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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what you want to do” — Jay Maisel



Photography

Jay Maisel (A New York photographer)

“What would be the three or four most
important pieces of advice you would give
an aspiring young 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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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aymaisel.com/collections/favorites#Blue+Wall+and+D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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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ces of advice

• Perseverance (持之以恆) trumps talent

• Do what you want to do, otherwise why bother?

• Be ethical, it may rub o� on others (感染他人)

• Don’t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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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what you love” —Steve Jobs



Someday, . . .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
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teve Job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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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Jobs through the years

• 1984, 1993, 2007, 2010 (fromWSJ)
• 2011.8.25: Jobs 宣布辭去 Apple總裁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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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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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s good

7



When you were a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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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wa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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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ay . . .

• You will b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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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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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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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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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what you love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Steve Job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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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lovers

• diwk (double income with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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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 . .

• 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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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 . .

• 「向左走, 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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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you love?

• 「向左走, 向右走」, dink? 或者 di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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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married

• “The �ight frommarriage”, Economist, 2011.8.20
19



Not getting married

• 學歷愈高的女性, 不結婚的比率愈高; 例如, 未來台

大畢業女生的比率可能是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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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生活

24

8025 60

9

Life

work

age

hour

18 22

• 假設25歲開始工作, 每天平均工作9小時

• 人一輩子生活的時間是工作時間的2.52倍:

9× (60− 25) + 24× (80− 60)
9× (60− 25)

= 2.52

• 大學四年裡,若你為未來的工作而努力,
你至少值得花同樣的時間為理想的生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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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4年



大學4年 . . .

• 有些東西在課堂上學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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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OP sign

• A STOP sign in Indiana University’s campus

• 脫離舊軌跡, 你可能會有新視野

23



A STOP sign

• A STOP sign in Indiana University’s campus

• 脫離舊軌跡, 你可能會有新視野

23



大學4年

• 學好英文 (例如, can Google in English)

• Science (科學的態度) —觀察, 猜測, 推理,驗証

• Arts (人文藝術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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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境

• 學習面對困境 —don’t give up!

• 畢業是學習的開始

— 不是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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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上大學之前應該就會的)

• Be responsible— 例如, 準時赴約

• 送出 email 之前,請再讀一遍 (檢查是否有錯字),
email 末端請寫下自己名字

• 不能拆別人的信 (包括老師幫你寫的推薦信)

• 在公開場合,談話請放低音量

• 騎車或開車,轉彎前請打方向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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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sponsible

• “期中報告時, 每次約討論她都沒有回覆是否有空,
也沒有出現。討論完後給她的分工, 她也只是在群

組已讀或說 「好」, 然後沒下文。”

• “有一次他說他可以去印作業卻11:00才慢悠悠出

現; 也不回訊息, 如果他早點說會遲到, 其他人就可

以先去印了。”

• “沒做事, 可能比較忙。”

• “很給力的組員!都是平均分擔作業,一起討論也不

會 delay! 很開心這個學期跟他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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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 不要誇大自己的貢獻

• 事情出錯時, 不要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你可能也

有責任)

• 每個人不同 —試由別人的角度看事情

• 不要對他人的行為作惡意的解釋

• 尊重別人 — 別人也會善意的回應

• 不要對別人做你不喜歡別人對你做的事情: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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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 . .

• 記得說: 「謝謝!」1

1感謝 Howard, Jung-Hsuan, and Kelly for comments, and Rachel for
pictures and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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