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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綺麗彩虹之大學生活 
                                             鑄強國小 李柏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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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柏樟 
 69.08.11 
 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 95年畢業 
 2007.03-07鑄強國小實習 
 2007.07-2008.07準備與

參加考試 
 

 2006.12教育行政地方特考北區 
 2007.01 教育行政初等考 
 2007.03 教檢 
 2008.07教育行政高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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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rickson 人生八大階段  
identity vs.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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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就是要自我認識，自我認定一種身分，一個自己應該
扮演的角色，從而決定用何種身份來處理面對的問題。當
然，所謂自認亦是向人認同，在其同伴中找一個模式，藉

此而構成一個自我形象。自認可說是對未來的估計
的開始。 

估計自身的能力，將來能否或意願擔負的職責。有信心的
或會自認得過高，一旦發現能力不能配合的時候，自我的
形象便會容易崩潰下來。沒有自信的，則可能逃避認同，
因而產生了更大的危機，處處否定自我，反抗現實，導致
迷亂，不知自己應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因而消極、失望、
對現實不滿，把自認上的困難，推諉於社會之不當及不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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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ia: 
    1.未定型：「你以後想要從事什麼啊？」他會回答「不清

楚，我只知道我對數學還蠻在行的。」 
 
2.定向型：「你以後想要從事什麼啊？」他會回答「我很
喜歡時尚，以後想當服裝設計師。」 
 
3.早閉型：「你以後想要從事什麼啊？」他會回答「我媽
跟我說我一定要當醫生。」 
 
4.迷失型：「你以後想要從事什麼啊？」他會回答「不知
道，我不知道以後要幹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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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Were A Freshman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社團—春暉社(大二—大三) 
打工—農業局工讀生(大一暑假 兩個月) 
大碩補習班班導(大二升大三 三個月) 
文化局代理書記(大四畢業 三個月) 
學習—地球村美語(大二升大三 一年) 
哈佛托福(大學畢業一年) 
國家補習班  教研所(大三大四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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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認真的讀完,它會使你認真的思考你的大
學生活應該如何度過!  

你大學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你將來事業的一部分。他們會幫
助你。但是你也應該讓自己有能夠幫助他們的實力，所以，
你要努力。 

 
  學習，永遠不要忘記。如果你學習失敗了，你就什麼也

不是，當然，也不排除意外，但問題是，你會是那個意外
嗎？ 
 

如果你四年內很少去圖書館的話，你就等於自己浪費了一
大筆的財富。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u751F%u6D3B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u8CA1%u5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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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裡，你有足夠的空間承受失敗和打擊，因此，你真
的應該找找自信和自傲的區別，可以用一輩子的。 
 

如果把上課不睡覺當做一種鍛煉並且你做到了，那麼，你
將會很強。 
 

面對不公平的東西，不要抱怨，你不如去努力奮鬥，爭取
你自己最合適的公平。 
 

男人，你長得可以不帥，但你這個人必須帥，而且，那才
是真正的帥。(當然，女人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不必在
穿著打扮上花太多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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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沒有珍惜大學這四年，你一定
會抱憾終生。  

 
人生不要留白    
     當回頭想時 不要有後悔  
     至少我用盡全力 問心無愧   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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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你目前所思考過的人生規劃 
   ex.考試  開補習班  出版社  作生意 … 
 
S.W.O.T分析 
成本效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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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的日子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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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教檢 教甄 
研究所 
高普初特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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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檢 教甄 
三月底四月初 
    選擇題 平均60分為通過 

                     良心建議:教檢    一定要過 
                     不然你的教育學分和實習都白費  
七月 
    筆試:選擇  申論           口試:試教 
                      同學的例子:師大師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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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教育部目前控管中 
    慢慢釋放名額 
 

          再怎麼難考 還是有人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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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普初特考 
國家考試 
時間: 
    初等考   一月 
    高普考  七月 
    地方特考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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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考科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2006 

教育行政 
    高考 

 
3193 

 

67 

 
2007 

教育行政 
    高考 

 

 
2620 

 

39 

 
2008 

教育行政 
    高考 

 

 
250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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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過的日子… 
經驗分享 

   6:30--8:00—18:00—22:00-23:00 *365*N 
 

  方法 策略的重要性 
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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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試是有實力的人憑運氣考上的 
設想一下，你是一位很有實力考上的考生，可是只錄取三

