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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9 年 05 月份財務報表 
 

現金帳 
項目 摘要 收入 支出 結餘 

上月結餘 
哥幣 147,200.00  
美金 $43.00  

2019/5/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9/5/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9/5/15 皇朝 5,000.00      
2019/5/15 鄉訊列印   25,000.00    
2019/5/26 會員大會 會費(30 會員,16 眷屬會員,3 非會員) 1,333,000.00      
2019/5/26 會員大會 餐費及其他支出   570,000.00    
2019/5/26 協會會員 及 恩平酒家之捐款 64,000.00      

2019/6/6 會費 陳立夫，王大宏，李秀芬 90,000.00      
2019/6/16 端午節餐敘 支出   192,000.00    
2019/6/16 端午節餐敘 收入 35,000.00      
2019/6/16 廖碧玉，洪仁，潘幼瓊，李學成，吳冠昌 150,000.00      
2019/6/16 眷屬會員 張幼娥 25,0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1,870,000.00  960,000.00  910,000.00  

   
本月哥幣合計 1,057,200.00  

   
本月美金結餘 $43.00  

     定存帳 
日期 摘要 金額 利息 

2018/6/18 #535 銀行定存 從 2018-06-18 至 2019-06-18 (CRC) 440,000.00  30,764.80  
2018/8/23 #355 銀行定存 從 2018-08-23 至 2019-08-23 (CRC) 1,000,000.00  69,920.00  
 

 



6 本會動態 |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本會動態 
2019 年 5 月 26 日舉辦第 30 屆台灣協會會員大會, 本屆開會決定了以下事項: 新的眷屬會員

制度; 發送肉粽月餅等改為舉辦活動; 敬老紅包調整為 75 歲以上, 獎學金制度也改為只有會

員本人或是子女為限。同時為慶祝協會滿 30 周年, 贈予每位會員從台灣運來的特製台協會

30 周年紀念筆(感謝林建元理事)。 

~ 一切圓滿順利，謝謝會員們一路支持我們大家的台灣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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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 月 16日協會慶端午節，會員攜家帶眷歡聚NIS HOUSE餐敘, 現場也由 林建元理事提供台灣品

種的九層塔幼苗盆栽當小禮物, 歡笑聲不斷。此次活動協會邀請駐尼加拉瓜大使館的高秘書及陳委員合和

先生一同共度佳節。(此活動費用均由協會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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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一年倒掉 747 間…台灣不惜才？中藥行恐成夕陽產業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1090061/%E4%B8%80%E5%B9%B4%E5%80%92%E6%8E%89747%E9%96%93%
E2%80%A6%E5%8F%B0%E7%81%A3%E4%B8%8D%E6%83%9C%E6%89%8D%EF%BC%9F%E4%B8%AD%E8%97%A5%E8%A1%8C%E6%81%90%E6%88%9
0%E5%A4%95%E9%99%BD%E7%94%A2%E6%A5%AD 
 
從網路爆紅的清牙垢中藥材，到市民小吃滷味的精華中藥滷包、女性生理期後必備四物湯、潤喉的銀耳蓮

子湯……。中藥行有著華人從小到大不可磨滅的特殊記憶，根據衛福部調查，近七成民眾經常性使用中藥材；

光是進口量，台灣經濟研究院統計，台灣一年進口多達三點三萬噸，平均每人每年消耗一點四三公斤 
 
只是，這樣的古老文化，在公部門缺乏有效的人才傳承制度下，光是去年就倒了七四七間，和前幾年相比

快上兩倍，以此速度，台灣傳統中藥行在五到十年內，即將走入歷史。 
 「過去我們台灣的中藥行平均一年減少三百到五百間中藥房，二 O 一七年全台灣有八六四八間，而二 O 一

八年卻驟減七四七間、僅剩下七九 O 一間中藥房，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危機⋯⋯。」中藥商全國聯合會馬逸

才理事長表示。  
 
台灣中藥從業青年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古承蒲曾是護理師，嫁給新莊的中藥行第二代後，才認識到中藥的寶

貴，例如她以前生理痛看遍西醫，吃止痛藥，都沒有辦法根治，卻透過吃中藥，體質完全改變、不再疼痛。 
 只是，當她開始想要學習專業知識、有機會和先生接下中藥行時，才發現由於《藥事法》只承認於一九九

三年前有經營事實的中藥行，如今這些經營者的平均年齡逾六十歲，雖然法規允許學生讀完藥學系、考取

藥師資格來經營中藥行，但實情是，「多半藥學系畢業的學生，都往薪酬待遇相對好的西藥師去走，很多

中藥行後代都和我一樣擔憂，目前我們這家店如果有天公公不在了，只能關門。」古承蒲說。 
 根據統計數據，的確顯示後繼無人的窘境。衛福部統計至二 O 一四年底，中醫師駐店或兼管中藥行佔整體

家數不到百分之一、藥師、藥劑生僅百分之九％，無法有效挹注中藥產業人才所需。 
 古承蒲強調，許多跟著中藥行經營者傳承技藝的學徒、第二代，在數十年的經驗累積下，卻沒有辦法透過

任何證照制度考取專業資格。相較中國、韓國多方開啟證照管道，重視中藥專業人才，台灣完全沒有。 
 一群像她一樣中藥行工作、想要傳承家業的年輕人，組成了台灣中藥從業青年權益促進會，不時舉辦教育

訓練，請來資深的中藥師傅，學習如何依據古法製作六味地黃丸、紫雲膏、川貝枇杷膏等，希望精進中藥

熬煮、煉製藥材藥丸的技法。  
 
本身是醫師的民進黨籍立委林靜儀曾公開批評，衛福部中醫藥司或者其前身中醫藥委員會「一直狀況都很

差」，因為在衛福部的中醫藥司司長或中醫藥委員會主委，沒有意願把中醫專業變成大家認可的體系。她

強調，中醫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可的正式產業，台灣卻一直沒有跟國際上的想法接軌。 
來自民間的聲聲呼喚，還是等不到衛福部開啟大門，去年十一月，中藥商公會集結全台上千名中藥商，到

衛福部抗議，控訴政府二十多年來，不曾核發的任何執照、放任人才斷層，抗議群眾為了面見部長陳情，

還一度衝撞封鎖線，與警方爆發推擠。最後衛福部部長陳時中親自出面，允諾三個月內釐清法律問題。 
 眼看三個月期限將至，政府是否能一改過去多年消極的態度，正視中藥行沒落事實拿出解方？就目前情勢

看來恐怕不樂觀，當天一位在現場的替代役，在 instagram 上對此議題說出萬般嘆息：「知道是為了中藥商

陳情才需要架設護欄，使我這個寄望中藥產業不要成為夕陽產業的中藥資源系畢業生，心中五味雜陳……。」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1090061/%E4%B8%80%E5%B9%B4%E5%80%92%E6%8E%89747%E9%96%93%E2%80%A6%E5%8F%B0%E7%81%A3%E4%B8%8D%E6%83%9C%E6%89%8D%EF%BC%9F%E4%B8%AD%E8%97%A5%E8%A1%8C%E6%81%90%E6%88%90%E5%A4%95%E9%99%BD%E7%94%A2%E6%A5%AD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1090061/%E4%B8%80%E5%B9%B4%E5%80%92%E6%8E%89747%E9%96%93%E2%80%A6%E5%8F%B0%E7%81%A3%E4%B8%8D%E6%83%9C%E6%89%8D%EF%BC%9F%E4%B8%AD%E8%97%A5%E8%A1%8C%E6%81%90%E6%88%90%E5%A4%95%E9%99%BD%E7%94%A2%E6%A5%AD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1090061/%E4%B8%80%E5%B9%B4%E5%80%92%E6%8E%89747%E9%96%93%E2%80%A6%E5%8F%B0%E7%81%A3%E4%B8%8D%E6%83%9C%E6%89%8D%EF%BC%9F%E4%B8%AD%E8%97%A5%E8%A1%8C%E6%81%90%E6%88%90%E5%A4%95%E9%99%BD%E7%94%A2%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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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香港人再度面臨自由考驗 唱國歌沒有立正站好要關 3 年！剛擺脫《逃
犯條例》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6200016/... 
 
港人的抗爭步伐恐怕難以停下！特定場合不唱國歌、隨意篡改國歌旋律，都有可能被定罪—— 備受爭議的

《國歌法》延期至下個立法年度恢復二讀，巧妙避開 G20 高峰會，以時間換取空間的做法，觸動港人敏感

神經。球場上揚起中國國歌聲，迎來的卻是噓聲不斷，國歌法牽動的，實質上是港人對自我身分認同。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在球場開賽前揚起激昂的中國國歌歌

詞，但現場的香港球迷不買單，有默契地一致發出「Boo！」噓聲，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這樣的情景顯得

有些矛盾。 

 時光回溯到 2017 年 10 月，中國正式宣布實施《國歌法》，要人民歌頌宣揚國家的美好；但場景換到同年

11 月的香港，舉辦國際足協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時，依程序播放中國國歌，迎來的卻是大批香港球迷背對、

高舉港獨旗幟，發出大量噓聲直到音樂結束，使得亞洲足協（AFC）針對此舉，向香港足協進行處分。 

 隨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議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安排立法時間之緊湊，不難理解，香港人用行

動排斥中國國歌，卻是中國決心推動香港《國歌法》的起點。 

 國歌法為何爭議？ 

定義模糊、刑罰比中國還嚴重 還納入中小學教育 

 實際翻開香港《國歌法》條例草案，開宗明義地強調「國歌法的立法目的與原則，即維護國歌的尊嚴，使

市民尊重國歌」。  

但引起港人反感的是，條文詳列一旦「不當使用國歌」及「侮辱國歌」的行為，最高可處以罰款 5 萬港幣

及監禁 3 年有期徒刑，同時更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 

換言之，草案三讀通過後，若是在球場上公開背對、噓聲回應，即違反了「侮辱國歌」原則，將立即遭到

定罪；在網路上發布改編國歌曲目、反諷時事，即踩到「不當使用國歌」紅線，恐直接遭到刑罰處置。 

 更為敏感的是，香港的刑事責任年齡為 10 歲，包含香港國際學校在內的所有香港學生，都必須學習唱國歌，

一旦未遵守國歌法，將因此留有前科。 

 為此香港教師團體還擔憂提出，希望減少奏唱國歌的次數，避免學生在校園內隨意哼唱國歌、嬉鬧過程中，

意外觸法。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62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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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罪責到底重不重？直接與中國實施境內的《國歌法》比較—— 中國規定侮辱國歌，懲罰是 15 日以下

拘留。相較於 3 年有期徒刑、罰款 5 萬港幣，明顯可發現香港《國歌法》嚴重許多。 

 被外界質疑的是，「侮辱」一詞在法案條文定義模糊，恐有被濫用的風險，連特首林鄭月娥也曾坦承「侮

辱」沒有明確概念，是「一種普通常識」，難以明確寫出，強調「不希望有人因為國歌法立法就故意以身

試法」。  

人心惶惶的是，國歌法的檢控期限，與一般的《簡

易治罪條例》的半年期限不同，改延長至兩年。

換句話說，一旦做了越界的行為，可能會面臨三

年牢獄，更是在兩年之內隨時都有可能被檢控。 

 「不誇張的結論，這唯一合理的效果就是為了要

製造恐懼，當奏演國歌時，全港人都得乖乖『肅

立』，這就是所謂的『尊重國歌』的體現！」一

位不滿國歌法的港人直接用嘲諷的語氣，為這項

法案做了最後評論。 

 ▲香港人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如今早已蒙上了一層灰。照片顯示為反送中遊行現場。（攝影／蕭芃凱） 

 全球多國僅祭「褻瀆國旗」罰責 

美國從未嚴格懲制、英國更無規定 

 實際了解，確實在國際上損毀國旗、國徽，有損毀國格的疑慮，目前全球各國對於燒毀國旗等行為，多有

祭出罰責，像是法國、希臘與西班牙，祭出高罰金阻嚇；儘管美國也有明訂相關的美國國旗法，但從未嚴

格執行；而在英國，並沒有明文禁止褻瀆國旗的行為，原因是人民仍有表達憤怒之「言論自由」。 

 但特別針對「國歌」祭出定罪罰責的，僅有中國與新加坡，如今中國這項刑罰更重的《國歌法》，準備套

用在昔日英國殖民國的香港身上，不免激起港民心中不滿，更有殺雞儆猴之警告意味。 

 然而，對於港人而言，「言論自由」是香港回歸中國後最為無法退讓的權利。 

 「香港市民有說話的權利，更加有不說話的權利！」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認為，市民應有權對國歌沉默，

