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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愛睿希朋友們，

這份《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的電子書是我送給全

體愛睿希經銷商和會員的禮物，而「愛睿希」的產品是

我強力推薦的。多年來，我每日服用愛睿希營養產品，

效果非常好。他們幫助我更清楚地思考，有更多的精力

和更健康的感覺。相信它們有助於保健我的身體，加強

我的免疫系統，我不能一天沒有它們。鼓勵你也使用它

們，並與你的家人、朋友和愛的人分享。

 就像愛睿希營養產品的設計，旨在幫助你建立一個強壯

和健康的身體，而本書中的概念，旨在幫助你建立一個

堅強和健康的心態，以便你可以在生活和事業中成功。

 成功的人士每天都會透過閱讀有益的書籍和進行個人成

長練習來加強他們的態度。《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中

的概念將幫助您闡明夢想和擁有實現夢想的勇氣。

祝大家在跟遇到的每個人分享愛睿希時，都能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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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RIIX friends:

Please accept this digital version of The Four Maps of 
Happy, Successful People as my gift to all memb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ARIIX— a company whose products 
I highly recommend.  I have been using ARIIX nutritional 
products myself every day for many years with excellent 
results.  They help me to think more clearly, to have more 
energy and to feel healthier.  I believe they help to protect 
my body and strengthen my immune system. I wouldn’t go 
a day without them.  I encourage you to also use them and to 
share them with your family, friends and loved ones. 
Just like ARIIX nutritional product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build a strong and healthy body, the ideas in this book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build a strong and healthy mind so that 
you can succeed in life and in business.
Successful people strengthen their attitudes daily by reading 
excellent books and doing personal growth exercises. The 
ideas in The Four Maps will help you gain clarity on your 
dreams and the courage to achieve them.
I wish you great success in sharing the ARIIX message with 
everyone you meet.
Enjoy, Robert G. Allen, #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author. 
 (eBooks and Print versions of this book are available 
at www.amazon.com)

享受吧！

羅伯特‧艾倫（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這本書的原文電子版在亞馬遜網站都有販售

www.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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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前言

前 言

在這本書中，我要介紹您如何每天藉由畫下四張圖

表，就可以大幅改善您的生活品質。這四張圖表非常簡

單，大部分只需畫線，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辦得到。我稱

這些圖表為四張地圖，因為⋯⋯它們看起來就像是地圖

一樣☺。它們是您通往理想生活方式的個人地圖—您

可以自己決定甚麼是您的理想生活方式。

這四張地圖並不是一種即時性的奇蹟或是神奇的妙

方，不會讓你馬上快樂及成功—這四張地圖是設計來

在你的生活中漸漸產生功效，已經得到最新神經科學的

研究驗證。目標是日復一日改變你的大腦和你的行為，

直到你堅定地採納世界上最成功、最有效率人士的願

景、態度、習慣和任務管理策略。 一旦你開發出這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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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長期行為模式的秘訣，是盡可能地置身於這

張大圖畫中，念茲在茲，而不僅僅是一年一度的新年新

希望，不僅僅是日落消逝在海上，不僅僅是當我們看著

一位新生兒的眼睛。

問題在於我們的大腦是「健忘的機器」。有時候，

我們非常清楚我們想要什麼事物、為什麼我們想要得到

它，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它，但下一刻我們就完全忘記，

又回到我們老舊且徒勞無效的例行作為和思考方法。

如果你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不要對自己太苛

責，這只是人性。最新的神經科學（以及其他很多常

識）證實，我們的大腦真的不是很喜歡變化。它們喜歡

繼續做它們慣有的行為。如果我們試圖改變，我們的大

腦則會試圖反彈回舊的行為和思考模式，就像是迴旋鏢

那樣。如果你正在閱讀這本書（你是人類），你的正常

思維模式會經常讓你拖延、無法達成目標、找不到方向

和不夠清醒、感到不知所措、壓力太大，最終在混亂中

迷失。

質，不管你選擇從事什麼工作，成功將會隨之而來。

也許你可能難以置信，但是我已經教授這四張地

圖及其不同的版本超過二十年，有成千上萬的客戶和學

生—從商業鉅子到創業家、專業人士、運動員、藝術

家和作家，甚至是我自己的孩子—我是第一手見證他

們改變生活的人。 我知道這四張地圖對你有效—如果

你真的加以執行照做。

你是否曾有過一個非常清晰的時刻？就在那一刻，

你知道心中真正渴望想要的事物是甚麼、為什麼想要，

以及你需要做什麼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清晰的時刻可

以來自於閱讀一本書、翻看日曆、沐浴在大自然中、坐

在教堂裡、看著感人的電影、冥想、和你愛的人在一起

（或看到他們過世）⋯⋯等等事情。當我們處在這個清

晰時刻，我們可以看到一張「大圖畫」，而且更可能是

以積極的態度、採取有效的行動來實現「大圖畫」的目

標（而不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在沒甚麼意義的小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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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自己的大腦如何回應世界，並將此事作為日常工作

的一部分。

試著想像你的大腦是一匹頑固的騾子（卻是你深愛

的☺）。為了讓騾子努力工作，你僅會在一月一日告訴

它，你想要做什麼嗎？怎麼會這樣呢？這匹頑固的騾子

多快會回歸到舊有的習性呢？與頑固的騾子一起工作的

方式是，每天（有時候一天多次）跟牠提醒你的期望。

大多數成功的哲學（和自我激勵的書籍）都包含

了精彩的、有用的訊信，但長期來看卻不能改變行為模

式，因為它們並沒有想辦法讓這些訊息成為日常習慣。

現代世界非常忙碌，我們沒有時間每天早上閱讀整本書

來導入正確的思路。我相信我們需要一個系統，在十分

鐘左右的時間裡，我們可以幫助我們自己找到大圖畫。

那就是四張地圖要完成的任務。它們像是每日的提

醒機器，你必須要自己訂製它們，才會在你的人生中成

為你自己的並且是非常具有能量的事物。

或許你生活中已經非常注意你的思考方式，但卻仍

然努力地想辦法選擇有效率的行動，來讓自己的時間更

充裕。無論你的情況如何，我重複一遍，請不要太刻責

自己。即使大自然也喜歡混亂。熱力學的第二定律稱之

為「熵」—宇宙走向最小阻力之路的趨勢。

但是，造就我們人類（驚奇的人類）的，是我們希

望不斷改進的欲望，這也決定了我們一定可以改變。還

有一些人似乎是「超凡的」卓越成功者。我們如何成為

其中一員？我們如何改變一個健忘的大腦？

這答案非常簡單但也很深奧：我們的確無法改變

我們的大腦長期健忘，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但我

們可以打開我們日常生活的「提醒機器」來克服這個問

題。我們可以用一些強而有力的方式持續告訴我們的大

腦，我們要大腦如何思考、如何看世界、如何接近並克

服挑戰。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士的大腦跟其他人沒什麼不

一樣，但他們選擇控制大腦。他們不會讓他們自己的健

忘機器決定他們如何看待事情—每一天，他們都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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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不會讓你感到我是自我感覺良好或是全知。我希望我

的幽默感和個性以及這本書會漸漸傳達給你我真正的渴

望。

我遇到的絕大多數人都離夢想非常接近，無論他

們是什麼人。這也讓我非常急迫的想伸出援手。今年我

68歲了！我幾乎不敢相信。時光真的飛逝如梭。在我這

個歲數，非常清楚我的優先順序：盡可能以最簡單、最

有效的方式分享我學到的東西。可以幾乎忽略其他事物

☺。

我不是心理學家，但我奉獻我的生命來教授成功的

原則。在一些觀念還沒被正名前，我寫的各類書籍和我

從事的商業活動就已經談論過了，包括「生活駭客」、

「TED談話」和「思想領先」。

「四張地圖」在許多方面是我上的「最後一課」。

我所學習到有關成功的一切秘訣都在這本書中。如果我

只有一次機會幫助你，我會教你這四張地圖。

有很多其他類似的比喻，我可以用來描述這四張地

圖的功用。它們重新為你的電池充電，所以你有足夠的

能量和信念出門並戰勝這一天。它們鍛煉你的大腦，你

才可以記得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並且專注完成它。它

們是一個大掃除機器，理清你的思緒，清除現代生活裡

上萬個雜緒，所以你可以把精力用於真正重要的事情。

這本書中的每個部分—從圖表到章節結構，甚至

句子的寫作方式—旨在幫助你改造自己。地圖本身非

常簡單易繪。換而言之，這本書非常簡單，幾乎像插畫

般簡單。我現在警告你，這是一本特別的書，即使是一

個兒童也可以閱讀和理解。繼續讀下去時，我將簡要地

介紹這四張地圖背後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理論，但我並

不是一直要為此提出佐證。我的主要目標是幫助您採取

行動，而不僅僅是獲取知識。如果您是以研究為導向，

並且想深入了解「四張地圖」背後的科學理論，那麼我

在本書末尾添加了參考資料供您閱讀。

換句話說，這也是一本非常直白的書，希望我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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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策略。

當然，另外一種說法就是，「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

語」。☺

一張圖片等於生命的新頁，或是成為實現人生目標

的驅動器。這就是四張地圖的魔法。我相信它們可以幫

助你澄清你的目的—你為何出現在地球上的原因。我

相信它們可以幫助你找到你的動機，使你成為一個更有

效率的人。我看到我的許多客戶和學生繪製這四張地圖

後，人生都亮了起來。我相信它們可以讓你更快樂。我

迫不及待地和你分享。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擅用左腦的人，需要讀精美字體

☺，我將簡要介紹這四張地圖背後的概念。如果不喜歡

大字，請隨時跳過☺。基本概念是，在涉及學習、記

憶、動機和個人轉型方面，圖片比言語更能清楚表達意

思。對這個現象，科學術語稱為「圖優效應」。我們看

到的和自己動手繪製的圖，對大腦的影響遠大於我們所

閱讀或撰寫的字。「四張地圖」不僅僅是寫下肯定訊息

或目標或咒語，而旨在幫助您繪製自己未來的理想生活

方式。它們是視覺助記器，它們被設計來幫助您掌握成

功人士的思維方式、習慣、神經可塑性、反應和期望。

圖表中的一切都得到科學研究的支持、數千年的文化證

明以及我這一生從個人發展訓練的第一線觀察的確認。

雖然圖表很簡單，但這背後卻是有數十種積極行為

科學原則在作用。當你學習繪製並使它們成為你日常生

活中的習慣時，這幾十個原則將會變成你的個性特質。

這「四張地圖」在表述、記憶並快速回收大量訊息

方面，提供了簡單的方法。當您學習並繪製「四張地

圖」其中一張地圖時，我將會用數本書來解讀背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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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一同繪製這四張地圖時，我希望你記住三個

原則。把它們視為我們之後會探討到的能影響一切的指

導法則。不論你從甚麼方向搜尋，你將會發現這些法則

的不同版本，它們分散在已經出版過的文學著作和每一

本自我成長的書籍中。這些指導法則的版本是大多數重

要宗教和靈修的一部分。你可能會在閱讀時點頭同意這

些法則，或者你可能必須先信任我。我只會概略地談談

它們，但它們背後涉及的科學理論和人類歷史在許多書

本中都可以看見。

原則1：成功是由內而外的
無論你如何試著想要達到成功，然後將其體現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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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都可以追溯回到做出決定時內心失去清明的那一

刻。我的內心世界很混亂。我對於我的短期和長期的願

景沒有清楚的畫面，我對我面臨的挑戰毫無準備。

另一方面，當我在現實世界所採取的行動與我內心

正確的心態是一致時，我是萬夫莫敵的—而我相信你

也是。

我設計了四張地圖，讓你在你的生活中得以從內而

外的實踐夢想。前兩張地圖是「內在的」—幫助你清

楚你想要什麼，以及為什麼你想要。這兩張地圖是你思

考的基礎。後兩張地圖是「外部的」—它們是為了讓

你能實現你理想生活方式，所需要執行的明確、真實世

界中的任務。這兩張地圖是你行動的基礎。

以下是這四張地圖的名稱：

內在的：

1 清晰（Clarity）

2 期望（Anticipation）

在世界，成功都是從內心開始的。這個原則永遠都沒有

例外。最幸福、最成功的人在征服外部世界之前，就已

經照顧好他們的內心世界了。

當我在30歲的花樣年華，我寫了一本關於投資房地

產的書籍，並於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名列第一。然後

我花了幾年時間教授財務投資策略，並撰寫理財方面的

著作。我可以告訴你這個瘋狂世界的故事！

我對我的過去自豪，但我發現若我的客戶及讀者沒

有正確的心態，他們會很難成功地實踐我教授的策略。

他們無法戰勝沮喪及被拒絕（這是成為商人及企業家的

關鍵），而且他們最終會失焦並放棄。「內在財富」必

須在實現「外在財富」之前就要擁有。

我在我的學生身上學到內在財富的重要性，但我

也學習了第一手資料。我一生中經歷風霜。沒有人能夠

免於挑戰。我曾經做出了很棒的決定，但也做過非常糟

糕的決定。我致富過，也破產過。我的每一個糟糕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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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精心設計的說服廣告。這些訊息中的每一個都會誘使

我們遠離具有真正價值的事物。克服分心的唯一辦法，

就是不斷提醒自己，我們還有更具價值的承諾和目標。

我不是說我們周圍看到的一切，都是令人分心的

負面事物。而是因為常常有許多事物是我們必須要專注

的—美麗的景象、美好的機會和鼓舞人心的積極訊息

（例如這本書☺）。但是，為了切開讓你靈感分心的事

物，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堅定的願景。我們需要每天

不斷提醒自己這個願景。

我希望你會發現這「四張地圖」的價值，每天都

想畫出來，既使一天一次也會對你的人生產生積極的影

響。另外，在這四張地圖的每一張結尾，我將要求你簽

名，並對你自己作出一個24小時的承諾。

外部的：

3 慣例（Ritual）

4 任務（Task）

成功始於心態，但我們生活的世界需要有實際且可

衡量的行動。思維和態度是基礎，然後你必須在這基礎

上用有效及日常的行動去進一步發展。

原則2： 每個承諾的效期是24小時
至少一天一次，我們要強而有力地重申個人願景。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我們的大腦是健忘的機器。在那

個時刻，大腦是自動運作的，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可能會

打破長期承諾（例如減肥）也難以拒絕立即的獎勵（例

如冰淇淋）。冰淇淋就在那裡，看起來很美味。我們周

圍的世界也似乎都在讓我們忘記我們自己所做的承諾。

一整天，我們受到數以千計的訊息轟炸—從電子郵件

通知收信的叮叮聲或者一個只有批評而無建樹的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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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恐懼而做的決定，則讓你成為小人物—它們阻礙你

的個人成長，並使你更自私、緊張、焦慮和沮喪。

可悲的是，大多數人都將恐懼程式作為我們的預

設心態。事實上，許多神經科學家認為大腦的進化天生

就是以恐懼為基礎。所以，我們必須努力想辦法採取夢

想程式，做出基於夢想的決策。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情。我不是在談論盲目的樂觀主義，持著過於樂觀的想

法。我是指要選擇讓自己充滿希望和決心。我二十多年

一直在倡導這個概念，直到現在還是真理：每一天你都

必須使你的夢想比你的恐懼更加真實。

讓你的夢想比你的恐懼更真實的最有效的方式，

是生動具體地想像你的夢想，就好像它們已經發生了一

樣。研究證明，「視覺化」幾乎是在所有領域得以成功

的關鍵—從運動界到商場到人際關係。這四張地圖中

每一張都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花點時間並進行「視覺

化」。事實上，我設計「四張地圖」成為日常實踐練習

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創造一個視覺化的

原則3：你做的每個決定都是根據
你的夢想或是恐懼

我喜歡把人類當成一台同時運行兩個軟體程式的機

器。有一個恐懼程式會迫使我們根據自我的立即需求來

下決定—針對我們過去不好的經驗、我們對未來的憂

慮、缺乏自信、我們零零總總的焦慮。然後，另外有一

個夢想程式，是敦促我們根據自己未來的目標來做出決

定—針對我們對自身的積極正向願景、我們對別人的

愛，以及我們對人類的希望。

種種恐懼與所有夢想正面交烽。它們都試圖想成為

我們行動的動機。當你做出決定時，任何一個決定都是

基於一個夢想或一個恐懼。這就像是一幅著名的畫像，

有一個善良天使在肩膀的一側，另一側肩膀則站著壞天

使。根據夢想所做的決定，是基於富足的原則。它們讓

你更接近你最好的自己。它們使你成為一個更積極的

人、一個更善良聰明的人。我喜歡將根據夢想所做的決

定，視為擴大你自己的影響力並改變全世界的要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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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四張地圖

