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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關切，下有學生在期末打老師的分

數，識時務者該如何給學生打分數就很

明確了。

最令教授們氣結的是在學期終了的

最後一堂課，同學好意地說：「老師，

您放心，我們會給您高分的。」教授聽

後不知該說「謝謝各位同學」，還是

該奪門而出，抱著自己的頭痛哭？學校

主事者對此事也多有意見，然而在「公

開、公評任課老師的表現」口號之下，

莫之能禦，只好因循而為。時至今日為

了取悅於同學們，上課多從二十多年前

早上八點上起，後來改為九點。有些老

師為了迎合學生坐息，儘量將課從九點

推到十時。有些教授不能自外，也像迎

合時尚品牌般，將早九時上課改為下午

一時。自此「以學生為尊」之原則實施

後，才保障了選課學生人數。當然在打

學期成績時，也要嚴加管控自己，不要

又被召到教務長辦公室去個別談話。

另外一個對大學教育有所傷害的

是，提高對教授學術研究之要求。美國

學術界有句順口溜：「無出版，就再見

（publish or perish）」。如今這句話就

是各大學教授面臨的另一挑戰。因為根

據各大學之規定，如在助理教階段不能

晋升副教授，則就「再見」了。一般來

說，新進助理教授到職後應在六至七年

後有一篇論文發表。其要點是要發表在

學術期刊上，上焉者如有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EI（Engineering Index）

