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際遇中探索 

吳春山 

Chance 



前 言 

人生是一連串因緣際會的總和 

每次的際遇不論是主動或被動 

總有值得探索的地方 

經由際遇中探索 

開創人生的樂趣 

讓生命之旅更加豐富 



萌芽期的際遇 

家庭 / 出生 / 姓名 / 求學 



小生力軍 

童工歲月 

捆工經驗 

打工歷練 

當兵生涯 

成長期的際遇 

鞋廠、建築師事務所、建設公司 



初出茅廬的際遇 

台中賣自助餐˙高雄合夥創業˙返回家鄉從零出發 

白天衛浴外務，夜晚賣芋仔冰。重回龍邦 

從最基層到副總&關係企業董事長 



千金難買少年貧 

沒傘的孩子跑得快 

困頓是一個學習機會 

感謝打擊，感謝病痛，感謝離別 

感謝挫折，感謝失敗，感謝壓力 

不把挫折當挫折，即無挫折 

從種種最不利狀況下 

看到希望與啟發的力量 

 



學習中的際遇 

勞安 / 代書 / 估價 / 管理師班 / 總經理班 

社會大學 / 圓桌教育 / 卡內基訓練 / 工商建研會 / 國家發展研究班 



社交生活的際遇 
最早從員林青商會開始，到今天共參與近50個社團 



About Group 

Public 
台中市警友會 

台中市憲友會 

台中市市府顧問 

台中市民防大隊 

彰化縣諮詢顧問 

低碳建築聯盟顧問 

大台中發展促進會 

台中市棒球基金會 

行政院國家發展研究班 

Local 
彰化同鄉會 

吳氏宗親會 

台中武澤宮 

員林玉意宮主委 

Medical 
中榮榮興基金會理事 

惠康醫療基金會董事 

蓮花基金會榮譽董事 

Welfare 
生命線總會常務監事 

老樹救援協會理事長 

台中生命線協會理事長 

行動菩薩助學協會理事長 

社交生活 

Business 
磐石會 

三中會 

員林青商會 

青年創業總會   

青創會中區主委        

206楷模聯誼會  

工商建研會會長  

台灣產經建研會  

台中市工商協進會  

聯合營建發展董事 

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 

台中市建築人聯誼會 

台中市建築經營協會 

台中市科技管理學會  

台中市企業經理協進會會長  

台中市不動產開發常務理事 

Rotary 
93-94南屯社創社秘書 

95-96台中南屯社社長 

06-07扶輪社3460地區公關主委 

09-10扶輪社3460地區助理總監 

16-17扶輪社3460地區公關主委 

Education 
卡內基 

永靖高工 

嶺東科大 

逢甲大學EMBA 

明道文教基金會 

春雨文教基金會 

台圓文教基金會 

不動產開發教委會 

國美館文教基金會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扶輪。商業。醫療 
公益。教育。社會。地區 



About Group 
社交生活 

扶輪社 / 創社秘書。社長。助理總監 

投入較深的社團 

三中會。建築人聯誼會。楷模聯誼會 

台灣行動菩薩助學協會 / 連任兩屆理事長 

持續27年來公席率 100 % 

台中市企業經理協進會 / 連任兩屆理事長 



Social Skills 
社交體悟 

人際關係要好，有要做到三處 

看人長處、幫人難處、記人好處 
 

個人的修養文化 

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須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 



2004年成立，至今已有13年歷史 

以獎助家境清寒之學生及公益活動為宗旨。從成立至今 

會員人數至 7081 人，幫助學校有 97 所 

幫助的學生共 1096 人。 

協會內除秘書外所有職務皆為無給職 

 

台灣行動菩薩助學協會 

APS.org 
2008-2012 連任兩屆理事長 
 
每月一百元 
幫助弱勢的孩子快樂成長 



成立於1975年，至今已有41年的歷史，全國第四個成立 

的生命線。志工經過37期培訓，已累計有 215 位志工。 

24小時的服務，一通電話，立即輔導。至今已輔導超過 

40萬個個案，拯救面臨徬徨邊緣的人們。 

 

台中市生命線 

Lifeline 
2013-2016 一屆理事長 
 
幫助在耳邊，千里一線牽 
全天候1995熱線 



2015年，由中興扶輪社結合台中中興大學共同成立，並 

擔任創會理事長。以醫治台灣原生老樹為目的，為台灣 

留下珍貴美麗的自然記憶 

台灣老樹救援協會 

Oldtree119 

2015.1.1 創會理事長 
 
搶救老樹刻不容緩 



職涯的際遇 
賣出第一戶房子的心得 

在出國的飛機上也能賣房子 

超級業務員的生涯 
個人一年賣出200戶房子 



企業是豐富人生的一種莊嚴。 

創業的際遇 

1994.10.1 成立公司 
建築與營造的角色選擇 

Building or Construction 



職涯的際遇 

職涯金句:敬業樂群 

Working Hard 

十年始成企業 

廿年領先群倫 

卅年史上留名 

企業定義： 



行善不能等，不必一定要等到功成名就。 

從創業的那一刻起，就下定決心，找尋各種能力可及可以回饋社會的工作去推動。 

 

