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6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 
「創新教學專業成長講座」成果表單 

講座名稱 慣性與決策 

講座主持人 林億明 老師 講師姓名 陳和全 教授（中正大學經濟學系） 

舉辦日期 106 年 5 月 24 日 舉辦時間 12:10-14:10 

主辦學院 管理學院 參與人數 25 人 

舉辦地點 嘉義大學新民校區 D01-513 教室 

講座執行成果 

執行成果 

一、講者介紹： 

陳和全教授，現為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系主任，陳和全教授個人學經歷

豐富，淡江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碩士、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

濟學博士、曾任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副教授、曾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系

與風險管理系教授，其著作有管理經濟與策略(2001 出版)，近年來，陳教授專研老

子學說，並將老子與管理結合，著有「愛上老子：反向思維的管理與對策」一書(三

民書局 2017 年出版)。 

二、創新教學主題： 

「慣性與決策」─老子說：內容講述老子學，既論道且提供實踐方法，反著人性方

向思維，卻建構出經世治國法門，於當代企業組織與人際關係的經營管理對策，足

以提供一個破除人性盲點卻獲致成功的領導方法，其中念茲在茲的「用無」情緒管

理，反向的造就了一切所欲。 

三、創新教學模式： 

希望可以解構老師在教學上的慣性思考，希望可以藉由老子「反著人性方向思

維」重新對管理者思維重塑，例如: 以大象拔不走小木樁為例，在泰國表演用大象，

被小繩索套著，而繩索另一端綁有一根大概長 20 公分的小木樁，淺淺的吃入土中。

一個小孩都可以輕易拔取，大象為什麼拔不走、不走掉？因為大象在不知不覺中被

既定的印象給控制住了，認為小木樁就是拔不走。同樣，在老師上課的過程中，也

會被教科書或之前老師所上課的方式與思維所影響，所以應該「反著人性方向思

維」，充新思考，同樣的給同學相同的觀念！ 

卑讓不爭 謙虛傾聽才能使用景從，分享榮耀才能留住忠誠。 

謙虛不盈  登頂了，就只能走下坡。謙虛才是確保不斷進步的原動力。 

無為無事 策令要少而簡單，己意要寬而無孰；忌諱因一事頒一令，繁文縟節。 

知止戒甚 減讓一己可能，總留三分與人；凡事過甚，傷悲立至。 



柔弱勿強 完成目標當以選擇後座力最小的方法。用強，方便於圖取；用柔使弱， 

          才能既圖取又少民怨。 

低調靜取 高調者，活靶子，怨嫉叢生；低調安靜，無息推動，可入無間。 

浪恬波靜 高揚處，越悖起而危機多；低沉時，憂慮滿而契機失。心境不隨高低舞 

          動。 

逆向操作 欲減滅一對象，餵其利欲，使其太露忘形而自招禍殃，再借勢剪除之。 

最高治理 治理是形成一種勢，不是靠一個人的勢。 

四、講座參與者之收穫（參與教師與講者交流）： 

蔡進發老師：就陳教授所講的，早期我就是沉迷在電動玩具，先跟各師長分享一個

例子，我每次打電動的時候，都打不過，那那關打不過我所有的戰

機就耗盡了，結果每次戰機耗盡，錢花完就離開，就有一天我再去

打，發現有一個人在那一關為什麼他可以過？那我就回去思考為什

麼他可以過，我不能過？因為我的策略錯誤，後來我顯然也跟人家

一起寫科技管理的其中一章，我就把我那個例子拿在兩邊作分析，

那我在上管理學的時候，早期在上管理學的時候，以前都是拿那個

例子問同學說：為什麼後來我可以過？因為我就是經過的時候有分

析，把本身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都找出來以後，那緊接著我

策略就出來，所以以後每到那一關我都可以通過，我應該是那個電

動玩具唯兩個可以過那一關的，結果發展到最後，我是很冷靜的，

按照我既定的策略，就過了那一關，那單獨靠這一架戰機，還打到

所有分數的前五名。就是說現在那個電動，其實那什麼學生很常打

的英雄聯盟，因為他是一整群連線在玩，它可以加入，它就會感應

到那個情境，所以是真的有記憶（陳和全教授：思考跳躍），所以是

有進步性的。 

陳和全教授：所以老師你來到這邊變成你的同儕，是因為它那個年代，它有在思考，