但國歌法施行後，變相地緊縮港民的言論自由。  

事實上，對於北京而言，國歌、國徽與國旗受到挑戰，便是挑戰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權威，某一層面上來說，

此項修法的示警意外濃厚，港人得了解不得踩到中央執政的尊嚴紅線。 

 但若以時間來看，香港人不滿北京政府的情緒日漸升溫，其實是有跡可循的。 

 言論自由遭蠶蝕 

港人更加不認同「中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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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回歸後，《中英聯合聲明》當中囑明，對

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如今看來，真的不變嗎？ 

 最頗具爭議事件，即是 2003 年，當年香港特首董建

華推動《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草案，將煽動叛亂、

分裂國家等罪名納入法條內，這項草案推動引起港

人擔憂，更促成「七一大遊行」；儘管與現今的反

送中遊行的人數相差一截，但港人憤怒程度卻是如

出一轍。  

與《國歌法》雷同的是，2012 年港府即有意要推動

「德育即國民教育科」，要建立愛國情感，隨後遭

到香港家長反彈；再到 2014 年的爭取真普選的「佔

中運動」、今年的反送中運動，都可窺見北京政府

頻頻出手，試圖收束言論自由，但卻每每更加激起

港民的怒火。  

香港的言論自由到底是否真有遭到蠶食？ 

 從英國政府每半年就針對香港現況的《香港半年報

告書》就可略知一二，尤其自 2016 年開始，英國不

斷呼籲港府得確保基本人權與自由，直至今年最新

報告，英國外交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在《香

港半年報告書》指出： 

 「令人欣喜的是，在商業領域及司法獨立方面，『一

國兩制』的模式在香港運作良好，但近期發生的事

件，像是禁止香港民主黨運作、對選舉候選人進行

篩選，以及出自政治動機驅逐《金融時報》亞洲新

聞編輯出境，這皆使我關注的公民與政治自由方

面，香港的高度自治正在被逐步削弱。」 

 It is very welcome that in the areas of busines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is working well. However, I am 

concerned tha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freedoms,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s being reduced. These concerns 

are driven by recent events, such as the banning of the Hong Kong National Party, political screening of election 

candidates, and the seemingly politically motivated expulsion of the Financial Times Asia News Editor.  

《經濟學人》更犀利分析指出，北京推動《國歌法》，明顯是針對 2014 年雨傘運動後，反對派人士的報復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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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層面而言，《國歌法》是將中國的民族主義強加予香港人，再加上中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歌

詞為普通話，對於日常使用粵語的港人而言，越發沒有共鳴，更遑論內容講述的，是多數港人無感的共產

主義。  

香港人不願買單的情緒日漸高漲，儘管日前國歌法修法的呼聲之高，反送中期間的國際足球賽事當中，國

歌的噓聲更加此起彼落，待國歌完結後，球迷立即高呼「We are Hong Kong」加油打氣，顯示香港人民的「自

我認同」與中國「主權關係」越發對立。 

▲97年回歸至今已 22 年，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可從浮動

的數字顯示出來。（整理／今周刊）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指出，回朔香

港回歸的 22 年來，港人對中國認同度越

趨下降，自稱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已降

到 15%，反倒是多達 4 成的香港市民，認

為自己是「香港人」。 

 這明白地說明，北京政府推行《國歌法》，

確實明訂了奏唱國歌的場合、奏唱國歌的

方式，以及法例禁止的行為及罰則，但卻

是約束不了香港人自我認同的心。 

 反送中之役後，香港立法會選擇避開人民

怒火的高峰期，擇日再戰《國歌法》二讀。 

 從歷史脈絡來看，港人不滿《國歌法》的情緒並非一時，而是長久下來對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言論自由不

斷遭到掐喉的怒氣出口。 

四大流氓國家又添新兵！國際調查：美國已成為其中之一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621/3456859/ 

根據最新國際調查結果顯示，與 10 年前的美國相比，美國已經

加入了以往被世界認為的四大流氓國家「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

以色列、伊朗」行列，只想運用自身的影響力作惡，因此有極大

的可能出現不良行為。根據英國《衛報》報導，這份民調調查是

由倫敦國王學院政策研究所（ Policy Institut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委託英國市調組織「易普索莫里」（ Ipsos MORI ）在 

24 個國家中的 17,000 名成年人進行調查「哪些國家最有可能運

用自身影響力做壞事」。研究結果出來發現是 31% 的受訪者認

為伊朗是最可能藉影響力使壞的國家，接下來依序為俄國 

25%、沙烏地阿拉伯 25%、以色列 24%，最後美國則是 22%。 

▲研究結果出來發現是 31% 的受訪者認為伊朗是最可能藉影響力使壞的國家，接下

來依序為俄國 25%、沙烏地阿拉伯 25%、以色列 24%，最後美國則是 22%。（圖／

翻攝自衛報）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621/345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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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份調查還顯示了在全世界中，最有可能被視為善的力量的國家分別是加拿大（ 37% ），聯合國（ 35% ）

和德國（ 32% ）。而全球超過（ 36% ）的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應該只與擁有良好人權記錄的國家進行貿易，

即使這會傷害他們的經濟。另外還有 51% 的受訪者表示，即使侵犯了主權，各國也應該進行干預以制止

戰爭。 

現任國際救援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主席、前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 David Miliband ）

認為「全世界有很多人正在尋求對人權和全球參與的承諾。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已經被視為下降到

和俄羅斯一樣是擾亂世界的水平」。 

宏都拉斯示威遭武力鎮壓釀 2 死 15 傷 總統葉南德茲堅持派軍警維穩 
https://tw.news.yahoo.com/%E5%AE%8F%E9%83%BD%E6%8B%89%E6%96%AF%E7%A4%BA%E5%A8%81%E6%8A%97%E8%AD%B0%E9%87%80%E5%
85%A9%E6%AD%BB-%E7%B8%BD%E7%B5%B1%E8%91%89%E5%8D%97%E5%BE%B7%E8%8C%B2%E5%A0%85%E6%8C%81%E6%B4%BE%E9%81%A3
%E8%BB%8D%E9%9A%8A%E9%8E%AE%E5%A3%93-012400725.html 

中美洲國家宏都拉斯近日出現民眾上街示威，19 日晚上

各地出現數千名民眾封堵街道抗議，要求總統葉南德茲

（Juan Orlando Hernandez）下台。 

對此，葉南德茲 20 日宣布派遣武裝軍隊維護秩序。而

早在 19 日的抗議中就有 17 人受到槍擊，其中 2 人送醫

後身亡。 

宏都拉斯總統 20 日表示軍隊正前往各地。（湯森路透） 

4 月底，群眾不滿國會通過政府提出的教育和醫療改革法案，認為會促使相關產業私有化。民眾的不滿最

終爆發出近期的抗議遊行。葉南德茲表示，「武裝軍隊、國家警察和其他維安人員正前往全國各地，會維

持這樣的狀況。」 

《路透》（Reuters）報導，宏都拉斯的鎮暴警察發起罷工抗議，要求改善他們的工作情況。警方發言人梅

沙（Jair Meza）表示，除了特種警察部隊之外，卡車司機也在罷工，造成宏都拉斯的部分地區燃料短缺，

許多加油站外面大排長龍。 

宏國總統葉南德茲 20 日表示，已與卡車司機達成協議。 

 

https://tw.news.yahoo.com/%E5%AE%8F%E9%83%BD%E6%8B%89%E6%96%AF%E7%A4%BA%E5%A8%81%E6%8A%97%E8%AD%B0%E9%87%80%E5%85%A9%E6%AD%BB-%E7%B8%BD%E7%B5%B1%E8%91%89%E5%8D%97%E5%BE%B7%E8%8C%B2%E5%A0%85%E6%8C%81%E6%B4%BE%E9%81%A3%E8%BB%8D%E9%9A%8A%E9%8E%AE%E5%A3%93-01240072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E%8F%E9%83%BD%E6%8B%89%E6%96%AF%E7%A4%BA%E5%A8%81%E6%8A%97%E8%AD%B0%E9%87%80%E5%85%A9%E6%AD%BB-%E7%B8%BD%E7%B5%B1%E8%91%89%E5%8D%97%E5%BE%B7%E8%8C%B2%E5%A0%85%E6%8C%81%E6%B4%BE%E9%81%A3%E8%BB%8D%E9%9A%8A%E9%8E%AE%E5%A3%93-01240072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E%8F%E9%83%BD%E6%8B%89%E6%96%AF%E7%A4%BA%E5%A8%81%E6%8A%97%E8%AD%B0%E9%87%80%E5%85%A9%E6%AD%BB-%E7%B8%BD%E7%B5%B1%E8%91%89%E5%8D%97%E5%BE%B7%E8%8C%B2%E5%A0%85%E6%8C%81%E6%B4%BE%E9%81%A3%E8%BB%8D%E9%9A%8A%E9%8E%AE%E5%A3%93-012400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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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將舉行峰會 探討漂流安全管控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613/31621408.html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首屆國際漂流聯合會(IRF)全球峰會將於 10 月 8 日至 13 日在哥斯大黎加會議中心及帕

誇爾河舉行，預計將有來自 25 個國家的約 250 名參與者參與其中，共同提高漂流安全風險的管理與控制。 

  據報導，首屆國際漂流聯合會全球峰會的口號為「管理未來繁榮的風險」。本次峰會將彙集漂流監管、

認證和運營領域的專家，共同推動國際漂流聯合會法律和程序的現代化。 

  國際漂流聯合會名譽主席兼哥斯大黎加探險與划槳運動協會主席拉斐爾 加略表示：「本次峰會選擇在

哥斯大黎加舉行，不僅因為哥斯大黎加採取政府與私營公司合作的模式，要求漂流公司及其導遊參與 IRF

認證，而且因為哥斯大黎加擁有迷人的河流，是進行漂流活動的理想之地。」 

  在本次峰會期間，參與者將能夠獲取漂流運動的相關知識，並分享他們在全球不同地區開展漂流運動

的寶貴實踐經驗；討論議題將包括漂流導遊 IRF 認證進展、湍急水域救援最新技術、全球不同河流可能發

生的環境風險、掌握急救知識的必要性及荒野救援知識，另外，漂流導遊之間還將討論酒精和藥物的使用

問題。 

  本次峰會得到了哥斯大黎加旅遊研究所(ICT)的大力支持，其市場推廣負責人胡安 卡洛斯 波爾伯恩表

示：「我們非常自豪能夠成為本次峰會的舉辦地，哥斯大黎加擁有清澈的河流、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及獨特

的美景，是進行漂流等探險活動的理想之地。」 

頻遭網路攻擊 銀行和政府機構為主要目標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612/31605286.html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全球網路安全供應商美國飛塔公司(Fortinet)公佈的數據顯示，哥斯大黎加今年一季度遭

受網路攻擊 1900 萬次，銀行和政府機構為主要攻擊目標。 

  據報導，美國飛塔公司經理華金 馬丁內斯表示，網路釣魚是網路犯罪分子最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占哥

斯大黎加遭受網路攻擊總數的 20%，其手段是攻擊者通過大量發送聲稱來自某人或某機構的欺騙性電子郵

件或信息，意圖引誘收信人泄露私人信息。此外，其他手段還包括病毒和惡意軟體。 

  美國飛塔公司工程師經理魯道夫 卡斯特羅表示，哥斯大黎加是最容易遭受網路攻擊的國家之一，其在

網路安全防護方面的投入十分欠缺。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613/31621408.html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612/31605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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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美國飛塔公司數據顯示，銀行和政府機構是哥斯大黎加遭受網路攻擊的主要對象，其次是中小企業。