習慣—幫助你讓你的夢想比你的恐懼更真實。

潛入

在我們開始繪製前的最後一個提醒。 這本書將通過

「四張地圖」教你如何管理你的時間和生活。我知道還

有其他的系統做類似的事情，有著不同的建議和不同的

隱喻。我覺得它們很棒！人性是充滿無限創造力的，而

且那裡有成千上萬的成功系統。

你可能不會對我正在教的東西產生共鳴，但是即使

「四張地圖」並沒有與你對話，我也敦促你找到一個你

喜歡的系統，潛入它，並且每天實踐它。

大多數人花費太多時間來搜索一個系統，而且在每

個系統裡都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實踐。我相信你聽說

過「及時行樂」、「珍惜時光」這些說法。我相信及時

行樂的系統。找到一個你喜歡且適用於你的系統，潛入

它，不要放開。選擇一個系統，然後主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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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創造個人願景，再也不要失去你的方向

四張地圖中的第一張，是關於你內在生活和信仰

系統。它的設計旨在讓你處於完美的清晰狀態。什麼是

「清晰」？「清晰」就是確切地知道你想要什麼，以及

確切地知道為什麼你想要它。清晰的另一個詞彙是「目

的」。當我們繪製完成清晰地圖時，你將會有一個屬於

你自己的未來願景，你會知道你為什麼要這樣的未來，

你會知道把精力放在哪裡才會實現夢現。

你會對於為何幾乎沒甚麼人真正知道他們自己想

要什麼而感到驚訝。人性大都是短視近利，物質主義掛

帥，一生中不斷的冒險以便能獲得他們自認為需要的東



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030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

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

之而止矣。」

—孔子曰

西，但從來不把精力集中在清晰具體且目標明確的結果

上。你會驚訝於如此之少的人才真正有具體目標—承

諾並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偉大會創造奇蹟！我相信偉

大是藉由任何有專注力及針對性的努力造就出來的。我

相信只要始終如一的努力終究會取得勝利。

在我開始過每一天之前，我都採取立即行動先找到

我的清晰地圖，那強有力的提醒、重新連接，並再次允

諾著我的夢想。下面是我的作法：

拿出一張空白的紙和一支筆，或者你最喜歡的數位

設備。在白紙的左上角寫下「清晰」這個詞—這就是

你的清晰地圖。另外，在白紙的左下角畫一個哭喪的臉。

我知道，我知道。這感覺很愚蠢，因為你是一個受

過教育的人，太聰明以致於不想做這種幼兒園的東西。

我得提醒你，這本書很獨特，必須要長時間地咀嚼

它。記住，最好的成長方式就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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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白紙上面會有二個圖像。左下方有一張哭喪

的臉，右上方有一張微笑的臉。懂嗎？我們畫的每一張

圖，我都會給你一個範例，所以若你還沒抓到繪畫的技

巧，不用不知所措。

哭喪的臉呈現出的是生活中沒有清晰度的畫面。

事實上，我希望你能畫一個四方形把這張哭喪的臉框起

來。現在這張臉是被困在一個盒子裡了，這表示你不知

道你自己要什麼。當你的生活中沒有清晰度時，實際上

你是被困住的，被你自己的恐懼所挾持，或被別人的恐

懼和需要所挾持著。從感覺自己被困住到感覺挫敗和不

知所措，是一個很短的過程。你會感到挫敗和不知所

措，是因為你有太多事想做，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

過度緊蹦的狀態，是沒辦法起正面作用的。過度焦慮身

體健康的衰退，過度承擔經濟上的壓力。你在為別人的

清晰度和願景工作，最終是為了別人的目的而不是你自

己的。也許你知道這個感覺。

現在，我要你仔細看著你那張微笑的臉，他或她正

所以，請試著動筆在左下角畫一張哭喪的臉。也許

你會因為你太久沒有畫畫而不知從何下筆，我不會要求

你畫太難的圖，每個人都有能力畫一張哭喪的臉。

現在，在右上角畫一張笑臉。這樣一來，你的圖畫

看起來就會像下方這樣：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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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理想的生活型態就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無

論在精神上還是身體上。如果你沒有健康，其他都不

用談。

3. 時間自由：理想的生活型態就是你有足夠的時間做所

有你想做的事。

4. 財務自由：理想的生活型態就是沒有負債，有足夠的

收入可以儲蓄和投資，並且住在你想住的地方，還有

能力幫助他人。

聽起來有道理吧？我們現在在我們的清晰地圖上畫

下理想生活型態的要素，然後在這笑臉上畫一個框框住

它。除此之外，我要你將這個框框視為一棟房子，上面

畫上屋頂和大門（下面會有範例）。這就是你夢想中的

家，呈現出你的理想生活面貌。在夢想的家中，畫下四

個符號：畫一個愛心代表你的生命中充滿了愛的關係，

畫一個金錢符號（＄）象徵你的財務自由，畫一個時鐘

代表時間自由，再畫一個人形作為健康的象徵。這就是

住在山頂上，過著理想的生活。

這裡有個有趣的概念：「理想生活」，這是我們在

畫這四張地圖時常用的詞語。所以，我們先停下腳步思

考一下。

「理想生活」對你來講是什麼？人生顛峰？上流社

會的名人？假如你可以創造一種理想生活型態，它會是

什麼樣子？就外在世界而言，你會想置身何處？你會想

住在現在住的地方嗎？你會想住在大溪地的船上嗎？你

會利用你的時間做什麼呢？你的內心世界長什麼樣？對

待家人和朋友有更多的耐心嗎？更多愛心？你的生活會

想跟現在的生活一樣嗎？

藉由多年來教導過數以千計學生的教學經驗，我相

信，每一個理想生活型態都有四個關鍵要素：

1. 愛的關係：理想的生活方式是與你敬愛和尊重的親朋

好友們，擁有非常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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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路上

仔細看一下這二張臉，這就是很多人看待他們生

活的面貌。哭喪的臉呈現他們現在的生活方式—他們

「改變前」的樣子；笑臉的周圍則環繞著理想生活的要

素，呈現出他們的夢想生活—這是他們「改變後」的

樣貌。這本書就是要帶領你踏入「改變後」的生活狀

態，這是趟旅程—我們正在登山。我要你畫一條線，

連結這被侷限住的哭喪臉和在夢想之家的笑臉。這看起

來像下面這樣：

一個夢想的家的面貌J：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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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總是為了一些東西，在努力去做。

你要什麼呢？

回到你的清晰地圖上，在紙面的中間上面畫一個加

號（＋），然後下面畫三條底線。

現在，在哭喪臉的正上方，紙面的左方畫一個減號

（－），下面再畫三條底線。看起來是下面這樣：

現在，這是一座真的山，眼前有一條道路可以登上

山頂。這四張地圖都是用登山來隱喻，你要確確實實地

畫下你個人的山和你個人的旅程。

就像是成功的登峰有許多不同的階段，從計劃、準

備，到「啟程」和登頂，這對每一個成功人士來講都是

非常重要的階段。

四張地圖的每一張圖都是從畫這二張臉開始，一個

框框和一個家，還有通往山頂的斜坡。一旦你了解這幾

個簡單的圖形，你畫起來會得心應手，畫每一個部分的

時間也會縮短。

你也許會覺得你的理想生活有很多面向都已經到

位了。在這種情況下，你的旅程就只要去追尋你缺少的

幾個部分。愛生命，接受並享受你所擁有的一切，同時

也繼續努力實現有意義的目標。當我們談論你通達理想

生活的旅程時，我不希望你忘記你已經成功的部分，但

我也不希望你自滿。根據我的經驗，成功的人總是在努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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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個你很愛也很信任的人（或是你已經愛也信任

的人），舒服的在一起，其中一人扮演問問題的角色，

另一人則負責回答問題。嘗試一開始先不要有眼神接

觸，因為會有情感的交流。當一人以不帶情感的口吻提

出這個問題「你想要什麼」，回答者則回應心中第一件

想到的東西。任何答案都可以，它可以是爆米花。事實

上，通常一開始的答案都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當回答

者說完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提問者再重複一次這個問

題「你想要什麼」，回答者再次說出了想到的第一件東

西。照此進行五到二十分鐘，然後角色對調。

對⋯⋯這是同樣的問題⋯⋯整個過程中。

非常重要的是，這個提問者絕不能說出除了「你想

要什麼」之外的話語，而且要是一般不帶情感的語氣，

因為這個遊戲是絕對不能有評論的，也不能有延伸的其

他問題。你們可以結束練習之後再一起討論，這目的就

是要建立回答者感到自在的氛圍，因為人們在感到舒適

的狀態下就會願意按照第一時間的直覺回答。

想像你有一根魔杖，輕輕一揮，你就活在你的理想

生活狀態中。你的生活中想加些什麼東西呢？在（＋）

號下面的三條底線上寫出三個事物，這是你心底最想要

的三件東西。希望你在閱讀這本書時，我已經激起你思

考這幾件事物了。這些是你以前拼命想要擁有的東西，

當這些東西成為你理想生活的一部分時，你會非常喜

悅，也許是一些物質上的需求，像是一個新家。但再深

入一點，你真正，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我會分享一個練

習活動，幫助你找到你想要的東西，雖然你每次在畫這

張清晰地圖時不一定都會練習到。若是你已經知道你想

要什麼了，請隨時跳過這一段。

「你要什麼呢？」的遊戲

「你想要什麼」的遊戲已經行之已久，這是建立

信任關係的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具。這遊戲也非常有助於

尋找清晰度。雖然有很多變素，但遊戲大致上是這個樣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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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完成了嗎？還是你只是快速的把書翻過去看看內

容到底在講什麼呢？J

假如你真的完成了⋯⋯給你一個讚！你可以把手繞

過肩膀拍一下背，鼓勵自己一下。

假如你還沒完成，記著，這是一本「實作書」，也

是一本「學習書」，所以開始動筆吧！想一下這三個渴

望，把它們寫下來！當你動筆寫下來時，你實現願望的

機率就會大增。

很好，現在，想像一下你輕輕揮一下手中的魔杖，

馬上可以改善你的生活，只要把生活中三件負面的事減

去（－）。

問問你自己：「要減去我生活中的哪些部分，才會

讓我的人生更理想？」在減號（－）下方寫下三件你最

想要從目前生活中抹去或消滅的事情。我稱這些負面的

事情為「不要」，很直白的稱呼J。這三件事應該很容

這個過程中，在答出一開始的幾個問題時，思緒就

清晰了，答案就開始貼近內心深處真正想要的東西。有

時候要被問到數百次才清晰。有時候會有很蠢的答案或

者是標準答案，像是世界和平、賺很多錢等等，但是最

終通常都會出現具體的答案—來自你內心深處的渴望

和需求，以及需求背後的真正動機。假使這二個人非常

信任彼此的話，效果會出奇的好。

所以，你未來的渴望是什麼呢？克服你沒自信的心

態？為了辭掉工作而創業？為了穿得下你高中時代的牛

仔褲？為了修補破碎的關係？為了讓你的人生充滿愛？

創立一個基金會？你真正想要什麼？

寫下你真正的渴望

回到你的清晰地圖，若是你尚未寫好，請在加號

（＋）下寫下三個願望。這些願望可以帶領你通往理想

的生活型態。你的理想生活不是遙不可及的。盡可能地

讓你的夢想成真，你就可以過著你的理想生活。



045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044 第一張地圖 清晰

清晰

但是，你夢想的背後理由是什麼？為了登上你理想

生活的山頂，你必須要有一些很強的動機支撐著。讓我

們繼續深入探討，寫下你的理由。

你的理由就是你的引擎

花一分鐘想一下，為何你有動機要費盡千辛萬苦登

上你人生的高山。在夢想之家下方的空白處，增加一個

詞彙「理由」，然後在下方畫上三條線，看起來就像下

易就想到了。非常悲哀的現實是，我們通常都在想我們

生命中的消極面—也就是我們的恐懼，而讓我們離理

想及夢想越來越遠。這張清晰地圖的其中一個目的，就

是要讓你跳脫這種思維模式。

這應該會讓你加速你的想像力—想一下你的夢想

（＋）和你的不要（－）。再次給你看一下範例，除了

你的夢想和「不要」外，這就是現在你的清晰地圖可能

的面貌：

清晰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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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我稱之為「不充份的理由」。假若你有一個

清楚的理由，你將會勢不可檔。

這裡有一個好消息，你可以自由選擇理由，就像

是你的夢想一樣，你是你生命的主宰。但是，直到你知

道充份的理由是什麼之前，你無法選擇正確的理由。所

以，理由有哪幾種呢？

已經有數以百計的研究和書籍致力於辨別人類行為

的動機，鮑伯‧艾倫研究成果的精華論點將我們的理由

分為三種，每一種都是不同的引擎，有獨特的動力，理

由包括：需要、我、我們。

「需要」這一個理由

「需要」這一個理由，就是你那些短期、高效能

的動機。假若你很飢餓，你會需要食物，會願意做任何

事去取得食物。若在20英里外有食物，你會走過去；若

你破產了，你需要錢，就會有動機願意一週工作80個小

面這樣：

我們在做決定時，背後都有理由支持著。假使沒有

理由，我們不會去做某件事。道理很簡單，我們的理由

就是行動的動機。

但是，不是所有理由都是充份的。若我們的理由不

夠充份，行動的動機就不高；若我們有充份的理由，行

動就會一往直前。

我喜歡將這些理由視為引擎，會推動我們到達我

們理想生活的山頂，但不是所有的引擎都是相同的。有

些引擎是短期、高功率的機器。它們對於你快速地發射

是很有幫助的，但是沒有持久力。其他則是緩慢的燃燒

器，長期性地提供少量的動能。

這就跟我們的理由一樣，理由越充份，引擎的效

能就越好。選一個短期的理由會讓你想追逐渴望，而你

將會不可避地免地經過穩定、失速及降落的狀態。選一

個長期的理由，你絕不會有精力去啟動！有個名詞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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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是什麼？成為一位太空人？一位消防員？一位運動

員？一位歌劇歌手？自我有記憶以來，我最想成為一位

百萬翁。我出生於中產階級的家庭，在加拿大的小鎮亞

伯達長大，「百萬富翁」這個名詞對於一個小鎮男孩來

說是遙不可及的夢，我少年時期一直做著這個夢。在我

跟我太太求婚的前幾週，還記得我去探視我當時未婚妻

的母親，也就是我未來的岳母。我那時猜想她一定會對

我做身家調查，看我夠不夠格成為她女兒的丈夫。當她

看著我的眼晴問我未來要做什麼時，我也看著她，告訴

她我將成為一位百萬富翁。現在想起這個故事，我的心

情是暗爽並忐忑的，主要是因為「百萬富翁」是個很隨

口的夢想，而且我感到當時跟我岳母在一起時非常狂妄

（她當時迫不急待要分享這個「難以置信的訊息」給她

的女兒）。但縱使如此，我還是努力爭取第一桶金。

如果我要深入探討我自己的心境，我會說，我這個

被我的渴望所驅使的百萬富翁的夢想，讓我克服了自己

卑微低下的起點，也證明我可以為我的人生做些什麼事

情。那時我專注於賺錢，而且我認為賺進一百萬就是證

時。假若有你愛的男人或女人，有你渴望的男人或女人

J，告訴你，若你騎單車跨越美國，他或她會動心，機
會就在你是否騎上那台單車。「需要」這一項理由，是

非常強而有力的。

但是，這裡有關於「需要」的事：它們被滿足！

若你有一個「需要」的理由作為動機，而非常辛勤地工

作，「需要」最終會被滿足。那動機發生什麼事了呢？

若一個飢餓的人取得食物，「需要」這個理由就完全消

滅，直到下次飢餓來臨前，他們都沒有動機再尋找食

物。那為何有些人在工作上已經有不錯的收入卻還想賺

更多錢呢？他們被困住了。他們個人會覺得很穩定了，

他們的基本需求已經滿足了（他們有一份工作），然而

這台需要引擎卻沒有幫助他們突破困境。他們必須要上

另一堂「理由」的課。

「我」這一個理由

當你像個小孩一樣抬頭望向天空時，你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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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個理由