認可者最佳；中等者則要有公信力者，

如中研院歐美所出版之《歐美季刊》，

或各大學出之學報，如《政大學報》，

有些是院為單位出版者亦可。

問題是這對理工科不難，然而對文

法學科者，則是一樁高難度之任務。因

為國內具有SSCI者太過稀少，如投至國

外，則又是一番挑戰，確實不易。然而

在大限來前，總要儘量一試。假如大限

已到，如無出版，則將被解聘。所以教

授們均視出版為第一任務。在這種情形

下，就有人非議，認為今日教授們過於

重視研究，而忽略教學。這一爭論，沒

有贏家，因為任何一方均不可懈怠。試

想某教授為了將所有精力皆放在教學，

而忘略研究，最終則被迫「再見」。不

過話說回來，這出版是全球相當多學校

之政策，要與國際接軌，恐怕明知這一

方策不盡完善，也祇好因循了。

結語
要說清今日大學面臨之難題，筆者

再寫一篇「下集」也寫不完。魔障是自

己招來的，今日各種教育問題，不單在

大學，在其它各層次之教育面也多有困

境。當年之教改搞成今日之大難，套句

李登輝所說「這要李遠哲負責」，我們

才知真相。然而大錯已鑄，升斗小民除

了哀號外，還有何計可施。

教育是百年大計，不學有術之政治

人物卻將之視若玩具，未經思索就常常

發出幻想。教育在這些人物一試再試之

餘，成了今日模樣。作為一個老牌從事

教育者實是病心，期盼民意代表放教育

一馬，自己外行，就請安靜些，也懇請

政府領導想想我們的災難是怎麼來，要

怎麼去解決。千萬不要再倡言「每縣都

要有大學」之白目口號了。（作者從事

大學教職四十年）

快樂的員工  滿意的顧客
企業管理輕鬆談 

▓柯 南
沒幾個人知道誰是楊紀華，但沒幾

個人不知道鼎泰豐。鼎泰豐的老闆就是

楊紀華。鼎泰豐靠賣小吃起家，竟能賣

出盛名，實在是異數，不能不佩服楊紀

華。

鼎泰豐麵點可不可口，雖見仁見

智，但他服務的周到，的確沒什麼可挑

剔的。客人進門有一套接待的規矩，點

菜上菜有規矩，甚至連洗手間的清掃都

有規矩。餐飲業就是服務業，店員能按

照這個規矩來，當然就讓客人滿意。

定規矩不難，守規矩很難
定規矩不難，讓店員守規矩，而且

自動自發守規矩，學問可就大了。楊紀

華的箴言是：「沒有快樂的員工，就沒

有滿意的顧客。」簡單一句話，道盡企

業管理的精粹。

Wal-Mart連鎖店的創辦人山姆．沃

爾頓（Sam Walton），是上個世紀80年

代的美國首富。創業之初，他制定Wal-
Mart經營守則，是他邁向成功的第一

步。摘錄其中三句於下：

一、竭盡全力為顧客服務，讓他們

完全滿意。

二、不斷改進服務技術，為顧客提

供最佳和最新的服務。

三、讓員工均能享受藉由服務創造

的利潤與快樂。

這三句話可總結為：讓顧客滿意的

先決條件，就是優質的服務，而服務由

員工提供，不快樂的員工，必然會把不

快樂的情緒投映在顧客上，讓顧客也不

快樂。

小籠包因服務好而與眾不同
美國知名企管專家大衛．阿姆斯

壯（David Armstrong）說過：「任何東

西，即使是一杯冰茶，都可以因服務特

別好而變得與眾不同。」事實顯然如

此。固然鼎泰豐的麵點有特色，但服務

做得好，才能讓他家的小籠包與眾不

同。

楊紀華和沃爾頓之能讓員工服務徹

底落實，靠的是快樂而非畏懼。森嚴的

紀律與威權，固然會讓員工服從，但再

仔細的規定，也管不到員工內心。沒有

服務之心的員工，服務是假的，是做出

來的，顧客很容易就能感覺到中間的差

異。

但要怎樣做才能讓員工快樂但又不

至於荒嘻誤事？中間有一條界線，就是

北科大企管系教授黃黎香說的：「將可

能的好處與壞處，依公平正義的程序，

分配給所有員工。」經營者必須要注意

以下二點：

一、分配正義。例如獎勵員工，是

根據員工的付出與績效，不受其他因素

的影響。

二、程序正義。例如員工的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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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據一套事先設定的規則與標準，不

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這兩個原則適用於所有的事業單位

或法人團體，並不因員工素質或人數的

多寡而有差異。

「快樂領域」
職場上任何工作都可分為三種：

①想做又必須要做的；不想做但必須去

做，卻可以做得到的；不想做但必須

做，縱使非常努力也不一定能做好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這個現實。瑞士

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帕瑞克教授（Dr. 
Jagdish Parikh），在所著《Managing 
Your Self（中譯「全品質經理人」）》

