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加拿大傳統的家庭
中，對於置業這個大
事，往往是由女性做出
最終的決定。女性在加
拿大的地產行業中表
現相當不凡，這也為女
性地產經紀們創造了
巨大的成功機遇。 

　　在地產界，有些成功的經紀進

而晉升至大公司的管理層，有些則

成為了銷售和市場領域的領軍人

物。經過數十載的歷練，一些女性

地產精英已經脫穎而出，躋身成為

業內頂級階層，她們建立了自己的

公司，且每年創造著數十億的銷售

業績。 

　　 所 以， 當 我 們 聽 說

In2ition——加拿大成長最迅速的

地產營銷公司之一，幾乎是清一色

的女兒國時，也就不足為奇了。

In2ition 是 由 Debbie Cosic 創 建 , 

它為女性員工特別營造了獨特而貼

心的企業文化。Cosic 積極地尋找

精明強乾的女性管理人才，並將她

們招募至旗下。眾所周知，地產界

的工作日長的永無盡頭，Cosic 則

刻意營造出充滿支持力和靈活度的

工作環境。Cosic 說道：「儘管在

地產界謀事艱難重重，每個女員工

都堅韌彪悍，但我們的工作環境卻

更友善和溫和。這使得我們在生意

場上更加強大。」 

　　「對女性的獨特需求關懷有

加」，這樣做會帶來什麼的直接結

果呢？今年僅 6 歲的 In2ition 公

司，如今在以快速的步伐拓展其在

全國乃至國際地產業界的規模。

Cosic 說：「我們的競爭者有數十

年的歷史，但我們正在迎頭趕上，

平分秋色。」 

　　 我 們 約 見 了 Cosic 和 她 的

四大得力乾將：銷售主管 Liana 

Pronio，Vesna Sola， 運 營 主 管

Lysha DeFreitas 和設計服務主管

Jackie Pezer-Lilic。Cosic 介 紹

說：「可以說，這四位女士幫助我

掌管著整個公司的運作。我相信，

Liana Pronio

In2ition成功的背後地產女精英的故事：
去上班就暗自咬牙切齒。這幾乎成

為了我職業生涯中的常態。顯然，

那樣的氛圍無法讓你士氣高漲。」 

　　 在 In2ition， 流 傳 著 關 於

Pronio 的傳奇。她直到生寶寶前

的幾個小時還在工作。她在早上

分娩，下午就開始和客戶溝通。

Cosic 的敬佩溢於言表，「她就像

個魔法師，一會兒是工作，一會兒

是孩子，一會兒是先生，她毫不費

力，輕鬆轉換角色。」 

　　Pronio 體 會 到 了 In2ition 和

傳統公司的鮮明對比。在一些公司

中，即使已經做到管理層，要請假

兩個小時帶小孩去看牙醫也是絕對

不被允許的。而在 In2ition，則恰

恰相反。Pronio 為公司帶來的業績

顯而易見。 

　　那些被其他公司老闆視為「女

性弱點「的特質，在 Cosic 眼中實

在是員工的強項。她說：「女性們是

地道的多麵人，在當今的社會裏，

人們對你的角色定位是母親，妻

子，養家的人，團隊合作者。在工

作場所，你和你的丈夫一般無二，

甚至更勝一籌。女士們需要平衡所

有這些角色。這樣的多面手，恰恰

是地產營銷從業人員的寶貴資質。」 

發揮潛能 

　　機構內性別歧視最讓人沮喪

之處就是，你即使發揮出全部的

潛能，卻並不能因此分享企業的

業績。Cosic 在員工身上的投資頗

豐，鼓勵她們參加所有的專業會

議、專題講座、人脈拓展活動、頒

獎典禮或是其他有助於個人發展和

職業發展的社交活動。 

　　她同時為銷售人員提供更優厚

的薪資。在這個以佣金為主導的行

業，她為地產經紀設置了底薪，穩

定的薪金保證公司能留住優秀人

才。員工還能夠購買集體地產基金。 

　　Cosic 鼓舞員工士氣的秘方再

簡單不過了，就是「成家立業，

享受工作樂趣，並且掙到很多的

錢」。這個理念和格外辛勤的工作

相融合，成就了 In2ition 今天的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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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擁有了地產界最聰慧、最有才華

