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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的大改變，新的個人生活方式也正在成型中。 你
準備好面對未來的辦公型態了嗎?
達摩媒體執行長許景泰則以網路社群趨勢來分析，
2014年「行動商務」元年，商業模式大翻轉，除了積
極搶進行動市場外，各大企業須注重如何將行動應用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本月刊內之文章均為作者之意見，不
代表本社之立場，文責亦由作者負
責。版權所有，非經本社書面同意，
不得轉載本刊任何圖文。本月刊所使
用之商標或著作皆屬權利人所有。

結合在地化、進行區域行銷，才能精準鎖定用戶，在
行動時代打出一場漂亮之戰！
《Cheers》雜誌最新調查發現，即時通訊軟體已成
為7成上班族最常使用的溝通方式；
如果這是新世代提升高效辦公的表
現，那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工作模
式，正快速翻轉人們生活與工作的型
態；因為學習如何聰明辦公、快樂工

古印度以「震旦」尊稱中國，「震旦第一」
即象徵「中國第一」之意。

作已成為未來辦公的型態，跟上潮流

震旦

才有機會贏得最後的勝利。

如旭日東昇
「震旦」是東方日出之意，象徵

《震旦月刊》主編

蘇美琪 Maggie Su

著光明與希望，震旦集團承襲源
遠流長的歷史命脈，有如旭日東
昇，散發著蓬勃的朝氣與躍昇的
動力，為追求現代文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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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佳句

key Term

摘錄本期︽震旦月刊︾雋永的經典佳句，讓您搶先目睹後，繼續翻閱更多精彩內容吧！

本期精選佳句

未

來結合雲端運算、行動技術，辦公室應用管理系
統，以更快速的商務行為，將打破工作與生活的

藩籬，不僅是辦公型態的大改變，新的生活方式也正在
成型中。
孫婕 資深財經媒體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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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的行動元年，各大企業須注重如何將行動應
用結合在地化、進行區域行銷，才能精準鎖定用

戶，在行動時代打出一場漂亮之戰！
許景泰 達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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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人才梯隊建設」，就是當現有的人才正在發
揮作用時，未雨綢繆地培養該批人才的接班人，

也就是做好人才儲備，當這批人才變動後能及時補上。
陶文鈞 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

玻

P.20

璃藝術中，所傳達的都是工藝技術，極少人思考
它精神核心是什麼？而琉璃工房的核心價值就在

於「永遠不斷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
張毅、楊惠姍 琉璃工房創始人

一

P.25

位稱職的職場工作者，貫徹與落實主管的指令是
最重要的，能夠貫徹主管企圖心的人，也一定具

備高度的「企圖心」與「執行力」。
晉麗明 104資訊科技集團資深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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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辦公時代 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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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MUSIC
Prelude

在變化多端與高效的驅動下，傳統辦公方式日漸式微；追求更智能、靈活

與便利的社群與辦公解決方案，必能打出一場漂亮之戰！

Driven by dynamic changes and demands for high efficiency, traditional ways to run an
Pursuit for more intelligent, flexible, and convenient community and office solutions

office are in gradual decline.
will definitely help a company excel and stay on top of everything!

蘇美琪；Words

孫婕、許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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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統辦公場域工作，而是在家裡、顧客公
司、酒店、機場、咖啡店等移動辦公。
報告中也指出，被訪問者表示需要重新
設計更具吸力的辦公空間，以激發職員
創造力和想像力，鼓勵職員隨時隨地移
動辦公，促進協同運作精神。

震旦家具設計中心也發現，上班族有
四種工作模式，也就是「獨、倆、組、
眾」。例如當職員為了寫一份重要的報
Words

得以實現個人工作成就感與滿足感的

20多年前的上班族，一早要到打卡鐘前打上班卡；現在到座位打開
電腦登入，就完成打卡。當年的業務人員，要大包 小包扛著樣品或
文件與顧客見面，交貨後要收款、送發票；現在的業務可以先透過電
子郵件或社群網絡將資料傳給顧客，文件或樣品資料可以存在平板電
腦，不用大包小包扛著走，之後透過匯款及電子發票完成收付款。

「獨」模式。

實代表員工的職位及公司人數；在現今

許多上班族也會發現，最有效的溝通

的行動辦公室潮流下，辦公桌的迷思也

經常發生在茶水間或行進間的閒聊，不

跟著被打破。

刻意的巧思反而有助於同事之間的有效

全球領先移動解決方案供應商Citrix系

溝通，許多創新的點子常來自茶餘飯後

統公司，訪問19個國家和地區共1,900位

的閒聊，因此出現有助職員之間互信和

資訊技術行業高管，寫成《西特理克斯

諧關係的「倆」模式。

未來工作場所》報告指出，2020年職員

至於透過小組項目討論激發創新思維的

場辦公型態的大革命。

將透過不同的移動設備，遠端連接公司

「組」模式，則可以透過改變姿態改變心

網路辦公，一張辦公桌將由多人共用，

態，暫時拋開嚴肅的會議，以更輕鬆的坐

辦公場所面積將縮小17%。

姿激發創新力，暢所欲言，讓職員間盡情

行動辦公室改變辦公桌迷思

從硬體的辦公家具設計創新、事務
COVER
STORY

來連辦公桌都沒了」，也就是辦公桌其

功能，日漸多工化，也儼然掀起一

現在的上班族有了更便利的生財工
具，辦公型態也跟著有了大改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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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就需要安靜、適合思考的空間，

孫婕．資深財經媒體記者

網路的普及，加上各種辦

4G

你準備好面對未來的辦公型態了嗎？

「獨、倆、組、眾」模式帶動
辦公環境的創新組合

網際 公室應用軟體的開發，讓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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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準備好面對未來的辦公型態了嗎？

上班族新生活模式啟動

1

辦公型態從硬體的辦公家具設計
創新、事務機器的多功趨勢、到應用
軟體的雲端化，不僅讓上班族從過去
的單一功能，日漸多工化，也儼然掀
起一場辦公型態的大革命。

也就是說到了2020年，大約每10位職

腦力激盪。最後就是發揮集體智慧的傳承

機器的多功趨勢、到應用軟體的雲

許多想休長假的上班族，常聽到

員共用7張辦公桌，每位員工平均使用6

與知識學習的「眾」模式，可以運用群體

端化，不僅讓上班族從過去的單一

同事會奉勸不要休太久，「不然回

種移動設備連接網路。29%的職員不在傳

的正式討論協助重大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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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機業者的創新服務

