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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衛生組 ▎
八年級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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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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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716

817

第五名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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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發 行 人／校長 劉台光

烈感受到，得獎對一位選手而言，是多麼

非常熱鬧。那天晚上，鍾主任也當著我爸

總 編 輯／輔導主任 王雯華

意義非凡的一件事，得不得獎，待遇差很

媽的面，認了我當乾兒子。

副總編輯／資料組長 洪菁穗

多。

此外，請客的當天早上，我的母校育

主 編 輯／輔導老師 陳俊宏

在所有組別頒獎完，接著頒發「國家最佳選

七年級

名次

找來慶祝，還請電子花車來唱歌、表演，

沒有料到，更激動的時刻還在後面。

公告第13週整潔評分優勝班級
年級

而從進到臺灣國門那一刻起，我就強

105 學年度 ( 上 )

手」時，我再次聽到自己的名字，拿到了第
二面金牌。在心情激盪起伏的情況下，我成
了臺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在「國際技能競賽」
中獲得雙面金牌的選手。幸運之神實在太眷
顧我了。

我還記得，那天下飛機後，我們就直

民工家還幫我辦了遊街活動。他們租了三

接被帶往臺北市信義路的空軍官兵活動中

輛選舉宣傳用的吉普車，沿街廣播、放鞭

心，接受國家表揚。依照慣例，技能競賽

炮，一路從苗栗、後龍開回我家。

選手團出發時，一定都會由最人高馬大的
選手負責扛國旗，但回來之後，國旗變成
由我來扛了，因為我是全隊戰果最輝煌的
那一個。
我舉著國旗，走在最前面，帶領隊伍

904

那一屆，臺灣總共有三十六個職類的

進場。那一刻，真的覺得非常榮耀，有股

選手參加國際賽，包括汽車板金、電腦繪

強烈的光榮感。接下來，我開始體會到雙

805

917

圖、模具、美髮、烘焙等，每一位都是經過

金得主所造成的一些小小轟動。

807

905

全國比賽取得冠軍後，才有資格代表臺灣參

▎放牛班小子的世界冠軍之路（上） ▎
改變命運的一天

摩托車的人也停下來看，整個場面熱鬧得
好像在謝票，又好像在娶某。我雖然很開
心，但其實也覺得蠻尷尬的。
總之，比賽完回臺灣後，到處見人，
到處請客，熱鬧了好一陣子。不過，熱鬧

頹廢、空轉的一年
那一年，我才 20 歲，沒有過任何正式
的工作經驗，為了練習國際賽，我在職訓

大的那位選手負責扛國旗，不過，等到比賽

中心已多留了一年，比賽結束，階段性任

完回到臺灣，國旗變成由我來扛了。這也是

務達成，應該要正式離開中心，到外面找

歷年來的規矩，由比賽成績最出色的選手來

工作。

扛國旗。
我還記得，從韓國回來，一下飛機，

領著隊伍進場。那是我目前為止最感榮耀的

我們就直接被帶往臺北市信義路的空軍官

時刻。二○○一年九月，在韓國的漢城（現

兵活動中心，接受國家表揚。那一天，我舉

今的首爾），我的人生從此有了重大改變。

著國旗，站在最前面，領著隊伍進場，覺得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技能競賽」

非常光榮。那是我目前為止，一生中最感

在漢城舉行，我代表臺灣參加第三十六屆

到榮耀的時刻。為了練習汽車板金，我流過

「汽車板金」組競賽。在歷經四天、總計

血，流過汗，也流過淚，但就在那一刻，一

二十二小時的賽程後，成績揭曉，隨著大會

切都值得了。

公布第三名、第二名的名字都沒有我，氣氛

那一年，我二十歲，而在這之前，我
不過就是大家眼中的「放牛班囝仔」。

最後，第一名得主公布──馬祥原。那一剎
那，興奮、感動、驕傲，所有情緒湧了上來，

和居民揮手致意。大家統統跑出來看，騎

過後，現實的問題就跟著來了。

選手團出發時，照慣例是由最人高馬

這一天，我舉著國旗，站在最前面，

變得愈來愈緊張，希望卻也漸漸升了上來。

金牌綵帶，站在吉普車上，向路過的民眾

賽。

一生中最榮耀的時刻

峽客的探索

我肩上掛著勞工局做的汽車板金世界

除了找工作外，我還有另一條路，就

在家鄉大宴賓客，遊街慶祝
在職訓中心，我的名聲突然響亮起來，
很多學弟開始以我為榜樣，看到我也很尊

我拿起國旗在場內揮舞，內心激動不已。我

在韓國漢城奪得世界冠軍金牌後，長

終於可以為臺灣爭光露臉，也贏得了自己的

期以來埋藏在我心頭的壓力，終於獲得了紓

第一面世界金牌。

解。

的得牌選手，有資格保送上大學，尤其我
是金牌選手，上第一志願不會有問題。

敬。再來是業界，在這一行裡，你是金牌

老 實 說， 當 時 我 對 繼 續 唸 書 的 興 趣

選手出身，行內人就會比較認同，認識你

實在不大，只想趕快出社會，直接工作，

的人也多了起來。接著，就是我的家鄉苗

但很多長輩都灌輸我一個觀念：「你技術

栗後龍了。

到達一個階段了，為什麼不補足學業這一

以前，我的成績一直很糟，讀的也是
很普通的職業學校，完全不是出色的學生。
但現在，我揹著一個世界冠軍的頭銜，而

世界冠軍，然後呢？

是上大學。根據國家的規定，參加國際賽

且還是臺灣雙金牌得主，在地方上造成了
一股旋風。
我爸爸開心之餘，大擺宴席，在家裡
席開二十桌，把親朋好友、厝邊頭尾統統

塊？」我想想也覺得有道理，因此，就決
定繼續往上念。
只是，我比完賽回來已經九月，所有
學校都開學了，只能等到下一個學年度才
能入學。在這之前，突然多出一年的空檔，
如果去公司工作，隔年就要離職，感覺很
奇怪，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 好， 職 訓 中 心 提 供 了 一 個 技 工 職

