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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母亲的唯恐埋没了孩子的天份，除了供给孩子最好

的，也要求孩子做到最好。培育子女的态度走到极端就

成了过度。“直升机式父母”是形容不分昼夜在孩子

头顶上盘旋的父母亲。在日本，“教育妈妈”除了睡眠

时间之外，每一秒钟都献给子女。不论按哪一种尺度衡

量，我们都是在养育人类有史以来最怪异的、最受宠溺

的、最被监视的一代。“微观管理”下培育出来的孩

子，到头来连独立自主都成了问题。“微观管理”下培

育出来的孩子，到头来连独立自主

都成了问题。

这本书让你重新思考做为一个小孩及做为大人的意义何

在，并且找出使两者调和而不冲突的方法。作者走访欧

亚美各洲大城小镇，实地考察各地有关“管理童年”的

现象，尝试提供一个专属於我们这个时代的解决方案。

慢的教育 作者	卡尔•欧诺黑

（2009年1月出版）

儿童如今成为成人焦虑缘由与干预目标，
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最后的演讲 作者						兰迪•鲍许
杰弗利•札斯洛

我们改变不了上天发给我们的牌，
只能决定怎么打这手牌。

你是自己的天使，只有你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而当
你愿意去做别人的天使，生命才得以丰满！

兰迪•鲍许是一位热情、风趣且教学认真的大学教授，在

46岁时被诊断出罹患癌症。隔年8月(2007年)，医生说他

的癌症已经转移，可能只剩下三到六个月生命。9月，

兰迪教授应学校之邀发表了一场演说，这场演说让现场

400个人笑声不断，也让不少人流下泪来，后来网路大量

流传，在全球各地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之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杰弗利采

访了兰迪教授53次，写成了《最后

的演讲》。兰迪教授以诚恳、幽默

的态度去分享他独特的经验。他谈的不是死亡，而是人

生中的重要议题，包括克服障碍、实现儿时梦想、帮助

别人实现梦想、把握每一个时刻⋯

严长寿以他最擅长说故事的方法，引领读者如何在这个

混乱的世纪中活出自己的价值。让我们看到这世界还有

爱、还有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做自己与别人生命

中的天使，关键在於我们是否愿意活出属於自己生命的

独特价值。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原住民离开部落，他在都市学到

美发的技艺，却无法谋生，他怎么

办？而十年后，他却在海外成为连

锁企业的老板。”

“在南美洲玻利维亚高山上、世界边缘的边缘，一个为

街童服务的华裔医生。”

作者	严长寿

（2008年7月出版）

（2008年5月出版）

做自己与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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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令夕改一词，以往总被认为是一句负面词，但是现在

情形却整个反转了过来，即使曾经说过的话，只要环境

一变化，发现不再适用时，就得赶紧修正，否则就会被

淘汰。换句话说，能毫不犹豫地朝令夕改，已经是成为

一个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日本7-11创办人铃木敏文，有感

於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现代，许多人

将工作上遇到的困境全归咎於整体大环境不佳，而不知

重视顾客需求随时调整自己的态度，他将自己五十多年

来的工作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想法整理出来，期读

者能重新检视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而突破困境。

日本7-11朝令夕改的秘密：
突破工作瓶颈的95个建言

作者	铃木敏文

（2008年9月出版）

开始用“都是XXX害的”借口来逃避责任时就注定一切都玩完了

软技巧，还是硬道理 作者	佩姬•克劳丝

最顶尖光鲜的律师、医师、工程师、教授、新闻记者，以及成功
主管都说，职场上应该要学会但也最难学的就是──软技巧。

所谓硬邦邦的基本功，是指工作时所需要拥有的技术及

认知能力，然而软技巧则可以让人更有效率地运用技术

及知识。

这些技巧包含了个人的、社交的、人际间的，以及自我

管理的行为。本书教我们如何在职场上以一些实用的

方法与技巧来运用软技巧，像

是：别挡在自己的路上、学会

工作坚持与放手的时机、问蠢问题时，放聪明点、面对

抢你功劳的人、搞清楚办公室台面下的游戏规则及领军

作战等能力。

（2008年12月出版）

世说新语
突破工作瓶颈的95个建言

作者	刘墉

“新新人类”的脚步太快了，我能暂时跟上，已经十分“窃喜”。

今天的世界，跟过去已经大大不同，在这飞速变动的环

境，师长们的脚步和观念很可能落在子女后面，如果师

长不努力，还自以为是过来人，用老一派僵化的教育方

式，非但无助於子女，而且可能拖累他们的脚步，使孩

子只知死读书，却在起步时已经落伍。在我们教育下一

代的时候，先得认清他们的特质，才能引导出正确的方

向，方向弄错了，很可能造成大问题。

此书是刘墉在凤凰卫视《世说心

语》节目的集结作品，把他过去

30多年来对教育的想法，以深

入浅出的方式表达。这本书可以给师长作为教育的参考

书，也能让年轻人从其中看到自己的问题，以及造成那

些困扰的原因。
（200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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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创立于台中小镇的脚车代工厂，竟能在30多年

