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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成功之路 
當今職場必備的核心職能 

銘傳大學 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時間: 10/15(三) 12:10~13:50 

桃園校區 M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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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劉 偉 澍 
劉偉澍，朋友都叫他 David，昱晶能源科技
副總經理，中鼎工程公司監察人，中華民
國企業經理協進會前秘書長，商業智庫首
席顧問，中美晶監察人，前福特六和汽車
公司財務長兼Mazda汽車汽車與Jaguar副
總經理，同時任教於國立台北大學商學院，
教授企業管理、國際貿易等課程，並常受
邀在工商企業界作專題演講。曾榮獲中華
民國國家傑出經理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
學會管理獎章。 

著有1.「臺灣汽車工業發展文集」，2. 
「Travel 趴趴走 David 帶你環遊世界，行
遍天下」，3. 「活得精彩，做好個人管
理」，4. 「管理技能實務 - 職場必備的18
項核心職能」四書。 

http://www.facebook.com/dwsliu 
「活得精采，劉偉澍的學習網站」 
http://dwsliu.pixnet.net/blog 

http://www.facebook.com/dwsliu
http://www.facebook.com/dwsliu
http://www.facebook.com/dwsliu
http://dwsliu.pixnet.net/blog


12月9 日晉見總統 

馬總統2010年於總統府
接見國家傑出經理人 



Brands in Taiwan 

Ford Motor Company  

LINCOLN 

Aston 

Martin 

Service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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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successful …   
                       Interview by Business Weekly Magazine  

•  Determination， 

  決心 
 

•  Persistence，and  

  毅力 
 

•  Drive fo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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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大綱 

一、前言 

二、溝通技巧 Communication Skill 

三、改善人際關係 

四、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 

五、壓力管理 Str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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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知
識 

豐富的實務
經驗 

企業經營管理
的能力 

整合資源
的能力 

創新的能
力 

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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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kind of skills, capability 
you should have,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your job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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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確的工作態度，還要具備下列幾項
工作上的技能，才能工作勝任愉快。 

 

• 要有專業的知識， 

 Professional Knowledge； 

• 要有好的溝通能力， 

 Good Communication Ability； 

• 要有好的人際關係， 

 Good Interpersonal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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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解決解問題的能力， 

 Problem Solving Capability； 

• 時間管理的能力， 

 Time Management Capability； 

• 個人電腦知識及英文能力， 

 PC Knowledge and English Capability； 

• 同時要學習「獨立思考，獨立判斷」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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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W. S. Liu Morris Chang 

1. 專業知識 1. 專業技能和廣泛的基本知識 

2.  終生教育，終生學習 2. 終生教育，終生學習 

3. 要有好的溝通能力 6. 表達能力 

4. 要有好的人際關係 5. 與別人既競爭又合作的能力 

5. 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創新力 

6. 獨立思考，獨立判斷 
    的能力 

3. 獨立思考的能力 

To be successful in your career 

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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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技能實務 –  
職場工作必備的18項核心職能 

• 管理技能實務 – 職場工作必備的18項核心職能，18班武藝
樣樣精通是上班族職場工作致勝成功的密訣，也是在職場
工作必需具備的有用技能。 

• 學習有用的知識與技能對我們非常重要，如何做好管理工
作，把管理的知識與技能落實到工作上生活中，對我們將
更有幫助，充份加強在社會上在公司中的競爭能力。 

• 在我們人生中，往往經過了不少的嘗試錯誤，才學到一些
人生的經驗。如果能夠透過別人的經驗，學習成長，不必
重蹈過去的錯誤。 

• 管理不光是應用在「企業管理」上，也可以應用在我們
「生活」上，應用在我們「職場工作」上；讓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井然有序，更有條理；讓我們
的人生更有意義，生活得更好。精采人生，活得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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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工作必備的18項核心職能 
 18 Core Competencies 

一、動機職能 Driving Competencies 

1.  生涯規劃 Career Planning 

2.  履歷表撰寫與求職面談技巧 Interview Skill 

3.  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 

4. 樂在工作 The Joy of Working 

5. 改善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Skill 

6. 情緒管理 EQ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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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工作必備的18項核心職能 
 18 Core Competencies 

二、行為職能 Behavior Competencies 

7. 溝通管理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8. 簡報技巧 Presentation Skill 

9. 英文email寫作 English Email Writing  

10.談判技巧 Negotiation Skill 

11.衝突管理 Conflict Management 

12.團隊管理 Tea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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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工作必備的18項核心職能 
 18 Core Competencies 

三、知識職能 Knowledge Competencies 

13. 問題的分析與解決 Problem Solving 

14. 提升創造力Innovative Thinking 

15. 提升我們的領導能力  Enhance Leadership 

16. 強化執行力 Execution    

17. 建立成功的工作習慣  Establish Good Habits 

18. 壓力管理 Stress Management 

17 



年輕人必備的三個關鍵能力  
溝通力、找答案、建立世界觀  

• 問：如何準備自己，在寒冬下面對未來？  
• 我對台灣年輕人的建議相當簡單，投資自己，讓
你在任何國家和狀況都可以成為堅強的領導者，
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台灣。  

