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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story

這是歐普拉給年輕人的三堂課

原文天下雜誌2008/8/1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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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成真
… 談三件事：感覺、失敗與快樂!

有一天,一群小青蛙們決定來場跑步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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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our career is to help others in some ways!

比賽最終目標就是到達一個很高很高的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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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誠實面對感覺 (貝禮一家人）

一大群群眾圍繞著高塔觀看並歡呼所有的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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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ce began...

比賽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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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受傷，就去撫慰受傷的人。
當你痛苦時，就去幫助痛苦的人。

當你陷入一團糟，唯一走出迷霧的辦法，
就是帶別人走出迷霧。

Honestly

說真格的,群眾中沒有人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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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個人成功的路徑不再靠邏輯、
規則、線性思考，而是感情、喜悅、

動機。...

看好這群小青蛙們會到達高塔



8

第二課：從失敗中學功課

此時,你就聽到周遭群眾鼓譟 .

喔! 路太難了! 他們絕對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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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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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為贏得戰役而活，不要為結局而活，要為當下而活"

他們連一點勝算都沒有,高塔實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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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為自己而活，想要的到真正快樂，除了活在當下，
還得為了一個比自己更大的意義而活。

小青蛙們聽到,一個接著一個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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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走出迷霧的辦法，就是帶別人走出迷霧。這個過程，
讓你成為團體的一份子。

但還是有些小青蛙踏著節拍爬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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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付出才是真正的快樂

The crowd continued to yell

群眾還是繼續鼓譟:這太難了!沒有人可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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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gave up...

又有一批小青蛙們疲倦而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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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你在哪個領域，就讓你的工作，成為一種回饋...

最後只剩一隻小青蛙沒有放棄,繼續愈爬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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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one wouldn’t give up!

這隻小青蛙沒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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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感到幸福的是，
我不只在工作

還能夠藉著我的工作行善！

At the end everyone else had given up climbing the tower.

最後到達終點,只有一隻小青蛙,其餘的都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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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每個決定，都先管住我的自我 (Ego)

所做的每個對的決定，都來自內心的感覺！

這隻小青蛙邁開大步到達最後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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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成功的路徑不再是邏輯、規則的線性思考，
而是感情、喜悅、動機！

但是,所有的小青蛙們都想知道他是如何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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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estant asked the tiny frog how the one who 

succeeded had found the strength to reach the goal?

有一個跑者忍不住問了那隻小青蛙:
你是如何堅持跑到終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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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urned out...

突然一切靜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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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winner was

這個贏家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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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F!!!!

一隻耳聾的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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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sdom of this story is:

這個故事的智慧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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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Liddell: I believe God made me for a purpose, but he also 

made me fast. 

And when I run I feel His pleasure.

絕對不要聽從人們負面的批評或悲觀的看法

http://www.imdb.com/name/nm015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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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old M. Abrahams: If I can't win, I won't run! 

Sybil Gordon: If you don't run, you can't win.

因為負面思考剝奪了你的美夢和期許,

而這些美好曾存在你的心中！

http://www.imdb.com/name/nm0002027/
http://www.imdb.com/name/nm00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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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where does the power come from, to see the race to 

its end? From within. 

It requires concentration of will, energy of soul

Always think of the power which words have.

常常想想這個故事的哲理

因為你所聽和所視皆影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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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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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be…

POSITIVE!

總是當一個

最棒的..

正面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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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ove all:

登峰造極

•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
享飽福；追求虛浮的
必是無知！

• 不要去看每日每時的
那些小小的患難和困
擾，只要看那一個目
的和計畫，一切都是
在被引導著向它而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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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EAF when people tell YOU that YOU can not fulfil YOUR dreams!

當周邊人們告訴你做不到時,就當個聾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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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do this!

Always think:

常常想 :

我一定可以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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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Big!!!

If you can have a dream, you can make it!



具「聽天命」的信心；
具「盡人事」的擔當！

再好的時機也有人破產，再壞的時
機也有人賺錢，再好的事業也有人
失敗，再壞的事業也有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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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Dr. Huiling (Helen) Peng



勵志格言

生涯規劃─找到自己的位置，安身立命！

放對位置─人才；放錯位置─蠢才。

笑看人生─笑對人生

用微笑看待所有的人事物，人生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