現在我已很少親自面試員工，但如果

遇不夠理想，假設大家對飲食、住宿環境

缺，每個月大約有兩萬多元的薪水，因此，

今天由我面試，我挑人最基本的條件就是

願意付更合理的價錢，就能讓這行的待遇

我又在職訓中心留了下來，負責擔任汽車

「熱忱」。至於學、經歷，那只是個參考。

更好。

面試挑人 最重熱忱

認識自己 發揮優勢

板金的助教。但沒想到，在職訓中心多待
的這一年，我變得很頹廢。

我面試時，會一直丟出不同的問題，

話說回來，對正要找工作的你，我最
大的建議是：你必須先認識自己，了解自

與過去的經驗。我覺得面試只是第一階段，

己的個性傾向與技術上的優勢，再去找工

挑選到適合者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作。個性很重要，若勉強自己逆勢操作，

到他最好的一面，如果連表現優點都做不
到，我想他應該也不適合服務業。
比較重要的是第二階段：試用期，看
他耐心到了一定程度後的態度。服務業很
事後回想，可能是之前繃得太緊了，

辛苦，直接考驗是體力上的勞累。你可能

突然間壓力解除，反而對什麼都提不起勁，

必須站一整天，或遇到每個人都問你相同

什麼事都不想做。心情上，我已經從世界

的問題。如果你只看到光鮮亮麗的外表，

冠軍的興奮中平復下來，但對未來卻開始

以為在大飯店上班，可以每天穿著漂亮的

感到茫然。

制服，我想，你應該在這行業待不久。

白天，我還是正常上班，但沒有再精
進自己的技術。到了晚上，我拿著政府發

少年：如果我有空
的話，就可以成為
一位插畫家了。

再從他的回答中，了解他做事的判斷方法

大部分的人面試，都會想辦法讓你看

耐心體力 還要敏銳

會很辛苦。假設你是個挑剔的人，就去做
品管、監察官；要是做管理，相信員工都

我想與你分享一
個自己的小故事。高中
時，我功課不好，但我
辦很多活動，又是樂隊
的指揮。樂團沒有教官
帶領，我就當起同學的
賽。這件事讓我有很大
的成就感。我對朋友說：「以後誰用到我，
就是誰的福氣。」因為我知道，我那無可

最離譜的時候，KTV 一個禮拜可以去五天，

外貌理想的人，進入服務業後，隱藏的嬌

救藥的熱忱與責任心，會幫助我踏上成功

燒錢一點都不手軟。

貴面就跑出來了。接待第一個、第二個客

之路。即使現在，體力衰退了一點，但熱

人時一切ＯＫ，但等到第兩百個客人，他

忱始終沒有消退。

就沒耐心了。你要知道，服務業需要「耐

小節用心 成敗關鍵

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
一年，一直到要填大學志願了，我的心才
收回來一點，開始想未來。
《0.1 釐米的專注》

峽客大未來
▎熱忱激發能量 你快樂他感動 ▎
親愛的社會新鮮人：
不管你想從事什麼行業，我都希望你
能保持足夠的「熱忱」。

力」：「耐」心與體「力」。

人生取決於「當下」

所以，工作的動力與價值就是你的熱

餐飲服務業分內、外場。外場人員重

忱。當你對細小的工作環節，能抱持著用

視第一眼讓人看到的形象，一種說服的能

心的態度；當你對一再重複的工作內容，

力、主動接觸的能力。

能找到快樂與成就感，你的熱忱就能激發

如果你想進入服務業，我覺得你必須

出超越心智與體力的巨大能量。記住，全

要擁有「觀察細微、體貼、主動了解客人

心全意投入的熱忱，才是決定你成敗的關

的需求」等條件。而內場的廚師則需要「感

鍵。

官敏銳」，包括味覺、聽覺、嗅覺等，讓

Q&A

祝你永保熱忱

自己像個藝術家般敏銳。

亞都麗緻總裁嚴長壽

服務業最大的魅力是與人接觸，你能
夠立即感受到對方的回應。當你做對了，

找各種方法直接去執
行，哪怕是失敗也一
定有所成長

老闆，帶他們排練、比

這些年來，我發現有些看起來很漂亮、

沒有人會管我，真的是死命的玩，當下也

智者：「如果……」那樣
的話只是你的藉口罷了。

受不了。

的 30 萬獎金，開始呼朋引伴，到處去玩。

那個時候，生活中沒有明確目標，也

智者與少年

1. 請問11月的品德德目是？
2. 馬祥原獲得金牌的比賽項目是？

馬上就讓客人感動；當然，也包括做錯事，

▎適 逢段考，本期閱後心得單改成

馬上被罵的回應啦。缺點是從業人員的待

「彩繪」 ▎

3. 嚴長壽面試時最重視什麼？
4. 你覺得服務業最需要的特質是？
5. 怎麼樣才是活在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