• 答：三種關鍵能力，第一，語言和溝通能力，不
止是語言能力，而是理解對方的能力，同樣一件
事，溝通的方式很多，在多重文化、規範和狀況
下，擁有溝通能力就等於全部，因為每個人都有
不同意見，你必須整合這些意見，執行，並且達
到目的，這是你在商業世界，唯一需要發展能力。 

        趨勢大師 大前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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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必備的三個關鍵能力  

溝通力、找答案、建立世界觀  
第二，當你有問題，必須找到事實，讓事實說話。
在確定你表象的原因和分析之前不要有動作。分
析事情的原因，找出最終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
黃金能力：不是依賴單一的知識，找出答案的方
法才是真正的能力。有時候洞察能力必須跳脫你
原本的位階。  

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後，第三種能力，知道世
界正在發生什麼事，讓自己對於世界大事有觀點。
第三種能力相當重要，因為可以塑造你的職業生
涯計畫和未來計畫，瞭解你想做什麼。 
 

                                         趨勢大師大前研一： 讓自己對於世界大事有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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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那些 

國家人口超過 

一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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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8.8% 7.8% 

3.0% 

2.2% 

3.2% 

2009 GDP as a % of the who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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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2009)  
GDP as a % of the whole world  

1. US 25.7% 6. UK 4.8% 

2. Japan 8.8% 7. Italy 4.2% 

3. China 7.8% 8. Russia 3.2% 

4. Germany  6.6% 9. Brazil 3.0% 

5. France  5.2% 10. Canada  2.8% 

G20  
London 2009 

85.0% 11. India 2.2% 



Taiwan Economic Status 

 (兆美元) 
2011 

GDP 
兆美元 

% of global 
GDP 

GDP per 
capita 

全球GDP 68.65 兆美元 

美國 15.09 兆美元 22.0% US$48,352 

中國 11.30 兆美元 16.5% 4,300 

台灣 0.4255 兆美元 0.62% 18,500 

南韓 1.0 兆美元 1.46% 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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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世界觀 

第三種能力，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
讓自己對於世界大事有觀點。第三種
能力相當重要，因為可以塑造你的職
業生涯計畫和未來計畫，瞭解你想做
什麼。 

• 一個全球化後的世界。 

• insert now - World air traffic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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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有島國思維，

要放眼世界  

•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表示，「台灣有很多年

輕人，以開咖啡廳為滿足，這樣的想法有些
不可思議」，他希望台灣年輕人不要有島國思
維，希望台灣人以世界為舞台。  

• 郭台銘說，他之前在香港認識了一位在荷蘭銀
行工作的荷蘭人，對方告訴郭台銘，荷蘭雖然
國土不大，但是荷蘭人把世界當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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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π型人」 

•「π型人」如同π字一般，伸出左腳，踏出右腳，
再平舉雙手，故可屹立不搖於職場之中，無畏環
境的驟變及打擊。  

新型人類：「π型人」的構成  

•「π型人」的左腳—代表第一專長、第一領域、
第一視野、第一技能、第一文憑、第一外語等。
泛指第一種能力。  

•「π型人」的右腳—代表第二專長、第二領域、
第二視野、第二技能、第二文憑、第二外語等。
泛指第二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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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π型人」又是什麼？  

•「π型人」擁有第二專長，這是僅有單一專長者
所欠缺的；π型人具備第二領域經驗，這是僅熟
悉單一領域者所不及的；π型人擁有第二視野能
力，這是只具單一視野者所缺乏的。  

•具有雙專長、熟悉雙領域、懷有雙視野、適任雙
職位、擁有雙文憑、或精通雙外語的人，都可稱
為「π型人」。  

•「π型人」除了具備一般上班族應有的基本價值
外，還有更高的附加價值，故是職場上的搶手人
物，亦是各個領域的常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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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π型人」的要訣  

•那麼，要如何成為一個「π型人」呢？在
《π型人—職場必勝成功術》一書中提出
幾個具體建議：  

1. 充實基礎知識  

2. 精通第一專長 

3. 學習第二專長  

4. 貫通兩大專長  

5. 尋找發揮舞台  



Stages in Your Life 

馬斯洛 Maslow 說過 ... 
 

心若改變, 你的「態度」跟著改變 
態度改變, 你的「習慣」跟著改變 
習慣改變, 你的「性格」跟著改變 
性格改變, 你的「人生」跟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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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溝通技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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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良好的人際溝通?  

 研究顯示，聲音/語調和說話時的表情 /身體動作
給對方留下的印象佔 90%以上。因此，若要建立
自己給對方的良好印象，和要產生說話的影響力，
必須留意自己的語調、表情和動作。 

身體語言 (55%)  
 ..包括目光接觸、面部表情、點頭、坐姿、
身體動作、身體距離、衣著、飾物等。..  