后，成为全球脚车龙头品牌，多次获《富比士》杂志评

为全球经营绩效最佳前200的中小型企业，并成功扭转欧

美市场对「Made in Taiwan」的印象。在经济不景气下，

仍然保持积极成长业绩，并掀起台湾骑脚车的风潮。

在创立前四年曾一度濒临倒闭边缘，后自创品牌GIANT 

(捷安特)。本书透过巨大的管理

故事和经营策略，分析其领导品

牌持续屹立的秘诀。设立8座制

造工厂、12家海外独资子公司，巨大稳健、扎实地打造

了专属的“The GIANT Way”，成为它在竞争洪流中屹

立不摇的独门心法。

捷安特传奇-GIANT全球品牌经营学 作者	林静宜

过去十年来，最令全球产业界闻之丧胆的四个字，就

是“低价中国”。对西方消费者来说，“中国价格”既

让他们赞叹，又让他们担忧工作不保。同时，2007年

8月，美泰儿（Mattel）公司回收了上百万件含铅过量的

中国制玩具；2008年9月中国又爆发三氯氰胺毒奶事件。

中国制商品品质引起全球疑虑。

《金融时报》资深记者花了5年的时间深入走访中国南

方地下工厂以及世界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山西煤矿区，揭发低

价中国的真正内幕。作者发现中国产品所以能够如此低

价，是由跨国品牌公司、产品代工供应商、中国劳工、

中国政府以及广大的西方消费者，形成一套特殊机制所

运作的结果。本书让读者了解中国制造的未来，其对全

球经济的影响，并从中检视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下保持

竞争能力。

低价中国
   中国竞争优势的真实代价

作者	亚历珊德拉•哈妮

在气候变迁、能源争夺危机下，佛里曼提出了一个关键具

体的发展趋势：“绿色革命”带来的生产思维将是未来国

际的竞争力，更是人类下一波新经济时代的蓝海。这场绿

能革命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环境健康、能源保障

以及国家安全，也关系个人及企业的生存能力。

观察全球化的发展及走访各领域的菁英，佛里曼在书中

发挥说故事的才能，以犀利的思

考，清晰的说理，流畅的文字，

让我们看到全球市场扁平化，又遇上人口爆炸会有怎样

的後果；全球暖化如何带来史上最大一波投资与成长机

会；节能减碳跟恐怖主义、企业永续之间有什麽关联；

使用再生能源不只能增加工作机会、改善贫穷，还有助

於挽救人类面临灭种危机。

世界又平又热又挤 作者	托马斯•佛里曼

在能源气候新时代，一个国家若拥有设计、创造并输
出绿色能源科技的能力， 就拥有无往不利的力量。

中国的劳工问题就是全球的劳工问题

（2008年10月出版）

（2008年11月出版）

（2008年11月出版）

放眼全球的知名品牌，已经没有人谈品质这两个字，因为这是参赛入
场券，企业必须要想办法不断创新、差异化经营，才能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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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任总统欧巴马在《欧巴马的梦想之路》回顾出生