由於中小企業財政資源有限，通常對網路安全方面的支出不足。 

  卡斯特羅補充道，網路攻擊者所使用的手段和特徵取決於攻擊目標，例如，如果對金融機構實施網路

攻擊，犯罪分子通常以獲取金錢為主要目的。而如果攻擊者想要對某個社會政治問題發出抗議，他們會通

過某種手段造成政府網站癱瘓或城市供電系統斷電。 

你喝咖啡時有想到鳥類的感受嗎？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8105.html 

 
(腿錐嘴雀（scarlet-thighed dacnis）是在哥斯大

黎加發現的鳥類之一，牠們可能受到了熱帶雨

林轉變為咖啡種植園的影響。新的研究發現，

雖然咖啡種植園的樹蔭對某些鳥類有幫助，但

它們並不足以停止其它種鳥類的減少。

PHOTOGRAPH BY ÇAĞAN ŞEKERCIOĞLU 
 

美國人每天總共喝下 4 億杯咖啡，但多數的咖

啡愛好者似乎都不曉得：他們珍愛的咖啡是如

何在世上一些生物多樣性熱點影響雨林鳥類的

數量。 

在這項為期 12 年、劃時代的研究中，他們追蹤

了在哥斯大黎加 19 個地點、2655 個物種、5 萬

7255 隻個別標記的鳥兒。為「雨林鳥類是如何

在改變中的農村裡、一個拼湊的棲息地中存活」這個問題，帶來了一絲曙光。雨林鳥類是生態系統健康程

度的重要指標。研究團隊將主要開放式咖啡種植園（只有少許樹蔭）裡的鳥類數量與剩餘森林區的鳥類數

量做比較。這份研究由國家地理學會提供部份贊助並於週一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PNAS）。研

究表明，就算咖啡種植園裡的林木覆蓋率只是些許增加──確切來說，增加了 7%到 13%，就可以對鳥類產

生很大的幫助。 

熱帶農業是物種喪失的重要推力。研究人員發現，在提供了一些樹蔭的咖啡種植園裡──不要跟生長在成

熟樹木下、被完全遮蔭的「遮蔭種植」（shade grown）咖啡混淆了──物種數量減少的情況仍在進行，且

咖啡園無法取代大片受保護的森林。在咖啡種植園和各種大小、類型的森林中，研究人員發現個體數量減

少的鳥類比個體數量增加或持平的鳥類多了 61%。唯一例外的是面積達 4188 平方公里的拉阿米斯塔德國家

公園（La Amistad International Park）──一個面積接近美國羅德島州（Rhode Island）、橫跨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 和 巴拿馬（Panama）的跨界保護區。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 

「鳥類多樣性是生態系統健全程度的良好指標。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人們應該關注像這樣的研究，」羅伯

特．萊斯（Robert Rice）說道。萊斯是史密森尼候鳥中心（Smithsonian Migratory Bird Center） 致力於保護研

究和公共教育的地理學家，他並沒有參與這項研究。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8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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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喝咖啡的人都應該注意。你喝下的每一口咖啡都會在地球上留下足跡，但那樣的足跡對鳥兒是好還

是不好？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而這項研究能讓答案更清楚，」保羅．羅賓斯（ Paul Robbins） 說。羅賓

斯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尼爾森環境研究所（Nelson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的院長。 

長期且大規模 

「這項研究如此強大的原因之一，是它是一項長時間的調查，很少人這麼做。他們在 1999 年到 2010 年之

間網羅了 6 萬隻鳥兒。像那樣長期、大規模的追蹤極為罕見。我之前參與過的研究總是一次性的──你去

那裏，然後計算 X 年或 Y 年的鳥類數量。你無法知道歷年的變化，你只能採集得到一部份的鳥類和物種樣

本。」羅賓斯說。 

瑟肯喬格招募當地的農民擔任「公民科學家」，年復一年，他們辛苦地幫助研究團隊、徒手為上千隻鳥兒

繫上標記。除了國家地理學會以外，他們還依賴摩爾家族基金會（Moore Family Foundation）、野生動物保

護協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溫斯洛基金會（Winslow Foundation）的資金贊助。 

「這些人，他們真的充滿了熱情。這是一項非常、非常全面的研究，地點囊括了許多不同的地形。是的，

他們探索咖啡種植園，但他們也探索河岸走廊、再生森林、原始森林，而那樣的比較與分析也是極為罕見

的，」羅賓斯說。 

「短期研究只著重於物種豐富程度，」瑟肯喬格說，「很可能描繪出比實際生態情況更美好的畫面。」 

「只觀察一個棲地裡有多少物種絕對是不足夠的。在一般人眼裡，擁有很多物種是件好事——那的確是件

好事──但光是這樣絕對是不夠的。關鍵是那裡存在了什麼類型的物種，」他說。重要的是，要特別留意

瀕臨絕種的物種、只在地球上某些地區能找到的物種、以及「專性物種」──也就是只吃特定食物或住在

特定棲息地的鳥類。雖然樹蔭不是很多的種植園肯定也大幅提升了鳥類的生物多樣性，這項研究發現，這

類地點對於只居住在森林的鳥類比較沒有幫助──這些鳥類隨著咖啡生產的擴張而逐漸失去牠們珍貴的棲

地。 

消費者的重要性 

「為什麼我們需要在乎生物多樣性以及人類正在驅使這些物種滅絕的事實呢？人類是造成地球第六次大滅

絕的原因。我們有道德上的義務不要在根本上毀了這個星球，」瑟肯喬格說。「如果你喝咖啡──世界上

許多熱帶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重要作物，那你選擇取得咖啡的地方可以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對於

想要盡量減輕「與鳥類搶地盤」狀況的咖啡愛好者來說，瑟肯喬格的建議是：購買來自衣索匹亞或肯亞的

咖啡。咖啡是東非本土的下層植被，通常人們仍遵循傳統地將它栽種在 6 公尺高的原生樹木下。另外，墨

西哥咖啡也有很大一部份的咖啡豆是採「遮蔭種植」的，他說。然而，在實踐的層面上，單一來源的咖啡

可能非常昂貴。對於在乎鳥類多樣性的人來說，史密森尼候鳥中心的「鳥類友善咖啡計畫」（Bird Friendly Coffee 

Program，由萊斯在 1990 年代後期共同創辦）是這方面最好的認證計畫，瑟肯喬格說。 

其它像是雨林聯盟（The Rainforest Alliance）的機構也有提供它們自己的認證。這些機構通常在專注於生態

影響的同時，也會照顧到其它方面，比如勞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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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知道這類型的農業景觀是如何減低或促進生物多樣性。我們需要更多像這樣子的研究。不只是

對咖啡，我們也需要對可可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們需要對全世界所有種類的作物進行這項研究。」羅賓斯

說。 

2018 年金融業概況 
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1813604.html 

依據哥斯大黎加金融監督總署(SUGEF)資料，哥國現有公營銀行 2 間、特別法設立銀行 2 間(住宅抵押銀行

及社區發展銀行)、民營銀行 11 間、融資公司 5 間、合作社 24 間等，另有 20 間金控公司控有前述金融機構。

其中民營銀行 Banco Cathay de Costa Rica S.A.中文名稱為國泰銀行，係由中國大陸旅哥僑民鄧煦平於 1998 年

創立，為中美洲唯一華資銀行，惟與我國金融機構無關。 

依據 SUGEF 統計，2018 年哥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為 33 兆 5,389 億哥幣(年成長 4.34%)，資本總額為 4 兆 6,622

億哥幣(年成長 6.93%)，營收 4 兆 3,124 億哥幣(年成長 78.5%)，稅後淨利 2,083 億哥幣(年成長 31.98%)，前述

指標顯示哥國銀行業營運績效良好。 

治安持續惡化，成為經濟發展隱憂 
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1812525.html 

國際司法調查機構(OIJ)表示，哥斯大黎加治安惡化，兇殺案件逐年增加，2015 年至 2017 年間哥國民眾遭謀

殺案件統計分別達到 566 件、578 件及 603 件，其中每 10 萬人當中約有 12 人遭謀殺，大多數均與毒品走私

及販毒糾紛有關。 

另哥斯大黎加國家統計局(INEC)統計，15 至 24 歲間之青少年休學率為 9.2％，且休學後就業困難，失業率

高，參與犯罪活動或加入幫派比例亦日增。2016 年至 2017 年間計發生 252 起幫派尋仇殺人案，其中 11 名

受害人年齡均未滿 17 歲。此種治安惡化現象，逐漸成為哥國經濟發展之負面因素。 

為什麼殺蟲劑其實會增加蚊子數量？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8367.html 

在哥斯大黎加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 吸血蚊子會演化出抗藥性，但牠們的掠食者不會。 

最新研究顯示，至少在某個地區，殺蟲劑不只無法控制蚊子數量，還反而讓這些吸血害蟲更加猖獗──原

因是殺蟲劑會殺死蚊子的掠食者。 

這項研究發表在本月份的《生態學》（Oecologia）期刊裡，為殺蟲劑如何影響生態系統提出了新的見解。 在

哥斯大黎加的研究區域裡，蚊子對常見的化學物質已經演化出抗藥性，這些化學物質原本的目的是要消滅

蚊子和其它害蟲的。但在同一時間，蚊子的掠食者並沒有跟上那樣的演化腳步──這讓蚊子的數量暴增。 

艾德．哈米爾（Edd Hammill）──一名猶他州大學（Utah State University）的生態學家，也是這項研究的第

一作者，一開始在哥斯大黎加北部的橘子園做研究時， 先是發現一些跡象顯示殺蟲劑可能沒有達到它原本

預期的效果。 

「我們覺得我們在橘子園被蚊子叮咬的頻率比在原始地區多得多，然後開始感到疑惑，」哈米爾說。 

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1813604.html
https://info.taiwantrade.com/biznews/...-1812525.html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8367.html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environment/2019/05/how-pesticides-actually-increase-mosquito-numbers/
https://www.eddhamm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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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和他的團隊開始調查蚊子的來源：鳳梨科植物（bromeliad）──一種可以在美洲溫暖地區發現的植

物群，通常生長在樹枝上。鳳梨科植物緊密重疊的樹葉空隙間積滿了水， 裡面寄居著一整個昆蟲幼蟲聚落，

包括「Wyeomyia abebela」這種瓶草蚊。 

研究團隊觀察種植園中（其中有些種植園已經使用殺蟲劑超過 20 年）的鳳梨科植物，以及未使用殺蟲劑森

林中的鳳梨科植物。哥斯大黎加的農人對橘子樹噴灑殺蟲劑──「樂果」（dimethoate）以對付蚜蟲，但「樂

果」也會殺死許多其它種類的昆蟲。在美國，樂果被廣泛地使用在柑橘類植物、玉米、和其它農作物上。 

哈米爾的團隊發現，儘管使用殺蟲劑，橘子園裡的蚊子數量是原始森林裡的兩倍；但是豆娘 （damselfly）

幼蟲──蚊子幼蟲的一種主要掠食者──卻明顯地消失在橘子園中。 

當研究員將這些昆蟲帶進實驗室，並讓牠們暴露在各種不同濃度的樂果之中，他們發現種植園的蚊子能夠

忍受的殺蟲劑濃度比原始林的蚊子高了 10 倍。但種植園裡的豆娘並沒有發展出這種抗藥性。 

這些抗藥性超強的蚊子於是找到了牠們的應許之地：一個沒有會掠食牠們的豆娘的地方、 一個可以生養牠

們孩子的棲地。在那裏，牠們子孫繁昌。 

一種全球趨勢 

對南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昆蟲生態學家──唐．伊（Don Yee ）來說（唐．伊

並沒有參與這項研究），這項調查與一個更大的事實吻合：管理蚊子數量的困難度不曾減少，對主要類型

殺蟲劑的抗藥能力已經散佈到了世界各地。而對於那些會傳播危險疾病的蚊子種類，這樣的情形尤其令人

擔憂。 

「發展出抗藥性只是使用殺蟲劑的許多壞處之一，」唐．伊說。另一種現象叫做：「競爭釋放」（competitive 

release），也就是在殺蟲劑中存活下來的少數個體，可以在一個世代的時間內讓昆蟲的個體數量回彈。 

「由於你減少了蚊子幼蟲的密度，你讓那些存活下來的幼蟲長得更大，因為現在每隻蚊子能得到的資源更

多了，」唐．伊解釋道。較大的幼蟲到最後會產出較多的卵，為下個世代增添活力。 

這項由哈米爾確認過的最新現象──也就是有抗藥性的蚊子逃過無抗藥性掠食者的捕捉，將使阻止蚊子傳

播的傳染病變得更加困難。哈米爾說：「瓶草蚊屬（Wyeomyia）的蚊子是否會攜帶像登革熱這類的病毒並

不清楚。」登革熱病毒是一種具潛在致命危險的病原體，近年來在拉丁美洲突然盛行了起來。 

唐．伊指出，其它與疾病相關的蚊子種類也有類似豆娘的掠食者。殺蟲劑是否也適得其反地大大增加了其

中一些蚊子種類的數量則有待觀察。 

2018 年農牧業概況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48856&iz=3 

農業為哥斯大黎加重要產業，哥國為全球鳳梨及香蕉主要生產國；香蕉、鳳梨與咖啡並稱哥國三大出口農

產品。其餘農產品包括哈密瓜、甘蔗、柑橘、棕櫚芯、稻米、豆類、樹薯，玉米、海芋、山藥、大蕉等。 

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compound/Dimethoate
https://www.trademag.org.tw/page/newsid1/?id=748856&i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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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哥國中央銀行統計，2018 年哥國農牧業成長率達 2.4%，較 2017 年之 3.7%衰退。另依據哥國農牧部農

