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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是聯合報自2008年起仿效日本今年的漢字，每年年底

對台灣民眾徵集投票選出一個代表性漢字，旨在表現該年台灣的社會面貌與心

靈風景。主辦單位都會請社會知名人士寫下當年代表字，並於每年12月初第一

周後公布結果，並從歷年代表字解讀台灣的社會變遷]。

1

2021年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你猜對了嗎?

December 28, 2021 | NO. 160 明來豐 生涯快報

明新科技大學學務處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

相較於去年2020「疫」字以壓到性勝利坐上年度代表字寶座，今年的

「宅」字則是驚險奪冠。在總票數84873票中，「宅」字拿下8402票，只比

第二名的「缺」字的8205票多了不到200票。

今年的總票數跟去年差不多，第一名的「宅」卻只拿下8402票，不到

去年「疫」字28441票的三分之一，也是歷屆代表字中，唯一沒有拿到萬票

的代表字。而今年前十名代表字的票數差距都不大，呈現「纏鬥」狀態。

雖有疫情籠罩，今年代表字前十名卻有盼、望、穩、轉等四字是正面字，代

表人們在亂世中尋求安定與對未來的期盼。

「宅」字也獲得最多名人推薦，總共有4位名人推薦，包括中信文教基

金會董事長馮寄台、桃園市長鄭文燦、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智、網路媒體

《創新拿鐵》創辦人王文華。

談到推薦「宅」字的理由，馮寄台表示，今年疫情嚴峻，人人變身宅男

宅女，度過最宅的一年。大家在家工作、上學、網購，各種宅經濟蓬勃發展，

讓秀才不出門，能做天下事！期盼來年各國國門大開、世界恢復運轉。

2021年度代表字揭曉！台灣歷史上最「宅」的一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A0%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8A%E5%B9%B4%E7%9A%84%E6%B1%89%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A2%E5%A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B9%B4%E5%BA%A6%E4%BB%A3%E8%A1%A8%E5%AD%97%E5%A4%A7%E9%81%B8#cite_no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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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燦指出，2021年疫情，讓宅生活、宅經濟當道，防疫規範讓活動減
少，休閒娛樂、觀光旅遊、婚喪喜慶都縮減，連學校也停課，「宅」是2021
年的寫照。

宣明智表示，疫情未結，人流停滯，物流金流資訊流仍在。秀才不出宅
能知天下事；電動車時代閉宅可造車；台灣宅經濟行遍天下。

王文華說，疫情爆發，很多人在家上班上課。家成避難所，也成壓力鍋；
有安全感，但也易摩擦。今年，「宅」有了新定義。

「台灣2020代表字大選」由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與聯合報合辦，邀來各界
名人專家與達人、素人推薦36個代表字，從11月11日到12月7日，累積27天
民眾選84873張。

「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活動，已邁入第14年，年年獲得國人熱烈參與和
電子媒體的關注，從2008年的「亂」、2009年的「盼」、2010年的「淡」、
2011年的「讚」、2012年的「憂」、2013年的「假」、 2014年的「黑」、
2015年的「換」、2016年的「苦」到2017年的「茫」、2018年的「翻」、
2019年的「亂」、2020的「疫」，每個字都刻畫了當年的社會意向與民眾想
法。

December 28, 2021 | NO. 160 明來豐 生涯快報

文章來源：
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文章擷取時間： 2021-12-27  

作者：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影／2021年度代表字揭曉！ 台灣歷史上最「宅」的一年 | 

綜合 | 要聞 | 聯合新聞網 (udn.com)

文章擷取時間：2021-12-27

作者：聯合報 / 記者陳宛茜／ 台北即時報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B9%B4%E5%BA%A6%E4%BB%A3%E8%A1%A8%E5%AD%97%E5%A4%A7%E9%81%B8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5949336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M1M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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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被教導「努力」是成功的不二法門，但有的時候他人的既定認知、刻

板印象，會影響到一個人是否成功。該怎麼運用這些既定印象，進而為自己創

造優勢、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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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生來沒有一手好牌，還有可能成功嗎？哈佛大學商學院第一位台裔女教

授黃樂仁（Laura Huang），用親身經歷和學術研究證明，這是可能、甚至

是有方法的。「美國亞裔」、「年輕女性」、「移民第二代」，父母來自台灣

的黃樂仁，身材嬌小、看起來十分年輕，這樣的背景和外表，讓她從小至今不

斷意識到刻板印象的存在。

小時候看著父母在工作升遷上頻頻被跳過、被拒絕，再加上自己的親身經驗，

成為她日後研究職場劣勢與不平等的種子。現任哈佛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的她，

透過研究發現，只要能正確認知、引導別人的看法，劣勢也能轉化為個人獨一

無二的資產。

她強調，當人們難免以既定認知看待我們，如何掌握自身特色、引導別人看

見自己的價值，是翻轉劣勢的祕訣。只要充分理解別人怎麼看待自己，就有機

會化解疑慮，讓自己的努力更有機會被看見。

Q：什麼是隱性優勢？為什麼這個觀念很重要？

A：我們都被教導「努力」是成功的不二法門，但有的時候我們發現，光靠努

力是不夠的，有很多他人的既定認知、刻板印象或別人用來判斷我們的線索，

會影響到一個人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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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以舉一個潛藏既定印象如何影響職場發展的例子嗎？你怎麼發現這件事

