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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未來就業報告 趨勢觀察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2018未來就業報告》（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18），談到了未來五年的就業發展趨勢。

第一個趨勢，四大技術進步將會帶來新的變革。高速移動網際網路、
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的廣泛應用和雲技術。

第二個趨勢，未來的商業將更加智能。

第三個趨勢：機器人技術的應用將更加普及。

第四個趨勢：企業將改變工作地點的布局。

第五個趨勢：未來的就業類型將更加靈活。

第六個趨勢：人機邊界將發生變化。

第七個趨勢：勞動力會發生轉型，新的工作崗位會誕生。

第八個趨勢：對特殊人才的需求將加大。

第九個趨勢：人才的再培訓變得更加重要。

第十個趨勢：企業會出現新的用人策略。



2020年必要的十大技能及策略 趨勢觀察

勞動力市場劇烈動盪，而目前的
趨勢有機會導致510多萬個職位
在2015 – 2020年間消失，消失
的職位總數更可能達至710萬個，
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日常白領工
作，例如辦公室及行政職位，而
電腦及數學、建築及工程相關的
領域則有機會增加200萬個職位。
生產及製造業的職位亦預計會進
一步減少至新低，但行業職位有
較大潛力利用科技來培訓及重置
員工來提高生產力，因此未必會
出現單純機器取代人力的情況。

世界經濟論壇最近出版的《未來
工場》解釋2020年必要的十大技
能及策略。

2020年十大技能

1. 複雜解難能力

2. 批判性思維

3. 創意

4. 人員管理

5. 與他人協調

6. 情緒智能

7. 判斷和決策

8. 服務導向

9. 協商能力

10.靈活思考能力

2005年十大技能（與2020年
的統計數據相比名次變化）

1. 複雜解難能力

2. 與他人協調（-3）

3. 人員管理（-1）

4. 批判性思維（+2）

5. 協商能力（-4）

6. 品質控制*

7. 服務導向（-1）

8. 判斷力及決策能力（+1）

9. 主動聆聽*

10. 創意（+7 ）



2022年必要的十大技能及策略 趨勢觀察

一開始覺得世界經濟論壇提出的未來就業報告，十大必要的技能覺得很好。後來又搜尋到更多
的不同角度觀點，反而覺得這十大技能的調查有其侷限性。因為調查前提已經預先設定了十幾
二十項的能力來給你排序，選擇其重要性，所以並不能真正回答這些能力是不是未來我們真正
需要的能力，這是方法論上的問題。但是調查的確啟發我們的思考，這些能力也是有其重要性，
只是會因人、因時而異，所以排名一直在變化中。



2020人才趨勢10大要點 趨勢觀察

2020人才趨勢10大要點

1. 個人影響力持續爆棚

2. 跨界人才需求增加

3. 年長工作者退而不休

4. 社會企業成為人才新樂園

5. 宅經濟持續發展

6. 自由職業者持續增加

7. 有溫度的專業最受市場歡迎

8. 擴大舒適圈，持續學習才能生存

9. 人脈存摺是轉業的關鍵

10. 高情商與創造力是關鍵

未來世界將會更加的
自動化、多樣化、個
性化，「圈層經濟」
也將越來越普遍，機
器人將取代大部分重
複性的工作，我們唯
一可以做的是跟上時
代腳步，同時把自己
的優勢發揮到淋漓盡
致，未來已在眼前，
前面的位子將留給準
備好的人。

黃至堯．人資專家

2020十大工作技能
1. 數據素養
2. 批判性思維
3. 精通科技
4. 適應能力和靈活性
5. 創意
6. 情商（EQ）
7. 文化觸角和多元化
8. 領導能力
9. 判斷與決策
10. 合作

本內容首載於
forbes.com

不管環境如何變化，
AI人工智能技術如
何發展，我始終相
信，人類可以發展
與提升自我的智慧，
擁有AI無法取代的
能力。

這種能力應該是智
慧與慈悲的綜合體。

惟智



做主管要有定力 領導實戰

前面收集了好幾種版本談到2020年需要的能力，這是西方學者根據管
理能力為基礎做的調查。可是很有趣的，有些能力似乎很難加以形容
或是很難加以訓練。例如第一個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這是很重要的
沒錯，在東方的思想來講就是需要有「定力」，定力夠了，可以想到
解決的方法；或是定力夠了，當下就可以應付；或是當下不會讓事情
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地步，當然也包括了情緒智慧。

可是定力的定義又更廣，定力是「調心不暴，直心不曲，定心不散」，
「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定力可以透過打坐來訓練，像曾國藩或是
很多的政經領袖都有每天打坐的習慣。另外像是寫書法，打高爾夫球，
做瑜伽都有修練定力的作用。佛家更強調透過定力的修練可以開啟智
慧，定力可以由持戒來強化。智者大師提出的止觀雙運，止就是定力。
禪宗也是修練定力再開智慧，所以在東方有一大堆修練定力的方法，
表示定力是很重要的。我以前的總經理曾經告訴我們這些一級主管，
做主管要有定力。

