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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如果我再是社會新鮮人 

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 



一)少年人是活在”希望”與”準備”中 

• 少年人是活在希望與準備中，年輕人是活
在奮鬥與成長中，老年人是活在回憶與省
思中，希望今天初入社會的人，能在學習
進步中邁進，締造老年美好的回憶！如果
時光能倒流，讓我重返社會新鮮人的歲月，
我將在規劃上、在行為展現上會有更好的
佳績。 

 



 
二)先審慎體察時代的脈動，並認真

思考我的實力與機會點 
 • 首先，我會審慎體察時代的脈動，並認真思考我的

實力與機會點。 
• 這是個變動的時代，前輩的模式與過往經驗，只能
做為參考，在知識經濟時代，更可恃的是知 識，
以及從知識衍生的實力(Competency）、創新能力
以及系統思考能力，如何建立自己的Competency是
當務之急。 

• 儘管大學階段的主修科系，對求職有深切的影響，
但不是每個行業都會對主修科系有過多堅持，譬如
旅遊、餐飲、百貨與流通、儲運、行銷等領域，往
往一個人的適性、氣質、學養，比他的主修科系更
受到重視。 
 



三)終身學習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努力過程 

• 即便在高科技業，也有一些非主流科系畢業生表現極為突
出。 

• 惠普HP總公司及台灣分公司的歷任主持人都是歷史系畢業，
而索尼SONY先後兩任CEO，一是學音樂 的，另外一位是學
國際關係的，美國大企業中的主持人不乏軍校畢業生，企
業本應是納百川大海、八方豪傑薈萃之地，真正要講求的
是實力與績效。 

• 初踏入社會的前幾年，學歷或許是我們唯一的資產，但隨
著工作年資的增長，我們也要有所增值。 

• 如果在校所學有10％能在工作應用，已經稱得上「學以致
用」；而這些學以致用的專長與知識，至少有一半，也許
在未來5年中又會面臨更新淘汰的挑戰。 

• 因此，終身學習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努力過程。要準備好於
事前，而不要事後空悲切。 
 



四)在求職上，Match是首應考量的
因素 
• 在求職上，Match是首應考量的因素，該企業、該領域

我真的能有所貢獻、 真的合於我的志趣嗎？我應加強
之處有哪些？如有所不足，就應藉由歷練與學習來加強。 

• 在台灣最難能可貴之處，就是有豐沛的學習環境，我以
前在一家航空公司服務時，在資訊部門表現最優秀的同
仁之一，原先是某私立大學俄文系畢業，她就是靠不斷
地學習，而使自己成為最傑出的系統維護人才。 

• 培養世界觀也很重要，我們應對中國、西洋、乃至日本
的歷史文化傳統有所瞭解，否則會自陷於井蛙與夜郎的
囿見中。 

• 通常有世界觀意識的人，對族群融合與多元文化的包容
力也會扎實些。 
 



五)一定要不斷地汲取人文、藝術的涵養 

• 不論我們念何科系，一定要不斷地汲取人
文、藝術的涵養，在真善美的整體發展上
才較為周全，人生發展也較為圓融；而擁
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在精神生活上更充
實。運動休閒更是未來健康的張本。 

• 少年人是活在希望與準備中，年輕人是活
在奮鬥與成長中，老年人是活在回憶與省
思中，希望今天初入社會的人，能在學習
進步中邁進，締造老年美好的回憶！ 

 



II)把自己當成企業經營: 
用資產負債表的概念檢視自己 

• 經營自己的生涯進展就宛如經營一家永續
續經營的企業 

• 讓自己的『資產』升級 

• 找出自己的專屬資產 

• 兩種自我經營模式 

• 職涯階段論 



 
一)經營自己的生涯進展就宛如經營

一家永續續經營的企業 
 
• 經營人生，就如同經營一個事業體，必須懂得運用

「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 的概念，強化自己的
「資產」 Assets部分，使自己不斷地增值，也要做
到在人格操守上，做到正派與清廉、誠信的地步。 

• 既然企業有產品壽命週期，有起有落，有盈有虧；有
大展鴻圖，有遭逢困厄；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何嘗能夠
事事稱心、一帆風順？企業之所以成功，要策略採用
得當，經營著實合乎倫理標準，資源充分利用，同理
人生經營也該如此。 