名，剛好你是第四名，沒有考上，那就是運氣不好，
不能怪誰，只能持續再努力一年，維持自己的實
力在前幾名，等下次再考試的時候，一舉上榜。 

反觀自己，如果在這次沒有上榜，可是以你第四名的實力，
不再準備，等到明年考試之前再開始看書，反而實力排名
會下降。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就是最好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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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考試的影響，因為這些考試名額多(相對國
考)，考試科目少(相對高普考)，所以準備半年一
年就可以考上，不過不要忘記，考上大學或研究
所是要繳錢讀書。跟考上國家考試，國家花錢養
你一輩子差很多。一個是花四年錢，一個是領一

輩子錢。你覺得那種投資值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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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三年準備國家考試，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大部份人願意花三年時間和金錢讀高中，取得高中文憑後，
找工作或升學； 
 

大多數人願意花四年時間和金錢讀大學，取得學士文憑後，
找工作或升學； 
 

很多同學願意花二年時間和金錢讀研究所，取得碩士文憑
後，找工作或升學。 
 
為什麼不願意花三年時間和金錢準備高普
考，取得及格證書後，一直工作順便讀研
究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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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考試時間:3-5月 
Ex: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所  
考試科目: 
    1.教育學基礎理論(含教育哲學.教育史及教    育
社會學)  

    2.教育政策與行政  
    3.課程與教學  
    4.國文 
    5.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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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考試科目 報名
人數 

錄取人
數 

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所 

 1.教育學基礎理論(含教育哲學.  教育
史及教育社會學)  
  2.教育政策與行政  
  3.課程與教學 
  4.國文 
  5.英文  
 

276 35 

花蓮教育大學教
育行政與管理所  
 

 1.英文 
 2.教育學 
 3.行政學概論 

45 9 
 

台東大學 
教育所 

 1.教育學基礎理論 
 2.國文 
 3.英文 

5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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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 
    92 學年度  
 
台東大學教研所……..15/200   
花師國教所…………...20/300  
中師國教……………...15/1500 
 
  目前: 重榜 備取…很多 
 
   小結:研究所已成為普遍 學歷 學力 
            可選擇邊讀書邊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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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所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中文研究所 26 12 
 

46.15 

創作與英文研究所 
創作組 

40 6 15 
 

創作與英文研究所 
理論組 
 

13 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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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去上潛能開發的課程，上課講師給大家設定一個很
簡單的目標，就是由腳下的白線，前進100公尺到前方的
一條白線上，然後所有學員的方法都不能一樣。 

結果是360位學員前進100公尺的方式都不同，但是都一
樣到達目的地，也達到目標(前進100尺)。 
 

整個小活動結束後，講師才告訴我們: 

  如果沒有目標，一切方法都沒有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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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選擇所愛 愛你所選 
堅持到底 全力以赴 
多元嘗試 彈性調整 
 
不放棄任機會(不只是考試) 

 
任何考試不只是依據數據  不是機率問題 

    想辦法讓自己實力在前面 
    就有可能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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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認真的讀完75句 
 新生認真的讀完,它會使你認真的思考你的大學生活應該如何度過!~ 