定力(三昧)對於成佛是相當重要的關鍵，楞嚴經是修行定力的，最基本
的戒定慧三無漏學，一直到五分法身，都說明的定力的重要。而定力
在前面的各種調查都沒有被提出來，甚為遺憾。我提出學習定力可以
得到2020年的十大必備能力，甚至更多更長久的能力都能具足。



學會種花當個好主管 領導實戰

回憶二十多年前，在東元電機擔任人力資源經理時，已退休移民美國的創辦人
從美國回來。當時的董事長請我帶著月刊的執行編輯一起去採訪，要傳承一些
經營智慧。當時談話的內容已經忘記，唯一記得的就是他說：「做主管要先學
會種花」。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一直記到今天，在2020年初再來思考
這句話，一樣是非常的受用。

專家學者習慣把各種能力切成許多細項，但是，種花應該是同時需要非常多種
能力組合而成。如果再把種花的原理轉化應用到帶人的身上，是非常貼切的。
首先，種花你要瞭解這個花的品種，她來自哪個地方，喜歡水分多或少，溫度
高或低，日照多或少。這些都決定了你的澆水，施肥，以及把它放在什麼樣的
位置有關係。種花你要對花有敏感度，要關心她、觀察她，因為在不同的環境，
她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變化，只要有一個不留神，她就會長不好。

同樣的道理，主管如果不關心部屬，不關心環境的變化，那肯定沒有辦法領導
好部屬。最後可能這個人會陣亡，就像把植物種死掉一樣。所以如果缺乏一顆
慈悲的心，悲憫眾生的心，是沒有辦法做好主管的。有慈悲的心，還要有智慧，
用心觀察氣候的變化，觀察植物目前的情形，需不需要修剪，需不需要移植，
需不需要澆水，需不需要施肥，這些能力應該是綜合的。最近看到某官員官邸
牆外的植物都已經枯萎，他天天進出卻沒有發現，表示他的關懷度與敏感度或
同理心或管理力是有問題的。這一個簡單的例子，值得我們每個人警惕。



真正需要的能力在佛法中 精進札記

最早，以為情緒智慧是很重要的能力，所以就以2020年
所需要的能力切入，想要探討情緒智慧的重要。再看看
各種的調查發現，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很重要。因為我
是會思考判斷的，發現少了「定力」，就寫了做主管要
有定力這一篇文章，因為這是我的主管教我的。

接著，想起另一位主管教我，要學會「種花的能力」，
發現少了系統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前，我在寫我的第一
本書《飛天的能力》提出過「控制欲望的能力」，發現
少了控制欲望的能力。

因為定力，想到《三十七助道品》裡有很多定力的修練，
還有其他各種能力，驚覺這應該是最早的能力導向或是
系統導向的能力表述。在佛教界仍然受到相當大的重視，
可是在一般行為科學界的學者並不認識三十七助道品，
所以很少加以研究，甚為可惜。今天利用小小的篇幅，
把三十七助道品條列如右，這是生生世世都需要具備的
能力。有因緣、有興趣的人不妨再自行深入瞭解。

四念處 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四正勤 已生惡令速斷，未生惡令不生，未
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長
四如意足 欲如意足，念如意足，進如意
足，慧如意足
五根 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五力 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七覺支 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
安覺支，捨覺支，定覺支，念覺支
八正道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



真正的能力在獨立中培養 教育現況

就在我寫這幾篇文章的時候，人在韓國首爾的女兒，最近幾個禮拜都會把她做了什麼菜，吃
什麼食物，拍照透過Line傳給我們看。今天，我就給他回說，進步很多，讚，回來做給爸爸
吃。她就回OK。上面照片是她在自己住處簡單的廚房用平底鍋與電鍋做的菜。
我看到的是他能力的成長，小的時候教她做菜，只教過幾次，她悟性很高。平常在家裡都是
我做給她吃比較多，她偶爾才做給我們吃，很少下廚，偶爾會跟同學一起下廚做西點。真正
做菜的時間跟次數並不多，有點像我年輕時候的狀況。最近跟朋友一起到韓國去，因為吃素
所以很多要自己做菜比較方便，就必須要獨立，而且要適應當地的環境與生活，這個過程中
需要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會培養出來，這是做父親的最高興的地方。



明月清風應無價，智者慧根覺有情 資料連結

妙法蓮華 特別推薦 推薦網站 網站連結 推薦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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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妙蓮華》

難可教化當起大忍

(第1364集) 

法華心香讀書會 智者大師讀書會奈普敦智慧平台 【證嚴法師說故事】

20190714 

借我一塊錢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5464-topic
https://www.neptune-it.com/lotus-sutra-learning-seminar
https://www.neptune-it.com/book-club-concentric
https://www.neptune-it.com/
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6797-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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