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計營銷學 08_去除你的限制性信念念



ＮＬＰ（神經程式語⾔言學）的假設
地圖不是實景，世界觀不等於世界 
－尊重別⼈人的看法，他看到的只是跟你看到的不⼀一樣，沒有對錯．


所有的⾏行行為及情緒背後都有“正⾯面的意義” 
－重視正⾯面意義對你的影響，不要聚焦在負⾯面的部分．


必要的多樣化定律律  
－事情不是只有⼀一種解決⽅方式，你需要更更靈活地看待你的夢想．



曼陀羅思考法



曼陀羅思考法



⼼心智圖



你的夢想：如果你將要離開這個世界了了，你希望能完成什什麼事？



常⾒見見的限制性信念念

這個爛政府．


因為我家的環境是這樣，所以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男⼈人（女⼈人）就應該．．．．


如果不是因為你，我現在也不會這樣．


很多⼈人都說，這件事應該要這樣．


老師講的我都懂，可是那都是理理論，沒有⽤用的．


景氣太差了了，我再怎麼努⼒力力也沒有⽤用．


我都遇不到好老闆（好員⼯工）．


我的業主每⼀一個都很難搞．


我有責任所以我不能．．．．


我剛剛說的是我的夢想，可是要成功我看很難．．．．

模糊語⾔言 
刪減

扭曲

⼀一般化



「換個活法：臨臨終前會後悔悔的２５件事。」

–⼤大津秀⼀一，⽇日本最年年輕的臨臨終關懷醫師



⼀一：沒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大津秀⼀一說：「⼈人們臨臨終前最常說的⼀一句句話就是，⼈人
這⼀一輩⼦子啊，太短了了。」 
有⼈人削尖腦袋往上爬，有⼈人辭官歸故⾥里里；有⼈人⾃自⽢甘平
庸，也有⼈人孜孜以求。 
⼈人⽣生有很多活法，千萬別被別⼈人的價值觀「綁架」，
不不要把別⼈人希望你過的⽣生活當作是你想要的⽣生活。想
談戀愛，現在就⾏行行動吧；想學點什什麼，現在就開始
吧。 
⼈人⽣生就像個旅⾏行行團，你已經加⼊入了了，不不⾛走完全程，豈豈
不不可惜？



⼆二：沒有實現夢想。 
　　 
當⼈人們在⽣生命盡頭往回看時，往往會發現有好多夢
想沒有實現。 
「真正的後悔悔，其實不不是因為沒有實現夢想，多半
是責怪⾃自⼰己沒能盡100%的⼒力力量量實現夢想。」 
堅持夢想是⼀一件「知易易⾏行行難」的事。 
⼀一個沒有期限的夢想只是個夢，給夢想加⼀一個「截
⽌止⽇日期」，把它變成現實的⽬目標，才更更容易易實現。



三：做過對不不起良⼼心的事。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一輩⼦子不不做錯事，是根本不不可能的。 
即便便不不肯殺⽣生的佛家弟⼦子，也難以避免⾛走在路路上踩死⼀一
隻螞蟻。 
為了了⽣生存⽽而做的無損原則的「壞事」是可以被原諒的，
與其背著負罪感⽣生活，不不如放下包袱往前看。



四：被感情左右度過⼀一⽣生。 
　　 
現實⽣生活中，感性的⼈人總是嘲笑理理性的⼈人「活的太嚴
肅」。 
其實，太在乎⾃自⼰己的感受⼜又能如何？ 
笑過、哭過、發泄過，⽣生活也不不會因此改變。 
也許真要等臨臨終⼀一刻才能明⽩白，每天為之煩惱、痛
苦、傷⼼心、氣憤、達到忍耐極限的事，是多麼可笑和
不不值⼀一提。



五：沒有儘⼒力力幫助過別⼈人。 
　　 
或是冷漠，或是怕吃虧，讓很多⼈人不不敢做個善良⼈人。 
其實，善良的⼈人很少後悔悔，他們活得坦然、⼼心安，那是善
良給予他們的美好回報。 
去幫助那些需要你的⼈人，「被⼈人需要」的感覺遠⽐比「索
取」好得多。



