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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叶旺报曳报道袁台北经营管
理研究院 9月 29日举行 野2018大学
生赴大陆台商企业研习综合成果发
表会冶遥多名台湾学生指出袁为提前在
大陆职场野卡位冶袁赴大陆实习渐成趋
势袁 而在大陆台商实习过程中发现袁
台湾学生需跳出 野舒适圈冶袁 开阔视
野袁加大步伐袁才能增加职业生涯规
划的含金量遥

台湾大学农业经济所硕士生李
培愉表示袁她在大学本科阶段便申请
前往浙江大学会计系当一学期交换
生袁当时便感受到大陆学生的积极性
以及大陆市场的前景袁决定未来要在
大陆就业袁因此申请今年暑假赴上海
的台湾大型连锁超市大润发实习遥

李培愉对新零售业深感兴趣遥所
谓的新零售业结合线上销售尧线下体

验以及现代物流袁销售服务与产品因
此更贴近消费者袁台湾大润发在大陆
的发展就朝此方向前进遥

谈起在大陆大学当交换生与在
台商企业实习的经历袁 李培愉直说院
野在浙江大学当交换生的一个学期袁
很震撼浴 冶感觉自己需要再花时间累
积就业与专业能力遥

李培愉也提到袁 大陆市场很大袁
竞争十分激烈袁如果要呈现自己的职
场价值袁 一定要具备多元化工作能
力袁 例如现在人工智能很盛行袁她
利用课余时间袁 学习云端分析尧系
统分析等课程袁 认为在人工智能科
技时代具备程序设计能力对于就
业帮助大遥

高雄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大四
生黄瀚纬暑假期间前往台湾连展

科技位于深圳龙岗的分部实习袁学
习自动化机台组装袁 并体验大陆职
场文化遥 黄瀚纬说袁 之所以申请到
大陆的台商实习袁 是希望能让自己
脱离 野舒适圈冶遥 通过这次赴陆实
习袁 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袁 包括英
文能力有待提升尧 电脑绘图能力需
要加强遥 同时袁 他发现大陆通讯技
术的快速进步袁 政策推动效率高袁
随处都可使用微信支付袁 只要带手
机就可以出门遥

黄瀚纬还提到袁 通过到大陆实
习袁 与大陆学生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袁
发现大陆学生更积极争取表现袁台湾
学生没那么积极袁野因为我们太舒适
了冶遥他决定袁回台之后一定要妥善利
用最后一年的求学时间袁多充实个人
专业能力袁以利于求职遥

野职场碰瓷冶不是
正当的权益博弈袁而
是牟取不当得利遥

换了 11家公司袁
申请仲裁 11次袁提起
诉讼 8次袁 诉讼请求
都 是 索 要 加 班 工
资要要要一年间袁 聂某
没少打官司遥据叶工人
日报曳 报道袁47 岁的
聂某在福建工作袁先
后在 11 家公司担任
驾驶员袁 在每家公司
工作时间短则 3 天袁
长的有 33天遥每次辞
职后袁 他就提出仲裁
申请袁要求原野东家冶
支付加班工资遥 晋江
法院近日认定袁 聂某
是在滥用诉权尧 恶意
诉讼袁属于野职业劳务
碰瓷冶袁驳回其诉讼请
求遥

故意不签劳动合
同袁 通过劳动仲裁索
要二倍工资曰 找借口
玩失踪袁辞职后索取生活费曰主动不要社保袁
事后举报索要补偿噎噎诸如此类把就业当
设局尧有心机地制造漏洞起诉的野职场碰瓷冶
行为袁无异于敲诈勒索袁这也让很多中小企
业被坑遥

虽然有些碰瓷者是在职场吃过亏后野吃
一堑长一智冶袁 可这一智长得并不合理遥 毕
竟袁野职场碰瓷冶不是正当的权益博弈袁而是
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失当行为遥

在司法对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强化的
背景下袁野职场碰瓷冶确实挺有迷惑性遥 很多
用人单位都容易陷入违规圈套袁进而落下把
柄遥 这也需要劳动仲裁和司法裁决等层面
野擦亮眼睛冶袁周全考虑遥

这倒不是说袁 该把职场维权轻易归为
野碰瓷冶袁维权是维权袁碰瓷则不受法律保护袁
对那些确属野职场碰瓷冶的行为袁就该惩前毖
后遥 对于个别劳动者滥用叶劳动者权益保护
法曳和医疗期保护方面知识铤而走险袁就该
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手段规制遥

据了解袁海淀法院正在与辖区内有关机
关合作建立劳动争议野黑名单冶袁将多次违法
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野黑名单冶袁并与其他社会
信用系统实现对接遥这就是遏制野职场碰瓷冶
的有益探索遥

对企业和劳动者袁理应野双向约束冶遥 没
有企业的失信和侵权袁就没有野职场碰瓷冶袁
故而袁对企业不规范的用工行为袁也该一并
严惩遥而企业也要懂得袁用工须规范袁这本质
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遥