 



二)用資產負債表的概念檢視自己 

• 首先我們可以將「資產負債表」的概念來剖析自己，哪些是自
己的資產部分，哪些是自己負債部分。譬如在年輕時候因勤學
不倦，學得有用的知識，也歷練一些實務經驗，成為自己的核
心實力，這就是『資產』；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贏得人家的
信任與友誼，也是『資產』 

• 相對地，如果發現自己欠缺什麼專業，以致無法承擔上級的託
付，這就是『負債』Liability；自己個性上有些缺陷，以致人
家對你的信任度不夠就是『負債』。 

• 懂得經營人生的人，就是能夠強化自己資產部分，使自己不斷
地增值，才能在生涯發展道路上，得到更多的契機；相對地面
對自己的負債項目，也要努力改善，使負面影響降至最低程度。 

• 一般而言，繼續擴大自己的資產項目，往往比削減負債項目較
為容易；但也不能忽略對自己負債項目的改善。發揚自己的優
點，往往比改進自己的缺點容易些，也有效些。但前提是這些
存在的缺點可不能成為生涯發展的絆腳石或致命傷。 
 
 





每個人都是天才 : 
但必須要發揮在對的地方 

• 愛因斯坦說過：「每個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
『爬樹能力』來斷定一條魚有多少才幹，牠整個
人生都會相信自己是愚蠢不堪。」 

• 天生我才必有所用。 

• 就生涯發展的觀點而言，發擅自己的優點，遠較
盡量去改正自己的缺點較容易也較務實，但前提
是這些存在的缺點不致構成生涯發展上的嚴重致
命傷或盲點。 

• 除了必備的專業知識外，我們更可以在思想、行
為、氣質以及工作態度上，表現絕佳的品味。 



三)讓自己的『資產』升級 

• 我曾與一位技術學院的系主任，交換過生涯發展的意見，
他是苦學出身，從高職、專科、科技大學，逐次自我提升，
最後在國內某頗具規模的科技大學完成博士學位， 也考
取高考技師，但是由於英文程度不是很好，無法在國外期
刊發表論文，參加大型國際研討會也有溝通上的困難，以
致在心中仍有些沈鬱。 

• 我坦然相告，他已過不惑之年，要學好流利的英文的確有
些難度，但即令如此，就「聽得懂、看得懂英文」這個要
求上，只要不畏懼，加上他一貫勤學的精神去苦練英文，
應該會期有所成。 

• 這位教授經過1年多努力後，果然英文閱讀及聽力都有顯
著的進步，如今他在學術交流上開朗多了，也逐漸顯出他
的自信來，他已經憑自己的努力，提升並改善自己的資產。 
 



四)找出自己的專屬資產 

• 每個人都可以檢審自己，找出自己可能發展的資產項目。 
• 企業界有一個名詞，叫competency，也就是能夠在職場上

馳騁、超越甚至領先別人的能力，若擁有competency，並
繼續精進，就是很好的資產項目。 

• 一位來自韓國的僑生，在某國立大學機械系畢業後，歷經
外商主管經驗，卻在年過半百後，外商突然撤資，被迫提
前退休。中年失業的厄運固然令人嘆惋。 

• 後來我們就以他『人生資產負債表』逐一檢視，發現他具
有一般人無法匹敵的資產，就是他是工程科系畢業，加上
他近乎母語水準的韓語能力，於是建議他大可朝加入韓商
企業，或者是台資企業與韓國有密切關係者發展。結果他
加入一家電子公司，由於即將在韓國設廠投資，他獲得重
用，前往參與設廠的重責。 
 



Competency 圖示 

能力(知識、
技術、展現) 

態度、興趣、 
感覺、  

適性、 動機、  
人際技巧 



五)兩種自我經營模式 

• 企業經營的方向有朝「垂直發展」，也有朝「水平多角化經營」，我
們生涯發展方向何嘗不可如此？ 

• 一般而言，朝垂直發展，也就是朝專一領域去努力邁進，最後可以成
為專業人才，這時候真正體現的價值，就是其專業地位可否被人肯定
（產品品牌是否被確認？）是否不易被人取代（市場上是否有替代
品？）其專業是否符合市場的需求（產品是否過時？）垂直發展（朝
專業方向努力）的確是艱苦漫長的路，但是一旦有 所成就，地位通
常可以確保。 

• 相對地，我們也可以朝水平整合的方向去努力，採取𝝅型多角化經營

模式，建立自己的多方位多功能專業發展。 
• 譬如英語系畢業，念國際貿易與經營研究所，兩相結合，可以凸顯他

在國際業務能力。在大學與研究所階段分別主修商科與工程學科，也
是很家的求學黃金組合。 



• I型人(深耕型): 
在某個領域有深入的研究,是典型的[博士],但是對其他領域則一
無所知. 

