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系列 

從白色巨塔到曼哈頓叢林 
 

時間：105年 10 月 20 日 18：30~20：30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國立陽明大學公衛所助理教授/前麥肯錫醫藥顧問 陳彥廷先生 

 

    本學期第二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

特地邀請國立陽明大學公衛所助理教授－－陳彥廷先生來演講。講座以「從白

色巨塔到曼哈頓叢林」為題，與成大學生分享他轉換人生跑道的歷程與經驗，

以及他從麥肯錫學到的事情。 

 

    講座由林志勝副學務長為我們致詞，「今天要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演講者，陳

彥廷老師本來在台大當實習醫生，後來遇到 SARS到哈佛讀公共衛生所，結果畢

業後，又到麥肯錫公司當醫藥顧問，現在又回來台灣，在陽明大學公衛所擔任

助理教授。哇！真的很不簡單，從醫師、政策學者跨領域到管理顧問，雖然不

知道是否成功，但我保證他的人生一定是豐富的。人生就是要這樣，雖然不一

定會成功，但一定要勇於嘗試有興趣的事。今天的演講，同學們可以聽到如何

讓自己的人生更豐富。讓我們熱

烈歡迎彥廷老師！」現場響起如

雷的掌聲，滿場成大學生無不引

頸期盼！ 

 

轉換人生跑道的歷程與經驗：從

醫師、政策學者到管理顧問 

 

    彥廷老師首先談到「轉換人

生跑道的歷程與經驗」，有人說

他一定是很勇敢的人，才敢踏出

舒適圈不斷的轉換跑道，嘗試沒有試過的事情，但是脫口秀《羅輯思維》的羅

振宇曾說過「所謂勇氣，就是事後總結出來的不得不」。而他的不得不就是從這

裡開始的…… 

 

    2003年 SARS疫情爆發，讓講者了解到醫療體系、政策對醫護、群眾的重



大影響。那時候他是實習醫師，負責協助第一線實習醫師與醫院的溝通，壓力

非常大，對於未知疾病，他們沒有很好的應變措施。要做好疫情防治，就必須

要公共衛生和醫學兩邊一起合作，但實際上卻欠缺了溝通橋樑。如果他能去學

習衛生政策，去了解這兩邊的人在說的話，就可以成為溝通的橋樑，進而能建

立完善的醫療體系。這也是促使彥廷老師出國攻讀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的最大動

機。 

 

    當講者要從醫學跨越到公衛時，常被在醫療領域的師長、同事們問說「你

去念公共衛生做什麼？未來有什麼發展？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什麼嗎？」，其實當

時他完全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可是就是不知道，才要去念！如果你都不願意

做，憑什麼批評做的人？而家人都滿支持他的決定，他們覺得他想清楚就好

了。當你做了跟大家所期待不一樣的事情，一定會很常被質疑，但是只要你自

己想清楚就好了。 

 

    講者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期間，跟隨教授進行中國、台灣、美國、印度、

智利、黎巴嫩等地衛生政策與醫療改革的研究工作，並專注於學術之精進。而

在協助陝西鐵廠鎮醫療改革的過程中，讓他親眼見證偏鄉醫護品質之惡劣，設

計不良的醫療制度甚至會導致一個家庭的分崩離析，這些經歷都使他感受到

「建立好的醫療體系、改善就醫品質與便利性」對弱勢族群的影響力，讓彥廷

老師下定決心走出象牙塔。 

 

當講者從醫學到公衛，然後給予衛生政策建言，他覺得是很理所當然的，

但實際上卻很少被聆聽。在他畢業前，由世界衛生組織舉辦了全球醫療體系大

會，那次重點是「怎樣把知識化為實行？如何影響決策者？」，但是他聽到很多

的抱怨，政府官員都不聽我們的，都是非專業的人在領導專業人員。當時他一

直在想，為什麼這麼多年了，卻總是在抱怨沒辦法施行，愛因斯坦曾說過，「我

們總是重複用一樣的方式，但卻期待不同的結果」，當我們用了某方式去做卻都

一直沒有改變，那就該換個方式。 

 