「我們」這一個理由是迄今人類行為中最強大的驅

動者，但是也是我們人生中最難說清楚的一個理由。任

何想要幫助別人的欲望，都可以稱之為「我們」這一個

理由。但是我們大多數人在幫助他人這項欲望上都有點

模糊不清。我們或許會想說，我當然想要創立一個基金

會幫助人們，但是我不清楚這個最強大的動機引擎的力

量到底有多大。事實上，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那麼在

乎他人而有力量來做到這點。我曾經也是這麼想，但是

我在此告訴你，「我們」這一個理由是非常驚人的，它

們是動機的永久發電廠。

要讓「我們」這一個理由成為堅而不摧的動機，祕

訣就是為了我們所愛的人而做。沒錯！愛，就是答案。

這裡有個範例：

我的一位女學生有一次告訴我她想成為百萬富翁，

我問她為什麼？她回答說她的兒子是身心障礙者，政府

明我可以完成我的夢。

我那個百萬富翁的理由，就是一個稱之為「我」

的理由，我不想只是把金錢用來應付滿足一項迫切的需

求，而且我也不希望用這些錢去幫助別人，我賺錢的目

的單純就是為了我自己的內在需求。

你能想到其他「我」的理由嗎？通常我們想減肥

的原因，就是屬於「我」的理由，因為在參加高中同學

會，穿著牛仔褲時可以看起來很漂亮。通常想要在運動

場上取得勝利的理由，也是屬於「我」的理由，我們可

以在競賽中取得冠軍寶座，或者從所有截球者中掙脫。

「我」這一個理由是長期的引擎，非常強而有力

且幫助你登上山頂，尤其是當你正處於壯年時期，急著

想要證明你的能力。但是，這裡有另一種更強大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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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的疑問非常大，你

將會找到解決方案。」

—比爾‧沃爾什

對她兒子的補助計畫被取消了，所以她必須要賺進足夠

的錢，不然他會死去。她非常的有動機！沒有任何事阻

止得了她。有看出差別了嗎？她的「我們」的理由，和

自我為中心的「我」的理由的力量不同。

當我們將「我們」這一個理由視為我們生活的宗

旨時，「我們」這一個理由的力量會非常強大。你之前

應該有聽過這個道理，是嗎？你生活的宗旨。當你有一

個非常強大的「我們」的理由，你就會將此當作你存在

的終極目標，自然就會有無窮的動機，那就是我們的目

標。我們正朝向理想生活狀態前進，那也是世界上的理

想生活形態，充滿著歡樂、健康的人們。雖然這終極目

標需要費很大的功夫，我們仍需要盡力尋找最棒的理由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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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重要的二天：就

是你來到世上的那天，和

你了解為什麼你來到世上

的那天。」

—馬克‧吐溫

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陳腔濫調，你也許不同意我的

觀點，但是，「愛」的確就是答案。要增加愛他人的能

量，每天都要闡明這份愛，你就決永遠不會耗盡精力或

者失去動機。換句話說：你決不會再耽擱拖延了。

寫下你的理由

你有想過你的理由嗎？如果不曾的話，請花些時間

想想，然後回到你的清晰地圖，在「為什麼？」旁邊的

線上寫下三個最強而有力的理由。

利用各種類型的理由

當你寫下三個理由時，混搭「需要」的理由、「我」

的理由和「我們」的理由是沒問題的，但是若你目前還

沒有任何「我們」的理由，也沒關係。非常困難、令人

驚訝的事物，已可用「需要」的理由和「我」的理由完

成。若你還沒找到你自己的「我們」的理由，你終究會

找到的。我直到四十幾歲才定義我人生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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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清晰地圖還剩下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讓它成

真。

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剛剛寫下的大部分內

容，在日常生活中不會有巨大的改變。一旦你第一次完

成的時候，之後也許仍會維持同樣的理由、夢想及不要

的目標。那麼，為何我們每天都要畫這個清晰地圖嗎？

因為只是想一下我們的理想人生，或者只是列出

我們的夢想，是不夠的。為了獲得最大的利益，我們必

須要化為現實。在使用手冊單元，我有談過視覺化的力

量，它會讓你的夢想比你的恐懼更真實。我想談得再深

入一點，並且要「視覺化」我理想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我試著要經歷它，感受它，就像是我現在真的活在其中。

我每天都很喜歡畫我自己的這四個地圖，但在我的

經驗中，我不只是喜歡而已。這也是一種個人冥想的形

式。當我在畫清晰地圖的每個元素時，我會暫停一下，

閉上雙眼，試著身歷其境地想像我在畫的東西。我每次

若你想一下你夢想之家中的那些符號（你理想人

生的要素），你將會發現每一種符號的支撐動力都是那

三種理由引擎。同一時間，你也許會需要錢來償還迫在

眉睫的債務，想要錢來為你自己建造一個夢想之家，想

要錢來幫他人抒解困境。或者，用健康做個例子，你也

許是位糖尿病患者，需要做運動以便控制血糖在標準值

內，想要讓你自己瘦下五公斤而積極做運動，或者是想

要成立一個兒童午餐計畫讓他人得到健康、無糖的餐

食。你一定有辦法為任何一個目標找到個理由。請立刻

找到那個理由，並寫下來。

感受理想生活

好，讓我們來複習一下。現在，我們知道我們想要

的東西了，也在我們的夢想（＋）裡寫下三個目標，也

在我們的不要（－）裡寫下三件事。我們知道理由就是

引擎，會幫助我們推向我們理想人生的境界。我們已經

寫下我們自己的理由了。你感覺電力充飽了嗎？思慮清

晰了嗎？自我想像已經開始形成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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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嗎？是的話，你的感覺是什麼？試著感受一下乘風

破浪的愉悅心情，試著感受一下風拂向你的臉龐。美好

的人生！試著看、聽、聞一下你理想人生的各個部分。

用現在式去感受，就像是發生在現在這一刻，試著感受

理想人生。

我喜歡視覺化清晰地圖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當我思

考理由的時候。當你視覺化你的理由時，試著想像你愛

的人會因為你的努力而受益。當你實現理想生活時，他

們的感覺是什麼？試著看一下他們臉上的微笑及感激的

眼神。或者想像一下，當你第一次完成及實現你自己的

「我」這個理由時，感覺有多美妙。若你有非常迫切的

需求，試著想像一下，當你的需求被滿足時你的生活是

什麼樣貌，試著讓它成真。你的視覺化越清楚，你的動

機就會越強烈，會讓你一整天都充滿力量。記住，人類

是健忘的機器。我們總是會忘記真正的重點是什麼，當

我們視覺化理想生活及我們背後的動機時，就非常難忘

記了，會持續到隔日我們再做練習的時候。

結束前一定會去做這非常棒的事情。視覺化會賦予這四

張地圖力量，去改變你的生活，會幫助轉換這日常的塗

鴉成為具體的圖像。

或許你在閱讀時已經在視覺化你的想像了，或許你

的清晰地圖對你來說已經很真實了。但是，若你還沒這

麼做的話，現在是時候去想了。

這裡有二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會花更長的時間停

下來並且去想像。第一個就是我在想像我理想人生的型

態時。

我要你每次在畫你夢想之家中的笑臉時，要用身

體的五感來感受一下你的理想人生—嗅覺、味覺、感

覺、聽覺、視覺，就像你真的處在理想生活一樣，感受

你成功人生的每個部分。這就稱之為「視覺化」。

若你的人生充滿著愛的關係時，你的感覺是什麼？

財務自由的感覺是什麼？要如何利用時間？你會航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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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承諾

清晰地圖上現在唯一還缺少的，就是你的簽名—

你24小時的承諾。在右下角的角落畫上一條線，寫上日

期及簽名。像是下面這樣：

你做了嗎？你視覺化你的清晰地圖了嗎？拍一拍你

的背，鼓勵一下。每一天，視覺化會幫助我們讓夢想比

恐懼還真實。

我要你再回到清晰地圖，在爬上山的斜坡上寫下

「感受理想生活」，那會每天提醒你必須要視覺化你的

清晰度。就像是下面這個圖：

清晰

為什麼？

感
受
理
想生
活

清晰

為什麼？

姓名
日期

感
受
理
想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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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是學習的捷徑

若你想更進一步鞏固這堂課，那我強烈鼓勵你去教

其他人這些原則。我可能聽到你在抱怨了，我知道，我

知道，你坐在這裡是為了閱讀而不是教學。好吧，那算

了！大多數人對於要行動、做事、第一步，都很猶豫，

因為他們被困在一個地方，害怕失敗及被拒絕，我不希

望你成為其中一份子。這本行動書的一部分涉及到你必

須站出去，分享這四張地圖給其他人，越快教授，越容

易行動。

在做出承諾時先暫停一下，深呼吸。你準備好要

為接下來的24個小時下承諾了嗎？你真的想要理想生活

嗎？記住，時間會告訴你，在成功前，沒有模糊階段，

你不是正在朝向理想人生，就是在背道而馳。快簽下你

的名字吧！

恭喜！給你剛剛完成的事情鼓舞一下，你有清晰度

了，你知道你要什麼以及背後的理由。也許還不清楚如

何實際登頂（那是其他地圖的責任了），但是你至少知

道當你成功時，你的感覺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你掌控了你的人生。你是在執行以夢

想為基礎的決定，而非是被恐懼所驅使的決定。若你真

的想要理想人生，你必須感受它，必須形象它，然後儘

可能地保有這種感覺。

再拍你的背一下吧！也許第一回合花了很長的時

間，但是之後就一帆風順了。我可以每天專注地花五分

鐘完成清晰地圖，沒有比清晰的感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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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連六歲的小孩都解

釋不清楚，那你根本不了

解自己。」

—愛因斯坦

所以，現在去找一個人（任何一個人），在24小時

內教他或她如何畫這張清晰地圖，不用非常完美。事實

上，越簡單越好。

我在談每張地圖時不會一直重複這項教學的邀請，

但我想在這第一張地圖的最後跟大家提到這點，因為

「教授」絕對是最快的方式，讓你將所學變成為你自己

的一部分。

然後，當你在教授時，你會以一位老師的高度，

看到這整個過程。通常這會激活你身上的實幹分子。所

以，先暫停閱讀，去找個人教教吧。若你找不到人的

話，就拿張白紙教你自己吧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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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步驟扼要重述

每一張地圖的最後，我都會涵蓋每一步驟的簡要回

顧，來幫助你抓住這張地圖的關鍵部分。所以，畫下清

晰地圖時，這裡有幾個你必須進行的要素：

1. 畫下你「改造前」、「改造後」的哭喪臉和笑臉。把這

張笑臉擺在夢想之家中，周圍環繞著象徵理想生活的

符號。

2.  寫下你的三個「夢想」。

3. 寫下你的三個「不要」。

4. 寫下你為何要努力追求理想生活的三個理由。

5. 用五感來視覺化，當你處在理想人生時，你的生活會

是什麼面貌。

6.  用五感來視覺化，在你辛勤工作之後，你和你愛的人

所得到的獲益。

7. 在理想生活後，做一個24小時的承諾，然後簽上你的

名字。

第二張地圖　預期

如何建立一個堅而不摧的態度

我們無法控制上天給予我們的考驗，但是我們絕對

可以控制我們如何回應它。假使我們利用大腦回應這些

挑戰，這也是成功人士回應挑戰的方式，那我們絕對會

成功。這是很簡單的概念，也是真理。

第二張地圖，稱之為預期地圖，是跟態度有關的。

它是關於如何用正確的思維迎接每一天，準備好你的心

情面對今天將遭遇的挑戰。但是，你今天不只需要面對

挑戰，還會遇到一些很棒的機會。預期地圖將會幫助

你，變得心懷感激且更容易迎接這些機會。當你完成任

務後，你會有一個遊戲準則，專門對抗讓你止步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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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而你也將會充滿自信，感到好事會降臨。預期地

圖就是讓你生活正向積極的關鍵，也提供切實可行（仍

是樂觀地）的方法。

挑戰及成功

你聽說過「英雄之旅」嗎？也許你不熟悉約瑟夫‧

坎貝爾博士（普及這個概念的人）的大作，但如果你曾

讀過童話故事或在床邊故事聽過，那麼你可能會知道這

個英雄的旅程。一個勇敢的靈魂出發去完成似乎不可能

的事情，也許他們必須殺死一條龍，或者停止兩個王國

之間的戰爭。英雄往往贏面不大，而且通常困難重重。

成功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每個童話故事中都會出現一些有趣的事情，

當英雄長期處於劣勢，幾乎要失敗時，某個戰士出現並

幫助了英雄。有時，戰士提出了一個中肯的建議，指出

方向，或治癒英雄的傷口。我們在追尋理想生活之旅中

並不孤單。是的，必須面對挑戰，但在我們路上的每一

步，戰士都在旁待命協助我們。可悲的是，有時候我們

非常專注於我們的挑戰，像是阻擋在我們面前口吐火焰

及恐懼氣息的惡龍，我們卻完全忽視了這些戰士就在身

邊。在預期地圖中，我們將形象化我們的戰士及預期可

能遇到的挑戰。我希望即使你準備好迎接所有的障礙，

也要是一個相信幫助即將到來的人。我希望你是聰明和

希望兼具的人，而非悲觀主義者，是一個務實的樂觀主

義者。那種人絕對不可能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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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包括了預先知道結

果會如何。」

—諾曼‧卡曾斯

那麼，現在來繪製你的預期地圖吧！重申一次，拿

出一張白紙和一支筆，或是你喜愛的電子設備。第一個

步驟，聽起來很熟悉，在左上方寫下「預期地圖」。然

後，我要你畫下如同剛剛的那張被盒子困住的哭喪臉，

以及被理想人生的象徵符號圍繞著的在夢想之家的笑

臉。再將這二張臉用一條爬上山頂的斜坡連結，這就是

你的英雄之旅。在爬上山頂的那條斜坡，就是你剛剛在

清晰地圖上寫下「感覺理想生活」的地方，寫下「信任

和準備」，這就是預期地圖的主旨，我們待會會一直談

到這個主旨。目前為止，你的地圖看起來應該跟下方這

張圖一樣：

預期

信任
和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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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挑戰「取名字」

若我們通往理想人生的旅程就像是輕滑上山峰，

那該有多好呢？也許路途上僅有幾個小石頭？遺憾的

是，情況並非如此，往往很困難，登頂的路上都充滿了

障礙。你的英雄之旅會比你預期的更困難，也會比你想

的時間更久，將比你認為可以負擔的時間和金錢還要更

多，比你預期的山峰還要更高。我想誠實以告。

但是，雖然要成功很困難，不表示我們無法為眼前

的挑戰作準備。克服困難的其中一招，就是要有強大的

動機，那就是為何我們要花這麼多時間在清晰地圖中定

義我們的理由。當你有幾個強大的理由引擎，那就僅有

少數幾個障礙物會減緩你的速度。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

前，不先坐下來算一下成

本，看我們有沒有資金完

成它呢？」

—路加福音，14章28-3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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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成功的秘訣，就是準備好迎接你的挑戰—

