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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就像⾦金錢⼀一樣，如果不會
管理，就算給你幾億元，也是會很
快花光的，譬如說亂買東西、︑亂投
資等，很快就會把錢給敗光的。︒我
們從很多的樂透得主，或是曾經家
財萬貫的明星，最後卻窮途潦倒的
例⼦子，都可以發現「管理」的重要
性。︒ 
        所以第1天，請記錄你⼀一整天的
時間使⽤用情形，好讓我們知道你把
比⾦金錢還寶貴的時間，都花到哪裡
去了。︒是拿去挖⾦金礦了，還是拿去
丟在臭⽔水溝裡了呢︖？藉由時間使⽤用
的記錄，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一⽬目
瞭然了！

第1天  記錄⼀一整天的時間使⽤用情況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王聰明的⼀一天～記錄時間使⽤用 

6:00  起床 
6:00~8:00      運動、︑早餐、︑讀英⽂文 
8:00~12:00    看書 
12:00~13:30  午餐、︑午睡 
13:30~18:00  看書 
18:00~19:30  晚餐、︑看新聞 
19:30~21:30  看書 
21:30~22:00  洗澡、︑聽英⽂文 
22:00  睡覺

以下是記錄時間使⽤用的範例⼀一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葉⼤大雄的⼀一天～記錄時間使⽤用 
 
9:00  起床 
9:00~12:00    吃東西、︑發呆、︑玩 
12:00~14:00  午餐 
14:00~17:00  午睡 
17:00~20:00  晚餐、︑看電視 
20:00~23:00  看漫畫、︑發呆、︑玩 
23:00  睡覺 

以下是記錄時間使⽤用的範例⼆二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命運題！請點選下⾯面
的選項來選擇） 

王聰明 

葉⼤大雄 

都不要

上⾯面兩個範例，你想當哪⼀一個呢︖？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有⽬目標，我們的⼈人⽣生才
會有⽅方向。︒⽬目標是⼀一個強⽽而
有⼒力的⼯工具，它可以帶領我
們⾛走向⾃自⼰己想要的成功⼈人⽣生。︒

        所以第2天，請列出你想
要達成的⽬目標，我們可以先
⽤用寫「夢想清單」的⽅方式把
⽬目標⼀一⼀一的寫下來，再⽤用區
分「長期、︑中期、︑短期」的
⽅方式，把⽬目標按時間達成的
順序排列出來。︒

第2天  列出你想要達成的⽬目標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夢想清單： 
1.買⼀一間度假⼩小屋 
2.買⼀一台雙B的⾞車 
3.去歐洲旅遊 
4.取得碩⼠士學位 
5.考取OO證照 
6.開⼀一間ＸＸ店 
7.⾏行善五百次 
8.多益考900分以上 
9.閱讀100本以上的好書

以下是先⽤用「夢想清單」的
⽅方式寫出⽬目標的範例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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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目標（5年內要達成的⽬目標） 
1.買⼀一間度假⼩小屋 
2.去歐洲旅遊 
3.開⼀一間ＸＸ店 
中期⽬目標（3年內要達成的⽬目標） 
1.⾏行善五百次 
2.買⼀一台雙B的⾞車 
3.取得碩⼠士學位 
短期⽬目標（1年內要達成的⽬目標） 
1.考取OO證照 
2.多益考900分以上 
3.閱讀100本以上的好書

以下是再⽤用「長期、︑中期、︑短期」
的⽅方式排列出⽬目標的範例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在寫⽬目標的時候，請「放鬆
⼼心情」，你可以找⼀一棵⼤大樹，然
後坐在樹下好好的想︔；也可以買
⼀一杯CITY CAFE，邊品嚐著咖啡
⾹香邊想。︒ 
        同時，也請記得「不要⾃自我
設限」，⼈人有無限的可能，你的
能⼒力比你想像中的強⼤大！試著想
像，當你80歲回⾸首⼀一⽣生時，做到
了哪些事、︑達成了哪些⽬目標後，
會讓你覺得這⼀一⽣生是很充實很快
樂，⽽而沒有遺憾的。︒把那些⽬目標
⼀一⼀一地寫下來。︒ 

寫完你的⽬目標之後，就可以點⼀一
下右邊的笑臉    😊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恭喜你！ 
你的⼈人⽣生從這⼀一刻起改變了！ 

        因為，依據國外研究顯⽰示，
有明確⽬目標的⼈人，將成為⾦金字塔
頂端5%的成功⼈人⼠士︔；⽽而沒有明確
⽬目標的⼈人，終其⼀一⽣生只能隨波逐
流、︑庸庸碌碌的過⽣生活。︒ 