中，就以上述的概念，提出「快樂領

域」的理論，三塊領域重疊的部分，愈

向「想做又必須要做的」方面傾斜，

「快樂領域」就愈大，反之就愈小。

筆者以一個簡單的圖來加以描述： 
1最快樂，7最不快樂。但「快樂

領域」在任何行業都不可能很大，就是

當義工也會碰到並不想做但又必須很吃

力去完成的時候。因此如何讓員工保持

適度「快樂領域」，就有賴於黃黎香的

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了。任何一個事業

單位、社團組織、政府機構，如違反正

義原則，員工的「快樂領域」必然被壓

縮。

一個苦瓜臉的員工，又如何讓他不

用苦瓜臉去面對顧客？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認為，很多企業管

理都非常刻板，經理人之所以管不好員

工，主要因素是「誤以為員工都不愛工

作」，所以要設法來讓他們工作。其實

員工之不愛工作，是經理人給他的工作

不合理，導致員工不快樂。

筆者曾管理二百多人的大單位，也

在兩岸的中型企業擔任CEO。現在筆者

以親身的體驗，來談一談造成員工不快

樂、服務品質低落的成因。

員工最厭惡無端被臭罵
一、員工最厭惡的是被吹毛求疵的

主管拍桌子臭罵一頓，尤其是在早上剛

上班的時候。

筆者在對岸某處與友人合夥投資

一家公司，有一百餘位員工，首任總經

理是位上校退役的優秀軍官，董事會對

他的操守和能力都信得過，但是上任半

年後，業績毫無起色，甚至屢有客戶投

訴，包括他們小區的電腦網絡遭我們公

司員工下毒，甚至還告上法院。董事會

乃請總經理回台灣報告，詎料他在董事

會中大罵員工懶惰、不服從，甚至在他

茶水中偷偷吐口水，還說要把中階經理

人開除一半。

董事會不能接受他的解釋，乃要筆

者去接手三個月，加以解決。

筆者去了不到一周就大致了解出

了啥事。原來那位總經理以帶兵的方式

來管公司，每天早上把十幾位重要幹部

找到辦公室聽訓，不僅一訓就是一小

時，而且還得立正站好。基層員工略有

差池，就暴跳如雷、當眾臭罵，毫不留

情面。搞到後來，從中階主管到值班保

安，甚至那位總經理本人，誰都不快

樂。員工會想辦法出氣，在客戶電腦網

絡中放毒就是其中之一，至於謾罵客戶

的不堪行徑，更是所在多有。

有些經理人喜歡用每日一罵來逼

退自己不喜歡的員工，這是最傷害事業

體的做法。員工為了養家活口不得不忍

氣吞聲，但是他會不想辦法自保或出氣

嗎？於是一個事業體就充斥了臭臉，最

後臭氣四溢，顧客紛紛求去，縱使得遂

所願，把人逼退，但過程中的傷人、傷

己、傷事業體，莫此為甚。

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二、員工間的組黨結派、互相攻

訐，甚至無中生有，散播謠言、小話中

傷，可以列為造成員工不快樂的第二大

因素。

王永慶有句名言：「來說是非者就

是是非人」，他從不聽小話，對說小話

的人也毫不假辭色。郭台銘也有同樣風

格。懂管理又有自信的事業經營者都如

此。

杜拉克也有精簡扼要的看法：「理

想的工作環境要能夠授權給員工，免除

不必要的監督，員工知道公司對他們的

期望，也很清楚公司如何評量他們的工

作」。這種工作環境，自然就不會有小

話滋生的空間。

筆者再以上述的企業為例。由於

總經理脾氣大，員工為了自保，搞小圈

圈勢在必然，到總經理那裏去說別的小

圈圈小話，被攻訐的小圈圈，乃展開反

擊，每天搞來搞去，幾無寧日。員工成

天把心思花在內鬥上，時時刻刻在意別

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談論自己，這還

有何快樂可言？拿臭臉給客戶看，也毫

不奇怪。

那位總經理是一位很正派的人，

但正派並不表示他就能擔任稱職的經理

人。企管是一門專業，沒有人天生就會

管理，知名的一些企業家也都是在摸著

石頭過河時不斷累積經驗，才有成就。

王永慶如此，郭台銘如此，松下幸之助

亦如此。

猶憶郭台銘日前批評馬政府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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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治國」，他一針見血的說，學者都是

從書本上學經驗，而業者卻都是在血跡

斑斑的奮鬥過程中學經驗。

「不聽小話」說來容易，其實很

難，因為你必須靠自己的耳目、經驗與

智慧來判斷。這豈是靠書本就能學得到

的道理？

「80 / 20定律」
三、工作分配失衡，強迫缺乏某

方面專長的人，每天痛苦的去做這方面

的工作，是造成員工不快樂的第三大因

素。

杜拉克在《哈佛商業評論》中說：

「百分之八十的業績或客戶，來自於百

分之二十的努力及員工，在不影響公司

營運下，應該培養這百分之二十的優秀

甚至明星級員工。」

杜拉克這段話是基於「80 /  20定

律」而發。這定律又稱「巴萊多定律

（Pareto Principle）」。巴萊多（Vilfredo 
Pareto）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義大利經