的？

A：在美國，如果你沒有標準美式口音，人們就會對你產生某些認知。我成為

研究者後沒多久，就開始研究口音對職涯的影響。因為我的父母是從台灣來

的，我小時候看到他們不斷、不斷地被拒絕升遷。

長大之後，當我成為研究者，我開始研究像口音這樣的條件，是否會影響

一個人獲得加薪、升遷或進入頂尖團隊的機會。我發現，口音確實會產生負

面影響，所以我進一步去研究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

於是我讓這些人知道投資者對他們的既定想法，讓他們開始在面試中針對

這些印象，舉出自己其實有所表現的反例。像是如何以跳脫原本思維解決問

題、為團隊積極爭取資源、如何成功談下一筆大生意。

結果他們不僅更有機會被雇用、在原本得分較低的面向表現更好，神奇的

是，他們在溝通技巧上得分更高了。因為他們能察覺並管理這些既定印象。

這改變了人們對他們溝通能力的看法，甚至對口音的判斷也因此不同。當我

們了解這些潛藏的認知，我們就能翻轉它們，為自己創造優勢。

Q：如果要運用隱性優勢的概念，代表需要會察言觀色、知道對方想聽什麼嗎？

A：隱性優勢這件事，並不是說我們在職場上要多有策略性，或是要做印象管

理，事實上正好相反，這是讓你能夠「忠於自我」的方式。

我常常用「鑽石」來比喻。每個人都像一顆鑽石，每顆鑽石都不是完美的，

多少有點缺陷，但是在某些角度下，鑽石就會發出耀眼的光。我們應該做的，

是用最能發光的角度去展現自己。不改變鑽石本身，只是展現對的角度，就

能和別人產生更豐富、有意義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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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印象的途徑有3個，我們可以在過程中引導別人的既定印象，創造隱性

優勢。別人對自己的認知一直都在，當我們認識一個人，總是會試圖形成某

種關於這個人的故事，所以第一，要學會觀察別人對自己的判斷。

第二，透過問問題和回答所產生的互動。像前面提到創業家的例子，可以在

面試中回答問題時，引導別人看見我們擁有的能力或特質。

第三，透過對自己生涯軌跡的敘述，讓別人更了解你。有可能是你到現在這

一站之前，努力了很久或走了很遠。另一個可能是，你之前是在不同行業，

而這是你的第二次嘗試。

還有一個可能，是曲折型的生涯軌跡，你之前曾經做過很多不同職業，那

麼你是如何走到現在這裡的。當我們能幫助別人更了解自己現在走到了哪裡、

有怎麼樣的潛力，就能讓我們獲得更多機會。

❶ 提升價值

掌握自己的基本特色，並在競爭較不激烈的地方發展，並勇於擁抱限制帶

來的機會。以年營收超過兩億美元的清運公司“1-800-GOT-JUNK?”創辦人

布萊恩・斯庫達默（Brian Scudamore）為例，因多次輟學備受奚落的他，

後來決心將輟學經歷視為自己清除障礙、持續做中學的勳章，將劣勢轉為正

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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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怎麼知道要秀出鑽石的哪一面？一個人可以怎麼打造自己的隱性優勢？

A：一種方式是培養「別人怎麼看待我」的覺察，這是一種直覺，這是可以培養

的，就像鍛鍊肌肉一樣。

4大步驟打造你的隱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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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製造喜悅

當他人感到喜悅，就能為自己打開機會之門。 一個練習的方式，是在生活

中發掘讓人驚喜的人事物，提高自己製造喜悅的敏感度，再把握機會臨機應變。

黃樂仁初次拜訪特斯拉執行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時差點被趕出來，

她發現馬斯克把她當成來推銷產品的創業者，於是她出乎意料地以大笑、幽默

的方式反應，終於讓馬斯克放下心防。

❸ 引導定見

要獲得優勢，除了了解自己，還需要掌握自己在所處環境下的身分，也就是

別人對自己的定見，接下來，在互動中引導他人去看自己想要凸顯的特質。

❹ 有效努力

只著重努力，但無法做到前面3點的話，容易讓一切付諸流水。把心力放在

能為自己創造優勢的地方，過程中能夠培養出一種韌性，為人生賽道上的長期

優勢打下基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B9%B4%E5%BA%A6%E4%BB%A3%E8%A1%A8%E5%AD%97%E5%A4%A7%E9%81%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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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申請參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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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2軟能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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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自行前往參加



最新徵才訊息

9

公司名稱 瀚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7樓G12

聯絡窗口
angela@netbridgetech.com.tw

電洽 02-2722-7559 鄭小姐

工作職稱 網路設備銷售代表

公司名稱 大仁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

（工研院中興院區）

聯絡窗口
Email：dl5784301@gmail.com

電洽：03-5784301

工作職稱 行政助理

公司名稱 展宇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北路24號

聯絡窗口
chihmei@headway.com.tw

電洽 03-5978899 田小姐

工作職稱 研發助理人員

其他職缺可參考

– 台灣就業通：https://www.taiwanjobs.gov.tw/home109/index.aspx

– RICH職場體驗網：https://rich.yda.gov.tw/richCandidate/

– 明新科大諮商暨職涯中心/職涯發展網站/找工作： http://questionnaire.m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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