 ..由於你的一舉一動和臉部表情比你所使用的詞語
威力要強.. 8倍，所以必須意識到，並予以重視它
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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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良好的人際溝通?  

聲調 (38%)  
 ..使用不同的語調、音高和語速，對於別人怎樣理解你所
說的話是差別很大的。..  

 ..你必須留意自己的聲調是否給人誠懇/親切、還是呼顯/反
感的感覺。 

內容 (7%)  
 ..語言內容在你所施加的影響中所佔的比例也許不高，但
須記住，當身體語言、 

 聲調的效果消減時，剩下的就只有傳達的信息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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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技巧 

 聽清楚 

 講明白 

 做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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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溝通的技巧 
 

  1. 要尊重對方， 
    注意到對方的感受 
 

  2. 溝通的目的 
 是「瞭解」而非「改變」 
 

  3. 避免否定式、 
  命令式的說話方式 

34 



2014/10/13 

1. 要尊重對方，注意到對方的感受 

 溝通考驗的是你的同理心、感受能力，還有你表
達自己的能力。要了解人性，那麼要怎麼做一個
有同理心的人呢？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人性，就
是你溝通的對象心裡在想什麼。 

 即使雙方意見不同，但必須做到『異中求同、
圓融溝通』。 

 學習『不要急著說、不要搶著說，而是想著說』，
絕對不要『逞口舌之快』而後悔。 

 假如我們能多學習「正面思考」，用比較「樂
觀」的角度來看待事情，心情一定愉悅、更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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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的目的 
是「瞭解」而非「改變」 

 伏爾泰曾說：「通往內心深處的路是耳
朵。」  

 希臘哲人戴奧真尼斯也說過：  
「上天給我們兩個耳朵、一個嘴巴的意思，
就是要我們多聽少說。」。一雙願意聆聽
的耳朵，遠比一張愛說話的嘴巴更受歡迎。 

 我們往往因為太忙， 而忘了去傾聽別人說
的話。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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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避免否定式、命令式的說話方式 

 有時候我們在溝通時，會不自覺地用一些『否定
式』、『命令式』、或『上對下』的說話方式。
例如：『你錯了，話不能這麼說』，或是『跟你
說過多少次了，你這樣做不行啦，你怎麼那麼笨，
跟你講你都不聽……』。 

 一般來說，人都不喜歡『被批評、被否定』，但
是，有時我們在言談間，卻不知不覺地流露出
『自我中心主義』和『優越感』，覺得自己都是
對的，別人都是錯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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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ositive and not negative  
Negative 負面說法：  
 你怎麼那樣懶惰？ 
 你怎麼那麼笨？ 
 你真是敗事有餘！ 
 你騙人！ 
 你真是自私！ 
 你真是頑固！ 
 你是人見人怕！ 
 妳真是長舌婦！ 
 你的脾氣真暴躁！ 
 你是個膽小鬼！ 
 你真討厭！  

Positive 正面說法： 
 你再努力些可以做得更好。 
 找到了好的方法你一定會進步。 
 你可以換個方式試試看比較好。 
 你講的不是真實的吧。 
 你可以站在別人角度想一想。 
 別人的意見也可以參考一下。 
 你可以與別人相處得更好。 
 妳可以精簡些，別人會更喜歡聽。 
 你可以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緒。 
 勇氣是需要經過鍛鍊的。 
 你不那樣做我會比較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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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六件寶 

 溝通六件寶： 

 微笑、讚美、聆聽、 

 提問、關心、“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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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評中彼此責難 

•在敵意中造成抵抗  

•在嘲諷中易於萎縮 

•在羞辱中易於縮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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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讚美中充滿感激 

•在讚許中人會自愛 

•在忍讓中學會堅忍 

•在激勵中充滿信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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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動與人交談 
    Speak to people. 
 

2. 表現真摯與熱誠 
    Be Genuinely cordial. 

 

42 



2014/10/13 

3.  時常微笑 
   Smile at people. 

 

4.  叫得出別人姓名 
   Call people by name.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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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現友善及幫助意願 
    Be friend and helpful. 

 

6. 對別人表示好感及興趣 
  Be interest in the othe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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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體諒別人的感受 
    Consider the feeling of others. 

8. 留意服務別人 
    Be alert to rend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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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尊重別人意見 
    Respect the opinions of others.   