1.進入大學，你的所有過去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張白紙，這是你最好的重新塑造自己形象的時候。 
2.大學可能有真實的愛情，但只是可能。很多時候他們是因為別人都談戀愛而羡慕或者別的原因而
在一起。 
3.你在大學有很多意外用錢的地方。為了你的家人和你自己的前途，永遠別亂花錢。 
4.你大學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你將來事業的一部分。他們會幫助你。但是你也應該讓自己有能夠幫助
他們的實力，所以，你要努力。 
5.很多事情當你再回憶時會發現其實沒什麼。所以，不管你當時多麼生氣憤怒或者別的，都告訴自
己不必這樣。 
6.學習，永遠不要忘記。如果你學習失敗了，你就什麼也不是，當然，也不排除意外，但問題是，
你會是那個意外嗎？ 
7.別說髒話，你應該知道習慣的力量。你隨便的一個字或者幾個字會讓你在別人心中的形象大打折
扣。 
8.好好利用在公共場合說話的機會，展示或者鍛煉。 
9.別為你自己和別人下定論，這非常重要。你所看到聽到的可能只是一面。 
10.如果你發現很久了你一直是一個人去食堂吃飯或者去上自習，別在意，大學里一個人是正常的。 
11.很多事情別人通知你了，要說謝謝，沒有通知你，不要責怪，因為那些事情你其實應該自己弄
清楚。 
12.“我請你吃飯”之類的話永遠不要亂說。 
13.尊嚴是最重要的，但在大學里，要懂得利用這個空間鍛煉自己，讓自己的尊嚴有足夠大的承受
力。除了你自己，沒人會為你保留它。社會是一個最喜歡打碎人的尊嚴的地方。 
14.大學是亞社會，當你上了高年級后，要讓自己有大人的形象，大一的孩子看到你，你要能讓他
們感覺到你是他們的學長，你很成熟。 
15.你有足夠的理由佩服每天早起的人，不信的話，你去做，做到后會發現有很多人在佩服你呢。 
16.經常給家里打個電話。 
17.你可以有喝醉的時候，但是你要明白和真正的朋友一醉才能讓傷心事休，否則，你只會是別人
的談資和笑柄。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751F%25u6D3B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6200%25u611B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56DE%25u61B6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591A%25u4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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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如果你四年內很少去圖書館的話，你就等於自己浪費了一大筆的財富。 
19.不論男人還是女人，如果在大學里還把容貌當做重要的東西而過分重視的話，可能不會吃虧，
但是早晚會吃虧。 
20.新學期如果你接新生的話，當被問到學校怎麼樣之類的問題時，你要記住你不但是這個學校的
一分子，你更要給學弟?帶來信心，你走過大一，你應該知道那時候對學長的信任多深。 
21.別迷戀網絡游戲。千萬別。永遠別。 
22.“我愛你”。別對很多人說這句話，在大學里，希望你只對一個人說，這是尊重你愛的人，更是
尊重你自己的感情。 
23.在大學里，你有足夠的空間承受失敗和打擊，因此，你真的應該找找自信和自傲的區別，可以
用一輩子的。 
24.如果你的個性讓很多人對你敬而遠之，那麼你的個性是失敗的，個性的成功在於能吸引，而不
是能排斥。 
25.如果把上課不睡覺當做一種鍛煉並且你做到了，那麼，你將會很強。 
26.學生會的主席之類的干部，如果你尊重他們，告訴你自己那是因為他們是你的學長而不是因為
他們是你的上級。 
27.別怕丟人，那是一種成功的嘗試，不要笑話那些上台丟人的人。 
28.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 
29.如果你不抽煙的話，你的精力將會比抽煙的時候好。 
30.你的確要學會有心計，但是永遠記住，要勝利的唯一的方法永遠只是:實力。 
31.面對不公平的東西，不要抱怨，你不如去努力奮鬥，爭取你自己最合適的公平。 
32.人生百態，不要對新的看不慣的東西生氣，無所謂的，比如說戀人同居問題，這和我們很多人
無關。 
33.記住:為自己設定一個遠大的人生目標，並終生為之奮鬥。 
34.在大學里就開始訓練自己的冷靜力，這是一種能力，有大事時，能安靜並能快速想出辦法的人，
很厲害。 
35.大學的競爭範圍是所有的大學生，所以，你知道是否敢放松學習。 
36.大了，成熟了，穩重了，但是這和激情不矛盾，一種對工作和學習的沖擊力及持久力會讓你有
特殊的魅力。 
37.記住，即便你是學生會主席，如果你的四級沒過，沒有畢業證，仍然不會有單位想要你。單位
需要的是工作的人而不是當官的人。 
38.永遠不要嘲笑你的教師單調，因為有一天現實會讓你為這種愚蠢付出代價。 
39.不要幻想自己能成為招聘會上的寵兒，很快你就會明白:百分之七十的初中生都可以上大學。 
40.英語一定要學好。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8CA1%25u5BCC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591A%25u4EBA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5DE5%25u4F5C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5DE5%25u4F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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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你可以看不慣一些東西，但是你應該學會接受，如果你沒法改變那一切的話。 
42.對陌生人，或者把對方當做一張白紙，或者把對方當做你的朋友，總之別當做敵人，即使你聽
到再多的關於他(她)的不好的傳聞。 
43.愛你的人，不管你接不接受，你都應該感謝對方。 
44.每個星期一定要抽時間出來鍛煉身體的。好處多多。 
45.如果有人嫉妒你，你可以把他從競爭者之列刪除了。懷嫉妒之心者，難成大事。 
46.別去爭論，人不可能贏得爭論，可以說，爭論所提及的話題都是不值得去爭論的。 
47.成功的方法多種多樣，別不接受你看不慣的方法。 
48.男人，你長得可以不帥，但你這個人必須帥，而且，那才是真正的帥。(當然，女人也是同樣的
道理)所以，不必在穿著打扮上花太多心思。 
49.別以為在學生會你能得到你曾經想要的。工作的熱情很可能因為你所看到的所經歷的一些事而
改變。 
50.文或武，你總要有一樣。樣樣通樣樣松都是禁忌。樣樣通幾樣更通方是境界。 
51.還能沖動，表明你還對生活有激情，總是沖動，表明你還不懂生活。 
52.如果你不能擁有，那麼告訴自己別忘記——如果你能承受那傷痛的話。 
53.雖然班級的概念在大學並不明顯，但是也別忘記，你的同學你的朋友。 
54.準備考研究所，早點比晚點好。 
55.別抱怨四級六級，那是證明你能力的很好的東西。 
56.要有精英意識，考慮一下，大學的人了，迷戀武俠和言情，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57.莫過於耿直，莫過於圓滑。外圓內方是一種視野，視野決定著境界。 
58.大學的手機是否應該用只有自己有答案。 
59.永遠別渴望做個誰都不得罪的人，在反對和支持聲中自己做出決定才精彩。 
60.要有魄力，即使是失敗，也不要讓自己的人生平庸。 
61.喜歡一個人，就勇敢地告訴他或者她。大學是學習的地方，但是我理解愛情的力量。 
62.應該相信一句話:沒有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去做。現在我們是學生，十年后呢？ 
63.不要總想是否能成功，既然選擇，便當風雨兼程。 
64.后悔，它是一種耗費精神的情緒，后悔是比損失更大的損失，比錯誤更大的錯誤。所以不要后
悔。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751F%25u6D3B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7CBE%25u795E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65.我們確實活得艱難，要承受種種外部的壓力，更要面對自己內心
的困惑。在苦苦掙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會感到一
種生命的暖意，或許僅有短暫的一瞥，便足以使我感奮不已。 
66.每個人都有潛在能力，只是很容易被習慣所掩蓋，被時間所迷離，
被惰性所消磨。 
67.相信時間的力量，可以沖淡很多東西。 
68.記住:目光要深遠。你的目光看多遠你就能走多遠。 
69.人生有很多次如果，但是，沒有一次“但是”。 
70.永遠不要瞧不起大學里的貧困生。 
71.在大學時代看看學校的招聘會吧，你會感覺到一種前途的危機。
全是人，全是人，全是人…… 
72.越大，我們就會發現對與錯越是那麼不明顯，這不是錯，這是事
實，而且無法改變。 
73.記住結交每一個值得結交的朋友。 
74.無聊的時候，別忘記朋友。朋友無聊的時候，別忘記你是他們的
朋友。 
75.如果你沒有珍惜大學這四年，你一定會抱憾終生。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58D3%25u529B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28&kw=%25u5371%25u6A5F