六：過於相信⾃自⼰己。 
　　 
我們都有過這樣⾃自⼤大⾃自負甚⾄至唯我獨尊的時刻，認
為⾃自⼰己不不後悔悔做過的任何⼀一件事。 
這樣雖然看起來來很積極，但卻顯得盲⽬目。 
總有⼀一些事，別⼈人⽐比你想的細緻周到，多聽⼀一句句、
多想⼀一秒，可以讓你少⾛走很多彎路路。



七：沒有妥善安置財產。 
　　 
現在因為財產引發的家庭糾紛越來來越多。 
其實，作為⽼老老⼈人，⼀一定要把處置財產當做⼀一件重要的
事，在世時就規劃好。 
如果⼦子⼥女女多，分配⼀一定要公平，不不要因為錢物，傷了了
孩⼦子們間的感情。



⼋八：沒有考慮過身後事。 
　　 
這⼀一點和處置財產很相似。 
⼀一個⼈人活著，會留留下很多印記。 
周圍的⼈人和事，都會因為你的離開⽽而變化。 
提早規劃⼀一下，不不但可以讓⾃自⼰己更更坦然接受⽣生⽼老老
病死，也能提醒⾃自⼰己好好享受⼈人⽣生。 
別等⾛走不不動路路、聽不不懂話的時候，才發現還有很
多事情沒做。 



九：沒有回故鄉。 
　　 
每⼈人⼼心裡都有⼀一個地⽅方被埋在最深處，卻⼀一⽣生不不忘
——這就是故鄉。 
很多⼈人會念叨，等我退休了了就回⽼老老家。 
往往等來來等去，最後回家的只是⼀一個⻣骨灰盒。 
有⽣生之年年，盡量量每年年都回家看看，聽聽鄉⾳音、吃點
美⻝⾷食。 
這個在地理理上讓你無法割捨的地⽅方，也是你靈靈魂的
⼀一個居所。



⼗十：沒有享受過美⻝⾷食。 
　　 
你是否把好吃的東⻄西都留留給孩⼦子，因為⼯工作忙每頓飯
都隨便便打發，或是為了了健康每天只吃所謂的「營養」
⻝⾷食物？ 
吃飯，不不僅為了了飽腹，它還滿⾜足我們很多⼼心理理需求。 
品嘗美⻝⾷食，也是⼀一種很好的⼼心靈靈治療。 
還有就是，別放棄任何⼀一個和家⼈人吃飯的機會，總有
⼀一天，這個飯桌上的⼈人會慢慢消失。



⼗十⼀一：⼤大部分時間都⽤用來來⼯工作。 
　　 
在這個逐利利的社會，⼯工作、⾦金金錢、權勢成為成功
的⾦金金標準，很多⼈人到⽼老老才後悔悔，那麼好的⻘青春，
怎麼都獻給⼯工作了了呢？ 
看看⼤大⾃自然的樣⼦子，感受季節的變化，聆聽藝術
的召喚，這些事情不不會讓你變富有，卻會讓你的
⼈人⽣生有意義。



⼗十⼆二：沒有去想去的地⽅方旅⾏行行。 
　　 
積攢了了很多旅⾏行行計劃卻沒有成⾏行行，因為孩⼦子
太⼩小、錢太少、休假太少或是⼯工作離不不開？ 
很多⼈人都覺得，旅⾏行行任何時候都可以去，只
有⽣生病的⼈人才懂得，旅⾏行行也是⼀一種奢侈品。