 

10.  慷慨讚美 
         Praise gener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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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互相鼓勵  增加好心情  

◆ 多發現自己的優點 
 

◆ 多欣賞學習別人的優點     
 

◆ 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 
 

◆ 好好說話，就是說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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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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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曾經對被列入
《美國名人錄》的成功人士做過一
項問卷調查，請他們歸納成功的因
素是什麼，結果發現有高達85％的

受訪者將「良好的人際關係」
列為第一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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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內基 Dale Carnegie 在「如何嬴取友
誼與影響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一書中，提出了六種
使人別人喜歡你的方法，這是我所見
過最典型的改善人際關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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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使別人喜歡你」的方法 

–  真誠的關心別人， 

–  經常微笑， 

–  記住別人的名字， 

–  聆聽，鼓勵別人多談他自己的事， 

–  談論他人感興趣的話題， 

–  衷心的讓別人覺得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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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六項都是很簡單的道理，知易行難，
捫心自問，你是否能夠做這些事情呢? 
蕭伯納曾說「如果你想教別人一些東
西，那麼他永遠也學不來。」不錯，
學習是一種活動的過程，只有「做」
才能學得來。 

•起而言，不如做而行。只有用過的知
識才會牢記在心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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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批評、責備、抱怨，才會快樂起來 

• 卡內基講得很清楚，人要減少批評、責備、抱怨和
挑毛病，才會快樂起來，也才有可能跟別人好好相處
溝通，帶給別人快樂。 

• 有個快遞公司總經理，有一天他的助理跟他說：「總經理，
拜託你不要這麼愁眉苦臉的好不好？」他生氣地說：「難
道我連自己不快樂的權利都沒有嗎？」那小姐說：「你
愁眉苦臉，害得我們的工作士氣也很低落。」自己

積極正向，不僅自己能快樂，也會大大影響別人的。一
個不快樂的人，很難帶給別人快樂，因為他的想
法、作為都是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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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讚美，帶給別人快樂 

• 在巴菲特的自傳，裡面提到員工都很喜歡跟他一
起工作，因為他很會讚美別人。其實巴菲特以前並
不是快樂的人，內向、害羞和退縮，他是在二十幾歲參加
卡內基訓練之後改變的，他在自傳裡提到卡內基有16次之
多，講到他如何從退縮害羞變得有自信，懂得跟別人溝通，
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甚至讓他娶到老婆。 

• 不管你是做哪個行業，什麼樣的工作，每天進辦
公室前，都可以先問自己這兩個問題：「我快樂
嗎？」、「我能不能幫助別人更快樂？」那麼一
天的工作就會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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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的藝術 

真心誠意：不要言過其實，注視著對方 

具體明確：使用一些籠統含糊的字眼，只   

           會讓人覺得只是禮貌性的應酬話 

強調內在特質 

大方接受讚美 

把握時機：當你發現對方可圈可點的行   

            為時，請立即表達你欣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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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拒絕，拒絕的藝術 

•學會拒絕：說“不”是為使生活更好。 

•直接說明：說明原因，如時間不允許， 

            環境的限制…同事不答應… 

•婉轉拒絕：先安撫，多協調，再改變。 

•溫和堅持：注視聆聽，態度堅定。 

•安靜應對：注意聽，不開口，不答應。 

•巧妙轉移：提出好理由，讓對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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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際關係的 
一些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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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贏得好的印象分數 

• 想要有貴人緣，先要有人緣，初次見面投不投緣，也就是
所謂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心理學研究發現，兩人初次會
面，四十五秒鐘內眼神交流，已經在對方腦內留下七成印
象分數。 

• 前美國總統林肯相貌醜陋，當別人責怪他不該以貌取人，
林肯解釋說，「一個人過了四十歲，就應該為自己的外表
負責。」外表蓬頭垢面不修邊幅，就算貴人看見，也都嚇
跑了；你不需要具備天使臉孔，但至少要讓人覺得可以親
近外表並不等於人緣，合宜的裝扮配上得宜的應對進退，
「讓人如沐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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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談吐禮貌有內涵 

• 前《經濟日報》副刊版主任王家英常常專訪大企業家，他
強調要取得他們的信任，關鍵就是舉止要有禮貌，並懂得
心存同理心，站在對方立場設想，更要尊重別人的意願。 

• 歌手張清芳四年前與電視製作人葛福鴻在遠企餐廳喝下午
茶，巧遇老公外資金童宋學仁，張清芳的落落大方，立即
讓宋學仁傾心。貼心的她人緣奇佳，更重要的，她也有內
涵，知道什麼場合該講什麼話。 

• 有次，有位科技界大老宴請宋學仁夫婦，無論大家談到什
麼議題，張清芳都能接得頭頭是道；更重要的是，她懂得
掌握氣氛，知道餐桌上每位賓客的來歷，親和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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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被利用價值 

• 人際關係是「給跟取」，文字寫作、口頭表達、領導等能
力，最是一目了然，更是升官必備能力。舉例來說，文字
寫作就可以看透一個人的思惟、決策、條理、規畫等能力，
結論就是，要讓自己像發光體，照亮別人，貴人才容易找
到你。 

• 西方諺語有云，「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孟
母懂得三遷，《論語》裡的友直友諒友多聞，講的都是同
一件事，物以類聚，要跟「對的人」在一起。 
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總是跟損友和在一起，離成功
一定愈來愈遠；日本前伊勢丹百貨公司王牌採購藤卷幸夫
在他的暢銷書《人脈筆記》上提醒，要在心中描繪出二十
年後的「未來人脈圖」。 

•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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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描繪人脈拼圖長期經營 