牧規劃執行秘書處(SEPSA)年度報告，2018 年農牧業受惠於鳳梨外銷增加 6.4%而成長，然而香蕉、咖啡及

蔗糖分別衰退 1.2%、3.8%及 7.8%，使農牧業整體成長受限，其中香蕉係因氣候不佳所致。 

2018 年底哥國農牧業(含農牧產品加工)出口值約 49 億 1,830 萬美元，占出口總值之 43.7%，其中以香蕉占

20.9%居首，鳳梨則占 20.6%緊追在後，主要出口市場包括美國(占 32.9%)、荷蘭、比利時、瓜地馬拉等。另

哥國農牧業從業人口約 293,716 人，較 2017 年成長 2.9%，然而 44.1%之從業勞工年齡逾 45 歲為其隱憂。 

外資銳減與租稅誘因取消 哥國觀光業雪上加霜  
https://taronews.tw/2019/06/02/360159/ 

哥斯大黎加 2018 年外資直接投資觀光業金額只有 2300 萬美元，較 2017 年的 4 億 4300 萬美元大幅減

少，加上稅制改革即將取消租稅誘因，未來的情況可能將會進一步惡化。 

由於哥斯大黎加 2017 年共有 4 項重大觀光投資案，外資投資金額飆升，是造成巨大落差的原因之一，但 

2018 年外資直接投資觀光業金額只有 2300 萬美元，仍然寫下 2009 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哥斯大黎加旅館協會表示，外資直接投資觀光業金額銳減的確令人憂心，旅館協會受邀參加一個委員會，

共同探討其原因，並且預期哥國投資推廣局（CINDE）將會採取對策，以再次吸引投資人的注意。此一對

策將會在 6 月底提出。 

34 條河流有 27 條受嚴重污染 專家獻策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617/31657840.html 

中新網 6月 17日電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拉美水資源淡化和再利用協會(ALADYR)主席胡安·米格爾·平托(Juan 

Miguel Pinto)近日呼籲解決哥斯大黎加河流及流域的水資源污染問題，優先考慮非政府組織提出的文化和教

育方式，如哥斯大黎加國家河流及流域聯盟。 

  平托說：「我們對哥斯大黎加的河流水資源情況進行了診斷，我們認為，除相關機構採取的行動外，

文化和教育要素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方面，我們認為哥斯大黎加國家河流及流域聯盟的計劃可在整個

拉美複製實踐。」 

  平托敦促哥斯大黎加機構積極組織和參與水資源保護活動，特彆強調了哥斯大黎加國家河流及流域聯

盟開展的「精彩工作」。 

  哥斯大黎加國家河流和流域聯盟代表羅伯托 德拉奧薩表示，根據哥斯大黎加國立大學以及哥斯大黎加

總檢察長辦公室 2013-2014 年報告的數據，在哥斯大黎加 34 條河流流域中，27 條受到嚴重污染，佔比達 79%，

「情況令人擔憂」。 

  德拉奧薩還表示：「塔爾科萊斯河(Río Grande de Tárcoles)是中美洲受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托雷斯河(Río 

Torres)、提里比河(Río Tiribi)、瑪麗亞 阿吉拉爾河(Río María Aguilar)以及奧克洛羅河(Río Ocloro)也受到污

染，它們均穿過聖何塞大都會區。」 

https://taronews.tw/2019/06/02/360159/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617/316578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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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健康.其他 

忘東忘西？長白頭髮？原來是腎氣不足！？ 
https://www.i-fit.com.tw/context/1763.html 

 

「最近腦袋一直記不住東西，是不是年紀

真的變大了...」(〒︿〒) 
有這個煩惱的團員們，先和編編一起做個

小測驗，看看下面情況你是否不陌生？ 
  
❶ 忘東忘西。上一秒說好要做的事，轉個

身就忘記了。 
❷ 梳頭時，發現頭上冒出越來越多白髮。 
❸ 出現耳鳴的症狀，好像有隻揮之不去的

蚊子在耳邊。 
  
這些「症頭」是不是說的你心裡一驚？假

設你命中了任何一項，就符合中醫所說的

「腎氣不足」喔！ 
  
★ 白髮、耳鳴、腦力退化——都和「腎氣」有關 
  
中醫學理中，腎臟能提供人體所需的能量，如果平時體力消耗過度、過於勞累，就會消耗腎氣而導致「腎

氣不足」。  
它會出現腦力退化、白頭髮、耳鳴等症狀，這時候就應該調整作息，盡量早睡早起，避免太過勞累，同時

以飲食保養來補足腎氣。  
在五行中腎屬「水」，「水」相對應的顏色是黑色，因此補充「黑色的天然食材」，就有保養腎臟的作用

喔！ 
  
★ 什麼黑色食物適合我？ 
  
腎氣不足的人常伴隨了不同症狀，除了長白髮、記性變差，身體也常會出現小毛病。  
編編幫大家整理出下列四點，讓你能針對個人情形去選擇；只要在三餐中適量補充建議食材，就能幫你調

理體質、改善症狀囉！ 
  
❶ 口渴腰痠 
  
若腎氣不足時，導致腎陰虧損，造成腎臟的能量耗損，就容易口渴腰痠。  
建議補充：酸味的黑色食物，能補充不足的水分，例如：桑椹、葡萄、烏梅。 
  
❷ 容易疲勞 

https://www.i-fit.com.tw/context/1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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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可幫助保持身體的能量，所以腎氣不足常會因為能量消耗而特別容易疲勞。  
建議補充：甜味的黑色食物，能提升身體能量，例如：黑棗、芝麻、黑豆、黑木耳。 
  
❸ 水腫怕冷 
  
在中醫理論中，腎中有藏「腎火」，而腎火可以溫暖四肢，溫化多餘的水分。當腎氣不足無法升發腎火時，

就容易水腫怕冷。  
建議補充：辛味的黑色食物，能提升體內溫度，進而加速循環，排出多餘水分。例如：黑胡椒、豆鼓、肉

桂。 
  
❹ 發熱盜汗 
  
當腎陰虧損時容易產生虛火，因此有些人也會出現發熱盜汗的狀況。  
建議補充：苦味的黑色食物，具備清熱效果，例如：咖啡、黑巧克力、八角。  
吃對食物也能改善健忘、白頭髮，是不是很神奇呢？但編編提醒大家，不管是什麼食物，都要維持適量、

注意均衡才行；如果身體真的很不舒服，還是要尋求醫師協助，才能確切判斷身體狀況喔！ 

小資族必看！變有錢第一步：學習有錢人都愛用的理財法則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1070013/小資族必看！變有錢第一步：學習有錢人都愛用的理財法則 

在台灣目前低薪慘狀，整體大環境看起來短期改善不了，所以想收入變多你只能靠自己努力來改變，而唯

一能改變的方式只有 2 種，一種是投資自己讓自己在職場更有競爭力，讓老闆幫你加薪，另一種方法就是

學會投資理財自己幫自己加薪！ 

這兩個方法 Dr.Selena 從很小就有決心努力改變, 才能夠從一個高職女生有機會變成一個財經博士, 擁有財

經專業並讓自己在職場上更有好的收入！ 

 我們說到「省錢」是小資族學會理財的第一步，接下來則是要學會每天好好「花錢」。 

 學會花錢是要懂得將賺來的錢好好使用，包含收支要平衡，才能達到將來財務自由。好好花錢不是拼命省

吃儉用，而是聰明、有智慧的分配所賺的錢，並且投資在自己身上，才能夠錢滾錢，快速累積財富。 

 這幾年 Dr.Selena 在公司成立的小資理財社輔導同仁學理財，由此觀察到兩個現象，一部分女生只知道把錢

存起來放銀行定存，不知道好好的投資理財；另一部分小資女年薪 30-40 多萬，卻買了十幾萬的保險，存下

來的錢都投入保險公司去了。 

 其實這兩種方式都不太好，真正學會理財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能為每月收入作聰明的分配。 

 學習投資理財，並非什麼艱澀的學問，懂得量入為出，找到適合自己風險承受度的商品，縱使將來不會大

富大貴，起碼也不會成為月光族。  

套句王永慶生前的名言，「你賺的一塊錢，不是你的一塊錢，你存的一塊錢，才是你的一塊錢。」可見如

何分配收入，在消費、儲蓄和投資中取得平衡，是一門大學問。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1070013/%E5%B0%8F%E8%B3%87%E6%97%8F%E5%BF%85%E7%9C%8B%EF%BC%81%E8%AE%8A%E6%9C%89%E9%8C%A2%E7%AC%AC%E4%B8%80%E6%AD%A5%EF%BC%9A%E5%AD%B8%E7%BF%92%E6%9C%89%E9%8C%A2%E4%BA%BA%E9%83%BD%E6%84%9B%E7%94%A8%E7%9A%84%E7%90%86%E8%B2%A1%E6%B3%95%E5%89%87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701130026/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61153/post/201902010003/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805290021/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80116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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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投資理財怕錢不夠，要買保險又怕保障不多，到底每月支出該怎麼樣妥善規畫才能同時兼顧理財與保障

呢？我建議你可善加運用「6：3：1 法則」輕鬆做好風險規畫。 

 所謂「6：3：1 法則」就是把薪水分成十等份，其中 6 等份用於日常生活支出，3 等份存下來用於投資自己

或投資理財，最後的 1 等份則用來做好基本保險規畫。學會這個方式你會發現自己每月更可以好好使用辛

苦賺來的錢喔！  

 

冷氣怎麼開最省電？ 省電達人這樣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5270009/%E5%86%B7%E6%B0%A3%E6%80%8E%E9%BA%BC%E9%96%8B%E6
%9C%80%E7%9C%81%E9%9B%BB%EF%BC%9F%E3%80%80%E7%9C%81%E9%9B%BB%E9%81%94%E4%BA%BA%E9%80%99%E6%A8%A3%E8%AA%AA 

又到了炎炎夏日，外頭酷暑讓人只想待在室內吹冷氣，但冷氣一開就怕收到帳單荷包大失血，省電達人傳

授三招省電方法，包括短暫外出不須關冷氣、冷氣跟電風扇一起開比較省電、自動模式更省電等三招。 

省電達人表示，若短暫外出反覆開關冷氣，反而導致壓縮機要重新運作，會消耗大量用電，因此將冷氣溫

度調高一度，才是最省錢的方法，而冷氣溫度則可以控制在比室外低 5 到 6 度，夜間則可以使用舒眠功能，

讓冷氣自動調節溫度。  

短暫外出反覆開關冷氣，反而導致壓縮機要重新運作。  

如果想要更省電，專家指出，把冷氣設定在 26 到 28 度，搭配電風扇一起運作，不但能加速室內空氣循環，

讓冷氣分布均勻，也可以避免冷風一送出去，馬上又被吸回去，達到良好的節電效果，只要控制電量，保

持適當溫度，冷氣會在自動模式下選擇適當的風量。  

若是習慣將冷氣開 1 到 2 小時等室內溫度降低，用電風扇續吹的人，則可以選擇定頻冷氣，若是習慣長時

間吹冷氣的民眾，則可以選擇變頻冷氣，由於變頻冷氣在溫度達到後，會以最低功率維持溫度，因此若一

天連續吹 8 小時，比起定頻冷氣，變頻冷氣可省下至少 2 到 3 成電力。 

世界衛生組織首度認證！「過勞」也是一種病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905280023/%E4%B8%96%E7%95%8C%E8%A1%9B%E7%94%9F%E7%B5%84%E7
%B9%94%E9%A6%96%E5%BA%A6%E8%AA%8D%E8%AD%89%EF%BC%81%E3%80%8C%E9%81%8E%E5%8B%9E%E3%80%8D%E4%B9%9F%E6%98%AF
%E4%B8%80%E7%A8%AE%E7%97%85 
在今年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中，會員國通過第 11修訂版的《國際疾病分類》，首度把「過勞」（Burn-out）
納入其中，等同於承認過勞為身體病況之一。然而就在媒體大篇幅報導後，世界衛生組織又改口指稱，過