在這四種工作模式下，辦公室不再只有

有幾項重要的變革，首先是從單一功能到

硬梆梆的辦公區及會議室，而可以透過空

複合功能，例如影印機從單一影印功能，

間的設計，創造符合這四種工作模式的空

在考量坪效、成本、效率下，現階段的複

從賣設備、賣耗材，運用辦公室自動

普及，以及軟體協同運作能力加強，也逐

間，讓同仁在更佳的辦公空間中，得以提

合機，為兼具影印、列印、傳真的產品，

化，協助顧客提升文件處理效率，全球的

漸改變辦公室的工作流程與效率。震旦集

高工作效率及激發創意。

當然也帶動硬體製造廠的洗牌效應。

OA業者，其實也積極朝提升服務比重邁

團雲端事業部總經理陳翠華表示，以辦公

進 ，將讓辦公型態出現新的樣貌。

室應用資訊系統架構演進來看，從人工作

其次為網路的興起及普及，讓網路也

賀俊強舉例，美國OA大廠已可因應顧

業、單機版作業、大型主機封閉式系統 、

印為主，一份文件可以印10份、100份，

客的需求，提供軟體、硬體整合的解決方

終端伺服器（Client Server），到以網路

除了辦公環境的改變，辦公室內的硬體

但內容是相同的；加了印表功能，100份

案，讓企業主不用再買設備、僱用職員處

為基礎的互聯網集中式管理架構，以及近

設施近年的改變也不小。震旦OA事業戰略

文件套用相同格式，可以印出100份內容

理文件輸出。以銀行業者來說，光是買印

來相當夯的雲端服務，新型態的工作模式

中心總經理賀俊強表示，辦公室的自動化，

不同的文件。而且有更多文件其實來自網

表機列印信用卡帳單、郵寄到用戶付款，

正在成型。

其實可以回溯到1870年代，當時已開始談論

路、電子郵件以及協同作業的文件。

除了人力以外，設備採購就有議價、合

陳翠華指出，一般大型企業因組織龐

辦公室應該自動化，後來有了打字機，利用

第三則是彩色化，過去彩色與黑白列印

約、折舊、維修等問題；現在則是可以全

雜，大多有自己的資訊管理團隊，因此可

複寫取代人力的寫字，一直到自動打字機的

的比重約是3比7；目前約是6.5比3.5。賀

數外包給OA業者，從帳單列印、郵寄、

以開發屬於自身的客製化軟體，如企業資

出現，讓辦公室自動化蔚為潮流。而自從

俊強認為，隨事務機的印製能力、速度提

收款等全部搞定。對銀行來說，可以省掉

源規劃（ERP）系統、人資（HR）管理

討論辦公室自動化以來，善用機器及文件

升，以及彩印的普及，不僅中小企業的列

成本，對OA業者來說，因有量大優勢，

系統等；但對中小企業來說，內部組織及

輸出，讓業務更順遂的目標，迄今依舊未

印彩色化，在分眾市場的趨勢下，也將帶

可以藉此創造獲利模式、提高服務比重，

流程較簡單，標準化的辦公系統就能滿足

變。 賀俊強指出，以辦公室自動化來說，

動數位印刷市場的成長。

將是未來OA產業的重要趨勢。

需求，甚至採用建置在公有雲上的辦公軟

你準備好面對未來的辦公型態了嗎？

成為文件產生的重要來源。過去文件以影

Cover Story

辦公室自動化創造更多服務的可能性

而辦公室文件開始電子化後，隨網路

體，依使用量計費，可以大幅降低軟體維

雲端服務造福中小企業

護及人力成本，一樣能透過辦公室協同軟
體提高管理效率。

從看得見的辦公環境與事務機，看不見

尤其現今上班族幾乎人手一支智慧手機

的軟體，更是影響辦公型態變革的重要因

或平板電腦，行動辦公將是未來的趨勢，

素。過去當幾個同事需要共同編輯一份文

透過整合性的雲端辦公服務平台，可以把

件時，就是頭痛的開始。大家必須各自為

文件、交辦或待辦事務、決策及討論，透

檔名加上日期、版本編號、姓名，避免混

過雲端來傳遞，就像每個人頭上就有一朵

淆，接著再靠電子郵件交換檔案，中間只

隨伺在旁的個人秘書雲，隨時隨地幫上班

要一出錯，就是耗費時間及人力重新檢視。

族與團隊溝通。

從硬體的變革，到軟體的整合，以及科技的進步，行動與彈性工作模式將漸成常態，未來隨
使用者的科技經驗，結合雲端運算、行動技術，辦公室應用管理系統，更快速的商務行為，
將打破工作與生活的藩籬，職場與個人生活的界限漸漸模糊，不僅是辦公型態的大改變，新
的個人生活方式也正在成型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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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行動浪潮下的企業改變

據資策會調查，2015年台灣行動購
物市場將佔整體網購市場6%，市場規
模達到600億元；2020年以前更可望達
到約2400億元的巨大規模，約佔全台
網購市場的15%。
讓消費者從PC轉移到行動的最大推
手，就是行動社群與各式App應用。
2013年，行動社群應用軟體LINE在台
灣創下了1700萬用戶，全球超過2億
1400萬，其中有一半使用行動設備來
互動瀏覽。微信WeChat在中國已成為
生活方式，有超過3億使用人口，成了
當地最流行的手機應用軟體。

進入「行動商務」時代！
2014年堪稱行動元年，從應用程式

許景泰．達摩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行動，開啟了全新的網路時代！2013年，行動設備與網路高速發展，
根據資策會FIND統計，台灣民眾行動上網普及率已近40%。而今
2014年的行動元年，各大企業須注重如何將行動應用結合在地化、進
行區域行銷，才能精準鎖定用戶，在行動時代打出一場漂亮之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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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浪潮下的企業改變

用戶。Facebook的台灣用戶也已突破

Words

4G

Cover Story

商業模式大翻轉！

2

展空間還很大，市場也的確每年高速成

的大舉收購便可得知。LINE在去年底

長中。

購併來電辨識 APP「WhosCall」，

以2013年的表現來看，全球最大的

除了將服務範圍拓展到包含中東等30

第三方支付平台PayPal的交易成績中，

餘個國家，結合電信服務讓行銷功

來自行動市場的交易金額就高達300億

能更準確、同時免除詐騙騷擾！今年

美元；從區域性表現來看，2013年的

三月，騰訊微購併入微信平台、騰訊

上半年，美國行動購物已突破100億美

拍拍、QQ團購、易迅網等線上電商

12∼2013年，短短二年間，低

用戶習慣和消費行為，也促使行動電

元，成長率高達25%；而在同一個年度

服務併入京東集團，中國電商的行動

價智慧型手機推陳出新，加上

子商務快速崛起。

第一季的成績中，中國大陸的消費總額

布局更是快速進行中。以廣告為主的

已經佔了全球的7%。

Facebook，今年二月也以190億美金

電信業者聯手推波助瀾下，智慧型手

根據美國網絡媒體Business Insider

機進入門檻低，促使整個市場跳躍式

發布的2013《行動網路的未來》報告

的成長，帶動民眾對行動上網、無線

指出，行動上網佔據電子商務流量已

連網、行動服務、應用軟體的高度需

經達25%，但目前的電子商務銷售卻

求。這一波網路新浪潮帶來的不僅是

只有13%來自行動平台，這代表著發

根據美國網絡媒體Business Insider發布的2013《行動網路的未
來》報告指出，行動上網已佔據電子商務流量已經達25%，這代表著
市場每年高速成長中。
13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行動元年的到來，必須將思考重點放在「人」，全新的電商思
維必須以「行動」取代定點思考，行動裝置普及讓流量來源大幅翻
轉，通路全面改變，「使用者體驗」必須獲得首要關注！

發紅包、綁用戶，更讓微信用戶在玩遊

行動時代挑戰：結合在地化應用

戲、加值手機或訂餐廳時，就能直接透
在各企業積極搶進行動布局的當下，同

積極湧入微信，學習如何用微信進行行

時不斷強化服務，加強用戶體驗，深怕用

銷及銷售，微信生態系相當開放，用戶

戶體驗不夠完善，在快速變動的產業下，

可彈性調整 API，但相對詐騙也較多，用

競爭力馬上被稀釋！除了積極搶進行動市

平台。在中國電商方面，騰訊今年三月

戶須謹慎使用。台灣的行動購物已經相

場，2014的行動元年，各大企業須注重

入主京東集團，將微信與京東整合，綁

當普及，但在行動支付的跟進腳步較為

如何將行動應用結合在地化、進行區域行

定京東帳號後會自動同步京東的收貨位

緩慢。

銷，才能精準鎖定用戶，在行動時代打出

址，付款則是透過微信支付。電商企業
與應用程式的整合與合作，讓行動購物

新電商思維：以人為本、去中心、
粉絲經濟

行動浪潮下的企業改變

成為一條龍式的服務，物流、金流一應

一場漂亮之戰！

Cover Story

過財付通進行付款。支付的便利讓企業

俱足！
過去從事電子商務，注重的是商品

二）行動應用不再是大企業的專利
LINE 官方帳號所費不貲，許多中小

的到來，必須將思考重點放在「人」，

企業常望之興歎，但LINE在今年六月

全新的電商思維必須以「行動」取代定

推出在地商家行銷服務「LINE＠」，

點思考，行動裝置普及讓流量來源大幅

主打「基本方案不須任何費用」的行銷

翻轉，通路全面改變，「使用者體驗」

手法，使用者可透過搖一搖或加入好友

必須獲得首要關注！另外，行動時代的

的方式和店家進行一對一互動，也可以

來臨還有另一項意義，即「去中心思

的天價收購 WhatsApp，行動布局野心

像聊天一樣傳送訊息給顧客，對於在地

維」，大平台已不再獨大，人人使用行

可見一斑。而行動裝置的快速普及，最

商家而言，「LINE@」適合以O2O的方

動程式，代表人人都可以是通路。在中

直接的影響便是眾多企業的商業模式出

式進行促銷，店家以加入好友便送優惠

國，透過微信經營電子商務的個體戶大

現大幅度的轉變！

券、不定期推送商品優惠的方式，鎖定

有人在，「微信小店」的推出也使中小

在地的顧客進行二次行銷，大幅降低中

企業有更多行銷及販售管道。行動時代

一）電商與應用程式結合，行動購物一

小企業邁進行動應用的門檻，也使實體

的去中心思維，代表人人都可以做電

條龍：

店面、傳統產業加入行動戰局。

商！甚至， 網路時代常說的「流量經

行動時代加速整併了各種服務，產業
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如電子商務集團

14

本身，重點放在「貨物」，但行動元年

濟」也將轉變為「粉絲經濟」，在通路

三）行動支付，改變個人消費行為

分散的影響下，流量也跟著分散，流量

Uitox 優達斯與 LINE 在今年五月合作推

在中國方面，騰訊把自家支付平台

愈來愈難經營、也愈來愈貴。流量不再

出「LINE 嚴選快購」，吸引眾多品牌

「財付通」置入微信系統內，擁有 4億用

是獲利的保證，必須由粉絲會員來以口

進駐，由 LINE 挑選商品、 Uitox 負責

戶的微信從去年開始密切結合第三方支

碑相傳，由顧客來推薦顧客才是行動時

物流服務，雙方宣佈合作建構行動商務

付，在 618 進行10億紅包的行動促銷，

代獲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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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怎一個跨字了得？

