伯斯底下這句話的意思: “You have to work hard, even a�er you have found

what you love”。

3 大學四年學什麼?

最後聊一下,大學四年要學習哪些東西?但首先我要強調,很多東西在課堂上是學

不到的, 我且舉一個小例子。 1979年秋天, 我在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Indiana Uni-

versity)讀研究所。 有一天,我路過學校附近一個沒有裝設紅綠燈的十字路口。 在

美國鄉下, 車子不多, 路口沒有紅綠燈很常見; 為了維持交通秩序, 四邊的路口都

立著 STOP標示。 行人與車子到了路口一定要停下來,確認誰先到,再依序通過。

在我讀書的年代,從小老師就教我說, 「馬路如虎口,行人結伴快速通過」;而且,

行人最好是讓車子, 小車最好讓大車。 1979年秋天, 我還不會開車, 走到十字路口

時,很習慣就先停下來。大約在同一時間,有一位美國人開車到了路口,看到 STOP

標示, 他也停下來。 他看著我, 要讓我先走過路口; 我看著他, 要讓他的車子先過。

我們在路口僵持不下,後來是我讓步,先快步通過;開車的美國人再過路口。

不曉得為何,這件小事一直留在我腦海裡。 我要講的是, 如果你的生活一成不

變,就很難檢視或反省生活中的一切,也不能了理解生活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

此, 脫離舊軌跡, 你可能會有新視野。 台大的同學大部分住在大台北區, 但全台灣

不是只有台北這個地方,有機會到中南部或東部作深度旅遊,我認為會讓你們學到

很多東西。

大學四年要學好英文, 我認為這很重要。每個人一輩子不斷在學習, 千萬不要

以為大學畢業後就不用學了; 畢業是學習的開始, 不是結束。 畢業以後的學習,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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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須靠自己。網路上有豐富的資源,因此,利用 google學習是有效率的方法。我

認為 google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使用 google時,請儘量用英文搜

尋。 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想買智慧型手機, 可以 google HTC, 後面再加上 review,

你會看到許多英文網頁上的資訊,其內容比起中文網頁豐富許多,也客觀許多。

美國的大學,一般來說,大一大二並不分系。 校方透過通識課程,讓學生在大一

大二時去修各個領域的課程,包括科學與人文藝術,大學生從這些課程中嘗試去了

解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台灣的大學並非如此,大一進來,你已經被分到某一系。 結

果是, 人文藝術系的學生對科學了解有限, 而理工科學生不太能欣賞藝術創作之

美。 往好處想,你不須考慮興趣問題;但是,你的人生可能比較無趣。

我建議人文學系的同學試著去修一些科學的課,培養基本的科學素養;相對的,

理工科系的同學培養基本的人文素養, 修一些人文藝術課程。 事實上, 這不僅讓

你的生活更豐富,也可能對你的工作有幫助。 賈伯斯在休學之後,曾經去旁聽字體

設計的課程,這些知識後來對他推出的蘋果電腦及手機之設計,有很大的幫助。 另

外,台灣的學生一般會認為科學就是理工科系學生讀的東西,事實上,社會科學,包

括我任教的經濟系,也是科學。 我建議你讀一下這篇文章, A Course Load for the

Game of Life,也許對你未來選課會有些幫助。

4 常識與智慧

因為種種原因, 台灣的大學生可能學了許多知識, 但常識不足。 要累積常識不難,

但首先你要知道哪些是常識,底下舉幾個例子。第一要負責任 (be responsible),若

跟別人約7點見面,就要7點到。這很簡單,你絕對可以做得到。再來是學習使用 e-

mail,老師跟你的互動大多是經由學校的 e-mail,送出 e-mail之前,請讀一遍過濾

錯字;並請記得在 e-mail的末端寫下自己的名字。

進別人房間前請先敲門。 將來你有小孩,進去小孩的房間之前,也請記得敲門。

騎車或開車,轉彎前請打方向燈。 不能拆別人的信,包括老師幫你寫的推薦信。 同

樣的,將來你有小孩,未經許可也不能拆他們的信。 在公開場合講話,請放低音量。

最後, be ethical,這也就是台大校長及上面介紹的攝影師都所強調的。 例如,別

人的東西不能占為己有; 跟別人合作寫報告, 不可抄襲。 累積常識比較容易, 只要

稍加留意,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要提醒的是,可以做得到不表示你會做到。

接下來這些,比較不容易做到,我稱之為智慧。 首先,不要誇大自己的貢獻,這

個非常困難。我跟你保證,你若是一天到晚自我吹噓,你的同學與朋友都會非常討

厭你。 第二,事情出錯時,不要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你可能也有錯。 第三,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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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請試著由他人的角度去看問題。 第四, 不要對他人的行為做惡意解釋,就像

你跟自己的爸媽吵架, 他們有一些舉動, 動機可能是 A, 也可能是 B。 你可能解讀

為 A,但實際上卻可能是 B;若是你一廂情願認定,你們之間就會很難溝通。

第五,尊重別人,別人也會善意回應。第六,不要對別人做你不喜歡別人對你做

的事情,換言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智慧需要長時間培養; 智慧累積愈多,你在

工作與生活上都會獲益良多。

最後一點,要記得說 「謝謝」;我也在此謝謝各位來聽演講,祝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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