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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局者，指的是能夠快速攏聚資源以及集結眾人力量，

進而引領改變找到新局破口的變革者。

當大家在工作上只會交代「做了什麼（What）」時，

造局者總是願意花更多時間溝通「為何這樣做（Why）」，

藉以彰顯自己的核心價值，

把握競爭職場上每一個可以成為菁英表率的機會。

彰顯核心價值	拿回主導權

無
論從事哪一種行業，隨時都有虎視眈眈的競爭

者，從不同方向跳入自以為穩操勝券的舒適圈

搶占優勢，為了避免職涯受挫，必須採取更具跳躍性

的行動法則，像是自我提升、勇敢轉進、大膽投入、

學習專精和邁步向前，以及了解為何這樣做，才能確

保不被局勢主宰，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造局者。

綜覽所有工作種類，當屬業務及行銷領域專業

人才，最能夠不斷砥礪自我、追求進步、學習新知、

取得主導權甚至開創新局，因為他們深知「時間是

最重要的成本」，擅於運用豐沛資源勾勒藍圖，快速

捏出有利於自己的局面。

如同下面介紹的兩位成功造局者代表：群眾募資

顧問公司「貝殼放大」創辦人林大涵和人氣手搖飲品

「一芳水果茶」創辦人柯梓凱，無論為了協助集資成

功、推銷夢想、開拓新客戶或開創新品牌，他們均勇

於跳脫傳統思維模式，善用「共好」競爭力，把所有

人脈聯結成自己的利基優勢，敢於大膽築夢，做自己

人生的 CEO。

定位為行銷整合顧問公司

開拓更多合作機會

去年沸騰全台的世大運，先期宣導影片中，有

一系列由台北市長柯文哲跟阿滴兄妹、蔡阿嘎、啾

啾鞋等當紅 Youtuber 合作拍攝的影片，迅速在社

群媒體與年輕族群之間造成轟動，幕後操盤者不是

廣告公關公司，而是貝殼放大執行長林大涵。

出身自群眾募資平台，經手多個廣受注目的

集資案子，林大涵創辦貝殼放大時，卻特意定位為

行銷整合顧問公司，源於他還在 FlyingV 工作時，

「手上有 90 多個募資提案同步進行，覺得題目都

很好，可是身為 PM 能做的有限，所以想成立進階

服務部門。」只是這個想法未能獲得公司認同，他「被

經歷： 雖然念了兩次大學都被退學，但經手過太白粉路

跑、看見台灣、318 學運紐約時報廣告、月亮

杯、金萱字體等群眾募資成功提案

成績單： 自 2014 年 10 月成立貝殼放大以來，已協助 
192 組客戶群眾募資 8 億 8 千 7 百萬，是亞

洲最大群眾集資顧問公司

貝殼放大執行長林大涵

動」選擇離開，也「被動」選擇創業，決定把無法實

現的念頭化為行動，做自己想做的事。

回顧那一時的挫折，林大涵直言會難過，「一

個大學沒念完的人，好不容易在專業領域做一些事

情，也希望持續做下去，但從頭參與的團隊希望你

離開，自然有點難過。」幸好這段工作累積的資歷

轉成動力，讓他能替貝殼放大建立一套有別於既往

又運行良好的商業模式，透過一次次幫有創意的人

找資源、幫有資源的人找方法、幫有方法的人找時

間，得到更多品牌與企業的合作機會，不再侷限於

群眾募資專案。

因此相較於造局者，林大涵自認現今角色更像

「前後場兼顧的服務生」，可以透過把端出來的菜

色變好看，以及找到喜歡這道菜的客人，變得跟貝

殼放大英文名稱 Beck-Founder 上的破折號一樣，

以「聯結」之姿，加入這些優秀創意者所造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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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精神時，也會圍繞這個主軸設計所有細節，例如在