勞是「職業現象」（occupational phenomenon），且專指在職場環境中產生的現象，並不適用在其他領域，

態度轉變之快讓人摸不著頭緒。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5270009/%E5%86%B7%E6%B0%A3%E6%80%8E%E9%BA%BC%E9%96%8B%E6%9C%80%E7%9C%81%E9%9B%BB%EF%BC%9F%E3%80%80%E7%9C%81%E9%9B%BB%E9%81%94%E4%BA%BA%E9%80%99%E6%A8%A3%E8%AA%AA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5270009/%E5%86%B7%E6%B0%A3%E6%80%8E%E9%BA%BC%E9%96%8B%E6%9C%80%E7%9C%81%E9%9B%BB%EF%BC%9F%E3%80%80%E7%9C%81%E9%9B%BB%E9%81%94%E4%BA%BA%E9%80%99%E6%A8%A3%E8%AA%AA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61153/post/201901240025/%E7%B6%93%E6%BF%9F%E9%83%A8%E6%8B%8D%E6%9D%BF%EF%BC%81%E5%86%B7%E6%B0%A3%E3%80%81%E5%86%B0%E7%AE%B1%E6%B1%B0%E8%88%8A%E6%8F%9B%E6%96%B0%E6%9C%80%E9%AB%98%E8%A3%9C%E5%8A%A93%E5%8D%83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807040038/%E7%B6%93%E6%BF%9F%E4%B8%8D%E5%9B%A0%E7%AF%80%E8%83%BD%E5%8F%97%E6%8C%AB%20%E8%A3%9C%E7%94%A8%E9%9B%BB%E7%BC%BA%E5%8F%A3%20%20%E6%97%A5%E9%9F%93%E5%BE%B7%E5%85%A8%E6%B0%91%E7%9C%81%E9%9B%BB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905280023/%E4%B8%96%E7%95%8C%E8%A1%9B%E7%94%9F%E7%B5%84%E7%B9%94%E9%A6%96%E5%BA%A6%E8%AA%8D%E8%AD%89%EF%BC%81%E3%80%8C%E9%81%8E%E5%8B%9E%E3%80%8D%E4%B9%9F%E6%98%AF%E4%B8%80%E7%A8%AE%E7%97%85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905280023/%E4%B8%96%E7%95%8C%E8%A1%9B%E7%94%9F%E7%B5%84%E7%B9%94%E9%A6%96%E5%BA%A6%E8%AA%8D%E8%AD%89%EF%BC%81%E3%80%8C%E9%81%8E%E5%8B%9E%E3%80%8D%E4%B9%9F%E6%98%AF%E4%B8%80%E7%A8%AE%E7%97%85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905280023/%E4%B8%96%E7%95%8C%E8%A1%9B%E7%94%9F%E7%B5%84%E7%B9%94%E9%A6%96%E5%BA%A6%E8%AA%8D%E8%AD%89%EF%BC%81%E3%80%8C%E9%81%8E%E5%8B%9E%E3%80%8D%E4%B9%9F%E6%98%AF%E4%B8%80%E7%A8%AE%E7%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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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管過勞究竟是一種疾病或一種職業現象，可以確定的是全球各國勞工過勞的情況並不罕見。以美

國來說，史丹佛大學商學院教授 Jeffrey Pfeffer 曾寫一本名為《Dying for a Paycheck》（為薪水而死）的書，

描述西方社會中的職場過勞問題，他曾估算，由於工作壓力致死的美國人每年多達 12 萬人。 

 另外，「過勞死」一詞的發源地日本，每年也大約有 200 人因此死亡，今年推出的日劇《我要準時下班》

就是以探討加班、工時過高的議題切入，在日本社會引起熱烈討論。 

 而在台灣，根據勞動部職安署與勞工保險局的統計，在 2011 年到 2016 年間，勞工罹患腦心血管疾病（過

勞）共計 466 件，其中死亡有 178 件。 

 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來看，「過勞」就是一種因為長期面對工作壓力，卻無法成功調適所造成的病症，

如果有以下三種情況的勞工，就可能是過勞患者： 

 第一、常覺得提不起勁或精疲力竭； 

第二、對工作有倦怠感或忿忿不平； 

第三、工作專業效率降低。 

 如果以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來看，許多台灣勞工可能都覺得自己符合「過勞」症狀，但在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的認定中，目前僅限是否產生腦血管或心血管疾病，若診斷出憂鬱症或免疫疾病，不在過勞範疇。 

 根據「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認定指引」，認定過勞個案符合之要件包括： 

 第一、以每週 48 小時或兩週 84 小時工時以外之時數計算加班時數，前一至六個月間，每月加班超過「37」

小時以上； 

第二、發病當日往前推算一個月，其加班時間超過「92」小時； 

第三、發病日往前推二至六月，每月加班累計超過「72」小時。 

 此外，如果個案本身就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也將影響認定指引的結果，像是勞工有沒有按時服

用藥物、是否遵守醫囑注重照顧自己的身體等，都是會影響結果的因素。 

 兩相比較之下，台灣對於過勞的認定嚴苛不少。 

 世界衛生組織第 11 修訂版的《國際疾病分類》將從 2022 年 1 月起生效，在這次修訂版的版本中，除了首

度納入過勞，也首次把嗜打電玩歸類為「遊戲成癮」，與賭博及吸食毒品成癮同列。 

地獄式經營是有極限的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905290014/%E5%9C%B0%E7%8D%84%E5%BC%8F%E7%B6%93%E7%87%9F%E6
%98%AF%E6%9C%89%E6%A5%B5%E9%99%90%E7%9A%84 
因人力不足，日本便利商店面臨撐不住 24 小時營業、店主與店員過勞死等問題。 
加盟店淪為血汗地獄，各便利商店總部須正視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不能逼店主入地獄。 

日本現在人力超短缺，多達五．五萬家、營業額高達十一兆日圓的便利商店，無法撐住二十四小時營業。

店主紛紛發出哀鳴，在市場超飽和狀態下，便利商店總部還不斷開店，店主及家屬賠上生命又無利可圖，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3290014/%E8%83%BD%E8%80%85%E9%81%8E%E5%8B%9E%EF%BC%8C%E5%BB%A2%E8%80%85%E8%B6%8A%E5%BB%A2...%E8%81%B7%E5%A0%B4%E4%B8%8D%E6%98%AF%E9%9D%9E%E9%BB%91%E5%8D%B3%E7%99%BD%EF%BC%8C%E9%82%84%E6%9C%89%E7%81%B0%E8%89%B2%E5%9C%B0%E5%B8%B6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3180012/%E8%BF%BD%E6%B1%82%E6%95%88%E7%8E%87%EF%BC%8C%E4%B8%8D%E6%98%AF%E5%B7%A5%E6%99%82%EF%BC%81%E6%B4%AA%E9%9B%AA%E7%8F%8D%EF%BC%9A%E7%82%BA%E4%BB%80%E9%BA%BC%E6%9C%83%E5%B8%B6%E4%BA%BA%E7%9A%84%E4%B8%BB%E7%AE%A1%EF%BC%8C%E4%B8%80%E5%AE%9A%E6%BA%96%E6%99%82%E4%B8%8B%E7%8F%AD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1139/post/201903290008/%E8%85%8E%E4%B8%8A%E8%85%BA%E9%95%B7%E8%85%AB%E7%98%A4%E5%BC%95%E8%B5%B7%E9%AB%98%E8%A1%80%E5%A3%93%EF%BC%81%E9%81%BF%E5%85%8D%E4%B8%AD%E9%A2%A8%E3%80%81%E5%BF%83%E8%A1%80%E7%AE%A1%E7%96%BE%E7%97%85%EF%BC%8C%E5%8F%8A%E6%97%A9%E6%AA%A2%E6%9F%A5%E6%AD%A3%E7%A2%BA%E6%B2%BB%E7%99%82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808010029/%E5%B7%A5%E4%BD%9C%E5%A3%93%E5%8A%9B%E5%A4%A7%E8%80%8C%E7%85%A9%E7%87%A5%E4%B8%8D%E5%AE%89%EF%BC%9F%E5%A3%93%E5%9E%AE%E4%BD%A0%E7%9A%84%E4%B8%8D%E6%98%AF%E5%A3%93%E5%8A%9B%EF%BC%8C%E8%80%8C%E6%98%AF%E7%84%A6%E6%85%AE%EF%BC%81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806190035/%E9%9B%BB%E7%8E%A9%E4%B8%8D%E9%9B%A2%E6%89%8B%E4%B9%9F%E6%98%AF%E7%97%85%20%E9%81%8A%E6%88%B2%E6%88%90%E7%99%AE%E7%97%87%20WHO%E6%AD%A3%E5%BC%8F%E5%88%97%E7%82%BA%E7%B2%BE%E7%A5%9E%E7%96%BE%E7%97%85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905290014/%E5%9C%B0%E7%8D%84%E5%BC%8F%E7%B6%93%E7%87%9F%E6%98%AF%E6%9C%89%E6%A5%B5%E9%99%90%E7%9A%84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8/post/201905290014/%E5%9C%B0%E7%8D%84%E5%BC%8F%E7%B6%93%E7%87%9F%E6%98%AF%E6%9C%89%E6%A5%B5%E9%99%90%E7%9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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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半年成為日本社會重大問題。《鑽石週刊》甚至在六月一日推出「便利商店地獄」封面故事，而全家社

長澤田貴司也出面表示不能再繼續犧牲加盟店！ 

 數不清的店主對著媒體表示，自己體力或精神皆達極限，而且「一起工作的妻子臉色發黑、嘴唇變青，跟

她說話也沒回應！」最後連妻子被救護車抬走，他因為要看店而無法跟著上車，或也有「周五夜裡十點前

出門，回家已經是周一中午了，最長連續工作三十七小時！」加盟利潤低得可憐，大都是店主或家屬自己

輪大夜班；許多店主眼看不是過勞死就是想自殺，撐不下去而解約或倒閉的店愈來愈多，二一○三年才一

六○家，一八年就達三五二家。 

 大阪有位 7-ELEVEN 店主松本，妻子去年累到罹癌過世，他本人在過勞死前，今年二月宣布深夜一點到早

上六點關門，卻遭總部威脅要繳一七○○萬日圓違約金且強制取消契約，問題才一舉擴大；因為深夜人手

難求且費用高，松本休息五小時，獲利還高出七成。 

 但各家總部想追求營業額，不大願意放棄二十四小時營業，只說要盡力彈性對應或擴大縮短時間實驗等，

但黑心本質暴露，消費者都感受到店主或店員進入極限狀態。各界批判噴出，誰都不想看見店主不支倒地，

也因此澤田開始鬆口了。 

別當「高學歷智障」！從小拿第一名的台大畢業生，為什麼到了職場，
考績老是墊底？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80029/%E5%88%A5%E7%95%B6%E3%80%8C%E9%AB%98%E5%AD%B8%E6
%AD%B7%E6%99%BA%E9%9A%9C%E3%80%8D%EF%BC%81%E5%BE%9E%E5%B0%8F%E6... 