到1988年就读哈佛法律系之前的经历，可说是少年欧巴

马自传。全书共有3部，在书中欧巴马坦率说出自己的出

身，面临的成长与认同问题。

第1部我的身世：父亲为肯亚留学生，却在他两岁时离他

们母子而去，欧巴马12岁时，父亲从肯亚来见他，从此

音讯全无，直到20岁接到父亲车祸身亡的消息。此次见

面对欧巴马冲击甚深，高中毕业後先後至洛杉矶与纽约

读大学，却因为长期身世纠葛，曾经迷途。第2部芝加哥

起飞：是寻求自我认同，在芝加

哥南区3年的社区工作，如何从

挫折中坚持，思索黑人的社会

问题，也奠定欧巴马就读法律，走上公共政治之路。第

3部梦回肯亚：描述他在与同父异母姊姊奥玛於纽约见面

後，决定在就读哈佛法律系之前至肯亚部落寻根，欧巴

马对父亲破碎的记忆，在家族的情感中逐渐完整，同时

他也意识到身为黑人的重担与光荣，对他父亲有更多的

理解与原谅，重新找回身为黑人的认同来源。

欧巴马的梦想之路 作者	巴拉克•欧巴马

《目送》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

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

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这是龙应台思考“家族人生

情感”的作品。她曾说自己当上母亲後开始上“人生的

课”，自谦成绩不佳，而她口中这堂困难无比的课，正

是我们所有人必上且百味杂陈的一堂课。

从牵著孩子幼小的手，情意满满

的亲情，到青春後期孩子与自己

渐行渐远的背影；从陪著年迈母亲如带著女儿一般，思

及自己也曾是父母眼前一去不返的背影，龙应台这七十

四篇文字处处是让人感同深受的亲情滋味，篇篇有让人

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

目 送 作者	龙应台

百万小说《群》姐妹作，首创惊悚小说手法，刻画45亿

年海洋史。爱海成痴的薛庆，以一贯创作惊悚小说的大

胆手法、闲话家常的幽默笔调，细数海洋的古今大小

事。德国畅销35万册，至今售出13国版权。

全书以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後天为轴，带领读者

搭乘时空客机，上天下地观赏地球、海洋和人类文明发

展的历史故事，一路尽是“薛庆式”风趣渊博又发人深

省的导览解说：“请把我碾成药

粉吧！”海藻背上的说明书应该

这麽写，“这样就可以把我用在你的面膜、敷泥和沐浴

乳中。”“当鲨鱼听到人的惨叫声时，它知道猎物的痛

苦吗？还是它们会把这种惨叫视为猎物新鲜的信号，就

像我们把柠檬汁滴在牡蛎肉上，惬意地看著它战栗一

样？”

海，另一个未知的宇宙 作者	法兰克•薛庆

进化女神越来越忙，她所订的游戏规则也越来越复杂，但无论
如何，她总算赶在“今天”天亮前，把鱼龙、龙王鲸、巨齿鲨
和人类，都一一造了出来⋯⋯。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著，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以父之名

（2008年4月出版）

（2008年7月出版）

（200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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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为什麽能在二十年间，从一个工研院独立出来的

晶圆代工厂，成长为国际级的公司，在全球半导体业举

足轻重？

在台积工程师保守拘谨的外表下，隐藏著哪些工作历练

与智慧，让他们充分贯彻台积电的执行力，成为台积电

竞争力最坚实的基础？例如，台积电一方面极端强调纪

律，工作要求严苛；一方面视创新为企业未来成长的关

键，人人背负创新的压力，在纪

律与创新之间，如何并行不悖？

台积电非常鼓励内部竞争，每个厂、每个单位无不拚命

求胜，以竞争带动成长；但台积电也视团队合作为最重

要的企业文化，用各种跨部门专案加强员工的合作精

神，并以各种奖励和绩效考核制度强化。

台积DNA
			年轻年轻工作者的40堂修炼课

作者	余宜芳

国际观，决定你的世界有多大！看世界的方法，是21世

纪人才必修的通识学分面对中国崛起，亚洲各国如何因

应？油价飙升，全球要看哪些国家的脸色？天灾重创过

後，会带来什麽後遗症？

中国崛起、油价飙涨、地震飓风天灾频传、中东情势紧

张⋯⋯这些头条新闻我们都听过了，但谁有办法讲明

白，这一切到底对我们有什麽影响？

国际观是你我输不起的竞争力；

把世界看得更清楚，才能保住自

己及下一代的饭碗。刘必荣教授

累积多年对国际情势的观察，让你学会用专家的眼光看

世界！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关系专家、谈判权

威。曾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中心主任、总主笔、行政院

顾问、年代「世界年代」等节目的新闻评论主播。

国际观的第一本书
										看世界的方法

作者	刘必荣

如果世界真的是平的，本书声明：权力正在转移，世界

逐渐脱离美国经济支配，迈进一个多元势力共同界定与

监督的後美国世界。

书中明白指出一个值得各国注目、美国人警惕的新现象-

--由於近年经济发展带动之故，过往不被重视的国家，

正纷纷以新兴国家之姿，在金融、文化、社会、教育、

政治等面向崛起；加上美国次级房贷风暴摊牌後，重创

国内经济，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种种转变让美国地

位不再独大於世，国际政经实力重

新排序---我们正式进入“後美国

世界”！後美国世界的全新的秩序

变化将为各国带来何种机会与挑战? 在经济与商务、 理

念与文化上，又将呈现何种面貌?

札卡瑞亚为《新闻周刊》国际版 (Newsweek Interna-

tional )主编，亦常於《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CNN等，就国际局势发表评论。

后美国世界:
			群雄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

作者	法理德•札卡瑞亚

（2008年8月出版）

（2008年10月出版）

（2007年5月出版）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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