飲料杯上標註產地，呼應台灣本地生產之外，門市

都有日式風格的木頭窗框和門簾，藉以強化品牌懷

舊印象，以及打造其他業者無法模仿的品牌力。

搭建平台集結眾力

市場後進者反成先行者	

至於為何能夠擬定明確的產品定位與行銷策

略，柯梓凱坦承這是他慘賠兩億後的意外收穫！很

早就自行創業的他，「27 歲賺了一億，屁股翹很高

啊」，運勢旺時連百貨公司來談門市租約，看一眼

就簽約，人還沒找齊，就準備隔天開店，連一起創

業的老婆都罵他瘋子，但他一心只想著如何把一億

滾成十億，就是「沒想過一切會失控」，忽略自己

管理能力尚不到位，未能精算成本造成倒賠，最慘

時高利貸利息一個月達四百萬，每天看著辦公室茶

几上向高利貸借來裝有數百萬鈔票的紙袋，不斷問

自己「怎麼會變成這樣？」

33 歲時的失敗，替柯梓凱累積品牌經營的寶貴

資產，也看清自己商業模式的錯誤，「以前什麼都

想自己來」，每開一間店，大小事都一手包辦，卻

無法面面俱到，所以後來再創業時，才轉念扮演平

台，藉由放大「品牌經營」核心價值，吸引別人上

門合作，相互截長補短。然而平台要做大才能發揮

力量，柯梓凱選擇讓利，吸引加盟主加入，「關鍵

是分享，利潤給他賺，我們要做多品牌，就是要靠

大家不斷幫忙講好話。」他指出每月單店加盟主付

給總部的原物料費用，他固定回饋 5％ 給各區代理

商，作為代理商開拓加盟主的誘因。

另外，像傳統餐飲業者習慣打造的自營中央工

廠、物流體系和外送車隊，柯梓凱也交給別人來做，

把利潤讓給大家賺，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他舉例

光一芳水果茶，每月採購的水果醬金額達千萬元，

供應商扣除成本還賺三百萬，「我也可以拿回來做，

因為配方是我給的，但我自己做，要經營工廠，有

人員配置、檢驗等問題，與其這樣，不如交給專業。」

甚至為了扶持供應商，他改變業內常見的壓貨款做

法，採用現金結帳，減低他們的經營風險。

同樣地，在中國大陸拓展順利的鹿谷製茶，柯

梓凱也表示：「剛去大陸想不通，為什麼要跟外送

業者合作，還讓它抽 15％？一定要自己送才能維持

品質啊。結果我想錯了！分工合作才能一起把餅做

大。」他承認過去以為合作是把利益拱手讓人，直

到這時才發現，越是競爭的環境，想快速拿下市場，

單靠一己之力是不夠的，反而應該懂得讓利，結合

有力夥伴一起攜手造局，才有機會成為改變現狀的

先行者。

經歷： 23 歲夜市創業，4 年成立 7 品牌慘賠 2 億元，後

來改為媒合品牌與加盟主，變成近年兩岸成長最

快的手搖茶飲業者

成績單： 擁有 8 品牌，一芳水果茶、鹿谷製茶店數逾 
1200 家，只花 2 年就追上龍頭 15 年展店進度

墨力國際董事長 柯梓凱

只要願意跨出改變第一步

終能實現自我成長

暢銷書《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裡有一句耳熟

能詳的話：當你真心渴望某件事時，全宇宙都會聯

合起來幫助你。對於創立貝殼放大替自己造局，又

經手過上百件群眾募資提案幫別人造局，林大涵深

知想集合眾人之力實現夢想目標，「必須想辦法證

明自己的真心，否則沒有人有義務理解你以及幫助

你」，而「問題、方案、獨特、信任、價值」是證

明真心的五個核心關鍵。

「看到的問題點是什麼？不解決會發生什麼

事情？想提出什麼解決方案？方法的特別之處何

在？」唯有透過一連串的問句，確認自己過去付出

過的努力與決心，並且證明不只短視著眼於現在，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後的樣子仍值得期待，才能有