明明在學校都拿好成績，為什麼到了職場，考績卻老是墊底？很多人的腦子，從幼稚園開始，大人便在裡

面種植一株「追求總分」的幼苖，一路念到研究所後總共二十年，這株幼苗長成一棵大樹，他們以為從此

可以在這棵大樹下納涼，眼前開出一條康莊大道，花開遍野，美不勝收。 

 可是結果卻不是這樣，拿著漂亮的成績單進到職場，卻一路栽跟斗，冒出一肚子的問號：「我的學校排名

前十，怎麼考績會輸給這個念後段班學校的？」、「我明明樣樣強，他只有一樣強，其他都很差，怎麼會

是他的表現贏過我？」  

學校成績算總分，職場打考績不是這樣算 

 說起來，這也是一種「智障」，學歷高反而成為障礙，無法在職場獲得等值的回報。其中一個原因是，會

拿好成績，考上好學校的人，是靠各科都不錯，加起來的總分高於一般人，而在學校裡橫著走；到了職場，

這些校園模範生依然維持這個習慣，力求在各項表現不錯，加起來總分高於一般人，以為仍然可以獲得掌

聲，那兒知道迎來的是噓聲？  

「不是念台大的嗎？怎麼做起事來不怎麼樣，普普通通？」、「看不出來他們有那一樣特別強，樣樣通，

樣樣鬆。」聽到這些責難，「高學歷智障」第一個反應是檢討自己，以為是自己做得不夠好，更拚命在每

樣工作努力再努力，把總分拉高，讓大家看到自己的優秀。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80029/%E5%88%A5%E7%95%B6%E3%80%8C%E9%AB%98%E5%AD%B8%E6%AD%B7%E6%99%BA%E9%9A%9C%E3%80%8D%EF%BC%81%E5%BE%9E%E5%B0%8F%E6...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80029/%E5%88%A5%E7%95%B6%E3%80%8C%E9%AB%98%E5%AD%B8%E6%AD%B7%E6%99%BA%E9%9A%9C%E3%80%8D%EF%BC%81%E5%BE%9E%E5%B0%8F%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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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們並非不優秀或不努力，而是弄錯重點！ 

 職務中如果需要 5 項技能，山羊會想盡辦法，在各科都力拚 80 分以上，總分 400 分；相反的，狐狸不這麼

做，只取他最擅長的一項，拿到最頂 99 分，讓其他 4 項在 60 分低空飛過，總分 339 分。 

 在職場，山羊會輸，狐狸會贏。想當然爾，山羊會抱怨不公平，400 分怎麼輸給 339 分？怎麼會是努力的人

被責罵，而投機份子受到稱讚？聽起來合乎一般人的觀念，可是老闆拿的是另一台計算機，不算總分，只

算單項分數，山羊與狐狸的價值便整個倒過來。 

 狐狸有一項 99 分，成為公司的賣點，客戶買單，老闆就會讓狐狸只做這一項，狐狸在這方面精進再精進，

最後變成他個人無可取代的定位。至於另外 4 項，老闆會要求全能的山羊全包，使得山羊的工作量倍增，

不過老闆會體恤山羊的辛勞嗎？不會的！他只覺得山羊不具顯著貢獻，沒有任何一項可以幫公司加值。 

一件事做好，強過三件事普普 

 朋友剛進電視台時，主管交代每天要跑出三條好新聞，他就拿出在學校拚總分的精神幹了，從早到晚忙進

忙出，約訪、採訪、剪帶、配音，每天都要工作 12 小時以上。隔壁有三年資歷的記者看不過去，有一天提

醒他：「你有三條新聞要交差，不要平均分配心力，應該集中心力做好一條，至於另外兩條放水算了，否

則你這樣做下去，撐不了太久。」  

朋友被這句話嚇到了，可是環顧一下四周，也是！電視台的流動率超高，每天都有人落跑。但是工作放水，

違背他從小到大的教養，也會被主管盯到貼牆壁吧！「這就是做事技巧！主管只會注意到你做得好的那一

條，它會搶收視率，每節重播，價值很高！至於那兩條，他不滿意，但是會選擇性的忽略。」 

 多年之後，朋友將這段對話寫在 fb 上，同業紛紛來詢問這位前輩的下場，大家都推斷應該是一個慘字，早

就被踢離開電視台，不在人間！很抱歉，要讓大家失望了！朋友這麼回答：「啊！他就是某某某，現在是

某台晚間 6 點主播，紅得很哪，年薪幾百萬！」 

找到一項核心價值 

懂了吧？考績拿得差，可能是因為你太努力，太想把每件事都做好，卻沒有把其中一件事做到最好。在職

場，僅僅 good 是不夠的，唯有 excellent 才是人才！ 

 十項全能的人，最後變成工具人；單項頂尖的人，最後變成專家。在老闆的計算機裡，工具人沒有價值，

只有苦勞沒有功勞。他會用工具人，而且會重重的用，加班熬夜，榨乾血汗，可是不放心上，也不會憐惜。

面對專家員工可不同，老闆會換上另一副巴結的嘴臉，給高薪，還勸他們去休假充電，心疼累著他們。 

 找出你的核心價值，一項就好，做到大家都翹拇指稱好，一想到這件事就會想到請你來做，這就是你的定

位！是你的招牌！更是你往上爬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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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億財產全留給前妻！名導北野武淨身出戶：人生還有金錢之外的喜
樂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40010/58%E5%84%84%E8%B2%A1%E7%94%A2%E5%85%A8%E7%95%99%
E7%B5%A6%E5%89%8D%E5%A6%BB%EF%BC%81%E5%90%8D%E5%B0%8E%E5%8C%97%E9%87%8E%E6%AD%A6%E6%B7%A8%E8%BA%AB%E5%87%
BA%E6%88%B6%EF%BC%9A%E4%BA%BA%E7%94%9F%E9%82%84%E6%9C%89%E9%87%91%E9%8C%A2%E4%B9%8B%E5%A4%96%E7%9A%84%E5%9

6%9C%E6%A8%82 
以《奏鳴曲》、《花火》、《極惡非道》等暴力美學作品知名的 72 歲導演北野武，傳出與結婚近 40 年的髮妻離婚，將名下約 200 億日元（約

台幣 58 億元）的大筆財產全部留給妻子，創下「日本演藝圈史上最貴贍養費」的記錄。北野武只留下一間價值約 3 億日元的房子(約台幣 8700
萬)給自己，選擇與交往 7 年，小 18 歲的情婦共度餘生。北野武的金錢觀，在 2015 年出版的《超思考》一書中可看出端倪。 

現代年輕人基本特色就是沒慾望，就是所謂的草食系，不夠飢渴。 

 大家說日本社會有貧富差距，為什麼大家反而不那麼飢渴？有人說是因為社會富足了，我認為原因不只如

此，畢卡索成了大富翁之後還是不減創作慾望，也不會因為貧窮就比較衝動。 

 我認為民眾少了飢渴的真正原因，是社會把金錢當成唯一的價值。回顧歷史，肯定找不到哪個年代比現在

更重視金錢。 

 這個時代就連生存的喜悅都能換算成金錢，日本俗話說：「武士沒飯吃也要嚼牙籤裝飽。」這現在已經行

不通。我家以前很窮，但是從來不讓我們小孩子覺得窮是一件慘事。不會為了吃東西而去排隊；看到人家

東西賣得超便宜但瞧不起客人，就絕對不去買。老媽教導我們，人的價值不能以金錢來衡量。 

你能不能教導別人，人生還有金錢之外的喜樂？ 

錢真的很方便，難怪大家都搶著要，我想我老媽肯定也想要錢，只是覺得表現出來很丟臉。錢或許很重要，

但人類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比方說榮譽或堅持，而當今世人已經完全拋棄了這些東西。我感覺現代人

寧願損人也要利己，只要自己有好處就行。 

 所以人們只能在金錢上找到價值，我認為排隊就是 M 型化社會為窮人所想出來的廉價小確幸，排上一、兩

個小時才吃到一碗拉麵，感覺有點微小的幸福，這樣就能滿足每天的生活，自然不會有更強的慾望。大家

只要看看名牌包拍賣會的景象就知道，當大家你推我擠，拼命追求小確幸，就會忘記自己成了社會的牲畜。

可是一定有人看了這種影像，而躲在角落裡竊笑。 

 總之，包括我自己在內，全世界都被虛偽不實的奢侈給欺騙了。人類的慾望被替換成單純的消費，例如買

名牌、吃熱門拉麵、買跑車，其中的核心思維就是有錢什麼都能買，能買就是幸福。這個思維讓我們只能

體驗金錢消費範圍內的幸福，人生就變得空洞乏味，父母也無法教導小孩人生還有更多的喜樂。 

 我曾經見過第十四代的酒井田柿右衛門（譯註：日本陶瓷家族），他爸爸第十三代柿右衛門還生龍活虎，

看他們父子吵架真的很有意思。第十四代說自己的畫技比老爸強，他隨手畫了些陶瓷要用的草稿丟在旁邊，

就被第十三代的老爸拿去用在自己的作品上，所以現在都把草稿藏好不給老爸發現。 

 他們父子老是為了這個吵架，我也笑他們亂七八糟，不過第十四代也說了，他怎麼燒都燒不出老爸作品的

那個白。我想當今社會上沒有比他們更幸福的父子，他們從來不討論錢，雖然大名鼎鼎的柿右衛門家族只

要燒出好作品就不愁吃穿，還是不討論錢。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40010/58%E5%84%84%E8%B2%A1%E7%94%A2%E5%85%A8%E7%95%99%E7%B5%A6%E5%89%8D%E5%A6%BB%EF%BC%81%E5%90%8D%E5%B0%8E%E5%8C%97%E9%87%8E%E6%AD%A6%E6%B7%A8%E8%BA%AB%E5%87%BA%E6%88%B6%EF%BC%9A%E4%BA%BA%E7%94%9F%E9%82%84%E6%9C%89%E9%87%91%E9%8C%A2%E4%B9%8B%E5%A4%96%E7%9A%84%E5%96%9C%E6%A8%82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40010/58%E5%84%84%E8%B2%A1%E7%94%A2%E5%85%A8%E7%95%99%E7%B5%A6%E5%89%8D%E5%A6%BB%EF%BC%81%E5%90%8D%E5%B0%8E%E5%8C%97%E9%87%8E%E6%AD%A6%E6%B7%A8%E8%BA%AB%E5%87%BA%E6%88%B6%EF%BC%9A%E4%BA%BA%E7%94%9F%E9%82%84%E6%9C%89%E9%87%91%E9%8C%A2%E4%B9%8B%E5%A4%96%E7%9A%84%E5%96%9C%E6%A8%82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40010/58%E5%84%84%E8%B2%A1%E7%94%A2%E5%85%A8%E7%95%99%E7%B5%A6%E5%89%8D%E5%A6%BB%EF%BC%81%E5%90%8D%E5%B0%8E%E5%8C%97%E9%87%8E%E6%AD%A6%E6%B7%A8%E8%BA%AB%E5%87%BA%E6%88%B6%EF%BC%9A%E4%BA%BA%E7%94%9F%E9%82%84%E6%9C%89%E9%87%91%E9%8C%A2%E4%B9%8B%E5%A4%96%E7%9A%84%E5%96%9C%E6%A8%82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40010/58%E5%84%84%E8%B2%A1%E7%94%A2%E5%85%A8%E7%95%99%E7%B5%A6%E5%89%8D%E5%A6%BB%EF%BC%81%E5%90%8D%E5%B0%8E%E5%8C%97%E9%87%8E%E6%AD%A6%E6%B7%A8%E8%BA%AB%E5%87%BA%E6%88%B6%EF%BC%9A%E4%BA%BA%E7%94%9F%E9%82%84%E6%9C%89%E9%87%91%E9%8C%A2%E4%B9%8B%E5%A4%96%E7%9A%84%E5%96%9C%E6%A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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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沒有比這更奢侈的事情。當代柿右衛門或許很有錢，但後代柿右衛門依然保持飢渴，依然明白人生有

金錢之外的喜樂。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職業世襲缺乏選擇職業的自由，是造成社會不幸的原因之一。 

 總之這也要看行業，搞笑藝人要世襲就有點困難，兒子必須追求比老爸更好，不對，是更蠢的作品，父子

還得穿個什麼布偶互相吐槽說：「你得想個更蠢的布偶來穿！」 

 我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傳世的技術，只好繼續心不甘情不願地紙醉金迷，免得留財害了子孫。 

賺再多錢也沒用！調查 500 多個千萬富翁，有錢人的致富關鍵竟是「老
婆」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6200010/%E8%B3%BA%E5%86%8D%E5%A4%9A%E9%8C%A2%E4%B9%9F%E6
%B2%92%E7%94%A8%EF%BC%81%E8%AA%BF%E6%9F%A5500%E5%A4%9A%E5%80%8B%E5%8D%83%E8%90%AC%E5%AF%8C%E7%BF%81%EF%BC%
8C%E6%9C%89%E9%8C%A2%E4%BA%BA%E7%9A%84%E8%87%B4%E5%AF%8C%E9%97%9C%E9%8D%B5%E7%AB%9F%E6%98%AF%E3%80%8C%E8%8
0%81%E5%A9%86%E3%80%8D 
 
這本書是作者根據過去 20 年所做的研究與統計，跟超過 500 位富人面談，以及與 11,000 名高收入或高資產人士所做的問卷調查。 
 
作者定義「富人」是依據資產淨值——是「資產」，而不是「所有物」。淨值的定義是，某人的資產減去負債（信託帳戶的本金除外）的現值。

資產淨值高於 100 萬美元（約合台幣 3 千萬元）以上的人稱為有錢人（富人）。 依據這個定義來看，1 億個美國家庭中只有 350 萬人（3.5%）

可以被稱為有錢人。95%的有錢人其資產淨值在 100 萬到 1,000 萬美元之間。 
 
透過研究，作者開始找出有錢人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共同特點？例如，有錢人開什麼車？住什麼房子？穿什麼衣服？日常的消費習慣如何？