•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很懂得用「關鍵人脈」扭轉命運，一九九二年，
三十九歲的他離開家族企業，為了開創事業第二春，他硬著頭皮向朋
友借錢。當時，他翻開通訊錄列出六十多位名單，一一去電詢問，沒
想到一開口卻立即獲得奧援，他利用過去累積的好人脈籌到一
億六千萬元的創業金，這筆錢，創造出每年滾出二十億元
營收的王品集團！ 

• 業務員都知道，拚業績要靠「三同」：同業、同事、同學；加
入團體是累積人脈最快的方法，出社會之後，加入對的社團，也等於
多開了一條讓貴人找到你的捷徑。 

• 公私領域人脈都要兼顧，大家都說人一定要有很親近的三師
（醫師、律師、會計師）友人；而現代胡雪巖、潤泰集團總裁
尹衍樑的朋友廣及兩岸三地政商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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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心誠意最能感動對方 

• 真心才會感動人；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將心比心，很容易就會變成
一個好相處的人。 

• 藤卷幸夫總是在桌子抽屜裡放著許多美麗的明信片，在與
剛認識的人見面之後，他常會寫下自己的感激或想法寄給
對方，往往只是寫下「感謝」兩個字，就給人很好的印象。 

• 從新聞界轉戰百貨業的SOGO百貨公司董座黃晴雯，也喜歡透過卡片
寫上感謝。對於初見面的人， 她一定把名片放在桌上看了
再看，不斷直接喊他的名字，到了下次見面，她已牢記對
方姓名，打招呼備感親切。 

• 簡訊管理，過年過節傳遞簡訊是基本功，每次他參加演講或錄影後，
除了會檢討自己的表現，還會在演講結束後傳簡訊給主辦單位─「若
有意見都歡迎您的指教，也謝謝您的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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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貼心關懷勝過昂貴大禮 

• 人是情感的動物，用心，別人就會感動；貼心的舉動或小
禮物往往比昂貴大禮更得人心。文華花苑總監陳妍嵐就說，
有次她收到一瓶護手霜最是感動，因為朋友注意到插花的
她最需要護手霜；而忙著花店與照顧小孩，她根本沒時間
採購，朋友卻替她想到了。了解人家需要什麼，是「貼心」
的首要條件。 

• 貼心得靠用心，法樂琪主廚張振民只有初中畢業，但認識
的政商名流卻比許多部長還多，他投入許多心力做功課寫
筆記，顧客用餐習慣、愛吃什麼、有哪些過敏食材，他都
記得清清楚楚；例如有位企業家到法樂琪慶祝結婚十五周
年，他拿出當年婚宴菜單，就讓對方感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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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 台塑創辦人王永在出了名愛打球，長庚球場上
政商名流齊聚，但除了當今台面上的人物，許
多已經下台或卸任的政務官王永在一樣會寄發
邀請函，請他來聚餐或比賽，同樣給予貴賓級
的優待。 

• 前外交官夫人田玲玲就在自傳上說過，當年，
有一位美國參議員一直對台灣不太友善，脾氣
與口氣都很衝，田玲玲和錢復都是臉薄的人，
想與對方交朋友，有時必須沉得住氣，不卑不
亢才能取得信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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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勿得罪小人、狐假虎威 

• 人脈人脈，一個人背後代表一群人；金氏世界紀
錄〈銷售〉保持人喬吉拉德就說：每個人都有二
百五十位朋友，得罪一個人，可能等於多了二百
五十多位敵人，另外，現在網路傳播發達，要是
人發動網路力量「詆毀」你，可也是明槍易躲、
暗箭難防。 

• 簡單一句話，就是盡量與人為善，微笑掛臉上，
套句胡雪巖的名言：「於人無損的現成好撿，得
罪一個人要想補救卻不大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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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 

時間管理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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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輕重緩急 

 

 時間管理的基本原則是  

 (1) 先輕重，(2) 後緩急。 

 
 先處理重要的事情，再處理次要的事情， 

 先處理緊急的事情，再處理不緊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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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優先順序舉例   

 

 

 

 

 

 

 

 

            重要而緊急 
1. 明早向上司作工作簡報 

  2. 所得稅申報後天截止 

  3. 期末報告即將到期 

         重要但不緊急 
      1. 開始節食計畫 

      2. 準備參加進修課程 

      3. 構想寫一篇文章 

緊急但不重要 
     1. 朋友來電話 

     2. 客人突然來訪 

     3. 社團來邀演講 

不重要也不緊急 
      1. 整理檔案及抽屜 

      2. 閱讀書報雜誌 

      3. 與死黨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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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而且緊急：馬上辦  

 重要而不緊急：好好規劃  

 不重要但很緊急： 

        1. 馬上辦，但只花一些時間 

        2. 請人代辦 

        3. 集中處理  

 不重要也不緊急：有空再辦  

時間管理優先順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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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則為 