生）；也就是每一世代的期間已經從30

聰明，也比後一個世代更有智慧」；日本

年縮短為10年，讓五代同堂（四、五、

經營之聖稻盛和夫以80歲高齡將日航起

六、七、八年級生）的現象在職場上成為

死回生，而臉書創辦人札克伯格不到30

可能，每一世代各有其不同的整體傾向、

歲就被「Time雜誌」選為2010年度風雲

價值觀、對工作場所的期待，溝通方式和

人物且身價超過百億美元；所以年齡不是

工具；因而產生跨世代的溝通和管理的問

問題，專業帶來績效才是硬道理。職場上

題。

的老少配即主管如何帶領年輕、年長或同
年的部屬？部屬如何適應年輕、年長或同

Twenge）分析發現是20~30歲以下的年

年的主管？雖可依不同世代的特徵去溝通

輕人極端自我，因此稱他們為Me世代

和管理，但回歸基本面如：順暢無阻的溝

（Generation Me，簡稱GenMe）；他

通、靈活運用的授權、教學相長的教練行

們在臉書（Facebook）上交友，用line聊

為和水乳交融的夥伴關係才是正途。

怎一個跨字了得？

美國心理學教授珍•湯姬（Jean M.

Business

跨世代、跨部門、跨專業

職場上的老少配可依不同世代的特徵去溝通和管理，但回歸基本面如：順暢
無阻的溝通、靈活運用的授權、教學相長的教練行為和水乳交融的夥伴關係才
是正途。

天，以擊掌（Give me five）打氣，用擁
抱（Hug）取暖，最特別的是使用火星文

跨部門協作，除灰色地帶

溝通（CU 29？99！3Q），有時會讓人丈
Words

顏長川．哈佛企管顧問講師

變形金剛「在危急存亡之秋，能視實際狀況的需要，於汽車和機器人之間變
來變去，期能排除萬難達成任務」的創意，獲得全世界影迷及職場人士的共
鳴 ; 變形金剛第四集現正熱映中，而最流行的變形電腦（電腦、平板、手機
三合一）等也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目前最夯的流行用語

個人成就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是團隊

是小確幸、魯蛇（loser）、正能量、土豪

協作的時代，也就是說必須透過團隊協作

金……等。

才能達到共同目標，成為高績效團隊。任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說：
「每一個世代都想像自己比前一個世代更

何人一進到職場上就會被教導要合作分工
並從六大範圍開始著手如下：

 企業目標與部門目標是否一致

、整合、混搭、跨界等都

變形 屬 同 一 概 念 的 用 詞 ， 掀 起

不得不大嘆一聲：「怎一個跨字了

林來瘋的書豪兄其實是跨界（哈佛大

代、跨部門、跨專業等三個現象。

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跨世

訂（不重複、不遺漏）
 部門之間的關係如何建立（KPI、SOP）

學經濟系→NBA）、跨區（加州→
麻州）、跨世代（父親籃球迷→兒子

 部門之內，成員的個人角色及目標的厘

跨世代溝通，回歸基本面

 如何解決問題，如何下決策

NBA player）的高手；「跨」字可

16

說是目前職場上最火紅的buzzword

傳統的世代觀是每30年為一世代，

如 : 跨國、區、境、界、領域、校、

不知何時開始大家都競相以X年級生

科系、專業、年、時代等，職場人士

互稱，如七年級生（民國70年∼79年

 部門之對內與對外的溝通
 部門之內的人際關係（本位主義）等去
進行「跨部門協作」。

17

經營廣場

Business

級的角度看問題，便可去除本位主義，以

識而成為「T」型人，甚至因參與跨功能團

同理心及全體利益為考量，追求最大的合

隊進行跨部門協作，而成為更大的「T」型

理成效；一般而言，能提高一個層級，也

人；只有一樣專長是不夠的，必須具備跨

就是站在頂頭上司的角度看問題，就OK

專業能力。

主管的角度看問題，則更沒問題；若是擁

趨勢掀起購併的浪潮，上班族可能一夜之

有主人翁心態（Ownership），等於把層

間面臨去留問題，僅有一樣專長無法保證

級拉高到CEO的最高層級，那就可把工

終身被雇用，因此，有前瞻性的上班族要

作當作自己的事業，所有的工作都願扛下

配合企業的中長期計畫，培養第二專長，

來做，而且會做得好快樂！（又好又快又

把自己變為「兀」型人；若行有餘力，可

樂，即品質、速度和樂趣三者兼具）

再學習第三專長，進一步變形為「爪」型
人，具有多功能，可掌握任何的變化和挑

跨專業能力，一人抵三人

戰所帶來的機會；甚至讓老闆發出驚嘆：
「一個人可當三個人用！」。

有為的上班族也受到變形金剛的啟發，

變形上班族在從「I」→「T」→「兀」

矢志成為「變形上班族」。每一個上班族

→「爪」的蛻變過程中，除健全的輪調制

在職場奮鬥大都從「I」型人開始，即選

度外，需要搭配有計畫、有目的、有紀

擇一個領域去發展專才，能做到學以致用

律的「終身學習」意念去追求「護身證

的「達人」最好，能成為「教父」更佳。

照」。

Words

項目

備註

五代同堂

四、五、六、七、八年級生

30年 → 10年 → 15年

Me世代

極端自我、自由、物質

30歲以下

年長主管 vs. 年輕部屬

回歸

年輕主管 vs. 年長部屬

溝通和管理

同年主管 vs. 同年部屬

基本面

上個 裡 就 看 到 有 一 個 足 球 場 ，

企業要長久發展，也要及時培養自己

以合作為前提，分工為手段

跨部門協作

孩子們在踢球，這是當地唯一熱鬧的

去了長久發展動力。

主人翁心態

把工作當作自己的事業

消除本位主義

地方。居民們的院子草地上也通常有

作額外工作

垃圾桶哲學

消除灰色地帶

一個足球。所以德國人口不到一億，

職場老少配

合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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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員的梯隊培養機制。

月去德國，在一個小山村

的人才梯隊。萬不可斷層，否則就失

建置人才梯隊 隨時補位

I→T→兀→爪

多能工

但足球人口很多，從小小孩開始起，

輪調制度

學習與成長

紅黃綠燈

一直到少年隊，青年隊，直至俱樂部

老闆和人力資源經理一定要自問：

終身學習

有目標、有計畫、有紀律

學到老、活到老

隊，人才不斷選拔湧現。所以，一個

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如果現有管理人

變形上班族
跨專業

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成績背後有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職場很缺乏的，

說明

跨世代

跨部門

陶文鈞．上海交通大學客座教授

世足賽落幕，德國贏得最後冠軍；在與巴西決戰時，甚至於狂灌巴西七個

附表：跨世代、跨部門、跨專業
類別

人才梯隊建設的五大盲點

十倍速時代帶來改變的挑戰，全球化

Business

了；若能提高兩個層級，也就是站在部門

人才梯隊建設的五大盲點

幾年之後，因工作輪調擴大接觸面建立通

如何培養職場接班人

跨部門協作的過程中，若能站在更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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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員和核心人才因故離職，怎麼辦？企業