• 一型的人(淺碟型): 
知識廣泛但是都不專精,雖然什麼都知道一點,但是也就只有知道
那麼一點,只能唬唬外行人而已,一碰到內行人就露陷了. 

• T型人: 
一般性的知識廣泛,但是會針對某個領域去做研究和鑽研,是一種
在[通才]基礎上建立的[專才],鑽到頂尖就無法替代,退休終老保
障無虞. 

• π型人: 
在通才的基礎上建立了兩種(或是更多)專才,成功機會比T型人多
很多,人生也會更加精彩. 

成就自我的四種類型 



六)職涯階段論 

• 大凡企業產品皆有「引入」、「成長」、「成熟」、「衰
退」四期，我們自己何不也可將生涯同與比擬？ 
初入職場，乃引入階段，規模較小，只能將自己視為學徒
生員。及至成長階段，已經可以說是初具規模，但仍然只
能是配角。到了成熟階段，就儼然成為主角，正是大展鴻
圖的好時機。最後產品成為「明日黃花」，步向衰退階段，
人生也該以「老旦」自擬。 

• 各階段各有其應有努力的方向與發展重點，也應有其分寸
與角色定位。 

• 若能以生涯發展比做企業經營，我們自是方向確定進退有
據，而且更加心安理得些。 

 



七)正派經營自己 

• 人與企業一樣也要注意經營體質(在人來說，
就是身心健康)，經營實力，商譽(也就是
個人修為所展現的節操與價值感)。 

• 要將自己的信譽，識自己的資產，也是自
己的生命。 

• 聖經提及:『 人若赚到全世界卻賠上自己
的生命，那有什麼意義呢?』 

• 個人最不幸的惡果就是淪落到身敗名裂的
地步。 



生涯是什麼? 

 



個人職涯發展的兩大成功要素 

 

工作績效 

 

“CAN DO” FACTORS 

知識 

技術 

性向 

“WILL DO ” FACTORS 

動機 

興趣 

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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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天涯若比鄰  
 



Culture Diversity文化多元化 



台灣學子想到海外發展的人大有人在 
台灣錢難賺？8成上班族想去海外工作 中國大陸最熱門 
ETNEWS財經中心／台北報導 
台灣上班族有近8成欲赴海外發展，尤其新鮮人海外工作意願逐年攀升，
超越一般上班族，而最受青睞的地區即是「中國大陸」，更勝美、日及
新加坡等其它鄰近國家，原因在於拓展視野、發展空間較大，再者則是
薪資問題。 
1111人力銀行副總經理李大華指出，年輕人除受限於台灣就業市場起薪
資水準低落之外，企業對新鮮人的接受度及提供年輕人的發展空間有限，
是造成青年頻頻出走海外的「推力」。 
而台灣人才素質在國際間深獲好評，更是台商赴外發展重要的核心人才，
除給予較好的薪資條件及津貼補助之外，企業賦予海外幹部的重任以及
發展空間，對在台有志難伸的青年們形成強而有力的「拉力」；在一推
一拉之下，青年出走的意願逐年提升。 
近年中國大陸發展快速，台商人才需求與日俱增，根據1111人力銀行資
料庫數據顯示，每月台商在台召募駐中國大陸的工作機會，即超過6000
筆，五年成長了13%，顯示赴陸台商對台灣人才的需求，仍方興未艾。 

 



兩岸GDP成長對比 
 • 兩岸GDP成長對比2016.12.22中國時報  

• 1990  大陸142l4 4000億美元大陸3825億美元  
台灣是1700億美元  兩岸對比約為 2.25:1 

• 1998   兩岸對比約為3:1 

• 2015   兩岸對比約為:21:1 

• 我們台灣得GDP謹及對岸的4.7% 

• 對於這樣迅速挪移的對比 我們切不可以昔日
阿蒙視之 宜以新思維有所應隊與應變  

 



國際化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具備條件--- 
個人本質及能力方面 

 1、跨文化的認知 

 2、全球化的視野 

 3、開闊的心胸 

 4、外語 

 5、專業與職能Expertise & competency 

 6、溝通協調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7、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8、快速學習能力. 