機會獲取他人信任，甘心冒著風險助一臂之力，將

自己往成功推進。

同時， 想 在 職 涯 中 實 現 自 我 成 長， 林 大 涵

也認為必經四個階段，「一是紀律，讓你不會做

錯事情；二是好奇，讓你願意接受新知識，遇到

不同狀況時能有不同的理解；三是支撐，透過經

驗與方法的學習，作為往下一階段邁進的基礎；

四是累積，年輕人容易以為成功是自己厲害、失

敗則是別人造成，如果有系統地清楚自己做對哪

些 事 又 犯 下 哪 些 錯， 便 能 更 貼 近 自 己 的 理 想 目

標。」

4 年來，貝殼放大協助客戶募集資金將近 9 

億，等於台灣群眾募資市場一半以上都由他們主導

完成，林大涵希望以自己為例，強調「啟動改變還

是得靠自己」，只要跨出第一步循序漸進，終能水

到渠成實現自我理想。

打造手搖茶「經紀公司」

贏來結盟與合作綜效

今年 3 月底，澳洲第一大城雪梨市區街頭排起

長長隊伍，大家正在等待的是一杯來自台灣的水果

茶。澳洲是「一芳水果茶」進軍海外的第八個國家，

創辦人柯梓凱說：「我們目標是做到手搖飲料龍頭，

全球店數破一萬家！」這杯以柯梓凱阿嬤名字命名的

水果茶，讓年僅 35 歲的他，成為近年兩岸展店速度

最快的手搖茶業者，墨力國際旗下一芳、鹿谷製茶兩

大品牌，兩年累計店數已逾 1200 家，比茶飲龍頭拓

點速度快了 7 倍。

柯梓凱採用的是「快品牌」策略，企圖顛覆傳統

餐飲經營模式，當其他廠商終生專精一個品牌，他旗

下擁有八個品牌，平均半年推出一個。所以更準確來

說，他做的是平台生意，概念類似經紀公司，一邊藉

由內部孵化和外部合作方式，源源不絕打造新品牌，

一邊則建立連鎖加盟體系，拓展加盟主，增加行銷曝

光管道。因為推出的品牌越多，吸引的加盟主就越

多，而擁有越多加盟主，就會有越多想成立品牌的

業者尋求合作，形成正向循環，擴大平台效益。

不過這個模式要成功，柯梓凱得有持續開發、

活化品牌的能力。在墨力國際總部，近 80 名員工中，

有將三分之一是設計與行銷人員，平均年齡 25 歲，

他們每天的基本工作流程，就是瀏覽臉書、Instagram 

上的當紅話題、名人動態與流行趨勢，從中找尋可能

的合作機會，例如為了提升品牌聲量，一芳水果茶去

年 12 月與網紅阿翰合作，拍攝「阿嬤生病了」影片，

短短一分鐘影片創下近十萬瀏覽次數。

同時柯梓凱每年還投入公司淨利 10％ 進行品

牌開發與行銷，平均每個品牌約花半年時間籌備。

像一芳看準近年吹起懷舊風，主打 MIT（台灣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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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舒適圈，翻轉未來
這是一個集體焦慮的時代，不只年輕人焦慮，職場的中、高階層更焦慮。年輕人憂慮是