        所以，請把你的⽬目標放在醒
⽬目的地⽅方，貼在⾨門上、︑冰箱上、︑
背上都可以，它將伴隨你開啟你
成功璀璨的⼈人⽣生！ 

請點⼀一下燈泡💡進入到第3天的課程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現在，確⽴立了你⾃自⼰己的⼈人
⽣生⽬目標之後，你已經知道⼈人⽣生
的這趟旅程要往哪個⽅方向去，
要獲取哪些經驗及東西。︒  

        所以第3天，請重新規劃
你每天的時間使⽤用，你每天所
安排的事情，「必須和達成你
的⽬目標有關」。︒這樣你才能⼀一
步⼀一步地朝向你的⽬目標前進，
⽇日起有功地實現⽬目標。︒

第3天  重新規劃你每天的時間使⽤用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6:00 起床 
6:00~8:00     運動、︑早餐、︑研讀多益 
8:00~12:00   ⼯工作 
12:00~13:30 午餐、︑閱讀電⼦子好書 
13:30~18:00 ⼯工作 
18:00~19:30 晚餐、︑上網、︑看電視 
19:30~21:30 研讀OO證照的資料 
21:30~22:00 洗澡、︑研讀多益 
22:00 睡覺

以下是將達成「短期⽬目標」
安排到每天時間使⽤用的範例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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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當你照著新規劃的時間進
⾏行幾天之後，你會發覺你的⽣生活和以前
不太⼀一樣了，你每天都有朝著你的⽬目標
更靠近⼀一點了。︒ 
        在這當中，不要想太多，不要遲
疑，JUST DO IT！  ⼈人總是要跳脫⾃自⼰己
的舒適圈才能成長。︒就像⽼老⼀一輩的⼈人常
掛在嘴邊說的⼀一樣：「習慣就好！」漸
漸地，你會愈來愈得⼼心應⼿手，愈來愈適
應新的⽣生活，覺得你的⼈人⽣生愈來愈充實
⽽而美好！ 
        下⾯面哪⼀一種感覺，會讓你覺得更有
動⼒力呢︖？（請點選） 
⼼心裡想到達成⽬目標之後的開⼼心與成就感 
 
 

⼼心裡想到沒有達成⽬目標的失落與難過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新的
時間使⽤用規劃了，但是，再周
全與詳盡的規劃，如果沒有去
「執⾏行」，⼀一切都只是空談⽽而
已。︒ 

        所以第4天，請執⾏行新的時
間規劃，同時在執⾏行之後，請
務必檢核，也就是記錄⾃自⼰己的
執⾏行情況，還有為什麼無法做
到的原因，也請都⼀一併記錄下
來，這樣我們才能找出執⾏行失
敗的原因，並且對症下藥。︒      

第4天  執⾏行新的時間規劃與檢核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6:00 起床✅  
6:00~8:00 運動、︑早餐、︑研讀多益✅ 
8:00~12:00 ⼯工作✅ 
12:00~13:30 午餐、︑閱讀電⼦子好書✅ 
13:30~18:00 ⼯工作✅ 
18:00~19:30 晚餐、︑上網、︑看電視✅ 
19:30~21:30 研讀OO證照的資料😓                           
                      （因為電視看太久） 
21:30~22:00 洗澡、︑研讀多益✅ 
22:00 睡覺😓（因為上網太晚睡）

以下是新的時間規劃～ 
執⾏行情況與檢核的範例

企業及個⼈人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執⾏行⼒力！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如果，在執⾏行新的時間規劃時，發
現⾃自⼰己⼀一直做不到，該怎麼辦呢︖？ 
        以下有幾個好⽅方法，可以供你選
擇，來幫助⾃自⼰己增加執⾏行⼒力。︒先挑⼀一個
試試看，如果還是做不到，你也可以多
管齊下，全部⼀一起⽤用！^_^  

（請點選⼀一個覺得對你有⽤用的⽅方法，看
看你是哪⼀一種類型的⼈人） 
如果達到的話，好好犒賞⾃自⼰己吃頓⼤大餐 
 

如果達到的話，好好犒賞⾃自⼰己買份禮物 
 

和朋友打賭，如果沒做到，給他⼀一萬元 
 

和朋友打賭，如果沒做到，就去理光頭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終於，到了最後⼀一天的課程
了。︒以往有⼀一些都是7天的課程，
但是在和我的研究團隊討論之後，
因為現在已經是週休⼆二⽇日的時代了，
所以週末的時間就留給⼤大家好好的
放鬆與休閒吧！ 