盲點#1

能不能馬上有後備人才或接班人補上？

盲目跟風，缺乏長期規劃

所謂「人才梯隊建設」，就是當現有的人才正在發揮作用時，未雨綢繆地培
養該批人才的接班人，也就是做好人才儲備，當這批人才變動後能及時補上。

企業要穩定持續的長久發展，離不開人
才梯隊建設。

一些企業對人才培養沒有引起足夠
重視，或者即使重視人才培養的價值，

「常規」的人才培養，不僅浪費企業資

外聘專家、教授來進行授課，這些專家大

的人才正在發揮作用時，未雨綢繆地培

也不願意進行資金、人力的投入，所以

源，而且不利企業的長期發展。

多是「學院派」，理論知識扎實，但是實

養該批人才的接班人，也就是做好人才

企業在制定人才規劃時，普遍追求「時

儲備，當這批人才變動後能及時補上，

髦」，別人做培訓，我也做培訓，別人

盲點#2

填鴨式的傳授，忽視了與管理實踐的結

而這批接班人的接班人也在進行培養和

培訓什麼，我也培訓什麼。這些企業在

重資歷文憑，輕軟實力和發展潛力

合，更加忽視培養員工在實踐過程中解決

鍛煉，這樣就形成了不同層次和水準的

人才培養方面是人云亦云，沒有意識到

人才，就像站在梯子上有高有低一樣，

培養優秀人才對企業的重要性，更加沒

很多企業在選拔後備人才時，較多

所以稱為「人才梯隊」。

有建立長期人才培養機制的前瞻視角，

地關注文憑、資歷、業績、專業技能，

盲點#4

在為各類型企業培訓輔導過程中，我

只看重眼前的培訓效果，對於企業的長

而對軟實力，比如情商、發展潛力、學

重培養形式，輕跟蹤回饋

發現不少企業也都大力開展了人才梯隊

遠發展也缺乏戰略眼光。這種沒有清晰

習力等比較忽略。它們選人是為了滿足

建設，有的取得較大成功，但有相當一

瞭解目前同仁的能力狀況，沒有構建一

今天工作的需要，因此是否具備今天工

忽視了培養人才的能力變化情況，後期

部分企業人才梯隊建設效果並不理想。

個清晰的人才培養目標，就開始進行

作要求的技能尤為重要。而像很多發展

也沒有進行定期的能力跟蹤回饋評估，這

成熟的外資企業，則比較重發展潛力，

樣的操作模式只是重視人才培養的形式，

他們選拔人才是為了明天用人，而不是

忽視了人才培養的內涵與真正價值，以致

今天，更看重應聘者能否適應企業的文

產生「培訓年年搞，還是一個樣」的情

化，能否和企業的核心價值理念保持一

況。

踐經驗匱乏。人才培養變成了將理論知識

Business

所謂「人才梯隊建設」，就是當現有

問題能力。
人才梯隊建設的五大盲點

致，能否有潛力在企業待較長的時間，
與企業共同成長。

盲點#5

重強制培訓，輕同仁興趣
盲點#3

重理論培訓，輕實戰訓練

許多企業進行人才培養時，主要的操
作方式就是將員工集中到一個課室進行課

一些企業在啟用人才培養項目後，

堂教學，內容枯燥。授課完畢也意味著培

開發一系列培養課程，把培養等同於培

訓結束。在整個過程中，忽視個人學習興

訓，而培訓也多以理論培訓為主，企業

趣，也忽視培養對象的學習動機和意願。

避免以上五個盲點，企業的人才梯隊建設才能走上正軌，投資回報也會逐漸顯現。希
望企業都能培養足夠的板凳隊員，需要上場時立馬征戰，取得佳績，並為企業持續發
展，永續經營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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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毅、楊惠姍 只
—有文化 才有尊嚴

琉璃工房創始人

張毅、楊惠姍
關於張毅：琉璃工房創始人；金馬獎、亞太影展著名導
演、著名短片小說家，以獨樹一格的藝術和文化視野，
成為中國現代琉璃藝術在全球的先驅和推廣者。
關於楊惠姍：台灣重要電影表演藝術家，多次榮獲金馬
獎及亞太影展肯定，作品獲世界知名博物館及美術館收
藏 被譽為中國現代琉璃藝術第一人。

張毅、楊惠姍

為什麼文化很重要?
首先，琉璃工房創始人張毅以一張令人
我們這個世代正目睹的文化負面案例，當

南韓以優異的「文化」特性勝出

文化不被妥善處理時，加上媒體報導泛濫
之下，充滿仇恨與報復的行為，相似於電
影的情節，將於生活中上演。

蘇美琪． 摘錄2014年7月11日《震旦講堂》

他舉出這位學者在南韓和非洲迦納
（Ghana）兩個國家的發展中得知，在

他提醒我們這事件背後代表著什麼？我

1960年時，在相似的國民所得、以原

們應當關心的是，文化影響人類進步的正

料出口為主，並長期接受經濟外援的相

面意義，作為中國人在歷經戰亂之後，我

同背景之下，到了2010年，南韓人民

們對於文化的定義的取向是什麼? 全世界

平均所得已大幅領先非洲迦納12倍以

對於文化的定義，坊間有大量的資料。他

上，這段懸殊的發展差異，經由Samuel

以一位文化創意產業的代表，10多歲開始

Huntington的研究觀察發現，關鍵在

創作小說，20多歲從事電影工作，30幾位

於「價值觀」，也就是南韓具有節儉的

投入琉璃工房，一直以來在文化產業中努

本性、投資理財的觀念、勤奮工作的精

力著，由他來談文化更恰當不過了。

神，以及有完整的組織與良好的紀律。

張毅認為做為中國人要不停的想，文化

換句話說，南韓以優異的「文化」特

《震旦講堂》邀請琉璃工房兩位創始人張毅和楊惠姍蒞臨分享。張毅以

跟現今中國的現況有何關係？以他多年的

性，改善了人類經濟與文明的進步，到

「文化有多重要」為主題，通過其個人及企業的成長歷程，做了精彩的

心得與廣泛接觸文化下，以這位美國的政

現在仍然持續向上發展中。

分享！張毅談及，琉璃工房創建之初，就確定其核心價值觀，只有確定

治學者Samuel Huntington（賽繆爾•亨

張毅以現今最火紅的韓劇「來自星星

價值觀才能繼續往前去發展，當然在創建之初也碰到坎坷的經營及挑

廷頓），對他具有特別的意義。其中以這

的你」為例，得知這些影視圈的韓星與

戰，但張毅和楊惠姍並未放棄，反而親力親為的一手打造了著名的琉璃

部 1996 所發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

製作團隊，都是憑藉著這股文化使命與

工房，實現藝術和文化的結合！

的重建》一書最具代表性。

意義，影響兩岸甚至全球，形成一股韓

只有文化 才有尊嚴
—

震撼的911恐怖攻擊畫面作為開端，提醒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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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工房創始人

震旦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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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長輩倫理的觀念，包含強調「敬語」、

不斷在琉璃作品上力求精進，不停的往前

「禮節」的文化倫理上，不得不反思現

走，張毅說大家問道，是怎麼樣的心境，

今年輕人的處事態度上，跟南韓已有所差

才能讓他們持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他說

距，更是佩服這文化的民族性。以上在

答案很簡單，因為「過河的卒子，只能前

Samuel Huntington的論述中再次得到驗

進不能退後。」如此之下，懷抱當初的夢

證，即是能夠影響人類進步的主觀文化定

想與創意，緊握著堅持下去的信念，一路

義，在於「價值觀、態度、信仰、社會普

到現在；也有機會到日本參展，讓這琉璃

遍的觀念」。

藝術之美，傳播到更多地方。

琉璃工房一路堅持的夢想與信念

不斷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

玻璃藝術中，所傳達的都是工藝技術，極少人思考它精神核心是什麼？張毅
自信的表示，琉璃工房的核心價值就在於「永遠不斷創作有益人心的作品」。

臘鑄造的高鉛玻璃，如此的發現讓琉璃工房

惠姍也不私心的，將所學的脫蠟鑄造技術

張毅提到這20幾年來琉璃工房選擇「玻璃

為之震驚。中山靖王琉璃耳杯，對於琉璃工

繼續傳承下去；所有玻璃藝術中，所傳達

階段，帶著七人小組電影團隊成立了琉璃

脫臘鑄造法」作為創作的語言，同時也為了

房，成為一個文化情感的歸屬象徵，同時是

的都是工藝技術與表現手法，極少人思考

工房，也許是憑藉著電影人那骨子裡的理

研發這個技法，在時間和經濟上，面臨慘烈

一個永遠不斷創作和學習的提醒。

它精神核心是什麼？張毅自信的表示，琉

想與傻勁，中間甚至一度負債累累，從不

的挫折，造成債築高台。但其實早2000多年

他也舉出佛家《藥師經》所說的「身如琉

斷的失敗與挑戰的過程中，琉璃工房才有

前，在河北省滿城縣中山靖王劉勝墓裡，即

璃，內外明徹」，就像在製作琉璃的工作

今天的規模。

有「琉璃耳杯」，這是中國現存中最早以脫

室，時常高溫炎熱達40度，如同身心修練

1993年以後的琉璃工房，逐漸走向由品牌

的道場般，並從中悟得不該滿腦子只是想

發展支持琉璃藝術發展；琉璃工房在某些

賺多少錢，而是應該傳遞一種重要的精神

角度來看已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部分，並

狀態與文化觀念；另外，張毅也從琉璃世

且擁有國際品牌能力。2007年楊惠姍應美

界領會到生死的議題，如同詩人白居易所

國康寧博物館的邀請，作為他們研習營的

說的「彩雲易散琉璃脆」，在中國早期就

講師。張毅說，此次能站上國際舞台代表

有這樣的哲學觀念，他也將此概念帶入自

著不僅是玻璃工藝有多精深，而是傳達一

己的琉璃創作之中，進而向外推展，傳達

種精神狀態，從文化裡面學習到的精神價

一種文化藝術。

值。琉璃工房對自己的定義，不只是藝術

雖然初期在琉璃路上學得不少教訓，即便
已掌握90％的脫蠟鑄造技術，但張毅與楊

璃工房的核心價值就在於「永遠不斷創作
有益人心的作品」。

只有文化 才有尊嚴
—

提到琉璃工房的經營，張毅說1987年草創

張毅、楊惠姍

而後，學習到法國的玻璃脫蠟鑄造技術，

Celebrity Talk

風。韓劇傳達出韓國的社會現象，例如對

團體，而是一種文化公益的傳播者，因為
「只有文化，才有尊嚴」。

1987 年，二十七年前的琉璃工房，即明訂「誠意」是其核心價值；「永遠不斷創作有益人
心的作品」，是其企業願景。琉璃工房努力以琉璃為載體，說一個「仁」的故事。張毅與
楊惠姍共同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琉璃藝術工作室—琉璃工房，為中國傳統工藝美術開創新的
▲琉璃工房創始人張毅、楊惠姍應《震旦講堂》之請，談及一手打造琉璃工房的心路歷程，強調其核心價值就是創作
「有益人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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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與方向。其中蘊藏於中國倫理及精深的文化意涵，在創作中深見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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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充電站