1. 先處理重要的，緊急的事情， 

2. 再處理重要的，不緊急的事情， 

3. 再處理次要的，緊急的事情， 

4. 最後處理既不重要，又不緊急的事情。 
 順序 1 & 4 是非常明確的，2 & 3 順序比較有彈性，
可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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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思維 

  時間是可以創造的 

  趕的話就慢慢來 (急事緩辦) 

  越討厭的事，越早做 (先苦後樂) 

  準備好了再開始 

  做錯了，停下來 (不要持續錯誤) 

  一次就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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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日事今日畢 

要養成「今日事，今日畢」處理
事情的習慣，能夠在今天做完，
就不要拖到明天。同時注意事
情的到期日  due day，要在到
期日前確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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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石二鳥，節省時間 

有些事情，你可以同時進行。像
我在 housekeeping 的時候，會
同時打開音響聽音樂。坐按摩
椅時同時看電視，上下班開車
時同時收聽中廣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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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有績效 

我有時候看到那些工作時間很長卻績效不彰的
人，覺得很替他們難過。一位「事倍功半」
的人和一位「事半功倍」的人，他的工作績
效整整差了四倍。同樣的道理，如果你賺的
錢是別人的 5 倍 10 倍 (錢滾錢)，花的錢是別
人的一半 (換季 on sale 打對折去買)，那麼你
累積的財富才會是別人的十倍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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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有時間觀念， 
要守時 

跟別人約好時間要守時，我很討厭不守
時的人。通常我會在約好時間 10 分鐘
前到達。主持會議要準時開始，準時
結束。時間就是生命，對別人的時間
表示尊重，也就是對別人的生命表示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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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養成好的習慣， 
 習慣成自然 

 每天早睡早起，三餐定時定
量。養成好的運動習慣，習
慣成自然，自然會有時間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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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次做一件事情 

有些事情你要專心處理，一次只
做一件事情，直到把事情做完。
不要東摸摸，西摸摸，事情都
只做一半，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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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瑣碎的事情， 
 儘量集中處理 

 像週日上午，我一大清早到基隆河河濱公園騎
腳踏車運動，迎著晨曦，呼吸新鮮空氣，沿
著基隆河單車專用道，來回 1 個小時 20 多公
里，回來順路吃早餐，新東街傳統市場買水
果，民生社區 Carrefour 買鮮奶。回家後澆花，
換鳥籠，拖地，洗澡。然後看報紙，同時聽
輕音樂。燙衣服，記錄週五收盤股價，‥‥，
一上午處理十幾項瑣碎的事情。下午專心寫
篇文章，同時放古典音樂，時間一點都沒有
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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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記筆記，take note  

 有時候我們會忘記一些待辦事
項，像我會隨身帶一張空白紙
記起來。有些 ideas 想到時記
來，適時再處理。要買的東西，
shopping 時一次購足。 

80 



2014/10/13 

(9) 避免干擾，選擇性說"不" 

 我在專心處理一件事情，不希望別
人打擾時，偶而我會把門關上。
一些不相干的電話，我會告訴對
方我在忙不方便。不速之客造訪
時，長話短說，不要花太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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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要量力而為， 
   能勝任愉快 

以前我在法商學院教兩門課，星期三晚
上，星期六下午。星期三白天上班，
晚上還要教課，實在太累了。現在只
教星期六下午一門課 3 個學分，可以
勝任愉快。以前我還在企管顧問公司
兼些講座，現在都推掉了，有更多的
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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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管理結語 

氣定神閒， 

游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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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ood plan for today 

• A good plan for today is better than a 

perfect plan for tomorrow.          

      [George S Patton]  

•有計畫的過完今天，    

  勝於不可及的明日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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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壓力管理  
Str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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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壓力的來源 

工作 

環境 

家庭 

健康 

人際 

經濟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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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your 

pressure com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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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可能有的各種壓力來源
調查，壓力依序為 

 

• 工作（40%）、 

• 財務經濟（32%）、 

• 家庭婚姻（12%）、 

• 社交人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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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工作中所遭遇的困擾或壓力主要
來源之比較，就整體員工而言，福利
薪水的問題（32%）、前途發展問題
（28%）及工作量的問題（26%）為
最主要的工作壓力來源。 
 

• 而藍領勞工除上述問題之外，工作場
所環境不佳（15%）亦是造成工作壓
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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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紓解身心壓力 
How to release 

 your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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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減低工作上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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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自己的能力 
 

• 加強時間管理  --  作好時間管理應是一
件降低壓力的好方法。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或低估自己所需的時間，如果能給自己充裕的
時間來完成一件事時，可以幫助紓解壓力。  

• 學習拒絕 
 

• 授權給他人  delegation & empowerment  --  
若你從不授權給他人時，事情永遠只能自己做。
Get the thing done through othe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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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交好朋友， 
增進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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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使別人喜歡你」的方法 