實踐職業、事業、志業「三業一體」， 

透過職業的道德，使事業能夠健全發展，並使志業能夠一起藉此實現。 

創業的際遇 

好的氛圍；善的循環 

Good & Right 



創業的際遇 

做好工地安全是積陰德的事 

Safety 



頭與領導者的宿命。 

沒有辦法中想辦法。 

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十二月天冒熱汗，七月天時起畏寒。 

奉行三守主義：守時、守信、守法。 

堅信天無絕人之路，但做人一定要認真打拼。(愛拚才會贏)。 

創業的際遇 



事業的際遇 

97亞洲金融海嘯 

  取案：新竹以南、嘉義以北為優先 

    產品：學校、廠辦、賣場為主 

921大地震 

政黨輪替 

SARS疫情爆發 

美國金融海嘯 



麗明的精神 

BEST GIVING 
堅持給您最好的 

麗明的意涵 

敬愛大地、疼惜地球、追求圓滿 

不斷創新、永保熱忱、生生不息 

經營的際遇 



「人」是最重要的，任何企業文化都是要以人為主、為本。 

經營的際遇 



組織文化是對公司同仁生活方式的價值共識。 

經營的際遇 



文化是一群人有 

共同價值觀、共同思維 

共同生活方式、共同信仰 

共同做事的方法以及共同習慣 

經營的際遇 

Culture 
千年暗室一燈即亮 



Reading 
讀書會緣起 

德國一位文學家曾說： 

大自然是上天偉大的創作， 

但人類最偉大的創作在書中 

 

有感於此，希望公司每一個人 

都能好好珍惜這人類偉大的貢 

獻。開卷有益享受知識的樂趣 



建立學習型的組織，讓企業永遠有活力 

Learning 



共同的生活方式拉進彼此的距離 

Lifestyle 



服務社會的價值觀 

Value 

2017年第16屆共募集1061袋熱血 



善友善報 

給我報報 

日光好康報 

工地寫真 

貼近的思考方式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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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的思考方式 

Thinking 



個人著作 

一百三十三個當下˙一頭健壯的紫牛 
一路如一˙一股持續力˙一路向善行 

個人CD 

共出三張專輯惜情的春山 
共108首台語經典歌曲 

貼近的思考方式 

Thinking 



吉祥物紙鎮 

吉祥物馬克杯 

落成紀念便條紙 

環保購物袋直式 

環保購物袋橫式 

高質感硬紙提袋 

太陽能LED棒球帽 

臺中國家歌劇院野餐墊 

臺中國家歌劇院音樂鈴 

貼近的思考方式 

Thinking 



數十年來自海內外收集總數量已有 8000多隻 

豬式會社(諸事如意館) 

Thinking 



對內是幸福企業 

Believe 



對外是受人尊敬的企業 

Believe 



Progress 
腳踏實地的成長 

2017 資本額：新台幣10.8億 
同 仁 人 數：480位 



我的里程碑 

Milestone 

1997年 中華民國第20屆青年創業楷模 

2009年 承攬臺中國家歌劇院，挑戰不可能 

2013年 勤益科技大學 (填滿人生的拼圖) 

2014年 逢甲大學EMBA(班代2年) 

2015年 國家卓越建設人物獎。 

2015年 第15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優等 

       臺中國家歌劇院  

2017年 逢甲大學EMBA校友會理事長 





我的態度 

Attitude 

四個擁有： 

一顆年輕凡事好奇的心、知心並可無所不談的朋友 

向上健全的工作或事業、溫暖健康美滿的家庭住所 

凡事厚道 不讓負面思考留在心中 

遇事瀟灑一點，看世事糊塗一點 

三個忘記：忘記年齡、忘記過去、忘記恩怨 



每隔一段時間會回顧，並做感想紀錄 

我的每日習慣 

Used to 
日行萬步 隨手作筆記 珍惜每一張名片 

每周寫一篇文章 善用、不浪費零星時間 

手不離卷，與書為友，天天看書 



希望這個世界，因為有我而變得更加美好友善 

我的價值觀 

Value 

視信譽如生命 不求第一，但求唯一 

不做會留下遺憾的事情 

絕對不做偷工減料的缺德事 

即時行善 莫忘初衷 



遇事先處理心情 再處理事情 

我的處事態度 

My  

attitude 
得饒人處且饒人 

得助人處且助人 

凡事留有餘地 



我的理想生死觀 

View of 
Life 

積極實現價值觀，創造生命的意義 

讓生命飽滿充實，如此，隨時離開而無憾 

積極面對無常的世事與命運，勇於跟命運搏鬥 

拒絕屈服於命運 

人生無常、無常是常、隨遇而安、活在當下 



對陌生的事好奇 

見特殊的事產生聯想 

生活的樂趣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Joys of Life 



結    語 
回饋社會，成就自我 



不造成社會的負擔，對一切、環境、社會要友善 

與顧客要兼顧彼此利益，並希望所有的作品，能達到顧客利益極大化 

忠於所託 

結語 

企業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Do your BEST 



結語 

不只要做營收檢視；也要時時做公益檢視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身為地球公民，經營企業的同時，要不斷地自問