我們一直沒辦法影響那些決策者，有個很重要的關鍵，其一是溝通不良，

他們聽不懂我們在說的專業是什麼，我們常犯的錯誤是常常一股腦兒把我們全

部的專業都推給他們，他們當然無法吸收進去；其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決策者

在想什麼、做什麼，所以我們才應該要去溝通。對他來說，做研究、發論文、

提出建言都只是手段，重點在於發揮影響力、真正解決問題。講者有責任傳遞

自己的想法，讓聽眾了解，不能只講「自己想講」的東西，而是要讓聽眾能聽

懂自己要傳達的事物，才是有效的溝通。要讓非醫療專業人士簡單清楚的了解

複雜的情況，非常困難，需要不斷練習與思考。如果真的想讓自己的專業發揮

影響力，不該一味埋怨媒體的斷章取義，而是想辦法將龐雜的資料轉化為大眾



都能接受的資訊。 

 

    而在多次衛生政策討論會議中，麥肯錫公司提出不少對於醫療的建言和報

告，講者開始好奇這間公司究竟是有何過人之處，令各國政府官員、高階主管

都想聆聽其指導？為什麼它能對企業、甚至是國家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到底

顧問是在做什麼事情？後來講者參與了麥肯錫的餐會，才理解他們在做什麼，

這也讓彥廷老師的人生再度轉彎，開始了他的新嘗試。 

 

    2011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彥廷老師便從人文薈萃的波士頓來到紐約的商業

戰場，進入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擔任醫藥產業

管理顧問及項目經理，以其醫學及衛生政策專業，提供跨國企業經營團隊產業

環境趨勢變遷分析，並協助制定企業及產品的相關因應策略。例如：歐巴馬政

府通過的某項法案，對於市場會造成多少衝擊？藥廠、保險公司、醫療院所等

等不同的公司組織應該如何因應？ 

 

管理顧問的工作與性質 

 

    接著，彥廷老師談及「管理顧問的工作與性質」，管理顧問是在協助顧客做

出決策，他們給出分析讓顧客做出決策。顧問把資料消化之後變成自己判斷事

件的依據，有用的資訊夠多，才能做對的決策。有時碰到難解的問題，要多問

專業的人，和他人溝通。從事學術工作與管理顧問的差別在於，學術的目的是

產生知識，必須發揮追根究柢的精神，研究通常都是往過去看，收集資料去做

出分析。而顧問是在幫助客戶做出決策，決策是要往未來看，充滿不確定性，

要在不確定的當中找出適合投資的路是滿困難的，在短期內也無法將全部問題

都研究得透徹，所以重點不是著墨於細節，而是找出關鍵的資訊來轉化成有架

構的建議，並在執行專案的過程逐步調整方向。 

 

    管理顧問主要是採用專

案模式，進行團隊合作。麥

肯錫相當尊重員工的意願，

例如在專案的分配上，提供

很大的彈性，讓每個人都能

依據自己欲發展的方向、興

趣來選擇。講者體會最深的

是政治與團隊合作的重要，

一開始執行專案、進入他人

公司，都是從「政治」開

始，要了解某方案為何有人



支持、有人反對，去傾聽反對者意見，了解公司內部結構與互動關係，之後才

能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大約需要兩週的磨合期，一開始公司職員都會對顧問

不信任，認為顧問是外來者，經由耐心溝通與傾聽，讓公司職員了解顧問的處

事方法，慢慢人們會開始信任顧問，願意表露自己的想法，讓顧問參與公司內

部問題，一同克服、確認方向。 

 

    講者談及麥肯錫的顧問服務是涵蓋公司內業務、市場營運、R&D 等部門，

所謂的提案也不是上台簡報後便結案，更耗時費心的是如何與企業主管溝通、

順利地將提案付諸實踐。顧問是提供建議的心理醫師，而不是決策者，最後決

定的人還是在公司的老闆手上。在擔任醫療產業管理顧問及項目經理的期間，

講者曾執行的專案像是「總裁的決策幕僚小組」，當時協助了前三大知名的藥

廠，藥廠的幕僚就是他和他同事，藥廠要報告的檔案是他們做的，未來一年要

跟高階主管討論什麼事情也是由他們來制定，他們的工作就是來提供藥廠做出

決策。也像是「規劃設計師」一樣，要從藍圖到實做，才能進行全球組織改

造，組織改造過程中會牽扯到人事、金錢，政治敏感度非常高的。也像是「調

查員」一樣，進行併購對象的評估調查，現在的公司很流行新創，大公司會併

購一些小公司，此時大公司會請他們來調查看看，是不是值得公司花錢投資。 

 

我從麥肯錫學到的事情 

 