Career

藉由平日正確觀念及習慣的養成，塑造
自我具備積極、認真的競爭特質。

2）培養核心競爭力
所謂的核心競爭力並非專指國貿、法
律、會計、電機等專業知識，而是指溝
通能力、領導能力、團隊合作能力、關

培養職場的個人競爭力

係管理能力等等 。
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EQ』作者

除了瞭解當前組織的特性之外，要能

丹尼爾．高曼曾經說過，『一個人的成

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上班族，以下有幾

功，EQ（情緒智商）佔80%的關鍵，IQ

個觀念與重點與讀者分享：

（專業能力）只佔20%』，史丹福研究

Career

中心報告指出：『你賺的錢12.5%來自知

1）貫徹主管的企圖心

識。87.5%來自關係』，『95%的被解雇

企業組織以營利為目的，在組織的

的員工，是因人際關係不佳，5%因技術

體系中，目標的佈達是由上而下的，因

能力低落』。我們不單只是在能力與知

此一位稱職的職場工作者，貫徹與落實

識上加以鑽研，還要將時間、精力與金

主管的指令是最重要的，能夠貫徹主管

錢重新做一番調整，多投資在溝通、領

企圖心的人，一定是主管的好幫手，也

導和團隊合作等核心能力的增進上；一

一定具備高度的「企圖心」與「執行

個成功的職場工作者，必須能全方位的

要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上班族，要能在職場上擁有自己的舞台，就要能

力」，在工作的執行中有下列三個工作

培育自我，才能在困難複雜的職場環境

塑造自我的專業形象，從工作態度與敬業精神出發，並強化專業知識；更

程序及重點，值得上班族奉行：

中應付自如、游刃有餘。

Words

晉麗明．104資訊科技集團資深副總經理

如何成為具有競爭力的上班族

如何成為具有競爭力的上班族

培養你的職場超能力

煮青蛙』的情境中，職場的從業人員應

重要的是鍛鍊自我的個性競爭力，在不斷的試鍊中，自我培育與養成；具
備「一定要」的旺盛企圖心，才能實現理想。
PROGRAM FOCUS

❶ 要知道組織

主管要什麼：清

楚的了解組織（主管）交付的目

在進化論中的名言：

26

標與計劃。

達爾文 「在大自然中能存活

其是當前國際化及兩岸人才競爭的趨

下來的，不是最強的物種，也不是智

養正確的職場觀念及強化各種工作中

❷ 要讓組織

力最高的物種，而是最能適應變化的

的基本技能，以期能結 合專業，奠立

什麼』：依目標製作書面的工作

物種」！

職場的良好根基。

計劃，並告知主管。

一位稱職的職場工作者，貫徹與落
實主管的指令是最重要的，能夠貫徹主
管企圖心的人，也一定具備高度的「企
圖心」與「執行力」。

勢下，職場工作者更應開始建立及培
主管知道『你要做

在瞭解了外在環境的變化與自我省

要能塑造專業形象，就必須在工作

思後，面對高失業現象及高度競爭的

態度、敬業精神、商業禮儀、人際關

❸ 要讓組織

職場現況，我們除了培養敏銳的社會

係、時間管理、文書表達力等各方面增

什麼』：適時報告進度及工作成

觀察力外，最重要的是能塑造自己成

強自身的實力，才能在職場中提昇競爭

果或問題，以利主管掌握狀況。

為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職場尖兵，尤

力；切莫在不景氣的洪流中，淪入『水

主管知道『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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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要求。

年甚至40年，職場生涯佔了我們人生的

「想要」與「一定要」

一半，因此，我們必須要有隨時自我愓
勵、重新出發的動力；驅策自己不斷的

在自我省思及暸解個人的優缺點後，

學習與成長，同時隨時重新出發。

成長、邁向成功的關鍵，就像許多人從

五年前、十年前的方法與心態工作，如

小立志寫日記，及大多數人從學生時

果我們能深刻體會環境的劇變，並能建

期下定決心學好英文一樣，而成功者闕

立正確的觀念與態度，同時能充實強化

如；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付諸

職場中應有的各項觀念與能力，就能夠

執行的太少，這也是我們常說的：『知

成為具有競爭優勢的職場尖兵，即使是

易行難』、『凡事貴在執行』的道理，

在險惡的環境中，也可以開創一片屬於

因此可見，成敗的關鍵在於執行的決心

自我的職場新天地。

如何成為具有競爭力的上班族

環境在快速的轉變，我們不能還是用

Career

自己是否能勇於改變，往往是能否突破

及行動力，坊間許多勵志及教人成功的
各類書籍，書中內容相仿，閱覽再多，
離成功還是十分遙遠，就是少了『行動
力』；因此，堅持的執行力才是達到目
的的重要因素。「想要」要不到，有

成功的職場人士一般都擁有過人的毅力及堅持到底的好習慣，這也是
為什麼社會上『努力的人很多，而成功仍屬於少數人』的道理。

現美夢。

功與失敗的經驗來培養鍛鍊自我的個性
競爭力，我們就能成為職場的贏家。

由社會成功的人士中，可以深入體
會其成功的特質，在個性競爭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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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104資訊科技集團資深副總經理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兼任講師

本書為作者於專業領域數年的觀察
記錄，讓職場上班族運用有限的時

在工作職場上，所有的上班族都必
須盡情的發揮自我的能力，在工作上一

4）忠於工作

晉麗明

「一定要」的精神，才能完成理想、實

成為具有競爭力的上班族
3）專業的競爭與個性的競爭

104 人力銀行副總

間，掌握最重要的觀念與方法，並
匯集小優點成就大長處。希望所有
職場人士都能夠「重新省思、重新
學習、重新出發」，藉由自我實

展所長，才能擁有自信與成就，並獲得

現，擁有不平凡且多彩多姿的職場

上，較之專業能力的培養上難度高很

由於社會多元的價值觀，及個人意識

肯定與尊重；然而工作的時間一久，許

生涯。分享的喜悅是最大的喜悅，

多；所以成功的職場人士一般都擁有過

的高漲，在現在的企業組織中，員工的忠

多人往往因為工作的熟稔，選擇敷衍了

族，工作上的啟示與助益，並藉由

人的毅力及堅持到底的好習慣，這也是

誠度愈來愈低，然而員工只要能對所擔負

事、逃避及放棄成長；在現在的環境

為什麼社會上『努力的人很多，而成功

的工作負責，那麼就能達成組織的目標，

中，大多數人必須在工作職場上工作30

仍屬於少數人』的道理，王永慶、張忠

在現在的環境中，與其要求員工對組織忠

謀、郭台銘、王雪紅、嚴凱泰、戴勝益

誠，不如要求其「忠於工作」，對於組織

等企業家都有不同於一般人的個性競爭

的職掌充份的發揮專業，一方面可以具有

力；成敗與個性休戚相關，因此如果我

工作的經驗，又能夠達成企業的任務，能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倒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言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

們能夠在一次次的工作歷練中，藉由成

夠「忠於工作」，是成為一個專業上班族

亦無收效之期」，與各位讀者共勉！

作者衷心希望本書能帶給職場上班
各種專業能力的塑造，讓大家在工
作中美夢成真，並讓漫長的職涯旅
程，豐富圓滿、充滿智慧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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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顧客體驗
到

帶領顧客體驗

震旦辦公設備 北中南展示會

2
D

震旦OA

全方位解決方案為企業提升競爭力，開創市場先機。

30

3
D

列印進化

即將邁入50週年的震旦集團，為回饋顧客舉辦『SHARP數位複合機列印
進化論展示會』，隆重展出「震旦３Ｄ印表機F1」、「震旦辦公雲」與最
新數位複合機，搶佔市場商機。
辦公設備分別在台北、台