怕找不到好工作，競爭力低；中階主管焦慮是工作壓力大，生活失調；高階主管更憂慮

跟不上時代，漸漸被淘汰。這集體的焦慮，除了個人因素之外，還來自於一個外在環境

因素，就是這世界變化太快，快得令我們措手不及。

地一回頭，發現一事無成，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感

覺。一旦進入職場以後，日子過得特別快，一下 30 

歲到了，30 到 40 歲之間更像踩了加速器一樣往前

飛奔，若不特別立定目標， 50 歲以後很容易發現人

生過了一大半，啥事也未完成，開始懊惱。時間從

來就不等人，我們以為現在還年輕，一切都還來得

及，但若是沒有意識地揮霍，一眨眼十年十年的過

了，卻發現永遠到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做好準備	主動出擊抓住機會

其實人生沒有成功方程式。倘若不想原地踏步，

最重要的是心裡要有一份決心，就是抱持著「無論如

何我要踏出改變的第一步」，然後「就我所能地把眼

前這份工作做好，事情必會有翻轉」。若沒有這樣的

自覺和對自己喊話，就不會有意識地發現自己、檢驗

自己，也就無法尋找到夢想工作。若你只被動地等待

機會，機會是不會來找你的。「機會永遠是給準備好

的人」，意思是唯有你把自己訓練到一定的能力，你

才有緣分碰到那個機會，進而有能力抓住那個機會。

我曾經意識到這一點，於是開始寫下願景，每年

以完成三件事的速度來靠近那個願景。或許你們可以

試試看，一年寫想三件想做的事，最好這三件事和你

的願景，也就是你想去的目標掛勾。譬如願景若是當

個專業烘焙師，這三件事可以是：一、去考個證照，

二、去參加個烘焙比賽，最後可以去旅行，給自己開

拓眼界的機會，這樣做著總有一天會接近那個夢想。

檢視我去年的三個目標：完成了寫一本書、單

車環島、在大陸開一個音頻節目，在有目標的督促

下，我的日子過得豐富且有層次，雖然辛苦，但是

覺得充實值得。每天有意識地活著，忙著，就永遠

不會「茫 」，要認知有事可做，尤其是有目標的事

可做，是人生一大幸福，也是活得有意義的重要關

鍵。我現在以每年完成三件事的速度向前進，讓我

活得豐富又扎實。

走出舒適圈	找尋生命的意義

舒適圈誰都喜歡，它讓你熟悉、安心，當你需

要休息療養的時候，它像一個保溫箱，讓你很舒服放

心地在裡面休養，但是待太久，它會讓你失去獨立的

能力。然而一旦休息夠了之後，還是得走出去接觸新

世界，讓你自己得到成長的養分， 舒適圈就像保溫

箱，暫時可以，長期卻不行。

當你對事情駕輕就熟，覺得工作沒有任何挑戰，

漸漸喪失了熱情，可能就是走入了舒適圈。舒適圈之

所以舒服，只是因為穩定安逸，無須改變，一切皆如

預期，沒有意外，但問題是世界一直在變，它從不等

人，你還是一成不變的話，早就被甩到外太空了。

在職場上，我有好幾次走出人人稱羨的舒適圈的

經驗，事實告訴我，改變沒有想像中難，只要踏出第

一步，後面就是一關一關過，等你專注解決問題完後，

發現能力增加了。就像玩遊戲闖關一樣，闖過之後你

已經到另一個境界。所以只要我開始覺得工作太舒服

的時候，我知道我自己該改變了。 

時間太快，而人生太短，人活著為了什麼？不

就是要創造生命的意義罷了，而你，必須找尋你的

意義。

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現任作家、大學兼任副教授以及

「AAMA 台北搖籃計劃」新創團隊導師。累積二十多年的公

關行銷經驗，是台灣公關產業的意見領袖，至今仍持續在社

群以及雜誌有固定專欄，並在台灣及大陸出版書籍，砥礪職

場年輕人擁有正確工作態度、價值觀與女性自主學習。

丁菱娟

Profile

機會永遠是給準備好的人

撰文：丁菱娟

認清青春是一閃即逝的，當然你渾渾噩噩地過

日子也可以，懶懶散散地生活也可以，沒人能拿你

怎麼樣。習慣懶散之後，你會變得不想思考，不想

積極，拒絕辛苦，你覺得日子這樣可以過就好，幹

嘛要努力，於是你就任由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然後

來到了 30 歲，突然發現除了吃喝玩樂，你談不出什

麼有意義的專業。雖然不想比較，但發現別人早已跑

在前面，自己只是在混日子，工作對你沒有任何意義，

你會不會慌了？

「茫」是現代很多年輕人的現象，很多人的歲

月在無止盡的瑣事和懶散中被磨損了，等到不經易

以
前的是，變成今日的非，以前賴以為生的產

業一夕崩裂，AI 浪潮的來臨，更加速這份不

確定感，職場工作者害怕被機器人取代，企業主更

是害怕今日的生意被莫名的創新企業幹掉，這些新

科技的變化，讓全球處在不確定以及快速變化的狀

態更變本加厲。

勇敢面對挫折	看清不足之處

然而變化已經是常態，變就是唯一的不變，若

我們還是抱持著一成不變的心態，就是等著遲早被淘

汰。所以唯一能夠對抗焦慮的只有迎接挑戰，不斷地

學習與成長，接受一切的可能性，走出舒適圈才有

可能翻轉未來。勇敢面對挫折和不適，唯有這個不

適和挫折，才會幫助我們看清事實，跟上趨勢，不

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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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與轉職的求勝法則
從十幾二十歲畢業踏入社會，算到法定退休年齡，會發現人生一半以上時間，都在工作

崗位裡拼搏，於是職場生涯不僅決定了人生方向與高度，當中的每一項選擇，也攸關著

未來是否能夠成為更好的自己，尤其漫漫職涯路上，有時候必須自己挑選戰場，有時候

則是別人提供戰場，如何做出正確判斷，是求取勝出的重要關鍵。

店員、物流業運輸、電子商務客服都將被機器人取

代而消失，唯有掌握趨勢發展，才能避免在職場出

師不利。

除了外在環境變化得適時關注，個人內在性格也

該做好調整，正所謂「性格決定命運」，舉凡自信、

積極、陽光、謙虛、合群、互助……都是職場上能夠

突顯自己的亮點，特別是對時下年輕人來說，多為家

中寶貝，一個人可以享盡豐富資源，但進入職場仰賴

團隊合作，態度必須做出改變。有一句英文話是這樣

說的，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職場如出一轍，或許一個人工作

比較自由沒有壓力，但遭遇問題時，有旁人提供意見，

絕對能更快解決，推使職涯走得更穩更遠。

我也衷心建議挑選職場時，不要只看現在的薪

水，關鍵是未來的收入。有些產業與工作，現在領的

薪水算高，但如果過了 5 年、10 年仍舊沒有變動，

容易失去工作的衝勁與動力，所以不妨先行調查哪些

產業未來值得期待，報酬也有持續成長的可能性，就

能在經濟發展脈動中適時搶占先機。

展開行動不設限	離成功更近一步

找工作或換工作，不外乎是想獲取比現在更高的

成就，綜觀當今職場成功人士的特質，大多觸角廣

深、目標遠大、熱血助人，以及具備批判性思維，

也就是當別人說這不可能、沒錢怎麼做時，他們

會去想為什麼不可能？為什麼不能做？透過「唱反

調」的態度去找出問題癥結，進而釐清思路想法設

法解決。

這應該也是我們認為成功人士霸氣的原因，其

實他們不過是更加有自信，而這些自信源於一次次

失敗與成功的經驗累積，所以渴望職場成功時，要懂

得記取教訓才能離成功更近，不要像 90％ 的人一旦

失敗了，旋即走上放棄一途，事實上應該去思考為什

麼失敗？然後用同樣的經驗去實現成功。

當然更重要的是，失敗了要自己站起來，不要就

此怨天尤人，這往往是贏家與魯蛇的最大差異，成功

人士不僅願意跨出第一步，即使失敗了也願意承認失

敗再來一次，不甘願只是被時間推著走，失去實現夢

想的衝動與行動。

回想我當初離開主播台，也是基於一股想要改變

的動力，想做對社會更有意義的事，所以一有機會，

很快轉任節目主持人，主持對觀眾或聽眾都更有助益

的趨勢、新知與教育類節目，後來又因為愛吃、吃出

心得，得知有機會開餐廳時，三天即下定決心，從內

場到外場，採買、料理、擺盤、送餐都親自學習，希

望我的職涯之路越走越寬廣。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我知道有一位統計學碩

士，到美國攻讀博士畢業，直接進入某國防產業擔

任數據分析師，因為對噴射戰鬥機等武器保持高度興

趣，竟然轉職成為戰機製造公司工程師，為什麼能夠

跨越幅度如此之大的不同專業領域，正是他不曾自我

設限！

因此職場與轉職的求勝法則並不艱澀，了解自我

特質、掌握趨勢脈動、保持好奇心、展現行動力，以

及不要自我定型認為只能做什麼、只想做什麼，只要

一切都準備就緒，便能夠在工作與人生中取得優勢，

決勝千里。

現任 1111 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暨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畢