成為老師非夢事 
     下一個老師就是____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關於…宋富皓 老師 

 97.8~         花蓮市國福國小教師 
 96.8~97.7  台中市文心國小教師 
 95.9~96.6  稻香國小課後照顧.銅蘭夜間課輔 
 94.8~95.7  新竹縣雙溪國小代課老師 
 93.7~94.6  花蓮縣新城國小短代兼棒球隊教練 
 92.7~93.6  花蓮縣新城國小實習兼棒球隊教練 
 91.9~92.6  花蓮師範學院   國小教育學分班 
 86.9~90.2   轉服自願役軍官 
 82.9~86.6  私立銘傳管理學院  大眾傳播系 



殘酷的事實 
百分之一的錄取率 

 

志業? 職業? 還
是…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宋老師的SWOT 
優勢:熱情執著.體育專長.團隊 
劣勢:不善言詞.組織邏輯不佳.年齡. 
           非正規軍.易緊張 
機會:錄取率低.棒球體育班   
威脅:體育系學生的競爭.錄取率低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筆試的準備---教育綜合科目 
補習的必要性 
廣度重於深度 
增加廣度的方法 
全國教師選聘網 
補習班的新考題 
師資培育機構的模擬考試題目 
1111教職網         

http://140.111.1.189/
http://teacher.1111.com.tw/
http://teacher.1111.com.tw/
http://teacher.1111.com.tw/
http://teacher.1111.com.tw/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筆試的準備---數學篇 
補習的必要性? 
依照國.高中課程每天演算 
考古題測驗 
高手解答—全國教師選聘網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筆試的準備---國語文篇 
補習的必要性? 
語音學 
成語.字音字型 
唐詩.宋詞.元曲 
台灣文學 
國學常識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筆試的準備---運動篇 