⼗十三：沒有和想⾒見見的⼈人⾒見見⾯面。 
　　 
可能是你⼩小學時最喜歡的⽼老老師，可能是你的初
戀，誰的⽣生命都不不能永恆，尤其是那些⽐比你年年⻑⾧長
的⼈人，哪怕身在異異地，也可以專⾨門拜訪⼀一下。 
我們應該抱著「⼀一期⼀一會」的觀念⽣生活。 
這是⽇日本茶道的⽤用語，「⼀一期」就是⼀一⽣生，「⼀一
會」就是⼀一次相會，說的是⼈人⽣生的每⼀一個瞬間都
不不能重複，所以每⼀一次的相會都變成了了僅有的⼀一
次。



⼗十四：沒能談⼀一場永存記憶的戀愛。 
　　 
愛，也是⼈人存活世間的證明。 
我們經常看到，在⼀一起的⼈人未必不不相愛，相愛的⼈人
卻被迫分開，這是⼈人⽣生無常，也怪很多⼈人⾃自⼰己沒有
努⼒力力。 
愛應該是⼀一種忠誠和無私的付出，⼀一種勇敢⽽而無畏
的表達，這是我們作為⼈人的權利利，千萬不不能只當兒
戲。



⼗十五：⼀一輩⼦子都沒有結婚。 
　　 
很多⼈人年年輕時覺得婚姻可有可無，⼀一個⼈人更更⾃自在。 
年年紀⼤大了了卻開始後悔悔，沒有⼀一個可以相互扶持的
⼈人。 
雖然好姻緣可遇不不可求，但是也得⾃自⼰己努⼒力力，碰到
合適的⼈人千萬不不要猶豫。 
這個世界上不不會有「最合適」的⼈人，「⽐比較合適」
的⼈人也不不會等你⼀一輩⼦子。



⼗十六：沒有⽣生育孩⼦子。 
　 
現在很多⼈人覺得，「我⾃自⼰己都還是孩⼦子，怎
麼養孩⼦子呢？」其實，為⼈人⽗父⺟母，不不僅是為
了了傳承⾎血脈，也是⼀一種「活過的證據」。 
想想到了了⽼老老年年時兒孫滿堂的歡樂樂樂樂，年年輕時養
育⼦子⼥女女受的苦⼜又算什什麼呢？



⼗十七：沒有看到孩⼦子結婚。 
　　 
有些⼦子⼥女女認為「不不結婚」是⾃自⼰己的私事，和
⽗父⺟母沒有關係。 
相反，很多⽼老老⼈人⽣生前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
看到⾃自⼰己兒⼥女女結婚。 
婚姻確實是私事，但有時候，不不結婚卻是件
「⾃自私」的事。 
不不妨也站在⽗父⺟母的⻆角度考慮． 



⼗十⼋八：沒有注意身體健康。 
　　 
年年輕時，身體是可以最肆意揮霍的資本，熬夜、
喝喝酒、抽煙……健康是這樣⼀一個東⻄西，你擁有它
的時候往往感覺不不到它的存在，失去它的時候才
發現，它是那麼的重要。從現在開始，努⼒力力改掉
⼀一些壞習慣，為⾃自⼰己和身邊的⼈人，健康⽣生活。



⼗十九：沒有戒煙。　　 

很多癌症和慢性病都和吸煙有關，不不少患者直到查
出肺癌，才開始悔悔過沒及早戒煙。 
很多⼈人抱著僥倖的⼼心理理吸煙，覺得倒霉事不不會落到
⾃自⼰己頭上。剋制慾望需要勇氣和付出，但你的付出
會以「健康」這種⽅方式再返還給你。



⼆二⼗十：沒有表明⾃自⼰己的真實意願。 
　　 
我們怕得罪⼈人，怕給別⼈人添麻煩，在意別⼈人怎麼看
⾃自⼰己，這樣在無形中漠視了了⾃自⼰己的真實意願。 
其實，無論什什麼時候，都該說出你真實的想法。 
只要願意溝通，你會發現，事情⽐比你想得簡單得
多。