業於紐約理工學院傳播藝術研究所碩士，曾任電視新聞主播

與節目主持人，專長於公共關係與媒體經營、公關策略與危

機處理技巧。

李大華

Profile

決定你的人生高度

撰文：李大華

了解自我透析趨勢	搶占先機優勢

接著，為了不想誤踩地雷、踏進不合適的職場，

對於感興趣的職務與產業，都應該研究了解一番。例

如現今各行各業都很重視的數位行銷，有別於以往是

編擬預算做電視或平面廣告，現在改為投放各種網路

社群媒體，那麼工作之前，要試著掌握演進趨勢，即

便會有一些新的專有名詞或新的商業模式，也要知道

它們是什麼、怎麼做才行。

同時社會變遷節奏加速，以前認為當老師、銀

行行員是金飯碗，但近來人工智慧技術獲得突破

進展，很可能以後上網就可學習新知乃至於投資理

財，導致這些職務顯得無用武之地，甚至便利商店

六
月畢業季之後，不僅迎來新鮮人求職高峰，

也出現另一波轉職潮。無論面對的是就職還

是轉職，都應該要知道自己適合哪個「戰場」，才

有機會贏取成功。一般來說，職場招募人才主要分

成三種：研發型、操作型跟溝通型，如果可以的話，

儘早做好職能性向測評，看看自己屬於哪一型，再

來挑選職場與職位，比較能夠大展身手。

經營管理者經常引述的《孫子兵法》一書便提

到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意思是指想打勝仗，要先有求勝的準備再行動，尚

未準備充分就行動，肯定容易遭遇挫敗，所以認清

自己的屬性與特質做好準備，絕對是挑選合適職場的

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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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新光人壽之前，凃昭揚陸續做過 13 種不同