        在第5天，請分享你的⽬目標執
⾏行情形，現在有很多很棒的⼯工具，
像Facebook、︑Google + 、︑Line、︑微
信、︑微博等等，都可以在上⾯面與⼤大
家⼀一同分享。︒除了「好東西要和好
朋友分享」的信念以外，我們這樣
做還有⼀一些⽤用意存在。︒      

第5天  分享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首先，藉由分享給別⼈人知
道，會加強你⼼心裡的動⼒力，也就
是告訴⾃自⼰己是「玩真的」，不是
只有隨⼜⼝口說說⽽而已！⽽而且，眾⼈人
和好友們三不五時關⼼心你的計畫
執⾏行情形，也會無形中成為督促
你前進的⼒力量。︒ 

        佛經上說：法佈施得智慧︔；
聖經上也⿎鼓勵⼈人們要多分享。︒分
享的⼒力量是很⼤大的，它可以讓喜
樂加倍，可以讓悲傷減半！尤其，
當你分享⼀一些正⾯面的訊息時，那
些反射回到你身上的正⾯面能量，
將數以倍計，不計其數。︒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所以，請記得⼀一定要「分享」。︒
同時，也請不⽤用掛慮太多，因為光是
你為了達成⽬目標所付出的⽤用⼼心與努⼒力，
就很值得⼤大家稱讚與敬佩了！ 

        最後，在課程的尾聲，我們希
望，在你看了這本書，也實⾏行了書中
所分享的⽅方法之後，有了什麼樣的收
穫與成長，也請記得⼀一併分享給我們。︒
(請到非讀不可網站www.fieb.com.tw 
【快樂分享】，謝謝！)  

        讓我們⼀一同感受你的喜悅，⼀一同
將你的正⾯面能量再散播出去，讓更多
的⼈人因著努⼒力，⽽而讓⾃自⼰己的⼈人⽣生與世
界變得更棒、︑更充實與更美好！！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http://www.fie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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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花絮 
         
        在這⼀一⾴頁之後，就像是
電影裡頭的「彩蛋」，也就
是在電影結束之後，給⼤大家
看⼀一下拍攝製作的過程或NG
⽚片段。︒ 

        所以，想要知道前⾯面不
同的選擇，會有什麼樣不同
的結果，你可以「從頭開始
閱讀」，也可以直接滑到後
⾯面的⾴頁⾯面看答案喔！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這種時間的使⽤用⽅方式，適合⽤用
在「準備考試」的時期。︒如果能夠
每天都持之以恆的這樣看書，相信
⼀一定能夠很快⾦金榜題名！很多國家
考試的榜⾸首，都是⼀一天讀書超過12
⼩小時的。︒曾國藩也說過：「非常時
期，要有霹靂⼿手段！」 
        不過，⼈人⽣生不是只有考試，除
了準備考試的那段時間以外，還是
追求均衡（balance）的⼈人⽣生是比較
妥適的。︒^_^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2天的課程

你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這種時間的使⽤用⽅方式，適
合⽤用在「放空」或「度假」的
時期。︒就是睡飽、︑吃飽、︑玩飽
的三飽⼈人⽣生。︒ 
        不過，⼈人⽣生不是只有玩樂
和睡覺⽽而已，除了在那些讓⾃自
⼰己放假的⽇日⼦子以外，還是要期
許⾃自⼰己做⼀一些對⼈人類、︑社會有
貢獻的事。︒^_^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2天的課程

你是⼀一個過爽⽇日⼦子的⼈人～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的確，王聰明和葉⼤大雄的時
間使⽤用⽅方式都太過於極端了。︒⼈人
⽣生不是只有讀書、︑⼯工作或是只有
玩樂和睡覺， 
        ⼈人的⼀一⽣生，說長不長，說短
不短。︒我們還是要在有限的時間
內，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追求
⾃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才不會到
⽼老的時候後悔⾃自⼰己⽩白過了⼀一⽣生。︒
所以，追求均衡的⼈人⽣生才是最棒
的喔！^_^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2天的課程

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追求快樂是讓我們⼈人⽣生進步的重
要動⼒力，⼩小時候，爸媽說考試考滿分
就可以買⼀一台XBOX，於是很多⼩小朋
友就會拼命的念書。︒俗話說：「重賞
之下，必有勇夫。︒」也是利⽤用這種追
求快樂的⼼心理。︒ 
        ⽽而且，暢銷書《秘密》，也告訴
我們要想著美好的事情，藉由「吸引
⼒力法則」，才可以吸引到好的事物，
並達成⾃自⼰己的⽬目標。︒所以，每天睡覺
前，不妨想著你達成⽬目標之後那幅美
好的畫⾯面，帶著滿⼼心的歡喜與甜甜的
微笑入眠吧！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4天的課程