女性并非无所畏惧 但要打破
野天花板冶心态

据介绍袁自 2013年起袁电子科技
大学致力于培养工科学生的领导力袁
助力其成长为学术精英尧行业精英和
创业英才遥因此电子科大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中心与合作发展部联合主
办了此次论坛遥这也是电子科大建校
62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遥

电子科大党委副书记申小蓉在
致辞中说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
国经济的崛起袁中国乃至世界女性也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和
个人魅力遥越来越多的女性用她们的
野上善若水冶的性别力量袁发挥着擅
长沟通与斡旋的性别优势袁 当然袁还
包括用她们的知识和智慧在提升单
位的管理效能尧 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尧
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尧推动全球治理更
人性化和柔性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遥 她们聪慧尧热情尧美丽尧卓
越非凡遥
申小蓉还提到袁 女性并非无所畏

惧袁但要能够直面困难袁打破女性的
野天花板冶心态袁不断挑战自我袁勇敢
行动遥

职场上不认野女性冶 只认野热情
与坚持冶

邓淑华是电子科大教授遥她的开
场瞬间将论坛的氛围带到了高潮遥
野很多人都说政坛是男人的世界袁但
是如今的世界格局袁已经涌现出一大
批政坛女袖遥 亲和力袁情感关怀是女

人特有的优势袁女性想要成功必须付
出比男人更多的努力遥一名成功的女
性需要具备的特质是袁 志存高远袁有
梦想袁有大格局遥 冶邓淑华说袁职场不
仅要有热情袁还应该做到坚持袁困难
与挫折随时伴随着职场女性袁成功与
否的分水岭就在于热情和坚持袁实力
决定其价值遥

邓淑华还专门提到袁职场女性也
许会失去花前月下的浪漫袁也许会失
去小鸟依人的温馨袁也许会失去陪伴
家人的美好时光袁但成功的职场女性
也可能成为成功的领导者袁贤惠的妻
子袁优秀的母亲遥因此袁职场上应该淡
化野女性冶这一标签遥

张萌是一名 85后创业者袁 仅仅
是坚持了十多年每天早上 4点起床袁
这样的毅力就足以让很多无法追赶遥
张萌说袁通过她多年的努力感悟出来
的人生道理遥学会管理时间是张萌留
给现场嘉宾最深刻的印象遥 她说袁因
为平时工作强度非常大袁只有提前起
床袁 才能够有用来学习和写作的时
间遥野我每天 4点起床袁相当于每天都
比其他人多出了半天的时间遥 时间
是需要管理的袁如果你一直处于被时
间掌控的状态袁那么你永远都无法主
宰你的人生遥 冶

张萌还提到袁坚持比努力更加重
要遥人一旦有了热情就会跟打了鸡血
一样袁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坚持袁成功
也就无从谈起遥

王雨蕴是电子科大的野媳妇冶袁作
为完美世界的高级副总裁袁她的成功

源于超乎寻常的付出遥 说袁女性成功
的诀窍在于袁在职场上要忘记自己是
女性袁尽情展现领导能力 ;同时也要
记住自己是一名女性袁只有这样才更
加懂得坚持的重要性遥

李红是电子科大校友袁她经历了
从国企到外企袁再到独资袁私企公司
工作的转变; 后来创业做文化公司袁
投身公益项目遥她说袁作为女人袁只有
投入更多的努力袁 才能收获事业袁从
来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遥

生活不相信眼泪 幸福需要靠自
己争取

或许在大家看来袁成功的女性人
生都是一帆风顺的袁但实际上他们的
人生中也有太多的曲折遥 以张萌为
例袁她曾经因为淋巴结结节袁在北京
挂了 40多家医院的专科门诊号袁那
段时间她甚至对生活产生了绝望袁想
把本已比较成熟的公司关掉袁有一次
做淋巴结穿刺的时候袁 被刺了几十
针袁尽管她的双眼被蒙着袁但鲜血的
腥味让她嚎啕大哭遥她几乎每天进出
医院袁看到了无数等待却不愿意放弃
的人们袁逐渐地她意识到袁人首先要
对自己充满希望袁 生活才会有希望袁
最终她的淋巴结节消失了袁甚至医生
也称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遥王雨蕴提
到眼泪时说袁流过无数眼泪后袁现在
什么都不怕了遥

电子科大校友李红也在论坛上
提到袁幸福是一种能力袁需要靠自己
的努力去争取遥

女性职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钥

忘记自己是女性
阴李寰

尽管说野女人撑起了半边天冶袁但是不可否认袁
职场上的成功女性付出比男人多得多的努力遥 那
成功的女性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钥 9月 26日下午袁
电子科技大学举行了 野2018女性领导力论坛冶袁来
自职场的四位成功女性袁 用她们的经历诠释了什
么是女性领导力遥 诺大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袁尽
管是女性话题袁但到场的男性听众不在少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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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卡位冶大陆职场

台湾学生赴大陆实习渐成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