 9、高EQ與面對挫折的個性. 

 10、熱忱Passion 與好奇心 Curiosity 



III)杜克大學的經典思維 

 
2014-08-25 沃頓商業評論 
 
杜克大學作為全球排名第7的大學在全球教育中
有著巨大的影響今日借杜克大學的13幅邏輯圖與
您一塊探討關於生活的哲學，這13幅圖將幫助您
更清晰地瞭解自己的行為、目標及思考問題的方
式，讓你選擇正確的方式去實現心中所想與所需。 

 





No.1、什麼是生活 



No.1、什麼是生活 

• 生活中我們往往因為缺乏對自我的認知而
錯過了我們很多原本屬於自己的生活，生
活總是在不經意間見錯過了那些最美好的
東西。 

• “Pay close attention. This is your 
life.” 

• 請留意生活中的細節，這是你的生活 



No.2 明天比今天重要 



No.2 明天比今天重要 

• 人們總是過於在意那些重要的決定 (比如接受什麼
樣的工作或者職位) ，但是實際上明天總是模糊的。 

• 潛心規劃，向你認為最好的目標大膽進發，要知道，
很少有所謂完全“正確”或是“錯誤”的決定，因
為它們只不過都是一個讓你的生命進入下一個階段
的臺階。 

• 認真地思考，清楚滴知道自己的追求及內心深處想
要的東西是神馬，這是航行中的燈塔，沒有了這個
燈塔，前行的路上就會有更多“錯誤”的選擇，今
天--->明天是一條不可逆轉的路，珍惜每個當下及
生命中的過客。 



No 3 你所獲得的滿足感 



No 3 你所獲得的滿足感 

• 和你得到的實物相比，你可以從和別人建立的關係中獲
得更多的滿足。 

•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我們總是錯誤地追求“物質”所
帶來的快感，就如我常說的，錢絕對不是我們人生的追
求，它只不過是滿足我們需求的工具而已，可是很多人
只看了工具，卻沒有想清楚，努力獲得這個工具用來幹
什麼？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會出現兩種情況： 
 
（1）錢有了，卻無所事事； 
 
（2）錢沒了，所有的精力及焦點都陷入到“求生存”
的狀態，幾乎沒有心智考慮幸福的事情，然後越來越窮，
越來越沒有幸福感。 



No.4、體現生命的價值 
 • 在這裡的“頭銜”是指他人的評價，也就是所謂的

面子，我們往往太在意他人的評價而忽略了自己最
真實的需求，有一句話說的很好“外面只有自己，
沒有別人”；這句話反過來說也挺有意義：“裡面
只有別人，沒有自己”，真正的忽略了別人的評價。 

• 其實，我們在生活的道場中要認真的反思與修行。 

• 尊重人比尊重頭銜重要，每個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
價值。 

• 外面只有自己，沒有別人 

• 裡面只有別人，沒有自己 



No.5 不要輕易說不 



No.5 不要輕易說不 

• 學會重新認識拒絕。當你努力想要成為領導者或者建立
公司的時候，人們會經常告訴你“不行”。 

• 但是與其把這個NO視為事情的結束，不如把它看作一個
尋找原因的機會：你是不是找了錯誤的人? 你是不是還
沒有展現出你具有承擔這個新責任的能力? 水滴石穿，
NO會變成另一個等待，學習和再次嘗試的機會。 

• 其實人們最大的問題問題在於遭受拒絕的時候“鬱悶”
的心情，由於情緒的影響我們不願意發現自己的問題，
而更願意用找藉口的方式去處理，因為這個過程中是逃
避了“發現自己問題”痛苦，就像吃了止疼藥，雖然現
在不疼了，可問題還是會出現，因此多去“求證為什麼”
是一種非常好的思維模式。 



NO.6 挑戰自我 



NO.6 挑戰自我 

•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be 
challenged.  