的四名主管。我們的團隊將會協力

把公司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招賢納士 

　　被 Cosic 相中的女性員工都具

備著獨特的素質，包括精明強乾、

無畏無懼、在挑戰中奮進並有著高

瞻遠矚的見識。 

　　Lysha DeFreitas 是公司的元老

級人物，她初來乍到時，公司只有

三名員工。那時她還是一名在讀的

大學生，從前臺做起，如今已經做

到運營主管。Cosic 說「她永遠都

是明星，無論在什麼樣的職位上。

她有一種將所有工作出色完成的能

力，這樣的員工走到哪裏都會獲得

嘉獎。」Cosic 看到了 DeFreitas 的

潛力，並給予她不斷晉升的機會。

如今，DeFreitas 是將公司眾多部門

協調一致的「粘合劑」。 

　　Vesna Sola 是 團 隊 中 的 新

秀，她於 2010 年加入。她是加西

分部的主管，在多倫多和薩省之間

穿梭往返。她此前曾在一家大型廣

告公司任職數年，Cosic 了解到出

差和超長的時間已成為 Sola 的工

作習慣，Cosic 看重了她在多個行

業的工作經驗，希望她能為地產公

司帶來跨行業的營銷理念。因此，

Cosic 主動「三顧茅廬」招賢才，

為自己的團隊再添一員大將。 

　　Sola 說：「和這個團隊一碰

面，我就被這些聰慧能乾的女人

們打動了。我過去工作的地方是非

常傳統的公司。看到一個家庭型的

企業發展的如此繁榮，我很受啟

發。」況且，Cosic 所提供的薪金

待遇對企業中層管理者而言，實屬

難得。 

　　Jackie Pezer-Lilic， 設 計 服

務部的主管，也是 Cosic 苦心物色

的人才。Jackie 在歐洲擔任設計

師的數十年中，Cosic 一直默默關

註著她。 Jackie 的設計作品從保

齡球道到購物中心，再到 DKNY

在東歐的業務開拓。Cosic 說：「我

一直傾慕她的成就」。當 Jackie

終於決定回到加拿大建立家庭時，

Cosic 就向她發出了邀請。 

　　像 Pezer-Lilic 這樣履歷光彩

奪目的人可以毫不費力的在任何企

業謀得職位，Cosic 是怎樣留住這

樣的頂級人才呢？ 

　　Pezer-Lilic 說：「我們很欣賞

Debbie 的一點就是，她的管理不是

那種事無鉅細，一概過問的方式。

我們都知道自己的目標，清楚自己

的計畫，明白如何在 Debbie 的導

航下實現目標。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用自己認為最高效的方式工作。我

是一個母親，這樣的靈活度特別重

要。」Cosic 獎勵努力工作的員工，

她也將「何時工作，如何工作」這

樣的細節留給員工自己決定。 

　　Cosic 說：「我們不單單要工

作，也要過上有品質的生活。她們

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如此之多，只有

給與她們足夠的靈活度，以及來自

老闆的尊重和信任，員工們才不會

過度勞累，並且始終保持高昂計程

車氣。」 

沒有「玻璃天花板」 

　　Cosic 的這份信任帶來的回報

是不可限量的。缺少了這樣的信

任，優秀的女士們很可能會打包走

人。Liana Pronio 用現身說法詮釋

了這一點。 

　　Pronio 是由同事推薦給 Cosic

的，她有著出色的組織才能，擅長

一心多用，她魄力十足，敢想敢

乾。當問題和麻煩出現的時候，她

就是將一切搞定的奪寶奇兵。 

　　Pronio 說：「在 In2ition 這份

工作之前，我從來都是公司裡唯

一的女性。贏得尊重並不容易。

因此我變得非常強悍。我必須在

男人堆裡打拼，為自己開創一條

生存之路。」 

　　她逐漸習慣了被人輕視和冷

落，她知道自己無論怎樣努力，都

要面對晉升中的「性別天花板」（指

在公司企業和機關團體中，限制某

些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晉升到高

級職位的障礙。Pronio 說：「我曾

經做過一些職位，一想到早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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