    接下來，彥廷老師談到「從麥肯錫學到的事情」，他們在麥肯錫裡面會接觸

到不一樣的專案，會需要不一樣的技能，所以可以學習不同方面的才能，這都

是很棒的經驗。麥肯錫可說是高階主管的訓練班，因為你擁有不同的視野，知

道要如何做決策，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學到非常多的事情。 

 

一、反對的義務：表達尊敬的最好方式。 

 

    曾經發生客戶順道來看他們財務評估分析的初步結果，稍作簡報後，客戶

也很滿意，但是講者根據數據統計走向來看，發現該客戶的銷售業績並不那麼

好，他就猶豫是不是要說出來，但說出來好像澆了對方冷水。此時經理出聲，

根據新的發現，預估的業績可能要砍掉很多，會影響到交易，不能這樣就了結

這個專案，請客戶給他們時間做出完整的簡報。後來簡報的結果，產品銷量預

估被砍掉近 75%，該行銷方案不會成功，交易取消，專案終止。 

 

    於是經理教導講者，他有反對的義務，不該猶豫要不要說出來，因為證據

就在眼前，為了客戶利益、團隊和公司的名譽，一旦發現問題，就要跟大家提

出來，當你不提出來，會危害到客戶及公司，你不反對的話是你的失職。如果

連最清楚狀況的人都只跟著應和，那團隊就沒有太大的意義，客戶找他們也沒



有價值。即時、懇切而有憑有據的反對聲音，常常是決策者最歡迎的一件事，

這表示他有可以信任的耳目，把團體的成功置於個人利益之上。跟一個人持反

對的意見，不但無損於我們對他的敬意或喜愛，更可能是我們對他表達尊敬最

好的方式。 

 

    你必須要有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愛因斯坦說過，「教育不只是學習知

識，而是要訓練思考的能力」，永遠不要失去自己的好奇心，為什麼要有思辨能

力？這樣才能解決問題，碰到問題才能知道怎麼去思考。解決問題是變動世代

裡最重要的生存能力，現在的世代，變動速度很快，現在最流行的東西，可能

10年後就不存在了，大公司也是一樣，變動很快的狀況下，今天的標準答案，

明天可能就改變了，所以我們必須獨立去做思考判斷，才能在變動的環境下做

出最適合的決定。 

 

二、領導能力：無關乎職稱與身分 

 

    再來是領導能力，不管你在什麼職務或身分，任何人都可以發揮領導能

力。講者對領導的定義是，激發自己與他人一起組成有效的團隊，來克服困

難，達成共同目標的能力。在麥肯錫中是非常講求領導能力的。太多時候我們

都誤以為領導能力就是對一群人發

號施令，忘了領導統御要先懂得領

導自己，領導自己就是要先認識自

己，先認識自己後才有資格讓別人

認識你。如果對自己都不清楚，還

會有誰能夠知道怎樣的狀況你最能

有所發揮呢？你必須要能領導自

己，積極地去解決問題，展現行動

力。 

 

三、Teamwork：團隊合作 

 

    接下來要說的是團隊合作，團隊應該是要分工合作、互不干涉呢？還是由

一個人出來整齊劃一的領導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長處，能夠互相截長

補短，團隊合作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且維繫彼此的差異，大家都是獨一無二的。

前往目標的方式絕不會只有一種，一體適用的標準答案其實往往不切實際。因

此在麥肯錫中，即使在急迫的專案，第一步就是詳細的自我介紹，介紹自己的

特質、擅長的事情等等。 

 

    一個最有效率的團隊，並不是讓所有人成為執行領導意志的分身，而是讓



每一個人都能以他或她的方式，獨當一面，解決問題。就像軍隊在行軍，前行

的道路被河擋住了，如果只能「報告長官，前面有河！」，那不是很沒有效率

嗎？麥肯錫內對於團隊成員的期望是，發現有河時，提出數個渡河或繞道的方

案，各方案的成本效益、衝擊影響、需要其他成員的協作支援、資源提供，同

時一併提出。團隊的決策者工作就是決策，集結眾人智慧，所有事情一次到

位。因此即使是各自性格鮮明、行事風格迥異的復仇者聯盟，終究是可以拯救

世界的！ 

 

結語 

 