• Ask yourself: Am I proud of my work?” 

• 找到一個挑戰自己的事業。 

• 自省:“我是否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 這是一幅很有意義的圖，如果你不去熱愛
你的工作與生活，不能發現工作與生活中
的價值，再大的努力你的人生體驗都會停
留在峰底。 



No.7 不要懼怕不確定性 勇於面對它 



No.7 不要懼怕不確定性 勇於面對它 

• 別害怕偏離你的計畫,勇敢的接受不確定性。
那些在你感情，工作和生活上表現出不確定性
和高風險的東西往往都是很Cool而且很值得你
嘗試的。 

• 其實偏離計畫的事情，往往可以幫助自己打破
“舒適圈”，在早些時候，南哥會選擇一些自
己不願意做的事情，當然這些事情不會帶來太
大的負面情緒與結果，然後反思這個過程，個
人的成長還是蠻大的，所以嘗試你沒有嘗試的
是一種進步，有時候也很Cool！ 



No.8、回顧過去的經歷 



No.8、回顧過去的經歷  

• 當你進入你人生的新階段，別忘了停下來
回頭看看，去發現你過去經歷的意義。它
可以讓你更好的瞭解你是誰，將到哪裡去，
如何去那裡。 
 

• 這真心是一個不錯的建議，所有的經歷沒
有反思則這份經歷就失去了成長的意義，
如果一直按照一個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
經歷再多結果也是一樣，不管是工作還是
感情都符合這條規則。 



No.9、受到教育不等於聰明 



No.9、受到教育不等於聰明 

• “Never confuse being educated with 
being smart。” 

• 別把受到教育這件事和聰明這件事混為一個概
念。 

• 特別是在中國，別把自己的高等教育當回事，
即便你的學歷再高，讓你說出小學五年級第一
篇語文課文的題目時，你恐怕早已經不記得了，
真正的思考能力、創新能力及優秀的品格才是
職業發展的源動力。 
 



No.10、閱讀能激發靈感 



No.10、閱讀能激發靈感 

廣泛的閱讀，熱情的閱讀。 

創造力是一個必需的生存技能，而一些靈感
就來自於你沒有期待的來源。 
 
這是一幅需要銘記在心的圖畫，你閱讀的越
多你的靈感就越多，找到恰當的書籍，在閱
讀時候並聯想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是一種非
常高效的學習方法。 



No.11、誠實比什麼都重要 



No.11、誠實比什麼都重要 
 
 
• “Be true to yourself. Be willing to 
learn and to be coachable.” 

• 誠實的對待自己，願意學習，願意被指導。 
• 關於誠實我們被這個社會教壞了，導致我們有
一部分人不能誠實的對待別人，更不能誠實的
對待自己的內心世界，所謂的誠實地對待別人
是真誠+真實的想法，所謂誠實的對待自己就
是認清自己真實的想法與清醒，能夠允許自己
的喜怒哀樂！ 



No.12、擁有感恩的心 



No.12、擁有感恩的心 
 
 
• “Give back—serve from a sense of 
gratitude.”回報用感恩的心，感恩身邊的人
和事。 

• 關於感恩的心很多時候被解讀為知恩圖報，實
際上還解讀為這是一種幸福生活的方式，因為
常懷感恩之心的人，內心總是充滿了感動，而
那些受益者以理所當然的心態，或者是一味的
扮演索取者的角色是永遠無法感受到這份感動，
卻時常陷入到得不償失的痛苦之中。 



No.13、堅持 



No.13、堅持 

• “Stick with it，and keep moving” 

• 堅持，堅持，再堅持。 

• 人生最大遺憾在於堅持了不該堅持的，而
放棄了不該放棄的，明智的選擇，謹慎的
行動是一種生活的閱歷，比如說，你的堅
持與倔強用在了人際關係中，這就叫堅持
了不該堅持的，但是在事業與工作上卻很
放縱自己，不求上進，這就叫放棄了不該
放棄的！ 

 



來源：360doc個人圖書館、格上理財 

 
• 公眾號：沃頓商業評論 

• 微信ID: WhartonBusiness 

•  全球視野，高端思維。 

• 《沃頓商業評論》致力於為中國高端商業
群體提供商業財經資訊、洞察、趨勢和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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