培養體力   延長戰線 
 

紓解壓力   維持實力 
 

活絡細胞   更有效率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口試的準備 
發現問題,自問自答 
請校長.主任訓練 
口試100問, 每日一題 
用實際經驗回答問題 
凸顯在地優勢 
準備自我介紹 
口才固然重要,展現誠懇的態度更是無敵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口試的準備 
製作教學檔案 
  是師者專業能力養成的一環  
     勤作紀錄.多些省思(試教.研習. 活動的心得) 

常看教育相關書籍 
     啟發對教育的想法,對弱勢下一代的關懷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試教的準備 
自行選擇與現場抽題 
累積教案與試教經驗 
團體戰 
模擬抽提試教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儲備能量進軍國小 
讓興趣變專業  讓專業完成你的夢想 

 
提升英文能力 
 
提升電腦能力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教師路---一"試"可及嗎?!! 

不要脫離教育的行列!! 

      只要你願意..不怕找不到!! 

流浪非漂泊 
        選定縣市..累積人脈與口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一人考試全家人受累 
用溝通取得支持 
圓夢過程雖苦,但很踏實 
長久的努力,在得到的那一刻更顯意義非凡,也更懂
得珍惜 

熱情與執著,是一生最大的資產與財富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有夢想並不偉大 
  唯有堅持夢想才令人欽佩 
                                    
                                                    共勉之 



邁向大學四年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花蓮縣長橋國民小學  校長 孫承偉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你現在 在想什麼？ 

聽完了兩個學長的分享，你在想什麼？ 

好像準備教甄比較好 ？ 

好像準備高普考比較好？  

還是準備研究所好了？  

別擔心…… 

  前人的經驗是要幫助你認清自己  

完了！好像都不好？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給自己掌聲鼓勵 因為你選對學校 

如果都是不小心，那你才該小心 

那你現在真該好好想想 

就把它當作轉機 

 立志當老師 

不小心填上 

沒想那麼多 

其他因素 

省思自己 

當你高中苦讀三年，在如此多的大學院校中你為何選擇這裡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你有如此好的運氣嗎？ 
 到時候再說 

 這應該是你來這裡的目的 

 不錯的選擇但應該還是教育相關 

 讀教育學院能考的實在有限 

那不是你現在的問題 

 理論上你來錯學校了 

 進入教育界 

 繼續升學 

 參加其他考試 

 進入企業界 

 自己創業 

猶豫不決 

以下問題可能一直在你腦海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不要想太多 

我非常好奇？有沒有人現在想過以下的選擇 

醫師  

會計師  

律師  

建築師  

答案很簡單：那不是你現在的優勢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面對現實 

提醒你一個事實 

你不就是國立東華大學教育學院
的學生嗎？ 

未來四年你接觸最多的不就是師
資養成教育嗎？ 

當老師不就是你的優勢嗎？ 

很多人找一堆藉口說老師不好考，那請
問哪一個好考？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為荷包想想 

告訴你一些數據 

正式老師-大學畢業薪水約有42680元 

長期代課-大學畢業有教師證約40690元 

高考三級(特考三等) :大專畢以上學位 初任

每月薪資6本1  約 44850元 

普通考試(特考四等) :高中畢以上 初任每月

薪資3本1  約  35830元 

初等考試(特考五等) : 年滿18歲者即可 , 1

本1—每月薪資約  29100元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你現在應該想的事 

在邁向老師的路上，你拿什麼和人家競爭？ 

在校學業成績很好  

口才很好  

人緣超好  

你長得很好  

還是你運氣一向很好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和你們分享一個故事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新龜兔賽跑 

從前…… 
有一隻烏龜和一隻兔子在互相爭辯誰跑得快。 
他們決定來場比賽分高下， 
選定了路線後， 
就開始起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兔子帶頭衝出，奔馳了一陣子 
眼看它已遙遙領先烏龜 
心想，反正烏龜爬的慢 
它可以在樹下坐一會兒 
放鬆一下，然後再繼續比賽。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兔子很快地在樹下就睡著了。 

而一路上笨手笨腳走來的烏龜 

則超越過它， 

 

不一會兒 

就超過了熟睡的兔子， 

到達了終點， 

成為貨真價實的冠軍。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等兔子一覺醒來，才發覺它輸了。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是： 

新龜兔賽跑 

像烏龜有毅力 
緩慢且持續努力下去的人會贏得比賽。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省思自己 

一個人要有自信  但不是自負 

沒穩贏的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兔子當然因為輸了比賽而倍感失望， 

為此 

他做了些缺失預防工作。 

 