它面對一個舊型的機器，它有思考，所以它今天來到這裡跟我們變

成同儕，所以它是應證了我的講法沒有錯，所以你有在思考 

蔡進發老師: 就是說我的劣勢就是說，我在遊戲中這顆飛彈發射的下一顆要等很久

的時間，這是我的劣勢，那在環境中給我的機會就是說，九顆炸彈

的那個高度不一，這是我的機會，我要用我的優勢把握這機會這樣，

因為我本身強調我是企管背景，所以我就用 SWOT 分析找出了策

略，我跟陳教授報告，你今天講得很精采，我不是來拆台的。 

陳和全教授：我知道，他剛剛講那個故事就是應證我剛剛的講法，所以你的電動玩

具，如果你有深入去做思考策略與獲得的話，那就是我們所謂的後

者，他是用他的親身經歷來應證我剛剛講的並不是錯的，很謝謝你。

好 ok 當然我們的真實生活有這麼多的慣性的約制，非常的多，所以



我們就不再多說了。尤其是模範生就是一種慣性的約制，在 101 的

人力銀行裡頭，他們長期的做統計發現，大學裡頭，會當老闆的最

大族群就是在十到二十名之間，那前面的前端的就是模範生，那個

很好去做 RMDR 之類的，那十到二十名是最容易有創新力量然後當

老闆的，他受到的慣性制約是比較少的。所以慣性決定了我們的一

切，那現在呢慣性籠罩著我們，現在我們用慣性來做決策，所以我

們就會面臨到一些問題，像這個例子，這個例子呢就是一個教授，

他在學期末時一定拋出一個問題，學生 PK，他整個學期就這麼一道

題目，而且根據往年的經驗是，這個題目絕對不會有學生答得來，

阿那這個教授怎麼評分？第一個，如果大家都選我選我，那他就很

高興，但是最終還是要點一個起來回答，點到了就當，所以全部人

都舉手嗎？舉手人數百分之百，那點到被當的那一個人 69 分，那沒

被點到的就 100 分，因為他很高興全部都舉手嘛，那如果全部都不

舉手呢？這個老師就很不高興，說你們整學期都沒有讀書吼，然後

被點到的那一個呢就 20 分，其他的人就 70 分，勉強及格，中間的

地方呢，就依序這樣子舉手人數去做分布，那這樣的狀態同學們都

一清二楚，所以到老師學期末拋下問題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跟我

們在小時候這一輩的人，在小時候小學讀書都是這樣子，老師拋下

問題，明明你心中好想回答，就是不敢舉手答，所以導致最終的結

果，就是大家都不敢舉手，都沒有人回答，都變成是一個顛覆不破，

現在的小孩子就比較不一樣了，現在的小孩子他敢回答的人就偏多

了，那我們這個世代應該都經過那個世代，老師在台上拋問題：誰

要當班代的？每個人都很想當班代，就是不敢舉手，那我們就是模

擬那個情境發現，我們發現儘管通通都舉手，是大家的平均分數最

高，但最終的就是通通都不舉手，人性的決策是為自己啊，因為這

個例子，如果我們這麼合作，大家來合作，達到分數是最高的。那

所以來到了現場呢，基於理性決策，他知道大家都講好了要舉手，

所以只要我不舉手，我百分之百不會被點到，所以你會不舉手，這

是囚犯困境，囚犯困境的矛盾，那囚犯困境的矛盾告訴我們什麼呢，

大家儘管約定好了一定要舉手，但最終的結果理性計算，還是不舉

手，這個是囚犯困境裡頭告訴我們：最佳結果是達不到的，而所能

夠達到的，是一個自家的，就是大家統統都不舉手，合作在這邊不

成局，因為大家都理性計算，圖一己的好處，而出賣合作，那為了

要讓大家合作呢，黑社會就堅強阿，黑社會說：你來這邊不舉手槍

斃，哇大家都舉手了，所以一定要有棍棒跟蘿蔔，因而形成了我們

的社會體制：棍棒跟蘿蔔，政府體制、法律的獎賞，棍棒跟蘿蔔讓



承諾變成的一個 binding。 

蔡佳翰老師：我想請教一下，像陳老師所講的，這裡面有沒有隱含說老子要實施，

我的認知是說建立在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下，（你說是太上不知有之這

個？）對，像他們所講到的，員工需要不知道他被老闆剝削了，自

以為效用最大化了，但事實上這應該是建立在就是說老闆跟員工在

資訊上面，至少是說在可得的資訊上面的不對稱，那還有另外一個

部分就是說，我想我們都有一個好奇，那個你怎麼知道說這個頂點

是頂點，可能是局部的阿，這感覺好像就是這套要實施建構在一個，

你除了有那個 data 之外，還要有 metadata 的系統，然後你能夠去

practice 這個原則，是你掌握了 metadata 的層次，你才能夠去看說：

那我現在是在頂點了，我能夠依照這個狀態去調整，我想要的作為？ 

陳和全教授：這個老師，真的，我們不愧為是當代數量計量量化的科學之下的產物，

我也是這樣子想的，但因為這是哲學，哲學是不做量化的，就像說

我們會去勸誡人家，你不要太過於好鬥，什麼叫做好鬥？我們會不

知道，但我們生活上就會知道，你不要太過這個強烈的反應阿，那