從這些調查中，找出有錢人的特徵，繼而使讀者可以從中學習，靠著自己的力量，翻身做個有錢人。 

真正有錢人的致富之道 

 他們量入為出。 

 一家大型國際信託公司僱用我們研究有錢人，這個客戶希望能了解這些高資產淨值者其個人需求是什麼。

於是我們首次訪談一組身價超過 1,000 萬美元（約合台幣 3.1 億元）的富翁，那次活動結果跟我們原先的預

期有很大的出入。 

 為了確保這些千萬富翁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感到舒適，我們在曼哈頓時尚東區租了一間高檔閣樓，僱用兩

位美食設計師。他們構思了一份包含 4 種肉凍、3 種魚子醬的菜單。為了搭配這些小點 心，設計師建議購

買一箱 1970 年的高級波爾多（Bordeaux）紅酒和 一箱超讚的 1973 年卡本內．蘇維濃（Cabernet Sauvignon）

紅酒。 

 我們把所謂的理想菜單預備好，熱切地等待這些千萬富翁受訪 者抵達。第一個到達那位，我們幫他取了暱

稱，叫作百威先生（Mr. Bud）。他 69 歲，白手起家，在紐約都會區擁有好幾座價值連城的商用房地產；此

外，他經營兩種生意。從他的外表來看，你絕對想像不到他的身家超過 1,000 萬美元。他的打扮可以說是那

種無聊沒型的——穿著老舊的西裝和大衣。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想讓百威先生感受到，我們充分了解美國千萬富翁對美食和美酒的品味。在自我介紹

以後，我們之中有個人問他：「百威先生，您想嚐嚐 1970 年的波爾多嗎？」 

 百威先生一臉困惑地看著我們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6200010/%E8%B3%BA%E5%86%8D%E5%A4%9A%E9%8C%A2%E4%B9%9F%E6%B2%92%E7%94%A8%EF%BC%81%E8%AA%BF%E6%9F%A5500%E5%A4%9A%E5%80%8B%E5%8D%83%E8%90%AC%E5%AF%8C%E7%BF%81%EF%BC%8C%E6%9C%89%E9%8C%A2%E4%BA%BA%E7%9A%84%E8%87%B4%E5%AF%8C%E9%97%9C%E9%8D%B5%E7%AB%9F%E6%98%AF%E3%80%8C%E8%80%81%E5%A9%86%E3%80%8D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6200010/%E8%B3%BA%E5%86%8D%E5%A4%9A%E9%8C%A2%E4%B9%9F%E6%B2%92%E7%94%A8%EF%BC%81%E8%AA%BF%E6%9F%A5500%E5%A4%9A%E5%80%8B%E5%8D%83%E8%90%AC%E5%AF%8C%E7%BF%81%EF%BC%8C%E6%9C%89%E9%8C%A2%E4%BA%BA%E7%9A%84%E8%87%B4%E5%AF%8C%E9%97%9C%E9%8D%B5%E7%AB%9F%E6%98%AF%E3%80%8C%E8%80%81%E5%A9%86%E3%80%8D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6200010/%E8%B3%BA%E5%86%8D%E5%A4%9A%E9%8C%A2%E4%B9%9F%E6%B2%92%E7%94%A8%EF%BC%81%E8%AA%BF%E6%9F%A5500%E5%A4%9A%E5%80%8B%E5%8D%83%E8%90%AC%E5%AF%8C%E7%BF%81%EF%BC%8C%E6%9C%89%E9%8C%A2%E4%BA%BA%E7%9A%84%E8%87%B4%E5%AF%8C%E9%97%9C%E9%8D%B5%E7%AB%9F%E6%98%AF%E3%80%8C%E8%80%81%E5%A9%86%E3%80%8D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1/post/201906200010/%E8%B3%BA%E5%86%8D%E5%A4%9A%E9%8C%A2%E4%B9%9F%E6%B2%92%E7%94%A8%EF%BC%81%E8%AA%BF%E6%9F%A5500%E5%A4%9A%E5%80%8B%E5%8D%83%E8%90%AC%E5%AF%8C%E7%BF%81%EF%BC%8C%E6%9C%89%E9%8C%A2%E4%BA%BA%E7%9A%84%E8%87%B4%E5%AF%8C%E9%97%9C%E9%8D%B5%E7%AB%9F%E6%98%AF%E3%80%8C%E8%80%81%E5%A9%86%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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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喝威士忌和兩種啤酒——一種不要錢，另一種就是百威（BUDWEISER）！」 

 我們掩藏了震驚的表情。這位千萬富翁給我們的訊息，如同暮鼓晨鐘把我們喚醒。接下來兩小時的訪談中，

這 9 位千萬富翁如大風吹般一直換位子。他們偶爾望向自助餐檯，但沒有一位去碰那些肉凍，或飲用我們

準備的陳年佳釀。他們一定餓了，但他們唯一動的只有那些高檔餅乾。 

 我們很不想浪費食物，該怎麼處理這些美食、美酒呢？ 不，我們不需要把這些東西倒掉，隔壁房間那些信

託經理解決了大部分。當然，作者們也共襄盛舉！看起來我們大家似乎都是老饕，不過，我們這些人中沒

有一個是千萬富翁。  

打造財富的基礎 

 很不幸，許多人用他人對食物、飲品、衣服、手錶、汽車等等的選擇來評斷一個人。對人們來說，優渥的

人在消費時應該有高尚的品味。而用購買商品來表示自己的優越，比經濟成就上的真實優越要容易多了。

若把時間和金錢花在追求表面上的優越，通常也會帶來意料中的結果：較差的經濟成就。 

 哪 3 個詞可以用來形容有錢人？ 

 節儉，節儉，節儉 

 韋氏辭典將節約定義為 「符合經濟狀況下善用資源的行為 」。節約的反義則是浪費，我們定義浪費是一

種奢華花費與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 

 節儉是打造財富的基石。但是，主流報章雜誌經常鼓勵和美化那些過度消費者。舉個例，我們經常被媒體

渲染、炒作百萬運動明星所轟炸。沒錯，這些運動明星當中有一小部分人是有錢人。但如果一個技術高超

的球員年薪 500 萬美元，資產淨值 100 萬根本沒什麼了不起。 

 照我們的財富方程式計算，一個 30 歲，年薪 500 萬的人， 他的資產淨值至少應該有 1,500 萬。有多少高薪

的球員財富達到這個水平？我們相信非常少。為什麼？因為他們多數習慣奢華的生活 ——只要他們的收入

還是這麼高，他們會繼續這種生活方式 。技術上，他們會是有錢人（資產淨值大於或等於 100 萬美元），

但是在超優理財族的等級上，他們通常處在低的一端。 

 美國有多少家庭年收入達到 500 萬？在 1 億個左右家庭中，還不到 5,000 個。用比例來算，大概是兩萬分之

一。多數富人一年的收入連 500 萬的 1/10 都不到。大多數人一直要到 50 歲或年紀更長，才會成為有錢人。

大多數人很節儉。很少有人能夠在一輩子的時間裡，一邊維持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又能同時成為有錢人。 

 但奢華的生活方式才能博得電視廣告時間和報紙版面。年輕人一天到晚被灌輸這種「有錢就是要氣派奢侈」

和「如果別人看不到，就等於沒有」這種觀念。你能想像媒體炒作典型美國富翁節儉的生活風格嗎？結果

會變成怎麼樣？電視收視率將超低，觀眾也會跑光。因為，美國大多數為財富打拚的人，勤奮工作、簡樸，

一點也不光鮮亮麗。很少有人透過中樂透、全壘打，或靠益智節目而致富，這些人不過是媒體大肆炒作的

少數幸運兒。 

 強襲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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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放在問卷調查裡的以下 3 個問題，富人們通常回答「是」： 

1.  你的父母很節儉嗎？ 

2.  你節儉嗎？ 

3.  你的另一半比你更節儉嗎？ 

 最後一題十分關鍵。這些超優理財族不但本身節儉，他們的配偶通常更是節儉到不行。想想典型的富人家

庭，其中大概 95%由已婚伴侶組成。這些家庭中有七成，男主人貢獻至少 80%的收入。多數男主人在創造

收入的活動中，扮演強襲猛攻者的角色。 

 以經濟術語來說，強襲猛攻 （great offense）意指一個家庭產生的收入顯著高於常態——也就是年稅前收入

高於 33,000 美元。這些家庭同時也是出色的防守者；換句話說，他們在消費品和服務方面的支出也很懂得

節儉。不過，同樣生活簡約的高收入家庭，已婚狀態，並不會自動轉換成高資產淨值，一定還有其他原因

存在。一位白手起家的富翁說得最好： 

我沒辦法讓我老婆花一毛錢！ 

若是有個奢侈浪費的配偶，多數人永遠不可能變有錢。一對夫婦中如果有一個習慣過度消費，他們不可能

累積財富。要是其中一人正在努力為事業打拚，這一點更顯得真切。很少人能夠在習慣恣意揮霍金錢的同

時，還能打造財富。  

歌頌那節儉的老婆  

一個有錢人把他最近剛上市一家公司當中相當於 800 萬美金的股票給了他老婆，老婆的反應是什麼？對於

她那結縭 31 年的老公，她說：「我很感激，真的。」她微笑著，她在廚房餐桌旁的位子坐著，動都沒動一

下，繼續從當週的報紙上剪下 25 分或 50 分美元的折價券。 

 沒有什麼事重要到能打斷她週六早上的例行工作。「她今天做的跟以往沒什麼兩樣，即便我們曾經除了廚

房餐桌以外什麼都沒有……我們就是因為這樣才能發財。很多交換和犧牲……在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有錢？你問我們。好，讓我們來看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你是個強襲猛攻者嗎？你的收入在 7 萬、

10 萬，或 20 萬這些等級嗎？恭喜你，你扮演很不錯的進攻者。但你為什麼在財富累積的遊戲中不斷被打敗

呢？ 

 對自己誠實點。有沒有可能是你的防守太糟糕？多數高收入的人都有同樣的情況，但有錢人通常不是這樣。

富人們既攻且守，兩方面都做得很好。他們的嚴密防守，常常幫助他們比那些賺得多／收入高的人累積更

多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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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的人應該如何社交？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804120030/%E5%85%A7%E5%90%91%E7%9A%84%E4%BA%BA%E6%87%89%E8
%A9%B2%E5%A6%82%E4%BD%95%E7%A4%BE%E4%BA%A4%EF%BC%9F 
聽過不少人和性格內向的朋友說，你要學會改變自己的性格，從內向的狀態下走出來，變成一個外向的人。 

於是，許多人開始逼迫自己努力社交，甚至背一些亂七八糟的笑話活躍氣氛，逼自己去各種各樣的場合攀

談，擴展人脈。結果，這些人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喜歡自己，講的笑話越來越詭異，臉上的表情也越來越複

雜難看。所以，逼迫自己改變性格真的有用嗎？ 

 這個世界之所以精彩，正是因為有不同性格的人。 

 可是，我們卻總是過度強調外向性格優於內向性格，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世界的話語權，牢牢地掌握在外

向人的手裡。  

然而，這難道就代表外向一定優於內向嗎？性格內向一定要被改掉嗎？性格內向就不能社交嗎？社交到底

重不重要？ 

 我遇到過很多內向的人，他們平時不太喜歡講話，甚至喝了酒後，依舊不太願意和人交流，只是靜靜地發

呆。但是他們內心有個強大而豐富的世界，他們喜歡獨處，喜歡閱讀，喜歡一個人看一部電影，喜歡一個

人購物，喜歡一個人做飯，他們有無數種方式，度過獨自一人的時光。 

 我遇到過很多強者也是內向的，他們告訴我，內向是因為他們的內心深處無比的多姿多采，而這些東西往

往無法跟別人分享，就只能獨處了。 

 其實，科學證明：內向者和外向者都是天生的。外向者透過外界來獲取精神能量，他們透過和別人交流，

看別人的行為，分析別人的話語獲取能量、新的觀點和對世界的認識。當外向者擁有過多時間的獨處，會

令自己內心難受，思考受限。 

 而內向者不一樣，他們透過獨處，透過與自己內心的對話來獲取精神能量，當人開始變多，他們的精力就

被損耗，甚至每一次的聚會和團體活動，對他們都是折磨。 

 可是，當他們一個人的時候，或者只是一對一的時候，對事情的專注，將會讓他們發揮出自己更大的優勢。

內向和外向不過是兩條不同的通向終點的路，外向者的路上充滿著花朵和彩虹，而內向者的路上雖然都是

小草灌木，但也是一種別致的風格。所以，性格不需要被刻意改變，更沒必要改變自己的模樣，你需要做

的是讓自己變成更好的自己。 

 2 我們都曾經聽過短處理論，一個容器的容量，取決於短處的長度。 

 可是，現在這個世界變了，網路時代裡，我們不需要讓每個短處都變長，這樣成本太高。而是需要和別人

合作，用別人的長處去彌補自己的短處，從而用更多的時間去磨練自己的長處，讓自己的長處足夠長。 

 分享一個我自己的故事，雖然我經常演講，但平時很少和別人打交道，更不太喜歡無用的社交，可是每次

寫完劇本，都要和不同的製片打交道，要不然不知道如何合作，每次對方動不動就是五六個人一起，時常

讓我目不暇給的不知道從何開始聊起。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804120030/%E5%85%A7%E5%90%91%E7%9A%84%E4%BA%BA%E6%87%89%E8%A9%B2%E5%A6%82%E4%BD%95%E7%A4%BE%E4%BA%A4%EF%BC%9F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804120030/%E5%85%A7%E5%90%91%E7%9A%84%E4%BA%BA%E6%87%89%E8%A9%B2%E5%A6%82%E4%BD%95%E7%A4%BE%E4%BA%A4%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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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我看了大量商業類型的書，練習了無數種和這些人打招呼談判的方式，搞得我焦頭爛額。後來，索