     然後，關於踏出舒適圈這件事，台南人劇團聯合藝術總監，蔡柏璋曾說

過：「不關勇敢，關於你有沒有想清楚而已」。要怎麼想清楚呢？首先可以先計

算 CP值，當個生活經濟學家，但是困難點在於未來是不確定性的，無法計算。

人生永遠是套裝行程，沒辦法單點。沒有人可以肯定你算的 CP值到底正不正

確，你做的每個選擇一定都會有代價，你所做的決定而帶來的後果自己是不是

可以接受？只要你想清楚了你的每個選擇而帶來的代價，而且你也願意接受，

那就勇敢一點去做吧！演講最後，彥廷老師勉勵同學們，別讓既有的道路侷限

了你，勇敢開創，並留下可追隨的足跡。追尋夢想可能是非常孤獨、漫長的道

路，但只要謹記初衷與堅持，有一天你會發現，那些走過的路其實都是非常美

麗的風景！ 

 

Q&A 時間 

 

    接下來是 Q&A時間， Q1：你的職業跟精算師有什麼不一樣？ 

 

    A1：精算師利用很多統計數據，例如保險公司要算保費，機率、費用、風

險各多少就需要精算師；而我們跟精算師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數字準確度的要

求，你覺得算出來是 5 萬或 6 萬，對客戶投資的決定有任何影響嗎？重點是

告訴執行長這是「 5 萬、500 萬、還是 5 億」的產品。我們需要的是決策方

向，現實的決策面對的都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所以需要知道大概方向再加以

微調，當然沒有辦法估算到所有的事情。但是躊躇不前，或許還會錯失機會。 

 

    Q2：麥肯錫錄取你是因為哈佛學歷嗎？他們會讓菜鳥這麼快就上手嗎？你

說最重要的是計劃，但更重要的是執行，可是空降部隊並不了解企業文化，那

你們是怎麼去執行這部分，像是管理方面的？ 

 

    A2：哈佛有較大機率能被錄取，但並不代表其他學校就沒有機會，我能進

入公司並不是因為哈佛學歷。進入面試階段後，學歷就完全不重要了，不過與



其反覆準備面試、過於在意形式，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展現自己系統性思考與領

導的能力。面試標準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他進公司第一天，我把他帶去見客戶

讓我覺得是沒問題的，他的說話談吐溝通能力要有一定水準。麥肯錫也針對新

進人員提供為期三個禮拜的迷你 MBA 課程，幫助員工掌握財報分析與客戶訪談

之技巧，企業內的訓練更是針對人員不同的階段來設計，讓他們從做中學、學

中做。 

 

    在工作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客戶那邊，並不在公司內部。很重要的是，我

們必須在一開始就跟客戶的團隊密切溝通、合作，會花很多時間跟客戶溝通成

為夥伴，因為要讓對方認同我們的方案是重要的。我們會覺得領導能力是重要

的，領導能力是聆聽、溝通、激發客戶的熱情，就是從溝通中讓客戶知道我們

的專案且認同，剛開始都要好好溝通，我們也才能知道這家公司的文化、需

求，怎樣才是可行的。 

 

    Q3：請問是什麼特質讓你從醫學、公衛跨越不同領域到顧問公司？ 

 

    A3：當初就是想嘗試不同的道路，大不了再繞遠路回來。我比較不在意別

人眼光，也不會覺得別人說怎樣就怎樣。如果試一個東西失敗就算了，天也不

會塌下來，世界也不會毀滅。同事常問我怎麼不會緊張，小地方出錯就是幾

億，但我待過醫院就知道，這又不會死人，攸關性命的大事我才覺得嚴重。 

 

    Q4：你曾因不知道人生下一步而迷惘嗎？在高度壓力下，你是否還能在工

作環境下找到快樂？ 

 

    A4：我現在也不知道五年後會做什麼事情，我的規劃比較是兩三年內的，

對於有新的機會我會選擇敞開心房，不會設限自己一定要怎麼走。過程中一定

會遇到瓶頸，像是在學時，有人去賺錢了，我卻為了交不出論文而苦惱。每個

人都會有迷惘的時候，人是群體的動

物，所以朋友很重要。關於壓力，沒有

比面對生死關頭有更重大的壓力，所以

有壓力時，只要想到幫病人 CPR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沒什麼。另外，我們會避免

這種情形發生，做專案的時候，不是往

前算而是往回推，比如六星期後我要交

報告，那第五星期必須要有總裁認可，

第三星期要有個期中報告，所以我要往

回推第一、第二星期我要做什麼，要花

多少時間，我就要把重點抓出來。 



 