濟學家。他說，在任何一組東西中，最

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約為20%；

其餘80% 儘管是多數，卻是次要的。譬

如社會約80%的財富集中在20%的人手

中；而20%的工作需要80%的時間來完

成，其餘的80%只需20%的時間來做。

「巴萊多定律」看似無情，卻是無

法否認的真相。在管理學範疇中，「80 / 
20定律」也經過不斷的檢驗，證明其正

確性，但也反證了杜拉克所說「一般員

工」的存在價值，任何一家事業單位，

都不可能把為數八成的員工給裁掉，營

運還是需要為數居多的「一般員工」來

共同作業。但是，讓員工去承擔他無法

勝任的工作，不但員工本人不快樂，事

業體也會因為沒能達成預期的效果而不

快樂，帕瑞克的「快樂領域」就勢必被

壓縮。

筆者二十年前曾管理某大事業機

構的資訊部，適逢該機構轉型網路電子

化，舊有的員工均需培訓，希望他們轉

型，其中有白領的高階知識份子，也有

藍領黑手，培訓耗費了該機構電腦化

預算的25%，但實際的成效，也就差不

多與「巴萊多定律」相符，而且不分白

領、藍領，不得不再雇用一批懂得電腦

的人來接手。

沒通過培訓的老員工，每天面對他

無法處理的工作，日子過得非常痛苦，

有人自費再去補習，少數人勉強通過了

檢測。最後的結果，是花了更多的錢來

辦理「優退」。

由於該機構電腦化是不得不做的對

的事，也得到上級的大力支持，但身為

執行者的筆者，前後約一年半的時間，

實在是苦不堪言，也學得寶貴的一課，

除非機構必須創新，否則讓員工去面對

他能力不及的任務，不僅他本人難堪、

不快樂，也會讓將整個機構陷入難過的

氛圍中。

激勵 = 員工期望值 x 貢獻度
四、待遇與獎懲不公平。

員工並不太在意自己的工資所得，

但當他發現同工不同酬時，就會很不快

樂。在企管學中有一個「期望理論」，

是指員工之所以會努力工作，在於員工

覺得這樣做可以得到預期的成果，而這

些成果可以使員工有機會獲得他們所想

要的報酬。

所以，當員工的期望與努力不符

時，尤其在和別人比較時，就會很不快

樂。上個世紀時，有些公司，尤其是美

式作風的公司，都不准員工打聽同事的

薪酬，更不准向別人透露自己的待遇，

這就是避免比較之後產生後遺症。但是

隨著網路的發達、臉書和部落格的興

起，過去列為機密的薪酬待遇，現在已

經很難保密了，所以新的管理方式是明

定薪資等級而同工同酬，有貢獻的員工

給於激勵，方式很多種，獎金、加薪只

是其中一種，因為激勵等於員工的期望

值與貢獻度的集合。

過去筆者擔任中型企業的CEO時，

網路工程師是相當辛勞的員工，他們基

本上是碩士畢業，待遇頗高，工時卻也

頗長，他們的期望值是能有特別休假，

好出國旅遊，那麼只是發給獎金，他沒

時間去渡假，激勵的效果就打折扣了。

在公司立場說，我已經給他激勵了，他

應該很快樂，但在員工言，給了等於不

給，並不能擴大快樂領域。

激勵沒到刀口上固有缺憾，但賞罰

不明、獎懲不公卻更糟，一次錯誤的獎

懲，會讓員工懷疑管理人別有用心，於

是會逐漸捨正業而不為，揣摩上意，風

氣由是而衰，再想扭轉，就很費事了。

求好；做一份有意義的工作
五、讓員工討好而不求好，會產生

集體性的不快樂。

1 9 8 0 年 代 有 一 部 風 靡 一 時 的 美

國 電 視 劇 《 天 才 老 爹 （ T h e  C o s b y 
Show）》，由比爾‧考斯比主演。劇中

有一句對白很經典：「我不知道如何才

能成功，但是如果你只討好而不求好的

話，就必定失敗。」

什麼是求好？是讓工作盡量有意

義。杜拉克一語中的：「不只是做對的

事，更要把對的事做好。」討好則不一

樣，只講做人不講做事，只求無過不求

有功，只做一些沒有意義的虛工。蘇起

在2010年12月31日的《經濟日報》寫

〈建國百年，興利元年〉一文說：「民

主化就等於權力與資源的重分配，所以

許多國人的心態就變得重『分配』、輕

『生產』；重『討好』、輕『求好』；

重『做人』、輕『做事』。」就企管的

角度言，也極有警世價值。

松下幸之助在開公司會議時，曾

對幹部說：「大學生畢業後，第一志願

來松下電器的原因，是期望能做一份有

意義的工作，獲得與付出相當的報酬，

能在企業內安身立命，並圓滿的完成工

作。」這句話頗具啟發性。「期望能做

一份有意義的工作」是求好而非討好。

討好絕非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也

絕非是一件有尊嚴的事，讓員工沁泡在

這種氛圍中，又從何快樂起呢？

勿把員工長時間栓在辦公室內
六、經理人要幫助員工調適工作與

休閒生活，而不是把他們長時間栓在辦

公室內。

再談筆者在對岸管理公司的經驗。

那位喜歡罵人的總經理，因為他的家眷

還在台灣，所以每天都在公司裡坐鎮到

晚上七、八點鐘，他不下班，員工也不

敢下班，不下班也沒事可作，於是賴在

辦公椅上看小說、打瞌睡、玩電腦接