型高速複合機將搭配『文件管理解

震旦 中、高雄舉辦三場『SHARP

決方案』、『圖文管理解決方案 』

數位複合機列印進化論展示會』，會

（PaperPort）及『VDP列印解決方

中展出最新「震旦３Ｄ印表機F1」，

案』（Printshopmail）等，可製作精

引發現場顧客高度興趣。震旦以領先

美的高品質輸出外，亦輕鬆製作大量個

業界之姿，首度跨足3D列印市場，是

人化文件且可簡化文件流程的派送，

國內唯一2D與3D列印並行的企業，讓

滿足各企業降低成本與追求高效率的需

顧客體驗2D到3D的列印進化，帶給大

求。

眾感受全新的3D列印品質與享受。

震旦集團不斷創新，提升辦公效能，

2
D

到

列印進化

3
D

Words．Photo

震旦辦公設備擁有全省67家直營分公

此次展示會也預先曝光「震旦辦

司，秉持「您的公司在哪，服務就在

公雲」的服務概念，在未來將提供

哪」的就近服務機制，快速服務，不斷

人事總帳、智能文管、智能計張及

創新技術，解決顧客辦公問題；同時有

辦公協同等雲端服務項目，幫企業

專業的教育訓練團隊進行培訓，提供最

主節省荷包並能有效理。創新技術

優質服務，協助顧客提高工作效率與企

領先的SHARP數位複合機，與量產

業競爭力，創造與企業雙贏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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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培育未來

03

01_講師現場解說成品處理流程，
學員現場研習情況。
02_全身環繞式3D掃描體驗。
03_3D切層軟體使用體驗。
04_學員現場使用3D印表機F1，
正將列印平台置入機器內。
05

06_3D列印完成品。
Words．Photo

震旦集團

3D列印技術已成為近年來最具前瞻性的未來商機，此次由宜蘭縣政府主
列印出的立體樣品作展示，讓所有學員了

導下，無論是個人化商品、立體人像甚至

的方式，讓學童在炎炎夏日中有充實的暑期生活體驗外，更培養他們對於

解3D列印的潛力和相關用途，震旦也期盼

是日常用品，都能栩栩如生的呈現在學員

3D技術的理解力和相關應用，實現教育部推行的3D技術普及化的願景與

透過類似活動的舉辦，能將3D技術和教育

面前，在課程結束後，每位學員皆能拿到

大力培育3D人才。

產業做有效的連結，為國內3D技術的推廣

透過震旦3D印表機F1列印出來的作品，例

盡一份心力。

如個人人像公仔、姓名鑰匙圈、指環製品

宜蘭 （Science、Technology、

長的領導下，也積極規劃各類型的

震旦集團配合單位的活動內容，首先針

3D研習營來提升學童對於3D列印技

對3D技術做統整性的介紹，包含發展歷程

Engineering、Mathematics）教育計畫

術的理解和興趣，進而與宜蘭縣政府

和製作原理等基礎概念，協助學員有初步

的先驅，結合科學、

共同催生此次的3D列印體驗營，培

了解並引發興趣後，開始利用「做中學」

技術、工程與數學等

養國家未來技術發展的棟樑人才。

的體驗發方式帶領學員們正式進入3D列印

02

等，讓所有參予這次研習營的學員都能有
一個完美的句點和回憶。

四大學科，跳脫傳

由於現代設計趨勢較著重3D立體設

的魅力世界，由3D事業部賴建丞總監和相

統升學下的束縛和

計，若能讓教育體系的年輕學員都有

關同仁共同幫助學員打印出心目中的創意

壓力，給予學童更

機會使用3D列印工具，更可有效提

商品，也實際操作了如3D印表機、全身環

自由、更自主的開

早激發他們對創意設計的想法，對於

繞式3D掃描機等平常無法接觸的新穎技

放式學習環境來啟

國內整體的設計產業，甚至是未來的

術。

發學生的創新與創

製造業發展非常重要，因此宜蘭縣政

意，造就學進國小

府藉由此次機會，特別找上目前國內

學生歷年參與國際

唯一自有品牌震旦3D印表機，來協

發明展都有相當

助統籌設備支援，並針對3D列印趨

此次3D列印體驗營規劃四天的課程，分別為針對一般教師規劃較為專業的3D技術研習，另

傲人的表現。在

勢

外則以提供中小學生有趣的3D實作體驗，震旦期望能為3D教育體系勾勒出嶄新的思維，拋

資訊組陳榮政組

表機F1做詳細介紹，現場也準備由F1

市場、技術、應用與自家3D印

而透過震旦工作同仁親切且有耐心的指

3
D

列印人才

辦，宜蘭縣學進國小承辦的「暑期3D列印體驗營，」希望透過寓教於樂

縣學進國小為台灣推動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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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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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列印人才

列印體驗營﹂

01

05_學員用剷板將列印成品取出，
並針對成品進行表面處理 。

AURORA News

震旦支援宜蘭﹁暑期

3
D

AURORA News

06

磚引玉來號召更多同業人士投入3D教育產業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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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通訊 揮軍

擦亮品牌主打生活化商品

近來運動風氣盛行，3C科技商品也跟

震旦通訊

2010年，智慧型手機在台引爆熱潮，

隨這股潮流，開發出能記錄影音生活、

市場在一窩蜂促銷智慧型手機的同時，

健康管理的時尚穿戴式商品，震旦通

部分商家卻只負責銷售手機，對智慧手

訊結合與燦坤結盟後的優勢，看準穿戴

機強大的應用功能說明與服務較不完

式科技商機，推出多項運動科技商品選

整，造成大部份顧客只會使用智慧手機

擇，讓熱愛運動的男女不再只能依賴手

通話功能，卻無法體驗智慧手機帶來的

機，也能輕鬆記錄生活不間斷。

震旦通訊 揮軍

Words．Photo

生活便利與影音娛樂。

從早期的B.B.call、大哥大到現今的平板電腦、智慧手機，通訊
供顧客多元化的資費選擇，為迎接第四代行動通訊（4G）
新時代到來，在全台建構超過150間數位互動體驗門市，對
消費者的服務，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全力強攻4G新商機。

通訊為震旦電信經營多年的

強攻通路
提供多元化選擇

將邁向18年，憑藉專業、豐富的通路
經驗，及結合「智慧之星」體驗式服
務，團隊的專業形象深植顧客心中。

「震旦通訊」為致力
於提供顧客更好的電信服

震旦通訊掌握顧客的需求與通訊發展
趨勢，在2010年6月導入「智慧之星專

震旦通訊迎接4G新紀元
創新互動新體驗

4
G

新藍海

科技快速變遷，震旦電信落實「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提

震旦 連 鎖 通 訊 通 路 品 牌 ， 創 業

34

成為公司管理幹部。

AURORA News

G

新藍海

以人為本的體驗式行銷 創造服務新感動

4

震旦通訊改造全新一代的數位互動旗艦店，
核心理念為「數位互動，體驗感動」，隨著4G開台上路後，
推出多樣化智慧商品。

業服務認證制度」。透過系統化的認證
考核制度，針對門市各項業務，包含系

台灣已邁入高速寬頻的4G電

統商作業平台、商品功能、設定及電

信產業新紀元，震旦

信資費結構等，透過原廠專業授課及檢

通訊不落人後，改造

核，提升門市人員專業程度。

全新一代的數位互動

專業的體驗式服務創造服務差異化，

旗艦店，核心理念為「數

大獲市場好評。後續也推出智慧之星桌

位互動，體驗感動」，目前

曆、撲克牌、Q版大頭筆及面紙抽取盒

全台旗艦店已超過150家以

等周邊商品，引起顧客蒐集熱潮。

上，隨著4G開台上路後，

震旦通訊為落實「同仁樂意，顧客滿

推出多樣化智慧商品，提供

「智慧之星」門市人員的「幫您選最

務，於2012年，震旦通訊

意」的經營理念，透過責任中心制度，

更多元的穿戴式商品、醫療

好，讓您沒煩惱」，更成為一句經典

與國內最大3C通路燦坤集

讓門市團隊自行運作，自訂營運目標，

居家看護、影音串流及周邊設

的Slogan（口號）。

團策略結盟，結合雙方優

共同創造利潤，分享經營成果，培養同

備，甚至結合車用數位商品，

震旦通訊全台連鎖直營門市已近300

勢。將服務範圍從原本的電

仁成為快樂的經營者，優秀者並可晉升

創造服務內容的價值。

家，是市場唯一開放式電信通路，以顧

信資費、手機通訊擴展到3C

客需求為前提，提供消費者從購買手

家電、數位影音商品，除了

機、平板、換系統、辦門號，到後段維

拓展商品服務範圍之外。震旦

修的完整一貫化服務，展現震旦通訊品

通訊也以置入店的方式，迅速

牌的專業、貼心、迅速的特色。

展店於全台燦坤3C門市。

震旦通訊多年來一直扮演開放專業的通訊通路，是電信商、手機裝置商、配件商的好
夥伴，也是顧客可以選擇系統商、攜碼選資費的優勢服務平台，在邁向4G的新時代，
將傳承一貫的服務精神，給顧客超越期待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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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as Life