類型的工作，有跟大學就讀資管系相關的電

腦維修，也曾當過水電工以及到拉麵店當服務生，

甚至做過一天要打 300 通電話的電話行銷，如此跨

越不同領域，是因為他覺得年輕時就該多看看、多

嘗試，從中找到熱情與興趣所在。

設定目標不留退路	激發自我最大潛能

退伍之後，隨著心態變成熟穩重，一心想打拼事

業，凃昭揚開啟白天正職做電腦維修、晚上當直銷商

的工作模式，期待可以翻轉自己的人生，過上理想的

生活。如此一邊上班一邊做直銷的日子，前後長達 8 

年，直到兩年前 34 歲，雖然直銷做得有心得，符合

喜愛與人互動的性格，但結果不如預期，沒有賺到理

想的收入又承受親朋好友投射的異樣眼光，讓他曾經

壓力大到回家痛哭，於是下定決心轉換跑道，給自己

一個新的機會。

依然鍾情於行銷業務領域的他，當時在幾種業務

類型工作中做選擇，「我不考慮房仲跟汽車銷售，主

要是希望取得生活平衡，不想過沒有週末的日子」，

加上經過評估與觀察，「我發現身邊從事保險業務的

從
小對美學非常感興趣，王柏荃原本以設計、

藝術行業為己志，但意識到走上這條路，需

要有強大經濟實力作為後盾，於是轉向以提升收入

讓自己過有品味的生活為目標，15 歲便投入工作，

做過十多種不同行業的銷售職務，接著 21 歲時，受

到同樣在新光人壽任職的母親影響，決定轉戰壽險

產業從基層做起。

勇於突破做改變	不斷創造新的可能性

從業務員一路晉升處經理，17 年來王柏荃不僅

創下許多輝煌記錄，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並且進一

步試圖改變世界。他回憶起曾經親眼目睹一位保戶，

出於經濟狀況無法續保，一家七口就生活在狹小鐵皮

工廠裡，令人心疼的衝擊畫面，讓他意識到「一份保

單對富裕的人或許不算什麼，對於有困難的家庭，一

旦出了意外，卻可以拯救他們」，因此唯有加倍投身

其中，才能善盡自己的使命與責任，幫助到最多人。 

「我現在會用更高視野與寬敞心態去看待世

界」，王柏荃把服務精神擺在業績與收入之前，想在

這個工作崗位上做些突破與改變。以短程目標來說，

他現在帶領的 60 人分公司正職團隊，已經等同其他

朋友都做得有聲有色，所以找上國中時期認識的朋友，

也就是目前的新光人壽士林通訊處處經理，主動提出

想要加入的意願。」

當時計畫向交往 3 年的女朋友求婚，凃昭揚為了

證明有穩定的經濟基礎可以給對方幸福，也以此為動

力，積極地投入新光人壽主管培訓課程。初期，他堅

持先印好名片，只要見人就發送，表明自己目前是保

險從業人員，「我是抱持真的想在新光人壽獲得成就

和收入的心態，所以努力到處推銷自己」，很快地在

進入新光人壽一年的時間之內，完成業績及招募的資

格審核，正式晉升為區經理，並且進入新光人壽第一

年度收入達 100 萬，可說是功名利祿。

時至今年，才過上半年而已，凃昭揚收入已達 

190 萬，可望輕鬆實現全年 300 萬目標，送給自己一

台 Audi A4 當做紀念禮物，他也憑藉成功闖出一片天

的經歷，建議仍在迷惘摸索的年輕人，「一定先找到

自己並認識自己，然後認真面對自己的人生」，唯有

知道自己適合什麼、想做什麼，願意勇敢定下明確的

夢想目標以及明確的實現期限，再昭告天下不給自己

留退路，相信絕對能夠激發內在潛能，拿回人生主導

權，替未來的每一個階段做好規劃與準備。

公司一、兩千名兼職人員的總業績，是無出其右的高

標記錄，接下來沒有人可以告訴他該怎麼走，所以他

將持續點燃團隊的熱情與活力，不斷開創新局，尋找

新的可能性。

將分公司推升至卓越水準之後，他設定的中期

目標是想替整個保險產業走出新方向，尤其在新人

人壽特有的「一畝田」服務轄區制度之上，建立以

服務為導向的企業文化，包括推廣自己所認同的保

險價值，改變大眾對壽險業的刻板印象，了解到保險

是很重要的金融工具之一，同時提升保險從業人員的

自信與尊嚴，「在賺錢的同時讓生命有意義」，時時

以工作為榮。

至於遠程目標，王柏荃願意以近 4 年參與產學合

作計畫的經歷，幫助台灣金融保險產業建立完善制度，

像是在大學廣泛培育人才，協助畢業後無縫接軌就業，

加上金融科技日新月異，也應該儘早強化管理思維與

法令制度。另外，「在公司支持下，我立志把現在管

理的重和通訊處，做到新光人壽最大規模分公司，除

了正職員工，會再培育一批兼職團隊，然後建立橋樑

讓兩組團隊一起共好」，一旦這個無前例可循的作法

得到成效，就可移植複製，幫助公司擴展規模。

認識自己，
才能離成功更近

讓生命有意義，
積極承擔責任使命

士林通訊處區經理	凃昭揚 重和通訊處處經理	王柏荃

曾經換過許多工作，也曾經很穩定工作，凃昭揚經過一番探

索，體悟到自己樂觀、積極、開朗又正向的性格，很適合從事

行銷業務與人互動，於是 2 年前轉換跑道時，主動加入新光人

壽接受培訓，不僅短短一年晉升區經理，還更懂得自己想成為

怎樣的人。

人稱新光點子王的王柏荃，早從 15 歲就做過愛心筆銷售

員、直銷主任、舞台劇演員、夜店公關等工作，累積不少

做人處事、進退應對的寶貴經驗，所以加入新光人壽後很

快得心應手，一路從基層業務組長晉升為處經理，並創下

年薪連續 5 年 500 萬的紀錄。 

效率導向造局者 深謀遠猶造局者

認真面對我的人生，
相信青春沒有地平線！

把服務擺在業績之前，
幫助更多人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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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在就學時，何家瑋清楚自己不適合當一輩子