尤其是為你的挑戰「取名」。當你為它取名並有心理準

備時，奇蹟就會出現了。它們失去了沮喪的力量，不會

讓你感到訝異，不會讓你突然垂頭喪氣，它們只是成為

你計劃的一部分而已，僅是通往成功人生的小小干擾而

已。當你還小的時候，會害怕躲在衣櫃裡的惡靈嗎？怕

黑嗎？若是的話，當你開燈時，什麼事發生了？就不害

怕了，對嗎？我們人生會面臨到一些挑戰，那為何我們

不先有準備呢？

權威的神經學和數百年的靈性及宗教傳統都有針對

這種障礙物的事前準備概念，這也被稱之為「預期的管

理」。若我們為任何事都作好準備，沒有什麼事會讓我

們嚇一跳或讓我們很沮喪。

在預期地圖的最後，你將會為你每日遭遇的特定挑戰

命名，但是在這之前，我要分享給你，你將會面臨到什麼

樣的挑戰。我希望你將它繪製在預期地圖上。為了幫助你

有心理準備，我將生命中會遇到的挑戰分為五大類。

五種主要的挑戰

第一種挑戰：旋風

若你像我一樣，從日出工作到日落，代表你有太多

事無法完成，因為時間有限。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你的

生活，全年無休的工作。我們很難打破我們「之前」的

自我框架，因為我們都被日常的雜務及責任的旋風吞噬。

我的導師史蒂芬‧柯維，將此種情況稱之為「緊急

性與重要性的對立」。緊急且時間有限的事，像是衣服

送洗或是電子郵件，每天都會出現，對你咆哮，讓你從

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分心。很難有人可以在日常的旋風中

完成重要的事。但有少數人做得到。

若你想要完成一些重要但不那麼急迫的事，你必

須在當天的旋風中擠出一些時間。在面對許多日常需求

時，你必須選擇你的理想狀態，而這必須要專注、有決

心、耐力和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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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明天想要有豐盛的收穫，今天必須要栽種一些

種子。不管你的待辦事項有多少緊急的事，要像是一位

英雄般，不管有多疲倦都必須要在幾個緊要關頭中跟旋

風對抗。

在你的預期地圖上，我要你畫出這個旋風。回到你

的哭喪臉，並畫出一些朦朧的線條遮住臉，像史奴比漫

畫中的乒乓一樣。它可能看起來像這樣：

每天你都必須要處理緊急事情的旋風，而不是重要

的事，這樣一來，就離你的理想生活狀態很遙遠。現在

你了解這個挑戰了，現在你「正名」這個挑戰了，現在

你可以有準備了。

第二種挑戰：學習曲線

我們將透過不同登山路線，來說明以下幾個障礙。

這裡沒有通達理想生活的直徑，通常都是蜿蜒路線。現

在我要你畫的線有點難以形容，所以我就直接畫給你

看—這是我們通往山上的路徑。這條線上的每一個彎

曲都代表不同的挑戰，這些我待會會更深入探討。現在

呢，在山的中間繪製一條線，上面會有幾個蜿蜒的曲

折，它看起來會是像這樣：

預期

信任
和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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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預期地圖上，第一個下滑的彎曲線，就是學

習曲線。你會看起來很蠢一段時間，當你試著練習成為

專家時，會不斷失敗。這段學習曲線也許持續幾週、幾

個月，或者是幾年。你可以通過這個區段嗎？若你有預

期到的話，你可以的。

若你在學習曲線上就放棄了，這會讓你陷入比剛起

步時還悲慘的局面。有些人會陷入一個痛苦的循環：開

始了新生活、開始一段艱辛的路，但又中途而廢了，因

為學習曲線太陡 了。若你中途踩煞車，等同對於你的自

尊是重重的一擊。你將會充滿失敗感，也許會覺得「被

蛇咬」或是被詛咒。但其實不是，沒有人天生註定要失

敗。這是恐懼在說話，你只要一直跟學習曲線對抗下去。

這樣說好了，你找到一種方式避開旋風，先做重要

的事，掙脫出箱子，開始登山。下一個挑戰在哪裡？幾

乎立即就會出現。

當你選擇改善生活時，幾乎總是在試圖學習新的技

能。例如，在新的產業開設新的業務。當在受苦時，都

需要一段時間，就像是學習任何新技能一樣，總是會有

一條學習曲線。

預期

信任
和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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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苦痛，就無法學

到教訓。」

—亞里斯多德

為了解釋這條學習曲線以及若你放棄的話會發生什

麼事，我要你在這條曲線的最陡 處的旁邊，畫另一張哭

喪的臉，這表示某人放棄了，某人被整慘了，某人沒繼

續往前進。它應該看起來像這樣：

預期

信任
和準
備

學
習
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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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技能有一個秘訣：習得技能不是主要目標。

實際上，主要目標應該是馬上成為某個有決心要習得技

能的人，並且之後也絕對不會忘記你有承諾過要當這種

人。這項技能會自然地跟著你的承諾走。

關於學習曲線最棒的一件事，就是它們終究會結束

J。當通過了這條曲線，就會快速上升，你正在往山頂
移動。

第三種挑戰：棉花糖

數十年前，史丹佛大學的沃爾特 ·米歇爾進行了一

系列很出名的實驗，對象是四到六歲之間的五百名幼

童。研究員將這些幼童單獨置於一間房間，在他們面前

的桌上擺上一顆棉花糖。他們可以馬上吃掉，或者是等

幾分鐘後（延遲他們的滿足感），研究員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有二顆棉花糖。他們會等嗎？

有三分之二的幼童無法等待—當研究員回來時，

棉花糖已經被 掉了。那另外三分之一可以抗拒誘惑的人

呢？他們透過看著YouTube的搞笑影片轉移注意力；那三

分之一的孩童成功地採取了分心策略。但是，這個故事

尚未到尾聲。

這些研究員繼績追蹤這些孩童數十年，每十年觀

察他們的成長。那些有意志力對抗棉花糖誘惑的人，也

在生活的其他面向擁有意志力，他們有比較好的人際關

係、較健康的身體、更會善用時間、更好的成績，並在

職場上賺更多的錢。

為什麼呢？難道都是因為他們拒絕了棉花糖的誘惑

嗎？

這是事實，好事都會降臨在那些願意等待的人身

上；這是事實，更好的事都會降臨在那些願意等待的人

身上。你有意志力不兌現眼前的報酬，直到它變成二

倍、三倍甚至四倍嗎？這就是財富的本質—延遲滿足

而投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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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信任
和準
備

這世界很多事物的重要性比一個棉花糖還更具誘

惑，到處都有虛擬的棉花糖。在現代，想要有意志力，

需要更大的勇氣。這是分心的時代。每一天，每一秒都

會耗盡你的決心。你有意志力嗎？

在下個地圖—慣例地圖—將會專注於建立世

界級的意志力。目前為止，我只是要你辨別哪些東西將

會是你英雄之途上的棉花糖，而你必須要拒絕那些棉花

糖，之後才可以拿到更多糖果。

回到你的地圖。我要你在半路上畫一顆棉花糖，就

在那條學習曲線的旁邊。這是要提醒你，所以你可以為

今天各種隱喻的棉花糖做準備。請記得，這條路徑是要

繞過棉花糖，你也可以做得到。

下面是有著棉花糖的預期地圖：

第四種挑戰：峭壁

當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我父親常常帶我到加拿大

亞伯達的華特頓湖邊國家公園釣魚。有一個週末，我們

決定去連漢湖登山，那是在300英尺懸崖上的三座名湖，

僅有幾位漁夫敢爬上懸崖，而那些人則體驗到這輩子最

棒的釣魚經驗，因為那裡的魚又大又餓，大多數的魚從

來沒有看過魚鉤J。我很勇敢的爬上這座懸崖一次，非

學
習
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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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員嗎？下決心去做吧。

下一步，在你的預期地圖上，最後一個蜿蜒彎曲處

畫上三至四條直線，這些就是懸崖—提醒你每個值得

完成的目標，在某些點會迫使你面對恐懼。大多數的人

會回頭，但若你有清晰度，預期到將會發生的事的話，

你不會放棄。下面是你的預期地圖看起來的樣子：

預期

信任
和準
備

學
習
曲
線

常的恐怖，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那次釣魚經驗令人

興奮。

這就是機會！最棒的機會總是隱身在嚇人的懸崖之

後。在真實世界裡，懸崖可以是激發恐懼的東西，就像

是向公眾演說、辭掉工作、開始一個新的事業。懸崖也

是那些最令人為難的事情，像是學習新的語言，或者是

有更好的機會而必須搬到外地去。

機會常常在我們認為尚未準備好的情形下出現，

不管是內在或外在，出現的時機總是在我們無法負擔、

太忙碌、感覺不好、當我們周遭的人都反對、當有困難

的時候。為何最棒的機會似乎都隱身在艱難的峭壁之後

呢？

懸崖的存在讓那些好天氣才釣魚的漁夫洩氣。每

個人都可以釣魚的地方，魚都很小隻，也較不甜美；而

在懸崖的後方，魚都很大隻，因為沒有人敢在那裡釣

魚—除了幾個人。你是後面這一群人嗎？你想要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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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種挑戰：突如其來的暴風雨

讓我們試想一下，你正在學習新的技能，正在建

立一座里程碑，已經避過棉花糖的誘惑並且攀上令你害

怕的懸崖了。你離山頂很近，幾乎就要登上你的英雄之

旅。然後，恐怖的事情出現了，你生病了，出了一場意

外，或者是惡運降臨，過了難熬的一週或是一個月，你

的理想不再清晰。更好的生活？我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在遇到預料之外的事情時，通常是盲目的。像

是一些發生在我們身上或者是我們愛的人身上的恐怖事

情，這就是突如其來的暴風雨。但是，雖然我們無法精

確預期到底是什麼樣的暴風雨，我們仍然可以預期，將

會有一場突襲的暴風雨。看一下我們做了什麼？思維有

一些小小的改變，結果就會很不一樣。即使面對未知，

我們仍然可以準備。即使面對未知，我們也可以讓它失

去讓我們吃驚和沮喪的力量。當災難臨頭時，我們也可

以說：「嗨，突襲的暴風雨，你看起來很討厭，但是，

嘿，我已經知道你會來了，所以我帶了傘。」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遇到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它們會

暫時地把我們趕出路途，但是如果我們每天都繪製清晰

地圖和預期地圖，就可以很快的再導上正途。

然而，若我們失去了清晰度，那麼我們就有可能

讓突襲的風暴將我們從斜坡上吹走數週、數月，甚至數

年，我們失去了願景，跌跌撞撞地生活，每個人都知道

這是什麼情況。每一天，我們會遇見（有時是在鏡中）

對自己的人生有遠見的人，在英雄之路上，面對突然的

風暴，失去了他們的清晰度，暫停了他們的追求。現

在，他們遊盪過日，沒有目標或方向，數百萬甚至數十

億的夢想已被暴風雨所掩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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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峰時，生活總是變

得更艱難、變得更冷，更

多的責任了。」

—弗里德里希‧尼采

希望當你在繪製這四張地圖時，可以不斷提醒你自

己，你要去哪裡以及為何你要到那裡。清晰度就是在更

大的風雨來臨時的解藥。

為了解釋預期地圖上的暴風雨，我要你在學習曲

線的左邊畫上一朵雲，上面有閃電，試著要將你趕出道

路，看起來像是下面這樣：

預期

突襲的
風暴

信任
和準
備

學
習
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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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你每天會遇到的三個挑戰。當你寫下它們的

時候，跟你自己承諾，會克服它們。例如：若你想要減

重，其中一項挑戰也許是鄰居帶來的餅乾；若你想學習

一項新的技能，今天的其中一項挑戰也許是你很喜愛但

卻浪費時間的網站旋風。每一天，你的挑戰都會有些許

不同。

我不希望你在寫下挑戰時視覺化它們，因為我不

要你將它們化為現實。我們不要玩火。但是，我要你將

面對這些挑戰時的反應具體化。當你面臨一項已知而且

已「命名」的挑戰時，何事會發生？它會在你的背上滾

過，但是無法讓你感到沮喪，因為你已經準備好了，而

且已經決定它的力量不足以讓你裏足不前。在爬上陡峭

的斜坡前，你已經穿上所有英雄都有的假想鞋了。你選

擇的這段旅程不是為了軟弱或膽小，而是一趟英雄之

旅，這需要有勇氣。

但是，你在旅途上並不孤單。預期地圖上，我最愛

的一個部分就是形象化你的戰士們。

寫下你的挑戰

當我們在談論這五種主要的挑戰時，希望你也思考

一下，明確地指出一些生活中會出現的障礙。

在你的清晰地圖上，棉花糖的右邊，我要你寫下

「挑戰」，下方畫三條線，看起來像下面這樣：

預期

突襲的
風暴

挑戰
信任
和準
備

學
習
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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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重大逆境時，仍

然願意朝向不確定的未來

前進，就會帶來勇氣。」

—馬丁‧賽里格曼

你有戰士

即使我們很難相信，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有戰士隨侍

在側幫助你，但是每個人都還是會有好事降臨的。縱使

最孤單的我們，也會有戰士，因為我們的戰士不一定是

人類，有時候也許是一個機會、一個日落、一本好書、

臨時的休假、一位守護天使，或者是及時的業績。你是

會相信富足、相信好事會降臨的那種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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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像是他們已經來幫助你了。閉上雙眼，就像是我

們在清晰地圖中做的一樣，全神貫注，當你在視覺化那

些旅途中的好事時，把它們寫在空白線上。

想一下你的戰士們，具體化他們，就像是他們已經

來幫助你了。閉上雙眼，就像是我們在清晰地圖中做的

一樣，全神貫注，當你在視覺化那些旅途中的好事時，

把它們寫在空白線上。

然後下一個步驟：暫停一秒鐘，試著感受對那些你

寫下的戰士們的感激之情，無論他們是人、事情或禮物。

預期地圖的最後一個步驟就是簽名了—畫押承

諾。但在我們畫押之前，我想先來談一下感恩的力量。

在預期地圖中，對你的戰士們表示感激，不管他們是真

實或者是想像的，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原因在

此：

在你的預期地圖上，我要你在暴風雨的右邊寫下

「戰士」，並在下方畫下三條線。看起來像是下面這

樣：

接下來，是預期地圖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是時候

要做另一個感受理想人生的個人冥想了。我要你深刻思

考你今天的戰士是誰或是什麼，有沒有人在拉你一把？

今天有什麼好事可能會發生在你身上？有沒有大概知道

他們是誰？現在，我要你想一下你的戰士們，具體化他

預期

突襲的
風暴

挑戰

戰士

信任
和準
備

學
習
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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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暴風雨夜晚，我駕駛的豪華雙門轎車失控並衝出

車道，從一個陡峭的斜坡滑下，狠狠地撞上了一根亞科

灌木的粗樹幹。車頭凹陷，引擎壓在我的腿上，手腕粉

碎性骨折，四頭肌受重傷，我的脊椎也裂了，頭皮被後

視鏡割傷。救護人員必須要用救生鉗才可以將我救出車

外，而讓他們得知我在那裡的原因，是一位心地善良的

人目擊我的車子衝下斜坡，所以掉頭回來找我，打電話

報警。因為，當對方停下車時，我的車子是消失在路上

的。

這場車禍的確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在出車禍

後的頭幾年，你可以想像，對那些拯救我性命的人（真

正的戰士們）—那位見義勇為的人、醫師、捐血者、

護士及我的家人—我非常感恩。這股感激之情幫助我

在黑喑的復健之路上站起來，每一天，我發現我自己都

會低語說，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說上百次，每個

呼吸我都感到感激。數年後，我仍然發現我自己會流

淚，無聲的說謝謝您。

感恩的力量

我的經驗告訴我，誠摯的、日常的感激，對於我的

生活品質，會產生一種強大且立即的轉變。但我不想僅

依靠我的自身經驗，最新的神經科學及數千年的宗教和

靈性傳統都證實了，感恩會有奇蹟出現。

甚至是在此刻最微小的一絲感激，都能夠驅趕走恐

懼的心態。感恩是治療恐懼的解藥。當我們沒有感激之

情時，我們會用悲傷的思考方式，會以受害者自居，感

到被他人、被機會、被環境迫害。我不知道有任何成功

人士是以恐懼為本來思維，也不認為有任何成功人士用

任何方式以受害者自居。是的，人生常常是酸澀的，但

是跟古諺相反的是，秘訣不是讓它成為檸檬水，而是愛

上檸檬。成功人士總是充滿感激。

我曾經上了慘痛的一堂「感恩」課。在2003年的3

月，我在暴風雨中開車要回位於聖地牙哥的家。開在高

速公路的快車道上。當時，就像是小說描述的一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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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表示你可以愛上那些挑戰。愛上挑戰之後呢？它