龍，愈熬愈晚，愈熬情緒愈壞，到後來

演變成大家比較誰晚下班，彷彿爭寵。



20 21

2012年7月《僑協雜誌》135期 2012年7月《僑協雜誌》135期

這情形很不好，那段時候的生產力

根本是零，副作用卻極大，就是每月因

此虛耗的電力，就達1000多元人民幣。

張忠謀在接受466期《天下雜誌》

訪問時說：「五十幾年來，無論是擔任

基層工程師，還是總經理、董事長，我

的工作時間，一星期幾乎不超過五十小

時，」他認為，「一個人每天工作這麼

長的時間，你能相信他最後幾個鐘頭做

事的品質嗎？」沒有品質，又讓員工不

快樂，稍懂企管的人都不會去做。

張忠謀在〈工作是有效率做對的

事〉一文中說：「在我開始注意工時的

事時，我發現公司下班後還在各廠禮堂

放電影給員工欣賞，我中止了這項措

施，因為我認為不該讓員工混淆工作與

生活。為什麼下班了還要待在公司？持

續看見同樣的面孔？公司應該負責提供

員工一個有樂趣的工作環境，而員工下

班後的生活則該交由員工自行負責，這

是我的理念。唯有把主導權交給員工自

己，他們才會積極尋求工作及生活的平

衡。」

好 一 個 「 尋 求 工 作 及 生 活 的 平

衡」，這才是員工快樂的根源，不能照

顧到這一點，員工就很難快樂。

整理、整頓、清掃、清潔、修養
七、工作環境的改善，直接影響到

員工的快樂領域。

日本企業有一套工作環境5S 法則，

指的是「整理、整頓、清掃、清潔、修

養」，他們認為唯有良好的工作環境，

才能有快樂的員工，進而提供有效率的

服務。這五個S不難理解，筆者僅就「整

頓」和「修養」來加以說明。

「整頓」包含的意義甚廣，簡言

之，就是汰舊換新，不要把該報廢的東

西堆置在工作場所，也不要讓員工使用

陳舊該報廢的設備。

中國人喜歡講「克難」，這在艱困

時期是美德，但是到現在，觀念有所改

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雖

然不必奢侈，但克難的東西當然簡陋。 
筆者在擔任CEO時，客廳裡有套前

任留下的沙發，雖然堪用，但已陳舊，

與工作場所不搭調。有回業務同仁努力

爭取到一位重要客戶，但卻要筆者到餐

廳去和他會面，筆者問何故，業務說那

位客戶是很講究的人，帶他來公司怕他

挑剔。這件事給筆者很大的警惕，原來

陳舊的設備，會讓員工自卑。

尤其電腦。現在電腦科技推陳出

新的速度極快，使用不到兩年的電腦一

旦損壞，連零件都不易找到。譬如記憶

體，現在使用DDR3型，兩年前還在用

DDR1型，二者無法通用，因為前者有

240個腳位，後者只有184個。為了因應

這種情況，行政院已把電腦使用年限縮

短為三年，而電腦公會建議為兩年，因

為作業系統的更新，兩年前生產的電腦

已不堪使用。

至於「修養」是指如何對待設備工

具。譬如，書桌是用來寫字辦公的，如

果脾氣暴躁的經理人成天拍桌子罵人，

那就違反了「工作環境5S 法則」。

日本「杜拉克管理學研究會」講師

森岡謙仁，在他的新著《1小時讀懂！圖

解杜拉克入門》書中說：「為知識工作

者的下屬打造一個讓人有心、願意負責

的工作環境，這是主管的責任。」意涵

的確深遠。

快樂的員工是創新的動力
或許還有讀者會問，管理一個事

業，老闆要求下來就夠了，管他員工快

不快樂？反正他們是拿薪水的。這種50
年前的觀點，到現在已經不適用。以服

務為導向的市場，成敗均依賴員工，你

可以開除不聽話、陽奉陰違的不快樂員

工，但是新來的員工，如果不快樂，還

照樣不聽話、照樣陽奉陰違。你能開除

幾個？

最 後 ， 筆 者 還 是 搬 出 杜 拉 克 的

一段話來做總結。他在1985年出版的

《創新和企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一書中說：「在穩

定的時代，組織必須把事情做得更好，

然而在變動的時代，我們必須用不同的

方法來做事。創新的風險當然很高，但

是開車到超市買麵包也會有風險。所有

的經濟活動都是高風險的。捍衛過去的

作法—也就是不創新的風險，比創造未

來的風險高得多。」又說：「無論是社

會或經濟，也無論是公共服務機構或私

人企業，都需要創新，因為他能使任何

社會、經濟、產業、公共服務事業或私

人企業保持彈性與自我革新。」

創新的發動力固然來自管理階層，

但實際執行者卻是員工。不快樂的員工

會快樂的去推動新鮮事嗎？（作者為本

會會員）

舊金山灣區分會
多 倫 多 分 會

相見歡

本會舊金山灣區分會會長吳毓苹
偕同總幹事吳睦野一行，5月14日，
訪問多倫多分會，受到多倫多分會會
長麥錦鴻、副會長金聲白、理事余玲
祺、陸永權等人熱烈歡迎。兩會相互
交換會務推展經驗及目前活動概況。

舊金山灣區分會、多倫多分會活
動力甚強，經常聯合當地僑社舉辦活
動，服務僑胞，對促進僑社團結，出
力至鉅，可說是僑社的楷模。

中午，兩會於味香村共進午餐，
賓主盡歡。（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