是否因著我們而使這個社會、這個國家 

世界更美好 



每年八月所舉辦的活動，從民國90年起，已舉辦16屆。 

號召到的熱血已由最初125袋，到今年的1061袋，總數量達到8023袋， 

其中曾在2015年達到單場1110袋，相當難能可貴。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01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061 

125 111 103 150 
201 240 

341 357 
434 

526 
631 

822 
896 

1110 歷年捐血袋數成長 

年度公益捐血活動 

Blood donation 

915 



Blood 

donation 



2008年榮任第三屆理事長開始，致力推廣協會，會員人數連年成長。 

更因此連任第四屆理事長，兩屆任期共四年，會員人數增加33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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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行動菩薩助學協會 

APS.org 



甫接任台中生命線協會理事長一職後，第一件美事就是幫協會找到新家，成為一個

永久的會所。讓協會不必飽受搬家之不便，此舉更獲得前市長的肯定。 

目前的辦公室，是全國所有生命線最好的。 

台中市生命線協會 

Lifeline 



老樹凋零，是環境的退化，也是社會文化財的損失。至今我們已經拯救超

過260多棵樹。最著名有：后里澤民大樟公、集集大樟公、石岡五福臨門。 

已辦近40場樹木知識講座，6場宣傳推廣園遊會，勘查一百餘次。 

2015.08.26  五福臨門救治 2015.04.26  后里大樟公 2015.12.13  五福臨門重生 

台灣老樹救援協會 

Oldtree119 



企業三步曲 

Step by step 

先求生存 

追求領先 

留下典範 

結語 



結語 

贏家與輸家的差別 

Winner and Loser 

贏家始終有一個計劃，輸家始終有一個藉口； 

贏家總是說：「讓我為你服務」，輸家總是說：「那不關我的事」； 

贏家從問題中尋找答案，輸家從答案中尋找問題； 

贏家堅持比較多，放棄比較少，輸家放棄比較多，堅持比較少； 

贏家專注擅長的事，輸家分散多元的事； 

贏家會說：「看起來困難重重，但裡頭大有機會」， 

輸家卻說：「看起來大有機會，但做起來困難重重」； 

贏家把一手爛牌打好，輸家只等別人放炮。 

期許你我都是自己人生的贏家，贏過那個怠惰懦弱的自己， 

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結語 

心中的信仰 

Faith Hearts 

亞里斯多德 

人是重複行為的結果；卓越不是一個行為，他是一個習慣。 

 

司馬光 <資治通鑑>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結語 

際遇中探索 

ChanceDiscovery 

我完全不知道，也無法掌握明天或未來到底會發生甚麼事。 

但我一路走來，總是始終認真努力地活在當下。此時，生命 

就是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中 探索前進 

普賢菩薩：「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魚少水，斯有何樂？」 

個人淺見：「是日雖過，命亦隨減，如能精進，焉能不樂？」 



我們的作品 

商業賣場 

Commercial 



我們的作品 

飯店旅館 

Hotel 



我們的作品 

企業總部 

Enterprise 



我們的作品 

學校教育 

School 



我們的作品 

集合住宅 

Residence 



我們的作品 

醫療院所 

Hospital 



台中新市政府 

2009 Taichung City New City Hall 



高雄展覽館 

2013 Kaohsiung Exhibition Center 



高雄展覽館 
2013 Kaohsiung Exhibition Center 



臺中國家歌劇院 

2014 Taichung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大劇院 
2009 席次 
以紅色色調呈現歌劇奢華及氣勢磅礡的氛圍 





中劇院 
800 席次 
深藍色色調，搭配放射狀座位，呈現不同氣氛 





實驗劇場 

開放空間，室內室外兩者兼具 

多功能活用場地 

200 室內席次 





空中花園 
仿自然火山景色 
綠化不僅能降低耗能亦提供建築一個呼吸的場所 



臺中國家歌劇院 

2014 Taichung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南投中區產業創新發展園區 

2014 ITRI Central Taiwan Campus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 
2016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outhern Branch 



嘉義國立故宮南部分院 
2016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outhern Branch 







嘉義國立故宮南部分院 
2016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outhern Branch 



嘉義國立故宮南部分院 
2016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outhern Branch 



To love what you do 
愛你所做    

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 

你的工作將占掉你人生的一大部分，唯一真正獲得滿足的方法， 

就是做你相信是偉大的工作。 

而唯一做偉大工作的方法，就是熱愛你做的事 



成功的定義 

Successful definition 

成功策略大師博恩崔西(Brian Tracy)窮盡40年研究「成功」 

他歸結一套成功的定義： 

 

找到熱愛的事情，全心盡意地投入，過程中不斷尋求改善的方法，

從中獲得快樂、成就感和滿足感，同時贏得他人的尊重。 



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 就是現在 

因為過了今天 就不再回來 

人生沒有假設 「當下即是全部」 

The moment is all 
當下即是全部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