就不再是挑戰了，而是一位戰士。你可以期待它，了解

到從長遠看來，它會有益於你。掌握感激的藝術，你就

可以消除每個挑戰，然後擁有充滿戰士的人生（及英雄

之旅）。這是真正的轉型。

做出承諾

好吧，來復習一下。你了解到正在踏上英雄之路，

充滿挑戰，還有美好的、及時的戰士。你已經熟悉五種

主要的挑戰是什麼，也已經畫下它們，所以你會記住它

們。你已經深思過你的每一天，並且預期到某些你將會

面臨的挑戰，像是一件旋風式的緊急事件（或者是一個

電視節目、一場體育賽事），使你遠離重要的事。你已

經寫了你的挑戰，並下決心要克服它們，也花了些時間

去冥想和有心理準備要迎接每天的戰士。你也寫下了今

天將會幫助你的三件事，也希望暫停一下，對於所有曾

遭遇過的戰士和挑戰表示深深的感激。

但是在數年後，一件有趣的事發生了—我對拯救

我身體的救命恩人很感激，但也開始對車禍事件本身深

感謝意。我知道這聽起來也許很瘋狂，但這場重大事故

改變了我，讓我成為更好的人。我開始關心那些真正重

要的事，開始不以賺錢為目的，而更有決心幫助任何人

及我遇到的人。我相信，這場事故會發生，一定有個理

由，若沒有的話，我絕不可能會寫作這本書。

感恩的力量非常強大，有能力將我們面對挑戰時的

恐懼轉化成期待的事情！若是我們有感激的思維，就可

以對恐怖的事情有所期待，因為我們知道，長遠下來，

這些挑戰將會實際幫助我們。「無法置我於死地的，才

讓我更強大」，這是個經過時間驗證的格言，因為這是

真理。另外一個真理是，無法殺死你的，通常會令你更

感激。

我要求你花一些時間在預期地圖上，讓感激之

情—甚至是從你那些挑戰中得來的感激之情—流入

你心中。這是更深一層的思考，但若你可以表達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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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我為你感到驕傲。你現在有清晰度（知道你

在做什麼），知道會有什麼來幫助你及阻礙你，具有世

上最成功人士的態度，準備好要行動了。你有準備要行

動了嗎？你最好有，因為最後二張地圖都是在談論如何

行動 。

深呼吸，感覺如何？有感覺到準備好要面對這天

了嗎？對你的英雄之旅有心理準備了嗎？記住，你正朝

著理想的生活前進—你最好的自己。簽署你的預期地

圖，承諾24小時都要盡力做到最好。它應該長得像下面

這樣：

 

預期

突襲的
風暴

挑戰

戰士

信任
和準
備

學
習
曲
線 姓名:

日期:



105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104 第三張地圖　慣例

第三張地圖　慣例

如何完成每天必要的事

直到現在，我們一直在談論你的思維、你的態度以

及你的動機。「清晰地圖」的目的是讓你的心志關注在

你的理想生活；「預期地圖」的目的是讓你的心志準備

好接收到正向的事情，讓你在面對任何可能的挑戰時都

不受影響。但是很多非常著重自我成長的書籍就在這裡

停下來了，而我們不會，我下決心要教你爬上你人生山

峰時需要的所有東西。

現在你的思維是正確的，所以你現在需要的就是採

取行動。除了你的思維，必須要在現實世界中完成任務，

而最後二張地圖就是關於如何完成事情—採取行動。

每個步驟扼要重述

在回顧中，以下是你畫預期地圖時該做的事：

1. 畫上你「改造前」及「改造後」的哭喪臉及笑臉，並

將笑臉擺在夢想之家中，圍繞著象徵理想生活的符號。

2.  畫上另一條登山的路徑，並在上面寫下五種類型的挑

戰。

3.  寫下三種今天可能會出現的挑戰。

4. 用五感來視覺化，對抗這些挑戰。

5. 寫下今天可能出現的三個戰士。

6. 用五感來視覺化，這些戰士會在你今天需要幫助的時

候出現。

7. 花一點時間，對你的生活、戰士、甚至是你的挑戰，

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

8. 許下一個24小時的承諾：擁抱期望過活、克服障礙並

且擁抱戰士。簽名以展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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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也是同樣的道理。日常習慣可以說是我們所

有成功的基礎，而更明確的目標導向的任務則帶領我們

走向登上理想生活型態山峰的個人化道路。

慣例地圖就是有關於建立一組強而有力的、個人化

的成功習慣。當我們在繪製下個地圖的時候，你將會發

展建立一個日常的慣例，也會更了解持續及重複行為的

價值。

習慣和慣例在神經科學上已討論過多次，越來越多

的研究報導了慣例和成功的關連性。在我的人生中，我

已經見證過很多次，所以我想要更深入探討，告訴你為

何慣例的力量那麼強大，關係到個人成長及事業。

成功是複利

這張慣例地圖一開始跟前面二張地圖是一樣的，拿

一張空白的紙（或行動裝置），在左下角畫一張跟現在

一樣的哭喪臉，在右上角畫一個笑臉，分別將它們擺進

習慣和任務

我們生命中的所有活動可以分為二大類：重複的日

常行為（亦即我們的習慣），以及有明確目標導向的任

務。我們做的所有事情不是一種習慣，就是一個任務。

是的，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會被分為這二大類。

現在用一個小小的範例來說明：譬如說你想要完美

無暇的牙齒，那你的願望清單裡會有一系列的美麗食殭

花J。好的，很顯然的，你可能每天需要做一些習慣
和事情來維持你美麗的牙齒。你必須要刷牙、用牙線、

使用潄口水。但是即使你每天都這麼做，還是不足以擁

有美麗的牙齒。某些時候，你還是會有蛀牙，必須要補

牙。去看牙醫和補牙，是一個任務，一個有目的的「一

次性」行動。你不會因為你有蛀牙而停止日常習慣或不

再刷牙，絕對不可能，你還是會保持習慣行為。但是，

要有完美的笑容不能只靠習慣，必須要結合好的習慣和

明確的任務，才會有完美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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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緩的，然後猛然迅速地爬到山頂。看起來應該是下

面這樣：

這是一條複利的曲線，在提醒你假以時日，你完成

的某些事情會有驚人的結果。我要講述一下我的過去，並

用一些財經術語來描述這個原則。不用懷疑，你確實知

道複利般成長的力量，但你知道它如何運作的秘訣嗎？

一個箱子和夢想之家中。看起來很類似嗎？再將這二張

臉用一個斜坡連結，就像是你在其他張地圖畫的一樣。

在這條線上，我要你寫下「常規成長」，這是慣例地圖

的主旨。這張地圖看起來就像是下面這樣：

現在，

我要你在山坡上畫出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將會是一

條長曲線—一條增長愈來愈快的指數曲線。一開始它

慣例

常規
成長

慣例

常規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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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長存在永恆的樹

上。」

—日本諺語

假設你的父母在你出生的那天就開始幫你弄了個

儲蓄規劃，直到你66歲，一天存一元到一般帳戶，零利

率，最終會有二萬五千元。但若有不同利率，一天存一

元的結果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0%： $25,000
3%： $75,000
5%： $200,000
10%： $2,750,000 
15%： $50,000,000 
20%： $1,000,000,000 

了解嗎？一天存一元，在百分之二十的利率下，會

有十億。

但是擁有一個高利率並不是複利成長的秘訣。看一

下這個方程式：

定期存款×利率＝複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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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和蚱蜢

每天當你繪製慣例地圖時，我要你想到持續和日常

習慣的力量。回到你的慣例地圖，並在指數曲線的起點

處畫下一隻小螞蟻，看起來像是下面這樣：

複利成長的秘訣就在於「定期」這個字。若你不

定期存款，這個力量很快就耗盡，百分之二十乘以零就

是—零。

「持續」是一個神奇的字眼，每日定期存款，一天

接著一天，日復一日。

你將會看到這條曲線的早期成長是又長又慢—幾

乎察覺不到，但是最終的成長則會很顯著—並且大幅

增加。你賺的利息（你的成長）又會再賺進利息。你的

錢又再幫你賺錢，直到成長曲線呈現為幾乎垂直的複利

曲線。

我在談一個商業術語，但同時我也是在說關乎你

的理想人生之旅。你的習慣、慣例都是投資你自己的方

式。不論在生意上或是生活中，「持續」是成長的關

鍵—偉大的企業成長、非凡的運動成就、極致的樂器

演奏、任何技巧的絕妙掌控。

慣例

常規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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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要贏的意志比想贏

的意志還重要。」

—文斯．隆巴迪

這隻螞蟻就是說明我最愛的《伊索寓言》裡的一則

故事—〈螞蟻和蚱蜢〉，或許你還記得？

「從前有一隻小螞蟻，每天辛苦工作，儲存食物以

備過冬。在同一座森林裡，還有一隻蚱蜢。可是，這一

隻蚱蜢是個敗家子，只知玩樂，從不考慮未來。冬天到

了，蚱蜢餓死，螞蟻卻茁壯成長。」

這個故事平凡無奇，卻指出小事情若持之以恆，就

足以產生力量的道理。事情雖小，不斷重覆，就能推向

成功。你必須下定決心，在每一天日常生活中保留「螞

蟻般大小」的微量時間，用來確定你的目標、預測你的

形勢、為你的理想人生而奮力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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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功主要是靠我可

以針對某件事情不斷努力

工作的能力，而不是靠其

他單一天賦。」

—湯瑪斯．愛迪生

如果你還沒這樣做，請你在複利曲線的起點處畫上

一隻小螞蟻，用來提醒你自己，每天小小的投資會不斷

增長，最後成為豐厚的回報。你不僅僅為冬天作準備，

也為你自己建立永恆的夏天。

所以，你要如何在忙忙碌碌的日子裡找出小「螞蟻」

的時間呢？聰明的小螞蟻要從何找到意志力才會像螞蟻

一樣呢？答案很簡單，這隻螞蟻要學習安排優先順序。

大石頭

在優先學中，我學過最重要的一個比喻是「大石頭比

喻」，史蒂芬‧科維博士（Dr. Stephen Covey）發表出來的。

1972年，當我在楊百翰大學讀書時，曾經是科維教

授的研究助理，他是非常棒的人，也對我的人生影響很

大。我記得有天坐在教室裡，聽他教授一些如何讓他成

為最佳暢銷書作家—《高效能人士的七種習慣》（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的概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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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回答：「是的。」教授的眼神在閃爍，並拿了一袋小

石礫全部倒進瓶子裡，搖晃一下，小石礫就全部填滿大

石頭的空隙。教授又問道：「現在這個瓶子滿了嗎？」

全班都說：「沒有。」他們開始發現這個瓶子可以裝更

多東西。

這位教授拿了一杯水，倒進大石頭和石礫中，直到

瓶子裝滿水，現在這個瓶子滿了。教授告訴全班同學，

這個瓶子就象徵日常生活的狀態。她問全班同學，覺得

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們什麼？這個故事的啟示是什麼？

有一位學生舉起手來說：「不管你的生活有多忙碌

或是多充實，你總是可以擠進一些東西。」

教授說：「不是。這個重點非常簡單，若你在放小

石礫和水之前沒有先放進大石頭，大石頭永遠無法擺進

去。」

你人生中的大石頭是什麼？你有把它們先擺進去

嗎？或是直到你的能量耗盡後才發現已經沒有能力處理

要求我寫下我人生的目標。我寫下的其中一個人生目標

是「我要寫書」，我知道那是我想要的，即使我那時還

是23歲的社會新鮮人，還不知道該如何達成我的目標。

史蒂芬‧科維幫助我，讓我的內心世界不再混亂，他是

位非常優秀的老師。我後來真的寫了本書，也非常賣座

J。數年後，我在幫助史蒂芬行銷他的《高效能人士的
七種習慣》這本書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你可能讀過至少一種關於大石頭比喻的概念—那

麼長久的時間以來，有不同的版本，甚至可回溯到中世

紀時代。但是我最欣賞的是史蒂芬書中所說的概念—

「最重要的事情最優先」，這是我強烈推薦的。

大石頭的比喻源始於一位教授在面對一群學生時，

她做了一個測試。拿了一個寬口瓶，拿了一加崙的水，

擺在桌上，再拿了三塊大石頭，小心地擺在這個瓶子裡。

這時瓶子看似要裝滿，已經裝不進再多的大石頭。

這位教授就問全班：「這個瓶子是不是滿了？」他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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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啊哈」時刻及我的每日「富有」

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特別的每日

排程，只是每日早起，做我熱衷的寫作、教學及商業行

為。但2003年的那場車禍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我從車禍

昏迷中醒來，我就有一個「啊哈」，那是人們都在談論

的其中一種。我記得大石頭的故事，發現我並沒有把大

石頭擺在我的生活中。我想到，若上帝真的對我那麼重

要，那麼這個大石頭為什麼沒有先排在我的生活中呢？

若我的健康對我來說那麼重要，為什麼我每一天都沒有

運動及吃一些營養品呢？若我的婚姻對我來說那麼重

要，為什麼我每一天都沒有認真經營呢？在車禍後的一

些清醒時刻裡，我發現這些事竟然沒有在我的優先清單

中，我只是把沙子和小石頭排在前面。我必須要改變，

必須要把最重要的事—「這些大石頭」—擺在前面。

然後我想到我自己，若我把這些大石頭當作是習慣

呢？若我每一天、同一時間、同一順序都將這些大石頭

變成為個人慣例呢？

這些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們總是被又小又急的「旋風」

給分散注意力。

我要你回到慣例地圖上，拿起筆來，在右下方的空

白處畫下一個空的寬口瓶，不用畫的非常漂亮，只要畫

下空的瓶子。

現在，在瓶子裡畫幾個圓圈，象徵大石頭，並在大

石頭下方寫下「大石頭優先」，看起來像這樣：

慣例

常規
成長

大石頭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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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已進入書房開始寫作。下午習慣與他的家人一起吃午

餐，然後精力充沛地在鄉間散步三個小時。

我可以列舉更多的例子。成功人士會養成一些每日

習慣，並且確實履行、風雨無阻。

你的習慣無須遵循嚴格的時間準則，短則半小時也

可以，長則像狄更斯般亦無妨。重要的是每天撥出固定

時間，用最重要的行為來填補這段時間，使這段時間及

習慣變成神聖的。讓我再重複一遍，因為這非常重要：

「習慣」意指每天撥出一段特定的時間，並且用最重要

的日常行為來補足這段時間。

真正的習慣與每天安排的「日程表」大不相同。一

天的日程表可能發生任何事情，但「習慣」是花時間完

成真正重要的事，也就是大石頭。所謂百分之八十的成

果，來自於百分之二十的行為，這些就是你的大石頭。

每天務必要堅持完成這些習慣。

我很快就發現，幾乎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有每日的慣

例，他們的慣例行為都不同，但是都擁有持續的行程、

習慣及養生規則。

在我車禍後的幾個月康復期中，我逐漸將我最重

要的習慣發展成一套個人慣例，我甚至為它命名！我稱

之為「富有」—這是個很俗的名字，但卻可以提醒我

自己，經常性的習慣是最快速讓我生活各領域都富足的

一種方式。你的慣例想要取名什麼呢？我的朋友傑克‧

康休將他的慣例命名為「力量之時」，因為他冥想20分

鐘，運動20分鐘，鍛鍊腦力20分鐘。

我最近在飛行途中遇到一位好友，狄帕克是一位暢

銷書作家，我們的座位僅隔了一條走道。我問到了他的

每日養生之道，他說他每天早上三點起床，冥想二個小

時。這就是在談論你的晨起慣例！

查爾斯‧狄更斯在上午和下午都有一個習慣：他

會固定在早上七點起床，八點以前吃完早餐，然後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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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因為這是你的個人慣例，但是我發現最重要的