– 真誠的關心別人， 

– 經常微笑， 

– 記住別人的名字， 

– 聆聽，鼓勵別人多談他自己的事， 

– 談論他人感興趣的話題， 

– 衷心的讓別人覺得他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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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正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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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意事十之八九，我們可以提昇對自我的肯
定，對自己有信心，因此我們應該了解自己的長
處，常常肯定自己的優點，如果我們在某方面失
敗時，就多想想自己的優點，不要為一點挫敗而
自我責備。 

• 保持正面思考。西方人有個比喻，「憂慮像個搖
椅，它讓你有事可做，卻不能讓你前進。」常常
檢查自己是不是有負面的思想或反應如「我怎麼
努力都沒有用」或「沒有人會喜歡我」。 

• 停止負面思考最好的方法就是換個不同角度看同
一件事。如塞車時，也許會開始自責，「我總是
遲到」，「我老是沒有做好一件事情。」放下這
些自責，回想一些愉快有趣的事，就能釋放出快
樂的情緒。 

96 



2014/10/13 

四、不要杞人憂天，  
減少沮喪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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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No news is good news。 

• 面對一連串的負面新聞，或是誇大煽情的媒體報
導怎麼辦？如果你不想看，暫時把電視機關起來，
如果你不想讀，就暫時把報紙收起來。要學會選
擇和過濾你選擇接收的資訊。 

• 克服憂慮的魔術方程式，其實只有簡單的三步驟： 

    1. 問自己：最壞的狀況是什麼？ 

 2. 接受最壞的狀況 

 3. 設法改善最壞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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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微笑， 
保持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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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放開心胸的大笑可以減少壓力
荷爾蒙，使干擾素增加，有助於增強免疫
系統。日前就曾有個新聞，是新加坡某家
公司為了激勵員工上班的士氣與消除員工
的工作壓力，而安排一個教導員工如何開
懷大笑的課程，利用大笑來提升員工的士
氣讓心情變好。 

• 平時看些喜劇或是聽些笑話也是一個讓自
己的神經鬆弛的好方法。 

• 我們經常要處理公司內大小問題，經常會
有不太愉快的經驗，更應該要少煩，少怒，
多傾聽，多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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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適度的運動， 
以鬆弛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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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可能每天運動。運動能夠快速地改
變腦裏的化學物質，也能夠調節荷爾
蒙。 

• 伸展緩和的運動如散步、太極拳或瑜
伽，能大幅增加腦中的血清張力素濃
度，緩和焦慮的情緒，增加內在的安
定。 

• 激烈的有氧運動則能提振心力和肌力，
所有的運動都能增加腦內啡，讓人舒
暢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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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國家隊 

She is 203 cm 

One head taller tha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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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with  

洋基投手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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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走出戶外，參與
其它的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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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專注於個人偏愛的活動（如聽音樂、
郊遊）三十分鐘後，我們的身體就會鬆弛，
血壓降低，並使我們心神舒緩、精神重新
振作。 

• 休閒活動會使我們每天生活更有變化，也
使我們在許多方面有成長發展的機會，可
以減低我們的生活壓力。 

• 不要被自己的憂鬱情緒煩惱，當心情
不好壓力大時，千萬不要自己悶在角
落，以免越想越鑽牛角尖，一定要走
入人群，轉移壓力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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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自己一個假，壓力大到一踏進公司、
一回到家中就感到心煩氣躁，或是讓
自己侷限於一個跳不出的框框中而煩
躁不安，這時就表示你應該到戶外走
走，遠離眼前的噪音與刺激，比較容
易將心放寬。 

• 偶爾給自己一個假，出國旅遊，出外
散散心讓自己的心情獲得短暫的沈澱，
也是消除壓力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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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鳴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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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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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u, Sou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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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frica  

With baby li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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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活有規律， 
營養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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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位皇帝 

•西洋史上最早的征服者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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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50歲)，派徐福尋長
生不老之藥不可得。 

•亞歴山大 (33 歲)，英年早
逝，…. 

•成吉思汗 (65歲) ，問邱處磯
延年益壽仙丹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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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察了那些長命百歲的人瑞，像 

   前教育部長陳立夫 (104 歲)， 

   蔣夫人宋美齡 (106 歲)， 

 

不外乎適當的飲食，正常的生活作息，

適當的運動，身心保持愉快。我想

只要我能夠做到這四項，持之以恒，

我也一樣可以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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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睡早起作息好， 

    定時定量七分飽； 

    身體健康多運動， 

    精神愉快永不老。」   

              

                劉偉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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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的疾病，不是營養不夠，而是營養
過多。過與不及，都不相宜。 

•均衡的飲食，要從蔬菜、水果、五穀雜糧
中取得熱量所需的醣類、澱粉，奶、蛋、
魚、肉、油脂有蛋白質、脂肪。 

•建議多吃低脂肪，低蛋白、低鈉鹽、低壓
力、高纖維食物。像菠菜、紅蘿蔔、洋蔥、
海帶、柑橘、蘋果。還有要多喝開水，最
好每天 250 CC 八大杯。  

122 



2014/10/13 123 



2014/10/13 124 



2014/10/13 125 



2014/10/13 

一、減低工作上的壓力 

二、多交好朋友，增進人際關係 

三、學習正面思考 

四、不要杞人憂天，減少沮喪的時間 

五、學習微笑，保持心情愉快  

六、適度的運動，以鬆弛身體 

七、走出戶外，參與其它的休閒活動 

八、生活有規律，營養要均衡 

九、化解壓力，生活上的注意事項 
 

     Smile, the whole world smile with you;  
               Cry, you cry alone.   