⼆二⼗十⼀一：沒有認清活著的意義。 
　　 
活著，絕不不僅僅是壽命的⼀一個數數字，⽽而是你活的
質量量。 
⼤大津秀⼀一碰到過⼀一個癌症晚期的病⼈人，他把⽣生命
僅剩的三個⽉月，分成了了許多個周期，每個周期做
⼀一件想做的事情。 
哪怕只剩⼀一天，都⽤用來來過最好的⽣生活。這就是活
著的意義。



⼆二⼗十⼆二：沒有留留下⾃自⼰己⽣生存過的證據。 
　　 
很多⼈人覺得，留留下房⼦子、財產就是⽣生存的證
據，其實不不對。 
既然在這個世界上⾛走過，總該有些精神⻝⾷食糧糧
留留給後⼈人。 
不不管是⼯工作、研究、學業上的成就，還是寫
給親⼈人、朋友的信，都是這樣的「證據」。



⼆二⼗十三：沒有看透⽣生死。 
　 
看透⽣生死不不代表輕視⽣生命，⽽而是以⼀一種更更理理性的姿
態活著。 
中國⼈人往往忌諱談論死亡，其實，死亡只是所有⽣生
命共同的歸途。 
不不⽤用忌諱，更更不不⽤用懼怕。



⼆二⼗十四：沒有信仰。 
　　 
雖然很多⼈人沒有信仰⼀一樣活得很好，但是有
信仰的⼈人，會更更透徹懂得⼈人⽣生的意義。 
尤其在⾯面對困苦、無助的時候，信仰更更可以
成為⼀一種強⼤大的治癒⼒力力量量。



⼆二⼗十五：沒有對深愛的⼈人說「謝謝」。 
　　 
很多時候，我們在外彬彬有禮，對親密的⼈人說
話卻毫無顧忌。 
⽤用好語⾔言是⼈人際交往的⼀一⾨門⼤大學問，哪怕是親
近的⼈人，也不不必靦腆，要常說「謝謝」、「對
不不起」和「我愛你」，這是為感情保溫的最好
辦法。 



⼈人的⼀一⽣生其實很短暫，來來的匆匆，去的也匆
匆。⽽而在其中的過程也很坎坷，當⽼老老了了，⼼心卻
留留下滿滿的遺憾⽽而去。 
那麼現在我們更更應該學會珍惜，讓遺憾的事件
減少，讓⾃自⼰己的⼈人⽣生更更多的是曾經擁有，⽽而不不
是曾經失去！



談談你最不想要的遺憾，以及你做過最驕傲的冒險



做⾃自⼰己

有意義的事業

家庭關係良好⾃自在

歸屬

25 個遺憾的正⾯面價值



無效的夢想策略略

以前的重複：因為我以前．．．所以我現在．．．


借夢模仿：我看⾒見見他這樣過了了⼀一⽣生，所以我也這樣就好了了


控制別⼈人的夢：創造的畫⾯面只有別⼈人，沒有⾃自⼰己


別⼈人無法實現的夢：因為我媽媽無法實現．．．所以我應該幫他
實現．．．他才會開⼼心


無法有夢想：⼀一但有夢想，別⼈人的聲⾳音就會出現，覺得⾃自⼰己不應
該．．． 



實現夢想的有效及無效策略略

Ｙ Ｎ

具體 我要得10個室內設計獎 我要成為知名的設計師

測量量 10 知名

可達到 10年年內完成100個設計案 沒有概念念

⾃自⼒力力可成 我將開始．．． 我幫我老公．．．

時間 今年年底完成10個設計案 我盡量量



原因 現狀狀 資源 成果 效應

現在過去 未來來

夢想板的成型模式



「５．夢想板的反推模式：效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４．夢想板的反推模式：成果」

①  

②  

③  

④  

⑤  



「３．夢想板的反推模式：資源」

①  

②  

③  

④  

⑤  



「２．夢想板的反推模式：現狀狀」

①  

②  

③  

④  

⑤  



「１．夢想板的反推模式：原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回到第6⾴頁，你覺得你的夢想需要修改嗎？



你有夢想，世界會為你鋪路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