大石頭習慣通常可以分為三大類：存在、身體、大腦。

當你養成個人習慣時，我推薦你至少有一個習慣要來自

這三大類。

存在

你的存在—你的靈魂、你的本質、你的生命力，

也就是屬於你自己的永恒之光—是如此的明智。我相

信你靈魂中的天賦是不可思議的智慧、深不可測的基

石、難以形容的光輝。你該如何開發你固有的天賦，以

及如何開發宇宙的天賦？你有冥想嗎？你有禱告嗎？你

有出外與大自然和人性交流嗎？如果你有做到上述這些

事，你會有更好的人生。不管你相信什麼，選擇某一種

存在，擺進你的每日慣例中。

身體

你的身體是很神奇的機器，協調你所有的系統—

呼吸、消化、排泄、循環、免疫系統—完全無意識地

去控制。身體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含有DNA藍圖，會無

慣例對成功人士的重要性，就如同一套培訓課程對一

位專業運動員般，你的慣例習慣就像是仰臥起坐、扶地挺

身及短跑。慣例就是健身，可以伸展你的身、心、靈。

慣例還有許多附加價值，會幫助你建立良好的品

格、勇氣及決心，還會加強你的意志力，讓你想的更透

徹、更高層次、看的更遠，這些都是成功的本質。

除了我每天做的大石頭慣例外，沒有其他事情會讓

我的生活更富足、更有益處。我的慣例是源源不絕個人

力量的來源。當你採取有效率的策略，像是冥想或是運

動，並視之為每日的習慣時，奇蹟會發生。就像是我們

談論過的複利行為，但是你必須要選擇適當的大石頭，

並養成習慣。

建立你的個人慣例

在你個人慣例中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畫這四張地

圖，它們就是大石頭。我無法明確告訴你其他的大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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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你的慣例

我希望已經讓你思考到你的個人慣例確實包含了

哪些事物。在你的慣例地圖上，我要你畫下你剛剛想到

的，在笑臉的左邊寫下「我的慣例」，並在它下面寫上

「存在」、「大腦」、「身體」，每項的底下畫一條線，看

起來會是下面這樣：

限地繁殖。你身體上的幹細胞會從單一細胞開始，複製

繁殖成一個完整的人。存在你身體中的每個細胞裡的天

賦，是不可思議的。你要如何照顧它呢？你有伸展身體

嗎？你有走路嗎？你有舉重或是游泳嗎？有做瑜珈還是

打太極嗎？有吃對的食物嗎？僅有在儘可能維持健康的

情況下，才會擁有理想的生活方式。請確認你每天的大

石頭中有照顧到你的身體。

大腦

在整個已知的宇宙中，你的大腦是最複雜的實體。

你經歷過的所有事情都永久記錄在大腦的電腦中。你要

如何對待你的大腦呢？你有充份的睡眠來應戰一天嗎？

還是被旋風分心而讓你晚睡呢？你有很認真的學習還是

滿足於你現有已知的知識？你有閱讀嗎？你有花時間去

思考及思考透徹嗎？你有花時間計畫未來嗎？要怎麼做

才能調整好大腦機器？把這列為你慣例的一部分吧。

慣例

常規
成長

大石頭優先

我的慣例

存在
大腦
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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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即使很困難，

卻還是有能力做真正重要

的事。」

—凱莉‧麥高尼格

你的慣例最終會包含超過三件事，但我們慢慢的開

始，所以只要寫下當下想到的三件事，每類寫一個。

計畫你的慣例—都是關於時間

有時候我的學生會對我說：「鮑伯，我知道我的

大石頭是什麼，但是我卻無法做到，因為我沒有意志

力。」我了解這種感覺，相信我。如果大石頭是輕而易

舉就做到的，我們不需要讀這本書J。

有固定的作息、習慣、慣例的最大好處是，你只

要下一個決定，就可以開始你的日常作息，而非做上百

個小決定—你日常作息中的小事。就像是站上舞池一

樣，你現在要做什麼？你不會就站在原地不動，對嗎？

不可能，你在舞池欸，必須要跳舞。開心的是，你知道

每一個舞步，這就是你的慣例。所以，你會怎麼做？你

會按照原本熟悉的舞步跳舞，一旦你做了第一個重要的

決定要開始這慣例，剩下的都是注定好的。這就是習

慣，你只要為這個決定找到意志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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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要很敏感的注意到「下載」—亦即我可能接收到的

印象—然後，我會在旅途中將這些特別的印象記錄下

來。

身體

我讀完文本後會在我的健身房中的跑步機跑上約30

分鐘，有時會跑33分33秒，有時37分37秒，或者是44分

44秒，只是因為我喜歡這些偶數J。有時我會交換，做
不同的強度訓練，或是就只是伸展肢體而已。你不需要

有一個健身房去健身，但我確定每天至少要鍛練我的身

體至少30分鐘。

大腦

當我在運動的時候，我很自然的思考我的一天。有

時候我讀書或者在走路時，將我的思維用語音錄下「旅

程」。當我完成時，我立即坐下，開始畫下我的「四個

行為」，這時我就開始有意識地爬上我理想生活的路上

了。

我強烈建議你每天必須要保留固定的時間給慣例，

也許是早晨、下午、晚間。我的慣例是在早晨，我晨起

的時候。我另一個強烈的建議是，你的慣例要包含幾件

重要的事，永遠不改變，而這些事情必須要有一定的順

序，每件事按步就班。這樣做的話，完成慣例就不需要

再下其他決定。你下了首要的決定後，其他的事情就會

接著來到，就像是舞步一樣。若你仍在想要怎麼做（或

需要一個範例），這就是我的慣例，依順序如下：

我的「富有」

存在

我的精神生活對我來講意義重大，所以我的慣例

一開始會閱讀鼓舞人心的文本（通常是經文—我的最

愛是聖經及摩門教之書），讀約三十分鐘。然後跟我的

至尊力量連結（通常會跪著祈禱或者是冥想），直到我

感覺到謙卑及平和。當我跟群眾演講時，我會用這個字

「至尊力量」，因為這適合不同信仰的人（就像這本

書），即使是人類學家或者不信上帝的人都適用。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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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著建立一個新的習慣或是發展一個個人化的慣例

時。在你的生活中要建立慣例時間，剛開始都很困難。

但是很快地，這個曲線上升的非常快速。

當我聽到運動員談論到已經「熱了起來」或者是進

入一個無法停止的「區域」時—這些都是運動賽事的

術語—我相信他們真的在談論這個慣例。他們可以進

入這個區域，因為花了數年的努力才達成，因為他們每

天都在練習這個慣例，讓他們踏上成功之途。

看一下你的慣例地圖，上面有我剛剛一開始要你寫

下的「常規成長」這句話上。我要你具體化在慣例狀態

時的感覺是什麼，若你的意志力沒有阻礙時，你的感覺

是什麼？當每天完成真正重要的事情時，感覺是什麼？

慣例是真實的，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實踐。你願意下承

諾去完成它嗎？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簽下你的名字，拍一下你的背

鼓勵自己。你完成了慣例地圖，看起來像是下面這樣：

當我結束之後，我去洗澡，然後到廚房為我自己

煮一頓含有高營養的健康早餐。這就是我的「富有」

J。我已經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大石頭—下決

定了，然後我將它們視為習慣，我每天都會先將它們完

成。你的慣例是什麼呢？

常規成長

現在你的慣例地圖上只差簽下你的名字，然後做

一個24小時的承諾來完成你個人的慣例。但是，在我們

完成之前，我要在退回去，分享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觀

念，我稱之為「常規」。

當你日復一日完成你個人的慣例時，有些奇蹟會發

生。你開始投入你生活中的常規。除非你曾經歷過，不

然很難解釋，但你變得無可阻擋。所有關於意志力和拖

延的擔憂都消失了，你的人生展現了完美的複利原則。

你會注意到這個複利曲線緩慢地開始，尤其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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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到自我價值中、到每日所需中、到英雄之旅中。你們

剛剛學到的是一種非常創新的概念，值得努力學習及教

授。

假使你是進階班，我有設計一個快速的圖表，你可

以寫下更細節的慣例，不需要每天做，但是可以幫助你

概念化你的慣例，我稱之為「慣例具體化」：

另一種視覺化慣例的方法

我知道要學的還有很多。這章節對你來講也許有點

長，也許不簡單，但沒關係，你正踏上進階的技術。很

遺憾地，大多數的人從未發展過一個慣例或了解複利的

力量—持續性地成長。他們的人生還是茫茫然。即使

他們已發展了一個慣例，還是沒有學習到如何個人化慣

慣例

常規
成長

大石頭優先

我的慣例

存在

姓名:
日期:

大腦
身體

大石頭優先

B

B B

姓名:
日期:

慣例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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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步驟扼要重述

在複習中，畫下慣例地圖的步驟如下：

1. 畫下你「改造前」、「改造後」的哭喪臉和笑臉，把這

張笑臉擺在夢想之家中，周圍環繞著象徵理想生活的

符號。

2. 畫下複利的曲線以及伊索寓言中的螞蟻，來提醒你持

之以恆、每日行動的力量。

3. 畫下你的「大石頭」瓶子，來提醒你真正重要的事必

須先完成。

4. 寫下你個人慣例的三件事，包含「存在」、「大腦」、

「身體」。

5. 視覺化，利用五感，感覺一下當你找到「慣例」時的

感覺為何，每天都將重要的事完成。

6. 做一個24小時的承諾來完成你的個人慣例，簽上你的

名字來展現你的承諾。

這是你的大石頭瓶子，裡面有三個重複的圓圈，象

徵著你的大石頭，每一個都標註著「B」，代表著「存

在」、「大腦」、「身體」，這邊有空格可以讓你寫下慣例

中關於這三者的要素，填上它來計畫你每日的慣例。

我有很多客戶選擇用這個「慣例具體化」做為他們

每日慣例的核對項目，我建議他們持續畫這個完整的慣

例地圖，即使看起來似乎是重複的動作；我要他們畫下

曲線及螞蟻，並藉以提醒複利的力量；我要他們花些時

間具體化找到「慣例」的感覺，並活在充滿意志力的生

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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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和任務（再現）

我之前說過這件事，但我要再說一次J，每個人的
行為分成二種，不是重複性的習慣，就是「一次性」的

任務。記得我們想要白淨無暇牙齒的比喻嗎？為了要擁

有珍珠白，你每天必須要有慣例（像是用牙線），並有

一個特定、計劃導向的任務（譬如去看牙醫洗牙）。通

往我們個人理想人生的登山之路也是一樣的，我們每天

成功的慣例會顧好大石頭，就是我們決定好的習慣和永

久性的人格，然後我們結合那些習慣與針對達成計劃的

專案及里程碑的行為。當有效地結合習慣和任務，並在

每一個行為背後有清晰的力量，達成一個理想的生活狀

態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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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管理比時間管理還更重要

在我們來到任務地圖之前，我要跟你分享我對於有

效率任務的觀點。真實的情況是，你度過的每一天都像

是一張空白的油畫布，你做的決定都是每個筆畫，你今

天要用哪種顏料呢？是成功還是失敗？是一個專注的大

作還是一場混亂的隨機顏料呢？

在20世紀80到90年代，有一部很出名的公共電視

台節目，名稱為「繪畫之樂」，由鮑伯‧羅斯主持，現

在常常會有重播。我之前很喜歡這個電視節目，最主要

就是因為這位主持人，他會說類似這種話「現在，我們

要來畫一顆快樂的小樹」，然後他就看似隨機的在畫布

上弄髒一塊。我就會想到自己，隨機的一種筆觸不可

能變成一顆精細的樹，但是鮑伯‧羅斯清楚知道他在

做什麼，他有個計劃，並持續隨機弄髒畫布。然後，突

然地，所有的污漬神奇地結合在一起，變成一顆樹了。

每次看到這個都覺得很神奇，感覺像是奇蹟。但其實

不是，也不是偶然，而是因為鮑伯‧羅斯。他在控制全

在這本書中我們花了時間在處理思維及習慣，但

在這個任務地圖裡，我們要踏入「龐大且不好的世界」

中，並完成我們的任務！我正要教導你的是，辨別短、

中、長期的案子，並組織每天的任務，這樣你每天做的

每件事都離你的理想生活越來越近了。這就是啟發性、

視覺性的專案管理。

大部分企業的專案管理是用一些邏輯上的工作，像

是表單及策略性計劃來完成，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尤其

是我），這些用技術做事的方法不管用，因為我想要帶

著我們的想像力來遊戲！我要繪畫！

在任務地圖中，我們不只是寫下今天的任務，還

要在全盤性的計劃—用我們的目的及動機的力量來支

撐—中畫出這些任務。就讓我們一起到「真實世界」

來執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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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在任務中用了大圖像過濾法，在採取任何行動

前，你會問自己「這個任務會帶領我往我真正、真正想

要的目標前進，還是遠離？」

不犯任何錯誤。不是你今天選擇的所有任務，都是

通往理想生活的山峰，有些會走向岔路，有些甚至是退

後一步。

當你面前有大地圖時，選擇有效率的任務就簡單多

了，它們只是變得更明顯。就像是在漆黑的房間開燈，

那些不重要的、旋風式的任務（會擾亂了你一天），在

你的目的之光照射後，就會像昆蟲般逃開。

有效率任務的第二個秘密：一次只選三個

現代社會充滿機會，你能擺進理想生活中的也不受

任何限制。但是，你會注意到在四張地圖中，我們最多

都只列三項：三個夢想、三個動機、三位武士、三個挑

戰⋯⋯等等。

局，他知道每一道畫筆的目的是什麼，以及它們在整個

計劃裡扮演什麼角色。雖然我無法了解，但他從一開始

就知道結果是什麼了。

我們每天選擇要填滿畫布的任務，都必須像鮑伯‧

羅斯的畫筆一樣，非常有目標性。從我們每天能力所及

的無窮旋風裡，需要辨別哪些事是一定得要做的。但是

當旋風壟罩我們時，就變得知易行難了。所以這裡有三

個祕訣，教你選擇正確的任務：

有效率任務的第一個秘密：用大圖像過濾法

市面上大部分的書籍，旨在幫助你擴展你的洞察

力，以便能看到你人生中各件事情背後的大圖像—從

你的態度到你「想要的」，甚至到你的武士及挑戰。為

什麼呢？

當你腦海中已經有一張清晰的大圖像時，下正確的

決定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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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公司的天才賈伯斯很有規則的拒絕了上千種可