的資訊工程師，所以當兵退伍後想踏入壽險

產業，只是一時的害怕與擔憂讓他卻步，於是因緣

際會離開住了 23 年的高雄來到台中，在公家機關

裡擔任資訊網管人員，「雖然不算是正式公務員，

但起薪有 35k 比 22k 高，每天朝九晚五又見紅就

休」，是份非常安逸無憂的工作。

及時掌握契機	付諸行動才能有所改變

穩定的日子持續 3 年，他開始覺得平淡無趣、看

不見未來，直到有一天，喜愛看書的何家瑋讀到一句

話：「重要的不是你想做什麼工作，而是在未來你

想過什麼生活！」，頓時宛如醍醐灌頂，他意識到

唯有及早做出改變，才能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恰

巧女朋友的媽媽是新光人壽保險從業人員，一次聚

會得知他曾經想加入保險業，於是做了仔細介紹與

分享，聽完之後他便想說何不掌握轉變契機，就在 

2012 年正式加入新光人壽，參與「漾青年主管培育

計劃」。

每個人在做改變之前，總希望獲得家人與朋友

的意見或支持，但何家瑋是在不看好與反對的情況

當
兵時便自覺喜歡交朋友的性格適合做業務，

鐘仁鴻從澳洲回國後選擇進入房仲業，他

在第一個月，非常認真研究所有相關專業知識與

交易環節，卻發現房子屬於高單價商品，可以接觸

的客戶族群相當有限，碰巧一次在朋友家遇到目前

任職於鼓山通訊處的處經理，她的一句話：「0 到 

80 歲都可以成為我的客戶」，即刻化解了心中疑

慮，於是鐘仁鴻認為既然壽險產業有更加廣泛的機

會，不妨一試。

沉著應對實現目標	贏來更精采的人生

進入新光人壽，鐘仁鴻的家人一開始並不支持，

但好勝心強又愛面子的他，知道「業務這條路上沒

有捷徑，只有堅持下去，成功才會是你的」，所以

遇到委屈與辛苦時，不是選擇放棄，反而想用實質

成績讓周遭的人信服。因此在參與新光人壽的「漾

青年主管培育計劃」過程中，進一步了解「保險是

打組織戰，可以當成經營自己事業」的真諦時，

他設定目標希望逐步成為區經理，透過招募增員以

「開分店」概念，拓展規模、提升業績以及增加影

響力。

下，毅然決定轉換職場跑道，因此不服輸的他，欲

藉此證明「做業務行銷，不比念研究所的同學們差，

也能過著想要過的生活。」果然，曾經許下心願，

希望 30 歲之前達成年薪破百萬目標的他，加入新

光人壽之後，28 歲就擁有百萬年薪，甚至 2015 年

結婚成家，3 年來陸續生了兩名小孩，「所謂人生

喜事五子登科，都是我在新光人壽期間完成的」，

他相當懊悔當初沒有早一點做出改變，竟然在上一

個工作耽誤寶貴時光。

除了順利實現人生目標，在新光人壽工作至今

的 6 年時間，何家瑋也成功晉升成區經理，從帶領

團隊與招募人員過程中，「不斷充實自己有被利用

的價值」，同時經由上課受訓以及跟形形色色客戶

接觸，他更體悟到人的潛能發展比想像大，特別是

「社會局勢變化很快，如果不嘗試改變自己，很容易

被淘汰出局」。當然改變需要極大勇氣，所以他鼓勵

仍在害怕跨出第一步的人，「不要等很厲害之後再做

改變，要開始改變才能變得厲害」，成功者往往不是

贏在起跑點，是贏在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正是改變時

機，千萬不要畫地自限，更不要找藉口理由，有念頭

想法立刻行動就對了！

源自於想做得更好的動力，鐘仁鴻在進入新光

人壽短短一年時間晉升區經理，雖然初期因為歷練

不夠豐富，經常吃到苦頭，但他勉勵自己「低潮時

更要沉著面對」，果然最後順利從零組員單打獨鬥

到完成招募徵員，「我想跟厲害的人合作，我知道

我不可能什麼都會，但我可以分享我的長處，再向

別人學習優點，一起攜手邁向成功。」如今鐘仁鴻

不僅業績亮眼，還升等到區經理的最高職階「資深

區經理」，付出有所回報。

除了當上主管，鐘仁鴻原先計畫出社會 5 年

內買房置產，結果加入新光人壽 1 年 7 個月就辦

到了，他用實際行動向家人、朋友證明了自己，同

時生活與工作取得巧妙平衡，也值得許多年輕人借

鏡。「我現在用心享受我的生活，也認真享受我的

工作；認真工作是想過更精采的生活，用心生活是

想讓工作更加得心應手。」不管是吃飯、運動、逛

街甚至教召，只要有與人互動的機會，鐘仁鴻都盡

量把握，並且坊間有關於銷售技巧、人才招募、財

金稅法等進修課程也主動報名，畢竟「比你厲害的

人一直在學習，停下來就是退步」，唯有享受其中

又懂得善用時間，成功大門才會向自己敞開。

不怕改變，
才有機會掌握人生

堅持到底，
是開啟成功的鑰匙

豐榮通訊處區經理	何家瑋 鼓山通訊處區經理	鐘仁鴻

大學就讀資訊工程，原本按照他人期待，應該投身科技公司安

安穩穩當工程師，但是何家瑋做了 3 年公家機關網管資訊人員

之後，在家人反對以及朋友不看好的情況下，選擇進入壽險產

業，因為他想改變自己的人生，並證明行銷業務工作，也能過

著理想的生活。

今年 28 歲的鐘仁鴻，跟時下許多年輕人一樣，退伍後選擇

先去澳洲打工度假，不過在體驗國外生活期間，意識到即

使賺進第一桶金，回台灣仍需重新開始，所以不想輸同輩

朋友太多的他，一個月後打包返家，依據開朗外向的個性，

決定投身行銷業務工作。

掌握時機造局者 正向思維造局者

成功的人是贏在轉折點，
而不是贏在起跑點！

用心享受我的生活，
也認真享受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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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源豐富