性我就不見面了，委託我們團隊專門製片的同事幫我談。 

 瞬間，事情變得簡單了許多，我不僅有了更多時間去寫字，還避免了許多讓我不開心的場合。我想，這就

是內向者應該做的事情：磨練自己的專長，把自己不擅長的交流部分，交給別人去做。 

 讓擅長這個領域的人去做擅長的事情，是這個世界高效的運轉方式。 

 我見過很多優秀的作家、畫家、導演、設計師本身都十分內向，但幸運的是，他們身邊一定有個外向的人，

幫他把持著社交這一環節，而他們只需要專注於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好。 

 3 對內向者的另一個建議是：熱愛事情，不用熱愛人。 

 因為當你把事情做得足夠精彩，你不用熱愛別人，別人反而會來喜愛你。 

 據說，愛因斯坦、賈伯斯、比爾．蓋茲、J．K．羅琳、愛默生、金庸、韓寒、林書豪、王小波都是典型的

內向主義者。 

 羅永浩曾經說過：「你們別看我站在台上能扯淡那麼久，其實我是個很內向的人。參加超過五個人的飯局

我就會全身不舒服，每次飯局以後回家都要一個人狠狠讀一天書才能緩過來。我現在站在這裡演講，其實

恰恰是因為我發現了自己的一個強項，我擅長演說，並且喜歡它，我也沒想過這個技能能賺什麼錢，得到

什麼名利，我只是喜歡，就認真去練習。記得沒去新東方當老師之前，有很多人說我：老羅，你平時一天

都不說幾句話，你還能上講台當老師？你別逗了吧！但我不管，我內向的性格決定了我不會被別人所左右，

誰說內向的人不能當老師？」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同事都十分內向，但站上講台的剎那，就馬上煥發著激情，心中瞬間充滿著熱愛。一

下台，馬上又變成了一個內向的人。 

 可是，我們從來不會評論這些人內向，說他們性格不好，我們只會覺得他們很有趣，很有料，很厲害，甚

至會說他們很低調。總之，我們很喜歡他們。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沒有把時間浪費在社交上，而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專長上。網路時代其實很難埋葬掉

人才，只要是人才，無論多內向，都會閃光，都會讓自己熠熠生輝。 

 那時，無論多內向的人，身邊都會有很多喜歡你的人，畢竟，你是光源啊。 

 4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要學會放棄無用的社交，在你不夠厲害時，應該多學習，用心磨練自己的能力，因

為只有等價的交換，才能有等價的友情。 

 所以，對於內向者而言，打造人脈，不如打造自己。 

 我在五年前，被拉到了一個強者群組，裡面有各種五花八門的強者，各個都如雷貫耳，但我想了很久，還

是沒有加他們微信，因為我發現自己好像和他們沒什麼好交流的，難道就是點點讚，說兩句話？這樣的社

交有什麼意義呢？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144707-158193-%E9%82%A3%E4%BA%9B%E7%84%A1%E7%94%A8%E7%9A%84%E7%A4%BE%E4%B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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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後，我也開始有了點影響力，他們中有幾個人加了我，後來成了好朋友，他們跟我開玩笑的說：「我

們當年還在一個群組呢！」 

 我也謙虛的說：「是啊，當年想加您都不太敢。」 

 後來我明白，當你是內向型的人格時，沒必要花大量時間去擴展人脈，因為人脈不是你認識誰，而是誰認

識你；人脈不是你加了誰的 LINE，而是誰肯為你的文章點讚。 

 謹以此文，送給每一位內向的人。 

呂捷：讀書不是唯一，但請先告訴我，不讀書你要做什麼？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20008/%E5%91%82%E6%8D%B7%EF%BC%9A%E8%AE%80%E6%9B%B8%E4
%B8%8D%E6%98%AF%E5%94%AF%E4%B8%80%EF%BC%8C%E4%BD%86%E8%AB%8B%E5%85%88%E5%91%8A%E8%A8%B4%E6%88%91%EF%BC%8C
%E4%B8%8D%E8%AE%80%E6%9B%B8%E4%BD%A0%E8%A6%81%E5%81%9A%E4%BB%80%E9%BA%BC%EF%BC%9F?utm_source=FB&utm_medium=n
ews&utm_campaign=190614 
人世間沒有什麼是你的全部，只有你自己是自己的全部。所以讀書的確不是人生唯一的一條路。但是你能

不能告訴我，如果不讀書，你想幹什麼？如果你也不知道要幹什麼，那要不要先把書給讀好啊？ 

為什麼要讀書？  

這幾年出現一種奇怪的論調叫讀書無用論。網路上會看到這樣一組照片，第一張是比爾蓋茲（休學），第

二張羅傑斯（休學），第三張，穿著便利超商的制服當店員（大學畢業）。 

 其實我滿討厭這種論調的。很多年前我在上前三志願班的時候，有個學生來找我：「老師我最近在看比爾

蓋茲傳耶，我想學比爾蓋茲。」 

 我問他：「你知道他創建哪家公司嗎？」 
 「我知道，微軟。」  
「比爾蓋茲念哪一所學校？」  
「我知道是哈佛，但是他休學了，所以我覺得有能力的人不一定要大學畢業！」 
 「那你知道比爾蓋茲的第一張訂單是誰給他的嗎？」 
 「ㄜ⋯⋯」 
 「是 IBM。你知道 IBM 為什麼給他訂單嗎？」 
 「ㄜ⋯⋯」 
 「因為比爾蓋茲他媽媽是 IBM 董事。」 

 過了兩個星期，他又來跟我說：「老師我在看巴菲特傳。」 

 「你知道巴菲特第一次進證交所幾歲嗎？」 
 「我知道，十二歲。」 
 「那你知道他第一次進證交所的時候是誰接待他？」  
「ㄜ⋯⋯」 
 「是證交所的董事長。」 
 「那你知道證交所的董事長為什麼要接待他嗎？」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20008/%E5%91%82%E6%8D%B7%EF%BC%9A%E8%AE%80%E6%9B%B8%E4%B8%8D%E6%98%AF%E5%94%AF%E4%B8%80%EF%BC%8C%E4%BD%86%E8%AB%8B%E5%85%88%E5%91%8A%E8%A8%B4%E6%88%91%EF%BC%8C%E4%B8%8D%E8%AE%80%E6%9B%B8%E4%BD%A0%E8%A6%81%E5%81%9A%E4%BB%80%E9%BA%BC%EF%BC%9F?utm_source=FB&utm_medium=news&utm_campaign=190614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20008/%E5%91%82%E6%8D%B7%EF%BC%9A%E8%AE%80%E6%9B%B8%E4%B8%8D%E6%98%AF%E5%94%AF%E4%B8%80%EF%BC%8C%E4%BD%86%E8%AB%8B%E5%85%88%E5%91%8A%E8%A8%B4%E6%88%91%EF%BC%8C%E4%B8%8D%E8%AE%80%E6%9B%B8%E4%BD%A0%E8%A6%81%E5%81%9A%E4%BB%80%E9%BA%BC%EF%BC%9F?utm_source=FB&utm_medium=news&utm_campaign=190614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20008/%E5%91%82%E6%8D%B7%EF%BC%9A%E8%AE%80%E6%9B%B8%E4%B8%8D%E6%98%AF%E5%94%AF%E4%B8%80%EF%BC%8C%E4%BD%86%E8%AB%8B%E5%85%88%E5%91%8A%E8%A8%B4%E6%88%91%EF%BC%8C%E4%B8%8D%E8%AE%80%E6%9B%B8%E4%BD%A0%E8%A6%81%E5%81%9A%E4%BB%80%E9%BA%BC%EF%BC%9F?utm_source=FB&utm_medium=news&utm_campaign=190614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906120008/%E5%91%82%E6%8D%B7%EF%BC%9A%E8%AE%80%E6%9B%B8%E4%B8%8D%E6%98%AF%E5%94%AF%E4%B8%80%EF%BC%8C%E4%BD%86%E8%AB%8B%E5%85%88%E5%91%8A%E8%A8%B4%E6%88%91%EF%BC%8C%E4%B8%8D%E8%AE%80%E6%9B%B8%E4%BD%A0%E8%A6%81%E5%81%9A%E4%BB%80%E9%BA%BC%EF%BC%9F?utm_source=FB&utm_medium=news&utm_campaign=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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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ㄜ⋯⋯」 
 「因為他爸爸是美國參議員。你還想學他們休學嗎？」 

 有學生會問我為什麼要讀書？我會說，人世間沒有什麼是你的全部，只有你自己是自己的全部。所以讀書

的確不是人生唯一的一條路。但是你能不能告訴我，如果不讀書，你想幹什麼？ 

 如果你也不知道要幹什麼，那要不要先把書給讀好啊？ 

 不管你喜不喜歡、願不願意、相不相信，我都認為讀書是件好事，不管是體制內的（升學），還是體制外

的（閒書），都是如此。 

 你覺得讀書沒有用，是因為你把書給讀死了。當你在讀書的時候，不是讀這本書在跟你講什麼，而是要讀

它的作者在想什麼！ 

 你一定看過哆啦 A 夢（沒有的話應該是外星人）。哆啦 A 夢在寫什麼？白癡廢物加低能的小朋友，養了一

隻奇怪的貓，打造頭跟身體一比一的完美身材，你小時候看哆啦 A 夢一定覺得可愛有趣。 

 可是當你長大後讀大學、研究所修到馬克思資本論，或是出社會經歷了磨練，你會發現，哆啦 A 夢的作者

藤子不二雄先生是個社會主義者，哆啦 A 夢從頭到尾在講述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誰象徵受壓迫的中下階

層？大雄。誰象徵對中下階層同情者？靜香。誰象徵地痞暴力階級？胖虎。誰象徵富豪階級？小夫。誰象

徵知識分子階級？小杉。誰出來解決所有的事情？哆啦 A 夢。 

 哆啦 A 夢的角色分配很明顯，在講進化為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事件。但是我覺得最好的一點，就是

大部分搞砸事情的都是自認受壓迫的階層，也就是大雄。 

 當然或許藤子不二雄先生並不是這麼想的，但這就是我讀書的心得。所以我不會覺得讀資本論要幹嘛？因

為它讓我讀書讀活了。 

 記得我讀研究所的時候，系上開的書單都看不懂，怎麼辦？我求助了楊維真老師，老師告訴我：「量變帶

動質變，當你讀的量夠多的時候，你對書的見解跟看法就會改變，你看不懂，其實是因為你看的不夠多。」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就是朱熹所強調的治學方法「格物致知」。 

 所以我常叫學生看書，學生說看不懂、看不下去，那就表示量是不夠的。不要怕挑戰大部頭的書，把它整

本看完會很有成就感，這對現在的孩子來說有點難，但我覺得有些事是要不要做而已。所有事情都要紮紮

實實地來，速成沒有好東西！ 

 當你看到職棒游擊手在球打過來時飛撲過去接球，滾兩圈站起來後快傳一壘，你以為他是特別去練這個動

作嗎？不是，那是無數基本功的累積。正所謂，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你有時間打電動、上網跟不認

識的人聊天，怎麼不花一點時間看看書，投資一下自己呢？ 

 讀書其實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大部分的成敗掌握在自己手上。出了社會之後你會發現，你已經很努力了，

但是天時地利人和都沒有站在你這邊。反觀讀書，付出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報，CP 值真的很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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