    Q5：當你還沒有確定要接這個任務前，你會先思考什麼？有沒有屬於自己

的 SOP？如果這個任務的客戶利益和公眾福祉衝突時，你如何抉擇？ 

 

    A5：如何在利益、弱勢團體中做選擇，舉例來說，像是驗血、驗尿等項

目，從同一家醫院內的不同部門要找同一個醫師來檢驗，其實是很零碎沒有效

率的，比較好的方式是，要用疾病做來統整，什麼樣的病人來看診，需要做什

麼樣的檢驗，可是沒有人這樣做過，像沒人知道糖尿病的市場價值是怎樣，所

以我跟同事把臨床指引拿來研究，以糖尿病來說，幾個星期要做什麼檢驗，把

它列出來估算，這是最典型的解決方式。 

 

    我們不應該要犧牲哪一方，而是要想辦法製造雙贏，我們做這樣的解決方

案，對公司是有利的，因為它省了很多成本；對客戶也是有利的，因為它很方

便的。一間公司若要永續性成長，它唯一的方法是創造價值，獲得利潤，而非

摧毀價值，如果其獲利是透過節省成本，損害到群眾利益，那遲早會出問題。

顧問首要的任務就是尋求客戶、大眾的雙贏局面，這就是我們的信念。可是當

我們的價值跟客戶產生嚴重衝突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收回方案。我是沒有特別

的 SOP，但還是有實務的考量，你想要這個就必須放棄其他的。 

 

    Q6：做專案的當中，會因為公司某些勢力的搖擺而修改內容嗎？如果碰到

了要怎麼做取捨？麥肯錫是很厲害也是最難進的顧問公司，你覺得它有哪些不

好或不喜歡的地方？ 

 

    A6：我們在做專案的時候，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也可能會因為政治而做調

整，但這調整是有實務影響上的理由，每個人都有他的行事風格，硬是要把適

合那個人的公式套到這個人身上，一定會是失敗的。為了要量身訂做，必須要

根據當時的情勢、人事改變而做調整，我並不覺得這樣是糟糕的，本來專案就

沒有標準答案，只有最適合的答案。 

 

    關於這間公司的缺點，我先說我要不要繼續待在這間公司好了，我必須要

面臨一個抉擇，在亞洲的話，我的客戶大多在中國，一週只有一天待在家裡，

因此無法兼顧工作與家庭，雖然在這裡很有成就感，但我很想看著兒子長大，

對我來說家庭更重要。 

 

    Q7：麥肯錫的同事也是比較聰明且有領導能力的，那共事起來會不會有什

麼困難或是有壓力的地方？ 

 

    A7：我覺得是競爭的壓力。或許有人覺得大家都一樣聰明優秀，好像是要



踩著別人出頭往上爬，但在公司裡面，我必須說沒有這個存在。在這裡非常強

調，每個人成功的道路是不一樣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打造，在團隊我們要怎麼

幫助他人來追尋夢想，這是互相幫助的概念，成功的定義並不是要當到什麼才

是成功。這家公司真的很好，像我們離開公司之前，它還是願意花很多時間、

金錢來輔導你，幫助我們尋找下一個工作，在這裡的概念是，人才能創造工作

最佳的環境，我們要幫助每個人實現不同的夢想。 

 

    Q8：很多人都說在台灣不適合發展工作，那你怎麼會願意回到台灣，來到

教職領域的工作？那你覺得台灣的學生需要出走到國外讀書、工作嗎？ 

 

    A8：矯情的理由是，亂世出英雄，當你從一個角度看到需要改進的地方，

也意味有許多機會將被發展，並產生正向影響。真實的理由是，我不希望我的

小孩長大後只跟我講英文，不希望小孩在美國環境下長大。至於為什麼要到陽

明大學公衛研究所擔任教職，因為我想要做一些能發揮影響力的事，在台灣想

要影響衛生政策的話，在學術圈是個很不錯的方式。 

 

    演講結束，全場響起熱烈掌聲，在這短短兩個小時的演講裡，同學們聽完

講者歷經多次轉彎的人生過程後，想必也學習到很多待人處事的哲學。講者認

為所有的經驗都可以為自己帶來成長，請相信自己現在做的嘗試都將對未來產

生意義。在此也鼓勵同學們多方嘗試，將想法化為實際行動，才能讓世界產生

真正的改變。而在嘗試的過程裡，相信同學們將發現自己的熱情是什麼，什麼

才是你一輩子想奮力追尋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