以產出的產品，而專注於幾項「極品」。

所以，這就是你的一天，你可以處理上千種事情，

但是僅有幾件事會製造持續性的價值。若你浪費你的精

力在太多事情上，你的一天就會在平庸中結束，最終，

是一個平庸的人生。成功的關鍵就是侷限自己，控制在

你選擇的領域內。當你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後，再擴展

到新的領域。區分並主宰你的生活，一次只發展一個領

域。在任務地圖中，我們不會列出太多待辦事項，那會

讓自己筋疲力竭—我們只需要選擇三個任務，並主宰

掌握它們。

有效率任務的第三個秘密：將待辦事項丟掉

大部分的人都利用傳統的待辦事項清單來做事，但

其實這樣很沒有效率。事實上，待辦事項清單是我遇到

過最糟的管理生活的一種工具，我建議你將你那過時的

待辦清單丟掉。是的，壓扁它，丟去垃圾桶。

現代社會都要求我們一次完成很多事情，但是如果

我們要試著成長，就必須要專注。如果我們想一次就將

所有事情都改進好，就很容易被沉重的工作量所癱瘓。

想要將事情完成，即使是大如我們理想生活般的事，祕

訣就是限制我們自己並專注在努力上。

當賈伯斯還在蘋果公司時，每年都有一次，他會帶

領最有價值的一百位員工去會議渡假，目的就是要決定

蘋果公司下一次的改革計畫是什麼。實行了數年後，似

乎每個賈伯斯經手的案子成果都非常驚人。在會議中，

他會要求員工提出他們最棒的想法，最後，他會選出前

十名，寫在白板上。我認為在這清單上的每個想法都會

改變全世界，因為這些都是蘋果公司—世上最偉大公

司之一—中最傑出之員工的想法。縱然如此，賈伯斯

還是會走上前，將白板上清單中的末七位劃去，然後

說：「我們僅能做這三個。」

他知道在一年內，他僅有這麼多的精力可以消耗，

若讓他們分心到太多的方向，他們僅能產出平庸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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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J。你會就此上癮！我們都有同樣的經驗。

你可能會變成有完成事情的嗜好，即使你是完成一

件低效率的任務—只是一些你「可以」完成的事，而

非你「必須」完成的事。通常「必須」完成的事都是最

難處理的。請務必先處理它，而延後其他事情。

實情是，我們一天只有一定的精力來完成「任務」

（即使你比我年輕很多），若我們沒有選擇需要完成的

任務，並先完成它們，那麼，到了每一天的尾聲，最重

要的事仍然沒有完成。或許我們很有理性的將這些事推

到明天才完成，因為我們明天精力較充沛（眨眼、眨

眼）。但是明天，同樣劇碼又會上演，我們想要完成的

這些任務，仍然會一直沒完成。這是個令人難過的流

程，生活都被太多小事牽絆著。在整幅畫中，小事情累

積起來也不會是座大山，更不用說要到達你理想的生活

境界了。假若沒有那麼悲慘的話，整件事會很有趣。

更悲慘的是，那些我們遺忘沒完成的重要任務一直

讓我們來檢視一下，一個平凡人喬伊如何編製他

的每日待辦事項清單。他也許會開始想—「我看一

下⋯⋯今天必須要做什麼呢？」他的腦海裡有數十件

事，看起來全部都是同等重要，他就記了下來。現在，

他準備要完成某些事項，所以他開始掃過這個清單，

「我看一下⋯⋯我要如何很快的完成這些事？」他從簡

單的事情開始做—因為要完成它們比較快又簡單。然

後有趣的事發生了，每次他完成一件事，就有種短暫的

幸福感。完成事情的感覺非常好，即使是完成不重要的

事。每次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你的身體會分泌多巴

胺。這個章節的尾聲，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在探討一個原

則，而這將會永久受用。但是，現在，在回到平凡人喬

伊及他的待辦清單。他在找尋下一個最容易完成的事

項，再找下一個最容易的⋯⋯一直這樣下去，因為他每

完成一件事項，就會激發起多巴胺的分泌。

但事實是，你有沒有在快過完一天，檢查待辦事項

清單時，突然記起你有完成某件事，但卻沒有寫下來？

你有沒有立即寫下這件事，然後快速從清單中劃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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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一支筆、一張紙或你喜愛的電子產品，就像是

其他張地圖般，畫出一張在侷限生活裡的哭喪臉，以及

在理想之家的笑臉。畫一條斜坡連結二張臉，而在斜坡

上，我要你寫下「快完成了」，這是這張地圖的主旨，

你很快就會知道為什麼了。

目前為止，你的地圖看起來像是下面這樣：

盤旋在腦海中，我們一天中所有時間裡都會影響干擾，

不論我們完成了多少的小事情。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一直耽擱這些重要的事情，但卻開始擔心它們，讓你

無法做些有趣的事，因為你有「事情待辦」，或者會讓

你對你的愛人發脾氣，或者是無法真正的享樂，這會導

致悲慘生活。難道生活僅僅是在過日子嗎？

讓我們聚焦在正向的事物上頭吧！心中不用害怕。

另一方面，若你先用精力去處理重要的事，你就會感受

到不可言喻的歡欣和自由。重要的事完成之後，人生就

很精采！你就可以真正擁有一天，充滿無限可能。

任務地圖

既然我已經說明了一些關於效率任務的事了，現在

來畫你的「任務地圖」吧。這張地圖會幫助你分辨出生

命中重要的事，會賦予你一張每日地圖，利用全新的心

理學讓我們「完成事情」。

任務

快完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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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不錯。現在我們要在這個斜坡下劃分三個區

塊。在第一個區魂，我要你寫下「現在」，在第二個區

塊寫下「一年」，在第三個區塊寫下「五年」。應該呈

現這樣：

當你登上理想人生的山頂時，時間消逝，就像是你

在建立你可以想像到的美好人生，每個任務的目標都會

越來越大。

下一步，我們要畫下「你只能選三個」的原則在任

務地圖上。我要你在左上方畫一個三角形，像是一個漏

斗，在漏斗上面寫下100，在漏斗下方寫下3，代表今天

你可以做的一百件事情中，你只可以做好三件事。看起

來像是下面這樣：

任務

快完
成了

100

3

任務

快完
成了

100

3

現在 一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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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目標的達成，即是

另一個目標的起點。」—

亞歷山大 ·格拉漢姆 ·貝爾

讓我們給任務地圖上的三個區塊命名。接下來，我

們會個別談到這三個名稱，會更深入，因為我的命名跟

其他一般專案管理的名稱不同。

在最右邊的空格處，在夢想之家下方，我要你寫

下「理想」；在中間，我要你寫下「完成」；在左方空

格，我要你寫下「必須」。看起來像是下面這樣：

任務

快完
成了

100

3 理想
完成

必須

現在 一年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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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下方畫三條線，看起來像下面這樣：

你也許覺得五年是很長的時間，但這三個理想目標

是非常遠大的，我們現在是談論你理想人生中的遠大方

向。

例如：你理想人生中的一個指標，是擁有完全的財

「理想」，是一個五年期的遠程計畫。

「完成」，是一個一年期的中程計畫。

「必須」，是今天絕對要完成的任務。

理想

讓我們從「理想」開始。就如同我的老師史蒂芬．

科維所說的「開始時腦中要有結論」，你的人生要有大

夢想。我們已經在這四張地圖中寫下它們了。還記得在

你的清晰地圖中，你很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加進你的生活

中嗎？你想像自己活在理想人生中，並寫下三個面向。

然後，你寫下強而有力的動機理由。也許你的理由太強

大了，以致於你將它們標示為人生的終極「目標」。現

在，是時候取得你在清晰地圖中所達成的工作，並將你

的三個「願望」轉化為具體的目標，在五年內完成。

在你的任務地圖中，我要你在山頂的「理想」的區

任務

快完
成了

100

3

現在 一年 五年

理想
完成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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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五年的理想人生。

我用我的親身經歷作為一個範例：

當我完成我的清晰地圖並視覺具體化我的理想生活

型態，我總是回到一股想幫助他人成功的強烈渴望。這

件事，每次都一定會出現在我三個「願望」中的其中之

一，這是我人生的目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其中一個任務地圖的理想，會是希

望在未來五年內，出版25本短篇小說！我和我的兒子亞

倫有上百個點子，關於出版這種強而有力、中肯的變革

成長類書籍。我也熱衷於新穎的線上發行模式。我們打

給我們的公司「小棒棒出版社」，告知此事，我們也非

常興奮。下面是我在任務地圖上寫的理想：

「我有25本變革成長類書藉！可以在線上下載耶！」

我花了35年的時間寫了前10本書，那在未來五年內

富自由（也就是意味著你在這四張地圖中，都有畫下了

金錢符號＄），然後一項五年期的理想目標也許就是創

辦和出售公司，或是擁有幾間房子。

如果你理想生活中的其中一項指標，是要擁有充滿

愛與關懷的人際關係，那麼你五年期的理想目標之一，

就是找到愛的人。

如果你仍然不太理解這個概念，我要你想像一下

在五年內被面試的情況。面試官問你，你最引以為傲的

成就是什麼，你的回答是什麼？若你天生是作家，你有

寫過書嗎？若你生來就該是企業家，你有成功的創業過

嗎？若你生來就是解決世界問題的人，你有想過如何投

資非營利組織然後解決問題嗎？

我勸你盡量將這些理想列的明確一點，與其說「我

要成為一位超級運動員」，還不如選擇一個超級巨星的

特定準則，像是「我要完成鐵人三項」，這樣還比較有

效率。你可以想辦法具體化目標，即使我們是在談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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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任務地圖上，我要你在山坡的「完成」的區

塊下，畫三條線，應該看起來像下面這樣：

拍啟「完成開關」

我打賭你一定在猜想為何我一直到現在都稱這些

中程專案為「完成」，而不是「目標」之類的稱呼？那

是關於你的大腦回應「過去」和「未來」的思維方式。

寫25本書真是不得了的事情！要做很多工作、極大的專

注力，也許未來五年內的每分鐘都要用在這上頭。

你了解「理想」是什麼了嗎？記住，你只能選擇三

種。如果你的表單中一次有超過三個重要案子，那會一

事無成。因為你的精力和時間有限，要選擇你真的、真

的想要的理想目標。

而且，這些理想在未來「五年」內也許不會改變多

少，所以它們必須是你很有興趣完成的事情。

深呼吸，寫下你的三個理想。

完成

一個完成（我喜歡寫成「完成！」）是一個中程

的專案，那是直接關於到你其中一個理想，想一下你的

「完成」是象徵爬上山峰的里程碑，一個完成也許需要

一個月到一年的時間，然後你必須要累積幾個完成後，

才到達你五年的理想人生。

任務

快完
成了

100

3

現在 一年 五年

理想
完成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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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時，這時就突然關乎到一個人的誠信了，是否能確

實完成目標。你說的話會被檢證。我認為我們都想要成

為說話算話的人，我們都想要成為那種被他人信賴的人。

如何讓完成變成理想

你的三個理想中的每一個都需要很多不同的「完

成」專案。如果這是你第一次完成這張任務地圖，我建

議你花些時間腦力激盪（用另外一個清單），想一下為

你那三個五年期的理想中的每一個，需要有什麼「完

成」。每一個理想都有完全不同的「完成」清單。

為了達成我的理想出版25本書，我在明年有一長串

的「完成」清單。這裡有幾個範例：

    完成這本書！

    檢查《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這本書的編輯

及格式。

因為我們的大腦在認知「目標」和「完成」這兩個概念

時，有很大的區別。

每個人都說「設定目標」，但是大多數人達成目標

的方法都是弊大於利。他們設不緊急的目標，背後沒有

承諾，像是新年新希望之類這種愚蠢望的思維，因為當

沒有一件事是在危急關頭時，成功似乎遙不可及。

在你心中，必須要有一個可拍啟的開關。這個開關

就是從「希望做到」到「已經完成」，我稱之為「完成

開關」。

我總是將我的「理想」和「完成」用過去式寫下，

就好像是我「已經」完成它們了。你正在再次訓練自

己，試著將心中那些還未發生的事情，想像成這些事是

已經發生的。這是把絕地武士控制精神的絕技用在你自

己身上，對你的大腦和意志力都有很大的影響。

當你宣告某事已經「完成」，而非是希望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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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跳到你面前。例如，對我和我的25本書理想而言，我

必須要完成這個章節。

當我每天早晨醒來，畫出我的任務地圖時，我寫一

句簡單的句子來提醒自己，對我理想出版計畫來說，下

一個「完成」項目是甚麼。我很確認是用過去式來寫：

「我完成了我的書──《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

圖》」

做個深呼吸，為了你任務地圖上那三個理想中的

每一個，思考一個具體的「完成」專案。在你今天可以

專注的一百個中程專案裡，哪幾個對你大聲呼喊它們是

真實的、堅固的、可能的、重要的？對它們承諾要「完

成」，並把它們寫下來。

必須

現在你已經對你的「理想」和「完成」下了承諾

了。如果你想和我一樣，你也許要將你的「完成」跟你

    完成我下一本書的最終版編輯，暫訂書名為《10

分鐘寫一個好點子》。

    寫五篇業務通訊給我的粉絲。

    雇用一個評論團隊，針對「小棒棒出版社」的每

本書取得回饋訊息。

    管理創設新的網站：「羅伯特艾倫.com」。

這是個很長的清單⋯⋯也還會再更長。但是我不會

每天都寫出一個我的「完成」事項，這太難以忍受了。

時機很重要。你的一些「完成」專案現在此刻就很

重要，它們必須被完成！若你看我的清單，有一些「完

成」要先完成後才能做其他「完成」。就像我這本書要

先完成，才可以檢查這本書的編輯J。

若你用一個大圖像來過濾，最重要的「完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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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整個任務地圖上只有三個「必須」，似乎覺得

很瘋狂，我可以聽到你在說「鮑伯，你真的在教我在一

百個待辦事情中選僅僅三個『必須』嗎？」

這的確是我要說的，任務數量少，才會有無窮的力

量。如果你今天只能做三件事來達到你的理想人生，你

會選擇做甚麼？

的親朋好友分享，那你就會有些社交的動機幫助你實現

承諾。決勝關鍵終於到來。你揚眉吐氣的日子來了。如

果你想要將你的理想人生變成現實，你必須要完成事情。

「必須」是有效率的每日任務，會幫助你實現

「完成」。想像它們是你登上山頂的每一步：一個「完

成」，像是寫書，是個長期的計劃；一個「必須」是短

期的計畫，像是一天寫完五百字，沒有寫字，就沒有

書。你不可能沒有「完成」就有「理想」，沒有上百個

「必須」，你肯定無法達成你的「完成」。

在你的任務地圖上，我要你在山下的「必須」區塊

中畫下三條線，看起來像是下面這樣：

任務

快完
成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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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一年 五年

理想
完成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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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的小任務（必須）上面是中程專案（完成），

再上面是具體的理想人生特質（理想）。如果你「僅選

三項」，每天做這三個基本的「必須」，每年做三個

「完成」，那麼在達成三個「理想」前，你已經達成至

少5475個「必須」及15個「完成」。實際上，你也許達

成的「必須」和「完成」會超過這些數量。理解嗎？

若你是位視覺型學習者，這裡有句闡述過程的句子：

那些就是你的「必須」，比洗衣服、發電子郵件或

是上社群媒體、或是其他上千個任務，都還要重要。它

們都是絕對必要的任務，當你達成了，你的人生會大幅

改善。我們在這節的最後會探討，完成你的「必須」之

後，將會如何實際改變你的思維和生活。但是現在，我

要你填上那三個「必須」，每一個「必須」是針對每一

個「完成」專案。

當你寫好後，我要你在你的任務行動下面簽下名字

和日期，也就是你對今天許下的承諾。現在，給你自己

拍一下背，繼續過你的生活，完成每件事情。

成功的金字塔

我知道我剛剛教了你很多，有很多新名詞，以及也

許有點難懂的概念。我建立了一個具體化我剛剛教你的

「必須」─「完成」─「理想」的概念，我稱之為「成

功金字塔」。我們來看一下：

必須

(3)

(15+)

(5475+)

理想

時
間

1天

5年

完成

成功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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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你不要選擇去做容易達成的