如何保有逆齡幸福

亞健康狀態是介於健康和疾病之間的
一種過渡性狀態，包含了將要發病的潛伏
期，和疾病後的康復期。亞健康狀態的
人，常會容易疲勞、身體痠痛、失眠、
食欲不振、外貌憔悴、身體浮腫、頭髮變

Lohas Life

中醫師教您怎樣抗衰老

亞健康狀態是衰老的徵兆

白、聽力視力記憶力減退、性慾減低、多
愁善感，心煩急躁、對環境的適應力減退
等。當發生以上症狀，到醫院檢查卻找
每天散步一小時，有助消化，還可增加大腦

如何保有逆齡幸福

不到原因，就要開始積極養生了。

的供氧量。

養生法則
耳聰目明操〈孫思邈養生十三法〉
1＞飲食有節：飲食定時定量，不暴食
偏食，不要吃太多生冷，口味以清淡為
宜，烹調方式簡單，不吃加工、精緻食
品，飲酒適量。
2＞不妄作勞：適當的運動有助於氣血流
通、增進食慾；但如果運動或勞動的時
間過長，超出自身的耐受能力，可能會
使無病者積勞成疾，有病者疾病加重。
Words

3＞精神內守：長壽名醫孫思邈強調，養

陳盈光．雅丰唯心中醫診所副院長

衰老是生命自然的過程，但衰老的速度卻因人而異；有些人年
紀不大卻已未老先衰，有些老年人精力旺盛仍不減當年。每個
人都想比實際年齡看起來年輕有吸引力，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需
要努力維護，身體也是如此，以下分享如何愛護自己的方法。

生之道首先要修自己的心性，告誡世人
要無欲無求、恬淡虛無，視名利若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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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常叩
上下排牙齒輕輕互叩，互叩時須發出聲響，
重覆30下。
3

4 漱玉津
口微微合上，將舌頭伸出牙齒外，由上面向

神振奮飽滿，使真氣和順內收，才能防

左慢慢轉動10圈，然後將口水吞下去； 反

治疾病發生。

方向再做10圈。

生理性衰老；另一種是疾病引起

在晚上11點以前上床睡覺，晚上11∼1點

的病理性衰老。生理性衰老是生

血氣運行至膽經，1∼3點血氣運行至肝

命自然過程，無法避免；病理性

經，這段時間必須入睡，才能使身體得

的、逐漸降低的過程。依照產生原因

衰老可以利用養生、預防

到充分的休息。

分為兩種；一種是正常情況下出現的

疾病的方式延緩發生。

5＞少坐多動：規律而持續的運動，堅持

衰老，是指機體各器官功能普遍

目常運
先閉眼，然後用力睜開眼，眼珠打圈，望向
左、上、右、下四方，重覆3次；最後雙手
搓熱，將發熱的掌心敷上眼部。
2

亡，主張情志安寧，思想純潔穩定，精

4＞睡眠充足：每天應睡滿八小時；最好

衰老是什麼

髮常梳
將手掌互搓讓掌心發熱，手掌由前額往上，
經後頭往下按摩至頸部，早晚各做10次。
1

耳常鼓
雙掌掩雙耳，將耳朵反摺，雙手食指交叉按
住中指，然後食指用力彈出；重覆做10下。
5

6 面常洗
搓手至熱，暖手後做上下洗面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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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人生

Lohas Life

人體衰老學說《氧自由基學說》，認
為人體會不斷產生具有氧化作用的化學物
質，也就是自由基。清除自由基從年輕就
開始保養身體，才能活到老活得好。

頭常搖
雙手叉腰，閉目，垂下頭，緩緩向右轉動，
再恢復原位，共做10下。反方向亦然。
7

8 腰常擺
站立姿勢，兩手上舉至頭兩側，拇指尖與

耐寒力，可適當攝取肉類及溫性的食物，

轉，頭也隨著向右後方轉動，反方向亦

如羊肉、豬肉、雞肉、蝦、韭菜、桂圓、

然，各做30下。

木耳、栗子、核桃等；多吃些薯類，如甘
薯、馬鈴薯等；蔬菜類如大白菜、白蘿

腹常揉
搓手至熱，手掌圍繞肚臍順時針方向揉，
揉的範圍由小到大，做30下。
9

薺、柿子、生蘿蔔、生黃瓜、西瓜、鴨。

攝穀道
吸氣時提肛，即將肛門的肌肉收緊。閉
氣，維持數秒，然後呼氣放鬆，做30下。
膝常扭
雙腳並排，膝部緊貼後微微下蹲，雙手按
膝，向左右扭動，各做20下。

美顏抗衰老食物及中藥
人體衰老學說中的一種《氧自由基學

春

季飲食，平補脾胃

物，以幫助消化；切忌貪涼而過食冷

說》，認為人體會不斷產生具有氧化作用

早春仍有餘寒，可多吃些溫補

飲、生冷瓜果。

的化學物質，也就是自由基，它會損害組

陽氣的食物，如韭菜、大蒜、洋蔥、香
常散步
心無雜念輕鬆地散步。
12

13 腳常搓
右手摩擦左腳掌，由腳跟向上至腳趾，再向

下擦回腳跟為一下，共做30下，雙腳皆是。

織器官，引發衰老與疾病。清除自由基的

吃些清解裡熱、滋肝明目的食物，如蕎

秋

麥、薺菜、菠菜、芹菜、茄子、黃瓜、

發生口乾舌燥、咽喉疼痛、咳嗽等症

冬瓜、苦瓜、紫菜、海帶、海蜇、茄

狀。因此，秋天應多補充水分及新鮮蔬

子、綠豆、蘑菇、香蕉、生梨、甘蔗。

菜水果；可多吃清熱生津、養陰潤肺的

少食辛辣、黏冷、肥膩之物。

食物，如泥鰍、芝麻、核桃、百合、銀

菜、生薑、蔥等。晚春氣溫升高，可

季飲食，重在潤燥

其中一個物質超氧化岐化酶（SOD）和壽

秋天天氣乾燥，容易耗損津液，

命及抗衰老有明顯相關性，以下推薦富含
SOD的食物及中藥：

中藥

耳、山藥、梨、葡萄、荸薺、蓮藕、菠

四時養生食療

夏

季飲食，重在清心

菜、糯米、蜂蜜、甘蔗、豆漿、牛奶、

夏季氣溫高，是人體新陳代謝最

花生、紅棗、蓮子等。少吃辛辣煎炸的

中醫認為，天地是個大宇宙，人體是個

旺盛的時候，人體容易出汗過多，因此

食物，如韭菜、蔥、薑、大蒜、八角、

小宇宙，天人是相通的，人無時無刻不受

夏季養生應該以清淡、水分多的飲食為

茴香、炸物等。

天地的影響，就像魚在水中，水的變化一

主，例如鮮藕、綠豆芽、茼蒿、芹菜、

定會影響到魚，同樣的，天地的所有變化

小白菜、絲瓜、黃瓜、冬瓜、西瓜、苦

都會影響到人，所以養生方法隨著四季的

瓜、竹筍、番茄、青魚、鯽魚、鰱魚

冬

變化而有不同。

等。可適當加入有酸味、辛辣香氣的食

緩，要多吃溫、熱的食物，提高機體的

銀杏、人參、黨參、三七、黃耆、枸杞子、
當歸、丹參、靈芝、何首烏、酸棗仁、五味
子、肉桂、菟絲子、覆盆子、補骨脂、山茱
萸、山楂、鹿茸、刺五加、紅景天、玉竹、
絞 股 藍、地黃、黃 精、鎖陽、仙茅、巴戟
天、茯苓、珍珠、杜仲、陳皮、砂仁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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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有逆齡幸福

蔔、油菜等。冬季忌食寒性食物，如荸

10

11

Lohas Life

眉同高，手心相對，上半身由左向右旋

橄欖、胡蘿蔔、番茄、菠菜、南瓜、芒果、
桃子、西瓜、芹 菜、花 椰 菜、紅 辣 椒、山
藥、芥菜、大蒜、橘子、捲心菜、紅酒、茶

季飲食，重在養陽
冬季氣溫下降，人體新陳代謝變

抗衰老不是老年人的專利，從年輕就開
始保養身體，才能活到老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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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目前mp3格式充斥數位音樂市場，不少
發燒級樂友依舊選擇無壓縮的音樂檔案格式
FLAC，而支援FLAC格式的Pono音樂撥放器，
透過群眾募資讓大廠未開發的產品得以實現。