兔子很清楚，失敗是因它太有信心、大意， 

以及過分散漫。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如果自己不要認為勝利是理所當然的， 

烏龜是不可能打敗它的。 

 

因此，兔子單挑烏龜再來另一場比賽， 

而烏龜也同意。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這次，兔子全力以赴， 
從頭到尾， 
一口氣跑到終點， 
領先烏龜好幾公里。 

 
這故事有什麼啟示？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如果兔子不打混 
那麼   動作快且前後一致努力的人， 
將可勝過緩慢且持續的人。 
 

新龜兔賽跑 

緩慢且持續固然很好， 
但動作快且可靠則更勝一籌。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這故事還沒完。 

 

這下輪到烏龜要好好檢討， 

烏龜很清楚， 

按照目前的比賽方法， 

它決不可能擊敗兔子。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它想了一會兒， 

然後單挑兔子再來另一場比賽， 

但是 

是在另一條稍許不同的路線上。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兔子同意， 
然後兩者同時出發。 
為了確保自己立下的承諾， 
兔子必須從頭到尾一直快速前進， 
於是兔子飛馳而出，急速奔跑。 
直到……             

新龜兔賽跑 

           ……碰到一條寬闊的河流 

而比賽的終點就在幾公里外的河對面。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兔子呆坐在那裡，一時不知怎麼辦。 

 

這時候， 

烏龜卻一路跚跚而來，撩入河裡， 

游到對岸，繼續爬行，完成比賽。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這故事有什麼啟示呢？ 

新龜兔賽跑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新龜兔賽跑 

首先，找出你的核心競爭力 

  (你會而別人不會的地方) 

然後，找出適合你自己的遊
戲場所，發揮你的核心競爭
力!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不要流於忙於競爭的漩渦 

一直想著如何和別人競爭？如何擊敗
對手？很可能讓自己陷入紅海。 

你要改變思維，先找到自己的核心價
值，務實且創新，積極努力打造自己
的藍海策略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不要流於忙於競爭的漩渦 

在盡了全力之後，烏龜本來天生速度就比不
上兔子，因此，烏龜則選擇改變競爭策略。 

有時我們需更加努力、有時則需改變策略，
嘗試不同的抉擇。亦或者有的時候，兩者都
要一起來。 

   兔子和烏龜都學到了最關鍵的一課。當我們
不再與競爭對手比較，而開始一起突破某一
種『情境』時，反而能締造出最佳表現。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古茲維塔的故事 
 

 

在1980年代時， 

古茲維塔接掌可口可樂執行長， 

他面對的是對手百事可樂的激烈競爭， 

可口可樂的市場成長正被它蠶食掉。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古茲維塔手下的那些管理者， 

把焦點全灌注在百事可樂身上， 

 

一心一意只想著， 

如何與百事可樂爭奪 

每年增加 0.1% 的美國飲料市場成長率。 

古茲維塔的故事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古茲維塔決定停止與百事可樂的競爭， 

而改與 0.1% 成長率的『情境』來競爭 

  …把競爭對象轉換成『情境』。 

古茲維塔的故事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他問起美國人一天的平均飲料消耗量為多少？ 

答案是十四盎斯。 

可口可樂在其中有多少？ 

答案是兩盎斯。 

 

古茲維塔說 

 

可口可樂需要在十二盎斯那塊市場做大佔有率。 

古茲維塔的故事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我們的競爭對象可不是百事可樂』 

是要佔掉市場剩餘十二盎司的水、茶、咖啡、牛奶及果
汁。 

當大家想要喝一點什麼時， 

應該是去找可口可樂。 

 

古茲維塔的故事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為達此目的， 

可口可樂開始在 

每一街頭擺上販賣機， 

 

銷售量因此節節上升， 

成長了近20% 

百事可樂從此再也追趕不上。 

古茲維塔的故事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回頭看看 

以下的條件算是競爭優勢嗎？ 

在校學業成績很好-那不是基本條件
而已嗎？ 

口才很好-你確定？ 

人緣超好-你確定？ 

長相超好-你確定？ 

運氣超好-這我保證你無法確定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好」不是自己說了算 

如何獲得人家的掌聲 

掌聲要靠自己爭取  

 

 

 

 

 

 

 



開創自己的藍海策略 

學會看懂自己 

懂得看抬頭看看 更要懂得低頭想想 

身為一個老師應具備的基本能力是什麼？ 

自己的興趣是什麼？如何從中找到專長 

如何在課堂中？同學相處中？找到自己的
觀點 

如何進行有效的時間管理，讓時間勿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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