「追求快樂」是你⼼心裡的重要動⼒力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避免痛苦是讓我們⼈人⽣生進步的重
要動⼒力，譬如說，如果考試考不好就
會被死對頭嘲笑，於是就會讓⾃自⼰己努
⼒力的念書。︒這種⼒力量，在「痛」過的
⼈人身上，有時候會格外的強⼤大，也會
讓⾃自⼰己格外的冷靜，有種「哀兵必勝」
的味道。︒ 
        早上剛起床時，如果提不起勁，
就想像⼀一下，如果沒有達成⽬目標，會
帶來什麼樣的痛苦、︑屈辱，⼈人⽣生會有
什麼樣的憤恨、︑遺憾，這樣就可以幫
助你很快地清醒，趕快武裝好⾃自⼰己，
站好戰⾾鬥位置，努⼒力奮⾾鬥去了！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4天的課程

「避免痛苦」是你⼼心裡的重要動⼒力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人都是需要獎勵的，⼀一想到可
以犒賞⾃自⼰己吃頓⼤大餐(例如欣葉⽇日本
料理)，突然之間精神都來了。︒這種
獎勵法，在喜好享受美食的⼈人身上，
尤其有效。︒  
        記得我⼤大學的時候，在圖書館
從早上七點讀到晚上⼗〸十⼀一點的那段
⽇日⼦子，每當有點想鬆懈時，都會告
訴⾃自⼰己：再讀⼀一⼩小時就去吃東西。︒
突然之間就會讓⾃自⼰己精神百倍，⽽而
能繼續奮⾾鬥下去。︒這種⽅方法也幫助
我在學校獲得第⼀一名的成績，以及
研究所考試百發百中的佳績。︒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5天的課程

你是⼀一位「美食家」類型的⼈人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人都是需要獎勵的，⼀一想到可
以犒賞⾃自⼰己買份禮物，突然之間精
神都來了。︒禮物的輕重不拘，不管
是 LV包包，或是⼀一件平價服飾，只
要是能激勵⾃自⼰己的，都是好的禮物。︒

         你喜愛的東西，對你⽽而⾔言，就
是具有正⾯面能量的物品。︒所以，當
你每天的⽬目標都成功執⾏行，又有犒
賞的禮物在你身旁時，就會產⽣生⼀一
股非常強的正⾯面循環⼒力量，讓你得
到滿⾜足與成就感。︒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5天的課程

你是⼀一位「鑑賞家」類型的⼈人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錢這種東西，⼤大多數⼈人都⼗〸十分
喜愛，所以把它拿來做為增加⾃自⼰己
執⾏行⼒力的⽅方法，也是很有效的。︒不
過，如果不是很有把握⾃自⼰己能夠做
到的話，採⾏行這種⽅方法，也有可能
很快就會變成⼀一直送錢出去的慈善
家了XD。︒ 
        但是，如果是⼀一位非常喜歡錢
的⼈人，⼀一想到沒做到就要付出⼀一筆
錢，那種⼼心理上所產⽣生的痛苦，進
⽽而轉化為鞭策⾃自⼰己努⼒力執⾏行的動⼒力，
這種⼒力量也是⼗〸十分強⼤大的！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5天的課程

你是⼀一位「慈善家」類型的⼈人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會採⾏行這種⽅方法的，代表你已
經下定決⼼心，義無反顧，非達到⽬目
標不可了，成功執⾏行的動⼒力⼗〸十分強
烈，可以說是⼀一位真勇者。︒ 
        不過，也有可能，你本來就沒
有頭髮(誤)。︒如果是這樣，「理光
頭」就可以改為「裸奔」，也是會
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其實，這種⽅方
法，就是讓我們學習項⽻羽的「破釜
沉⾈舟」，讓⾃自⼰己因為沒有退路⽽而發
揮最⼤大的潛⼒力，進⽽而旗開得勝！ 

請點⼀一下燈泡💡繼續至第5天的課程

你是⼀一位「真勇⼠士」類型的⼈人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恭喜你！ 
閱讀完⼀一本書囉！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知識
就是⼒力量。︒」閱讀完這本書，你
的知識⼒力與智慧⼒力又向上提昇了，
這真是太棒了！ 

        所以，你可以點⼀一下書本📖
繼續閱讀其他的好書，或是還想
再看⼀一次這本書的話，也可以點
⼀一下笑臉😊從頭閱讀，來加深印
象喔！

5天讓你管好時間，改變⼈人⽣生！

http://www.fieb.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