事情。你應該選擇去做重要的任務。即使身處極大的時

間截止期限壓力下，一天做三個「必須」，假以時日也

是足夠可以達成你的理想人生。如果你決定要繼續做，

做更多「必須」，請務必記得你已經完成的成就，不要

讓這種積極感退散。積極的感覺就是你理想人生的一部

分！若你忽略掉慶祝，焦急地轉向新任務，你就錯過這

本書的重點（及人生！）。

2. 養精蓄銳。如果你準備好的話，再承諾三個「必須」。

假設你已完成慣例，然後也完成了「必須」，那麼

你的重要任務之後也很快就會完成。你在早上就得到100

分。若你決定你有更多的精力，那就回到你的「任務行

動」，再看一次你的「理想」和「完成」，並寫下另外

三個「必須」。

但是不要寫下任何你絕對不願意承諾的事，並在你

下筆之前不要做任何事。

你「必須」「完成」事情來達到你的「理想」。

「必須」到「完成」到「理想」，這是成功的流

程，沒有捷徑，就像是慣例地圖中的小螞蟻般，你必須

要有一致的行為。

當完成你的「必須」後，要做甚麼呢？

當我在教學生「任務地圖」時，他們的第一個問題

是：我完成三個「必須」後，接下來呢？身處於現代社

會，通常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這個沒有關係。我要你

一次只選三個「必須」（很快會跟你分享這個理由），

雖然若你用正確的方式去做的話，一天內要完成數十個

「必須」也是有可能的。當你完成三個「必須」，下面

就是我的建議：答案有二個重點，都同等重要。

1. 深呼吸去慶祝

人生每分每秒都會發生新事物。任何可以讓我們

自己幸福的機會，都要把握。在一天中完成你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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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準則。那就是為什麼即使你在檢查無多大用

處之任務的待辦事項清單時，還會感覺良好的原因。如

果你完成那三個「必須」，還有剩餘的精力，當然可以

做更多。

但我不是要你做這無用的任務，那就是為何每次

你在一天中選擇新的「必須」的時候，我會要你只選三

個，這樣一來，你會一直在看更大可能性的清單，並篩

選出有效且重要的任務。你永遠在選擇。

我也不希望你無法完成那三個「必須」，不論它們

是你一天中的第一批三個「必須」或者是第五批。我要

你在上床睡覺時都有希望和成就感，那是來自於對你自

己及對他人實現承諾的感覺。所以要確保，若你決定要

做更多，那你必須承諾你會將它們「完成」！

我也勸你要將「必須」視為你的目標。現代生活型

態的另外一個問題，我稱之為「任務漂泊」。你開始做

一件事，然後你很快認知到還有其他任務在外圍等待。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嚴格或是很瘋狂，但這樣做的原

因就是多巴胺。持續下承諾像是一種藥，當你承諾一些

事情而去做的話，你的身體會釋放一種感覺良好的藥，

這是一種自然的高潮；如果你在做事情之前先把它寫下

的話，你的身體會釋放更多的多巴胺。

當你保持這個承諾，即使是五秒鐘前下的一個承

諾，你就會產生可用科學方式計量的快樂效果。你可以

通過許下及保持小小的承諾而感到開心。

你不會錯過每份薪水，對嗎？那為什麼你會願意錯

過讓自己腦袋注入快樂的機會呢？

試試看，將「我要走過這個房間」這句話寫在你的

任務地圖上，然後走過這個房間；寫下「我要讀完這章

節」，然後讀完這章節。我相信你會感覺比較好。記錄

等同獎勵。

我相信每個人都想要成為言而有信的人，這是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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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本書《蘇格蘭人的喜馬拉雅山遠征》裡所提到的。

也許你以前有聽過，但是這次我要你認真思考一下，因

為這裡含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事實：

「也許聽起來太簡單，但是結果卻很棒：直到做出

承諾前，總是存有懷疑、回頭的機會、總是徒勞無效。

就所有開創進取的行動（及創造）而言，這是一個基本

的真理，無知愚昧扼殺了無窮的想法及極佳的計畫；只

有在你對自己作出肯定明確的承諾時，天意才會幫助

你。之前原本不會出現的事物，現在都會冒出來幫助

你。從下這一決定開始，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增加了

對你有利的、各式各樣意料之外的事件、接觸和物資協

助，這些事情原本都是沒有人可預料得到的。我很尊敬

哥德說的一句話：

不論你可以做什麼，或者夢想什麼，開始去做吧！

膽量是種天賦，在其中含有力量和奇蹟。」

根據你的宗教信仰，「天意」在這段名言中可以意

指很多意思，或許是指上帝，或者是指其他戰士，像是

也許你其中一個「必須」是去搜尋一個重要的網站或者

是行銷策略，但因為網路世界多采多姿，你總是會被你

搜尋到的其他有趣的網址和策略吸引。若你沒有很穩固

的「必須」，你很容易徘徊不覺，以及做一些無法直接

對你的「完成」及「理想」有貢獻的事情；你也許會學

到很多東西，但是你不會完成任何事。我從自身經驗學

習到，若沒有清晰的「必須」，我會在任務漂泊數個小

時。「必須」作為資訊濃霧中的燈塔，帶領我回到重要

的任務中。若我找到一些真的有興趣的東西，我會將之

視為明天的「必須」，但是當我在濃霧中時，我總是試

著堅持我的目標，直到任務完成。

做出承諾，好事發生

回到預期地圖。我鼓勵你寫下每天的戰士，因為

當你識別出你的戰士並期待好事發生時，好事就容易發

生。在任務地圖的尾聲，我要回到這個概念，因為這非

常重要。有一段已經流傳數十年的名言，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難民營的倖存者暨蘇格蘭登山者WH莫瑞在1951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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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或者像是指經濟或者是市場。

我的人生教導我，承諾的力量非常強大，是會感染

的。宇宙會一起來幫助你達成目標。今天就下承諾要達

到你的「理想」，讓你的一天充滿「必須」，接著來看

看會發生何事。

每個步驟扼要重述

在復習中，畫出你的任務地圖，就像下面這麼做：

1. 畫下你「改造前」、「改造後」的哭喪臉和笑臉。把這

張笑臉擺在夢想之家中，周圍環繞著象徵理想生活的

符號。

2. 畫下登上山峰的途徑，並分成三個區塊，代表五年、

一年和現在。

3. 寫下三個你的五年「理想」。

4. 寫下三個「完成」—短程或是中程專案，打造你的

五年「理想」。

5. 寫下三個今天的「必須」—具體的任務，打造你的

「完成」。

6. 說明「我們只能選擇三項」的原則，在左上方畫個漏

斗，寫上100入，3出。

7. 做個承諾，保證今天完成你的「必須」，並簽上名字。

8. 相信大膽行動的力量。利用五感來視覺化。既然你已

做了承諾，你的戰士會出現來幫助你。



Part 3
變革



179你是天生贏家

你是天生贏家

《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是一本變革成長類書

籍。變革意味著成長、改變及質變。我希望這本書成為

你的催化劑，來逃避這個你原本身處的有限、毛毛蟲般

的生活，並且主張擁有一個無限的、蝴蝶式的理想生活

型態。

讓我們來概述一下我們共同學習到的東西：

我試著要將我一輩子學習到的東西列成四個圖表。

我寫了這本書，所以不論何時當你問自己「我要如何有

一個成功的人生？」，你會立即想到《快樂成功人士的

四張地圖》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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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每天執行完成這四張地圖，我確信你將會成為

一位無可阻擋的成功人士，裡外都是。

這會是很美好的一件事，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每天

都有時間可以讀一整本有關於個人成長的書籍，我試著

將這四張地圖和圖表結合在一起，可以在15分鐘將這整

本書的心理學都呈現出來。同時，我要將整個繪圖工作

變得很簡單、很容易創作—甚至連兒童都學得會的方

式。

我還試著要讓每張圖容易記憶，這樣的話不管你何

時感到難以忍受、心灰意冷或者對人生感到很生氣，你

都會回到原點。你可以從那個「改變前」的哭喪臉，想

像一個脫離恐懼高牆的更好生活。這面高牆是想像虛幻

的，恐懼只是紙老虎。我們要做的只是改善你的生活，

爬上山頂，朝向一個充滿笑臉的生活。你現在就可以做

到，沒有其他事會讓你無法踏出第一步。

「最終，我們深知，每個

恐懼的另一面是自由。」

—瑪麗蓮 ·費格遜



183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182 你是天生贏家

清晰地圖邀請你穿過懷疑的迷霧，並「視覺具體

化」一個新生活，它問道：

「你真正想要什麼以及為何你想要這個？」

預期地圖讓你認識到，在英雄之路上會有不可避免

的挑戰及隱形的戰士：

「什麼會試著阻礙你？誰會在這裡幫助你？」

慣例地圖提醒你，贏家有日常的慣例、模式、習慣

和慶祝，慣例建立意志力—這是終極武器：

「你每天要完成什麼才會成為最棒的自己？」

最終，任務地圖挑戰你要帶你的理想人生回到現實

世界裡，並製定了必須完成的路線圖：

「什麼計畫會引領你走向理想的人生，你現在要做

什麼才可以將它完成？」

不論你人生走到哪裡，這四張地圖都是成就你夢想

的工具。

現在，有一個最終的結論：

為何為你的理想人生奮鬥？

在我二十歲後期，還很年輕，我只有看到我的夢

想，那是非常個人的，而且通常是很自私的，我只想要

我要的。

我想要成為一位百萬富翁，完成了；我想要成為一

位《紐約時報》的暢銷書作家，完成了；我想要開一台

拉風的跑車，完成了；我要一間夢想的家，完成了。我

是非常自我的，永遠都在說—我，我，我。

但是，後來我發現，我確信你也將會發現（或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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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現），擁有這些個人的資產和成就感的喜悅不會持

續很久。當我爬上一座成功的山頂時，遠處總是還有另

一座山；當我買下一台跑車時，總是會有另一台更快的

跑車。要花五年的時間去追尋五分鐘的快感？這是生命

的意義嗎？

有天早上醒來，我發現我對我個人的成就不那麼興

奮了，我更高興聽到我學生及讀者的成功故事。我收到

一位成功讀者的郵件，這會讓我開心一整天。不只是樂

趣，而是喜悅；這份喜悅不是暫時的，而是持久的。

當我在解釋清晰地圖這個章節時，我的「我的理

由」開始消逝，我的「我們的理由」開始擴展。我今天

會尷尬的承認，成為一位百萬富翁在我那時的人生裡是

很重要的，但現在對我來說，似乎是「上個世紀」的事

了。

是的，「我的理由」很有趣、很令人興奮，這些是

我們的願望清單—我們死前想完成的事。

但是，「我們的理由」會讓我們「每天」都獲得想

活下去的動力。這些「我們的理由」，不會從我們的待

辦事項裡劃去，而是讓我們每一口呼吸都有意義。

也許是因為年紀到了—當我們變老時，會逐漸將

「我」轉化成「我們」。或許，當我們將踏上黃泉路之

前，我們想要留下一個遺產，一個在我們心跳停止後都

還會存在的禮物。我認為我現在就在這麼做。

不要誤會—我鼓勵你追逐夢想，不管夢想是什

麼。但是，我相信你是天生做大事的人，為了你自己，

為了這個世界。理想情況下，你終將會相信你是為了給

別人禮物而存在的；你將會找到你的目標—亦即「我

們」的理由，而且每一天你會為了傳送禮物而瘋狂地努

力。

當你的目標是用你的熱情及才能去幫助周遭的人，

你會有無窮精力。在爬上理想人生的山頂時，你永遠不

會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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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在登山時能面帶微笑J。

祝你順心，在當下以及美好的未來！

鮑伯‧艾倫

延伸閱讀

非常感謝大家閱讀《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

學過這四張地圖的學生們最常對我說的一件事是：「鮑

伯，你可以將這本書的任何一種概念寫成書，你可以寫

談論習慣有多重要的書，你可以寫談論目的的書。」

我也許可以，但是真實的情況是有很多比我更聰明

的人已經針對這些主題寫了很多非常棒、非常深刻、非

常科學化的書籍，就像我一開始說到的，我不是唯一一

位對個人發展有熱情的人。

我刻意用極簡單的形式寫這本書。即使我是在談論

一些概念，像是習慣的重要性，而且這些概念就足以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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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好幾本書了，但是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在闡述及證明

我的觀點。

這四張地圖的目的，是讓你採取行動。我的人生經

驗教導我，我們通常在採取行動前花了太多時間在學習

上。最棒的學習方式，就是去做。

但是我在四張地圖中分享的每個概念，都只是談論

幸福和有效率生活時眾多對話裡的一部分而已。希望這

四張地圖—非常言簡意賅—可以為你一輩子的學習

做為一個切入點，讓你學到如何活得更出色。

若你想要閱讀更多內容，這裡有我最愛的書單，涵

蓋這本書中出現的主題。我已經將它們分門別類。這絕

對不是一個非常詳盡的清單，但是，若你有熱情要學習

更多，那就去閱讀吧！

你可以在四張地圖的網站中看到這些清單，以及這

本書中的所有圖表：

www.thefourmaps.com

清晰地圖

這裡有些很棒的書，會幫助你找到你要的、找到你

的目的、清楚你的動機：

A Whole New Mind:  Why Right-Brainers Will Rule the 

Future, by Daniel H. Pink 

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re Change is Hard, 

by Chip Heath and Dan Heath 

Spontaneous Fulfillment of Desire, by Deepak Chopra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How we can 

Learn to Fulfill our Potential, by Carol S. Dweck PhD 

Choose Yourself, by James Altucher 



191快樂成功人士的四張地圖190 延伸閱讀

預期地圖

這裡有些很棒的書，會幫助你在面對挑戰時發展出

正確的態度：

The Marshmallow Test:  Mastering Self-Control, by 

Walter Mischel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by Martin E.P. Seligman 

Learned Optimism: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 by Martin E.P. Seligman 

Gratitude, by Oliver Sacks 

慣例地圖

這裡有些很棒的書，讓你學習到習慣跟慣例的重要

性：

The Power of Habit:  Why We Do What We Do in Life 

and Business, by Charles Duhigg

Willpower:  Rediscovering the Greatest Human Strength, 

by Roy F. Baumeister and John Tierney

The Willpower Instinct:  How Self-Control Works,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You Can Do to Get More of It, by Kelly 

McGonigal

任務地圖

這裡有些很棒的書，教你如何有效率的行動及有策

略的規劃：

Getting Things Done:  The Art of Stress-Free Productivity, by 
David Allen 
First Things First, by Stephen R. Covey, A. Roger Merrill, 
and Rebecca R. Merrill. 
Essentialism:  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Less, by Greg 
Mckeown 
The One Thing:  The Surprisingly Simple Truth Behind Ex-
traordinary Results, by Gary keller with Jay Papasan 
The Power of Focus:  How to Hit your Business, Personal 
and Financial Targets with Absolute Certainty, by Jack 
Canfield, Mark Victor Hansen, and Les Hewitt. 
Eat That Frog! 21 Great Ways to Stop Procrastina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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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More Done in Less Time, by Brian Tracy 

整本書

這裡有些經典的成功書籍，會在任何追求成功者的

圖書館裡：

Think and Grow Rich, by Napoleon Hill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Powerful Les-

sons in Personal Change, by Stephen R. Covey

The Success Principles:  How to Get from Where You 

Are to Where You Want to Be, by Jack Canfield

Maximum Achievement:  Strategies and Skills the will 

Unlock your Hidden Powers to Succeed, by Brian Tracy

關於作者

羅伯特‧艾倫的第一本書《零首付：如何用小錢或

是零頭期款置產》，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冠

軍，是史上最高銷售量的房地產投資書，使他成為最有

影響力的投資顧問之一。

其後他還完成了許多暢銷書：《製造財富》、《挑

戰》、《多源流收入》及《一分鐘億萬富翁（和馬克維

克斯‧漢森合著）》，他推廣他自己高獲利的策略及哲

學。現今有成千上萬的美金百萬富翁將他們的成就歸功

於羅伯特的教導。

他是一位受歡迎的電視及廣播節目佳賓，上過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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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他的書籍銷售額已經超過四百

萬冊。

他的人生宗旨就是要幫助你完成你的夢想。

你可以跟他線上聯繫：

www.robertall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