126 



2014/10/13 

學習有用的知識技能 
學問的作用在經世濟民，成為有用的智識。可惜在目前大學
教育中，我們並沒有學習到很多對我們工作上、生活上比
較重要的一些技能，像 

•  做好職涯規劃 Career Planning， 

•  做好時間管理 Time Management， 

•  做好情緒管理 E.Q. Management， 

•  有效的溝通技巧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  簡報技巧 Presentation Skill， 

•  英文email 寫作 English Email Writing， 
 

• 「活得精采，劉偉澍的學習網站」 
http://tw.myblog.yahoo.com/dw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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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用的知識技能 
 

•  成功的談判技巧 Negotiation Skill ， 

•  如何面對衝突 Conflict Management， 

•  培養好的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Skill， 

•  解決問題的能力 Problem Solving Capability， 

•  提升創造力 Innovation  Management,  

•  提升我們的領導能力 Enhance our Leadership,  

•  激勵員工提高士氣 Motivation,  

•  紓解工作壓力 Stress Management，‥‥等等。 
 

學習有用的知識與技能對我們非常重要，而這些都我在企管
顧問公司講授的課程，把管理的知識技能落實到工作上生
活中，對我們對公司將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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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澍老師講授課程 
M&S Finance HR Management 

初階 
適合所有員工 
Suitable for all 

employees 

品牌管理 
行銷策略 
如何開發新客戶 
產業分析與市場預

測 
客戶服務技巧 
顧客關係管理 

CRM 

開源節流 
現金流量改善 
年度預算編列 
解讀財務資訊 

簡報技巧  
溝通管理  
英文email 
談判技巧 
改善人際關係 
情緒管理 
時間管理 
樂在工作 

問題的分析與解決 
創新思考 
習慣領域的突破 
經營環境分析企業經

營計畫 
執行力 

中階 
適合主管 
科長、經理 
Suitable for 

supervisors 
and 
managers 

品牌管理與品牌創
新 

行銷策略 
產業分析與市場預

測 
營收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 

CRM 
 

開源節流 
現金流量改善 
年度預算編列 
營收管理 
從財務報表洞悉企

業危機 
解讀財務資訊 
企業診斷 

溝通管理 
談判技巧 
衝突管理 
壓力管理 
激勵員工士氣 

問題的分析與解決 
創新思考 
創新管理 
領導能力 
團隊經營管理 
經營環境分析企業經

營計畫 
策略思考與策略管理 
執行力 

高階 
適合協理、副總

、總經理、
董監事 

品牌管理與品牌創
新 

行銷策略 

公司治理 
從財務報表洞悉企

業危機 
解讀財務資訊 
企業診斷 

壓力管理 
激勵員工士氣 

創新管理 
領導變革 
領導能力 
策略思考與策略管理 
執行力 



「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  
e-Learning Training Sharing  

3C 課程名稱 3C核心職能e-Learning課程 連結網址 

1. 溝通技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usAPrfNFNo&feature=youtu.be 

2. 改善人際關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6_kjc9y9Z4&feature=youtu.be 

3. 樂在工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mWKEhHupXA&feature=youtu.be 

4. 簡報技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upPGFSdglU&feature=youtu.be 

5. 生涯規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rAtKTtRkE&feature=youtu.be 

6. 壓力管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eZ1HqZBTGM&feature=youtu.be 

7. 問題分析解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g030hhNSjs&feature=youtu.be 

8. 創新思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oUo6p-3Iac&feature=youtu.be 

9. 時間管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0mH8MT_YVI&feature=youtu.be 

10. 談判技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UZ5-W9Efpw 

Memo: 10 e-Learning lectures are completed and shared on the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usAPrfNFNo&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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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k-rAtKTtRkE&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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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銘 
• 亞里斯多德說 : 

   「人生最終的價值在於覺醒和
思考能力，而不只在於生
存 。」 

• 靜坐常思己過， 

  閒談莫論人非。 

• 知足感恩常喜樂， 

  包容體諒智慧生。 
   「早睡早起作息好， 

    定時定量七分飽； 

    身體健康多運動， 

    精神愉快永不老。」 

               劉偉澍作 



FB 粉絲專頁「右上角按讚」，新文章主動通知您 
https://www.facebook.com/LiuWeiShu?ref=hl 

您只要在粉絲專頁「右上角按讚」，新文章會主動通知您，謝謝。 

https://www.facebook.com/LiuWeiShu?ref=hl
https://www.facebook.com/LiuWeiShu?ref=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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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交 流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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