新光人壽是新光金控旗下一員， 

擁有豐富資源，

並提供多種貸款、理財等

全方位金融服務。

商品多元創新

領先業界首創

長期看護及防癌終身壽險，

也提供各種新型態附加商品及

組合契約滿足保戶需求。

提供貼心服務

遍及全國 59 處營業服務據點，

提供全年無休 0800 免費服務專線，

以及企業網路服務網頁、

保戶卡、保單貸款 ATM 卡、

保費銀行轉帳優惠等貼心服務。 

追求永續經營

秉持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

重視核保及理賠，提升保費繼續率，

並且強化投資風險及資產管理，

追求永續經營。

新光人壽成立 55 年來，秉持「創新、服務、誠信、回饋」四大經營理念，

已成為國人最信賴的壽險品牌，以及人人都可一展長才的圓夢舞台。 

完整專業培訓 

針對不同職級

提供系統化訓練課程，

傳授理論與實戰經驗，

全員皆能成為專業顧問。

新光人壽8大優勢

升遷管道順暢

透明、完善與順暢的晉升管道，

鼓勵員工發揮潛能，

站上更高的舞台。

獨創薪津制度

獨創 3+3 多角化薪津，

除了保障基本薪之外，

還提供多元化獎金、

服務型津貼，

讓每一次服務都有價值，

同時續期佣金具有堆疊效應，

不會歸零，

能夠挑戰收入無上限目標。

3
優勢

4
優勢

5
優勢

6
優勢

8
優勢

7
優勢

1
優勢

品牌深獲信賴

擁有 400 萬長期保戶

與 850 萬有效保單。

2
優勢

新光人壽是片沃土
蘊含無可取代的職場優勢	

替自己創造機會 踏上成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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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畝田耕耘

新光人壽

在地經營 50 年的特有服務轄區制度，

提供每位新進同仁

平均 280 個家庭及 540 位客戶，

作為可以大展身手的專屬服務轄區。

3+2服務展業制度

仿效郵局「3+2 郵遞區號」分區制度，

讓每位業務員能在自己的專屬區域中，

快速且精準地提供服務，

讓保戶感到無微不至，

並且進一步開發客戶，

創造更亮眼業績。 

一旦加入新光人壽，只要循序漸進按照用心規劃的學習與晉升路徑，

就能強化職能、養成專業、建立團隊、拓展組織，逐步實現人生夢想。

新光人壽完善職能培訓計劃
逐步成就自我想像

按部就班 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一畝田與3+2服務展業制度

處經理
管理專才 × 拓展組織 × 願景經營

單位經營管理

主管能力培育

團隊激勵融合

經營實務交流

區部經理
魅力領導 × 商品策略 ×  洞悉市場

分析市場脈動

推動決策方向

發揮專業影響

統御魅力加分

業務員
超級戰將 × 行銷實戰 × 專業知識

培養銷售技巧

經營顧客關係

累積專業知識

挑戰百萬年薪

區經理
共好教練 × 人才招募 × 管理輔導

訓練增員技巧

提昇管理績效

打造專屬團隊

發展領導能力

升遷順暢豐厚實力 

成功路徑2

成功路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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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前

ATS
業務員資格測驗班

菁英培育進階計劃 漾青年主管培訓計劃

ABT 業務員基礎訓練

業務員 NBSS 行銷進階在職訓練
 培養銷售技巧 行銷進階平衡式銷售 理財規畫基礎班

 顧客關係 增員技巧 理財規畫進階班

 人際互動簡報技巧

區經理 NS1+NS2 新晉升班在職訓練
 團隊激勵 實務管理  部屬培育

 績效管理 NBSS 教練  領導力發展

處經理 NMT 新晉升班
 經營 8 個思維 團隊合作與單位經營

 團隊激勵與單位管理 管理實務交流

實習組長的學程規劃 

完整專業的進階培育計畫

新報聘實習組長

PJT
業務員職前訓練班 

晉升正式業務員前

ABT
業務員基礎訓練班 

設限
只要擁有大學（含）以上畢業學歷，

不限科系也無需工作經驗，

只要對壽險業務有興趣，

都歡迎加入。

0 專屬教練
200小時專業訓練，

手把手傳授業務「眉角」，

作為穩固起步的有力支援。

1:1

基本客戶
透過一畝田分派客戶，

消除沒有人脈的疑慮不安。

1.2K 年財務補助
讓新人在安心與穩健的環境下

勇敢築夢以及圓夢。

2

年晉升規劃
系統化回訓，

逐步成為值得客戶信賴的

專業顧問。

2

成功路徑3 成功路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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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動秘書提供簽約行程、生涯設計、

費率試算與商機系統等管理工具，

加上特有的教育雲功能，

可以不受時空限制，

進行數位學習提升專業能力。

e動秘書
3行 動 辦 公 室 法 寶

放膽造局
做自己人生的CEO！

新光人壽行動數位平台
領先業界搶占先機

善用科技工具 打造最強行銷力 

新光人壽利用大數據研發行動化商機管理系統，更有效率規劃活動與行程，

同時「e動秘書」專屬網站與APP，也能透過方便操作的介面，輕鬆掌握最新消息及服務進展。 

行動辦公室 e指就能行萬里路 

今天上午坐高鐵到台北，

拜訪剛生下寶寶正在坐月子的新保戶，

順便和她討論家人的保險計畫。

點選商機系統後，

即可登入商機系統，

不需再輸入資料，

更快從雲端選取輔助行銷資料。

商機管理系統
2行 動 辦 公 室 法 寶

反應快速，不用等 

操作簡單，不用找 

功能強大，不煩惱

數位領航家
1行 動 辦 公 室 法 寶 台南

台中

台北

中午趁著前往台中洽談新契約的高鐵上，

寄出給台北客戶的保單，

同時準備明天早會的分享資料。

傍晚回到台南公司，

幫忙辦理客戶理賠，

順便紀錄一下今天的工作，

以及聯絡明天的拜訪行程。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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