什麼叫做強烈的反應，我們在真實事件上有沒有辦法量化？但哲學

上講說你不要死強，不要物壯則老，只是在告訴你說，你不要處處

在生活上，處處要去耍強、處處要去表現自己很厲害等等，但他沒

有辦法量化說哪一點是高點，而是處處要去留意自己，因為有慣性，

所以如果你現在耍了一個強，得利了，一個人類的利益，那你就會

下一次在耍強，然後這個就是逐步就上去了，而來到一個頂點你不

自知，所以那個是慣性，他要的也是把慣性 cut。那所謂的 principal 

model，廠商跟員工的訊息是知道的，principal-agent model 它是知道

的，只是受限在於說員工就是要來上班拿薪水，他要拿的就是大於、

等於 0 的效用，基於這樣子，我只要餵飽了你，大於、等於 0 了，

他就來了，是這樣子的道理，所以我在大於、等於 0 的當中，壓榨

你，讓你等於 0，你會來嗎？那剩下的都跑到我這邊了，那我要怎

麼讓你知道說，你明明被我壓榨了，就是得 0 了，你還要來呢？所

以我就去設一個 Mechanism Design 機制設計，讓你發現得 0 的時

候，剛好是你的效用最大，所以你就來了，這就是 Mechanism 

Design，所以太上不知有知，理論上這是最好的一個制度，但就算

在 Mechanism Design 上，我們都還在找這樣的一個機制設計，也不

見得應付一個大公司能夠成功，這就是反映在薪資制度上頭。 

李永琮老師：我想請問一下，這些內容有點是跟效益 MBA 結合，是站在管理者的

角度，那老子講的有沒有站在員工的角度？ 

 



陳和全教授：這本書從頭到尾都是用聖人在著作，聖人在那個年代就是，聖人就變

成統治者，或者是領道者，所以在企管裡頭可以用，只要是談到聖

人就是領道者，對人民而言，就它只能叫你去修養，把聖人當作你

自己，你就是個修性者，只能這樣去解決它，而沒有專章在談說：

一個被壓榨的子民該怎麼樣子，甚至在他文章中他談到人民的時

候，他都是說，人民之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這樣子這樣子，他並

不會以人民為主角。 

李際偉老師：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一套的模式裡面，老子這裡面講，當然我沒有看

過老子的書，老子的這套哲理裡面，他跟愛這樣的哲學裡面，有沒

有什麼 overlap 的地方？ 

陳和全教授：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老子因為他的內容太多都在著墨說，你要低調、

要謙虛、心境要放寬，剛好跟宗教一模一樣，所以老子這本書在張

道齡當初成立道教的時候，就把他那本書拿去當成必讀經典，所以

他跟道教是無關的，他是道家，只是他寫的東西太適合修性了，所

以張道齡開山以後就拿他去當經典，所以就變成道教的最主要經

典，這是沒錯，所以像他裡頭還有一句，就跟耶穌講的話一樣，他

說求以得，罪以免，就是你只要是從事道，走道這一條路，你要求

什麼就可以得到，然後所有的罪都可以免除掉，他只要把道改成上

帝，那個詞句就一模一樣，求上帝就可以求以得，罪以免，所以難

怪他現在在很多宗教裡頭都可以被接受，包括佛教也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佛經就跟道教的老子的道德經怎樣子怎樣子，甚至還有佛家

的人在講道德經，是這樣子沒錯，但我們講的是道家，沒有切入宗

教，若切入宗教就太多可以比擬了，這真的是沒錯，所以值得你看。 

活動剪影 
 

   

講者講授實況 參與者參與聽講情形 



 

   
講者與參與者之互動情形 1 講者與參與者之互動情形 2 

附件資料 活動海報、滿意度調查 

 
 
  



  



★活動滿意度調查： 

題目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總人數 
平均 
分數 

總平均 

Ｑ1：您對本次講座（研習）講者

的表現滿意度為何？ 
20 5 0 0 0 25 4.80 

4.62  

Ｑ2：您對本次講座（研習）分享

內容滿意度為何？ 
14 11 0 0 0 25 4.56 

Ｑ3：您對此次講座時間及地點安

排滿意度為何? 
15 10 0 0 0 25 4.60 

Ｑ4：您認為此講座對於增進個人

知識能力為何? 
13 12 0 0 0 25 4.52 

Ｑ5：整體而言，您對本次講座(研
習)內容滿意度為何？ 

16 9 0 0 0 25 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