←

玩味設計

Design

你該拋掉的閉門造車思維

開誠布公的優勢商機

式鎖定於一般民眾，透過募資平台可
以將自己的創意透由大家的小額資助

你該拋掉的閉門造車思維

進行量產，因此在每項募資案當中會
有最低的募款資金門檻，同時會限制
募資期間，如果能在時限內完成募資
計畫，提案人就可以用這筆資金進行
開發計畫。這些限制無形之中也提供
了一個市場供需的評斷機制，而目前
主流募資平台都要求提案者必須要有
實質回饋，譬如有等值產品回饋或其
他特殊回饋方案等等。
Words

Chia Chang；Photo

Kano Kit、GoKey、Pebble、Canary、Pono

目前居家物聯網的趨勢漸漸誕生，透過群眾募資而誕生的Canary居家
監視器可以透過家中網路即時監視，提高居家安全。

←

常常聽到如何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曾經我們覺得困難無比的一百萬資
金，若是靠著自己慢慢存，對於一般人來說都是一個望洋興嘆的級距，不

期付款是經濟推進的一大機制，很多時候人們無法一

過我們在這篇並不是告訴你什麼神奇的生財之道，對於很多創立品牌的團

次性投入高額消費，譬如購屋、買車甚至家電產品，

隊，尤其是市場上尚未成型的好設計，如何得克服叫好不叫座的難題，同

大型資產需要大筆資金投入，而這些資產需要長久累

時在創意團隊大興土木構築人們夢想時，卻又不被現實所逼而低頭。

積的資金才有辦法有足夠儲蓄購買。叫一個藍領階級
買一個相當於年收入20倍以上的不動產，不只是需要
超凡的耐力，同時還會降低原有生活品質。不過當分

群眾募資，揭開超驚人吸金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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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可惜大多數的人都是遊走現實與

期付款出現後，人們可以輕鬆一次擁有許多無法一次

理想間的，想要搭著設計熱潮要販售

性買下的物品，這最大的好處莫過於用利息換取時間

對於許多要創業的人來說，要準

創意，不過這條路並不容易。因此搭

價值，對許多人來說這十分划算。

備好的第一桶金可不容易，不是有祖

著眾人力量，分享反而成為閉門造車

群眾募資（Crowdfunding）是近年來的熱門關鍵

上庇蔭，或最好要有強力金援後盾靠

代工思維後的新突破。有人說過，分

字，不同於一般企業以股份募集資金，將資金募集方

台北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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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味設計

Design

一戰成名留青史

不少商業鉅子注意，這種打破以往商業模
式的操作，不再是小眾的資金募資，有越

關於募資平台的快速興起，以前大者恆

來越多百萬美金的新興案例不斷上演。
Kano Kit是另一個在群眾募資平台上大發

越以往，也因此出現了許多創新產品，當

其市的案例，開發團隊注意到以往沒人關注

傳統代工廠商要求下單開設生產線，品牌

的幼童電腦學習，因此他們打造出一台可

再透過行銷手段結合市場通路進行販售。

以讓孩童自組的個人電腦，在外觀上跳脫既

不過現在募資平台將這些流程重新洗牌，

有主流配色，而是改以繽紛色彩吸引孩童目

從市場需求反推生產，同時在進行募資的

光，裡頭的所有安裝套件都經過設計與評

階段，用清楚地敘述加上影片言簡意賅的

估，讓孩童可以按照說明書如同玩積木般完

方式，同時進行了推播行銷。我們看到

成組裝。Kano共同創辦人之一的Alex Klein

2012年出現在Kickstarter上的Pebble智慧

提到，當CPU有了溫度、電腦燈號亮起，以

型手錶，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募集到2億新

一台99美元的低廉價格，其實讓孩童可以直

台幣的天價，它主打可以透過藍牙技術連

接有組裝自己電腦的喜悅。而這個99美元的

GoKey是目前剛剛結束的募資標的，在

時，團隊就會解開新功能，像是從USB 2.0

接到智慧型手機，把來電提醒、電子郵件

電腦計劃，在Kickstarter上吸引了一萬三千

Indiegogo上募集到103萬美金，將充電

升級為USB 3.0、開發檔案管理的應用程

和訊息整合，同時透過數位化的螢幕可以

多人挹注，在期間內募到150萬美元，遠遠

線、隨身碟、鑰匙追蹤器、隨身電源於一

式、手機遙控等等。這在無形之中，會讓

掌握更多客製化的資訊。Pebble的成功讓

超過預期設定的1萬美金門檻。

身的神奇鑰匙圈，這東西之所以新奇除了

消費者去擴散這樣的效益，把行銷面的打

整合了實體功能，讓現代生活身上必備的

法玩得更加靈活，重點是這些幾乎花不到

物品得以簡化，不過若單只有硬體整合的

原有需要操作商業曝光的資金預算，反而

產品設計，其實很快就會被剽竊取代，如

還吸引媒體報導。

還沒停歇的公開創意商機

你該拋掉的閉門造車思維

←

Kano Kit打造出一台可以讓孩童自組的個人電腦以繽
紛色彩吸引孩童目光，如同玩積木般完成組裝。

←

Pebble智慧型手錶主打可以透過藍牙技術連接到智慧型手機，透過數位化的螢幕可以掌握更多客製化的資訊。

Design

大的局勢被重新洗牌，這些募資的速度超

資條件，當募資數量超過預定門檻金額

同瑞士刀般加入更多功能。而GoKey之所
GoKey將追蹤器功能一同放入，因此手機與鑰匙圈本身透過
物聯網找到對方。

←

以獲得青睞，原因在於研發團隊將追蹤器
功能一同放入，因此手機與鑰匙圈本身透
過物聯網的精神可以找到對方，譬如當找
不到手機時，按下鑰匙圈上按鍵就可以讓
手機響起，這樣的功能更放大到可以作為
GPS衛星定位等等。而如何持續炒熱募資
的力道，從GoKey的案例身上可以看到，
研發團隊從一開始就設定了不同階段的募

趨向市場公開的營銷模式，超越以往很多製造、設計、商業上的想像空間，這些成功案
例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如果開誠布公成為一種優勢商機，就看想往這條路發展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找來互動設計團隊venividimultiplex，共同打造一場燈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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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不是有足夠信念面對毫無遮掩的需求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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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博物館

AURORA Museum

震旦博物館藝文活動紀實

何與觀眾互動等等技術，並在現場展示了展覽作品背後
的部分代碼，以及代碼修改之後產生的不同效果。來自
同濟大學設計學院、上海音樂學院、華東師範大學的同
學和老師，以及不少在場的外籍聽眾，都針對該項技術
提出了許多專業問題，現場氣氛十分熱烈。分享會結束
之後，Samuel Toulouse先生和觀眾一起回到展廳，對

AURORA Museum

踏著﹁蛻變的舞步﹂前行

博物館要給人收益和樂趣，讓觀眾兩者兼
得，於是國際博物館界提出了，通過娛樂而求
益智的新理念和新探索。

每件作品的技術部分，再次做了進一步的演示，使觀眾
震旦博物館藝文活動紀實

對「新媒體」藝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古玉紋飾講座：古典風尚的流變與傳承
「蛻變的舞步」特展中的《符號．介面．瞬息》是藝
術家特別為震旦博物館創作的作品，原始靈感來自於震
旦博物館珍藏的中華文物紋飾——中國藝術史起源的重
01_觀眾漫步博物館中庭

Words．Photo

要裝飾圖案——虺龍紋。

震旦博物館

「蛻變的舞步」：新媒體技術分享會
全球博物館都在努力發展成為民眾可以吸納知識、體驗生活、陶冶性情、
提升文化素養、充滿樂趣的地方。博物館正摒棄只面向少數人的研究和說
教的角色，構建與社會大眾更加廣泛和牢固的聯繫紐帶。因此，當代的博
物館經營，要關注人們的多樣化需求，擴大博物館各類教育體驗的範疇，
創造豐富多彩的博物館文化新生活。

「分享」是藝術家創作中非常重要的理念，
新媒體藝術的技術尤其新奇多樣，除非深入技
術核心，否則難窺其究。「蛻變的舞步」的展
演形式，運用了複雜的前衛科技，因此震旦博
物館特別邀請本次展覽的策展團隊，公開分享

學者貢布里希（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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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 Gombrich)在一次國際性的

而求益智的新理念和新探索。
震旦博物館結合「蛻變的舞步」新

5月28日下午，「蛻變的舞步」新媒體技

博物館研討會上指出：博物館要給人

媒體藝術展，舉行了一系列形式多樣

術分享會在博物館1樓多功能廳舉行。技術

收益和樂趣，讓觀眾兩者兼得。這對

的藝文活動，包括：講座，表演，論

專家Samuel Toulouse 先生，與觀眾分享了

博物館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壇與對話——寓教於樂，趣味橫生。

展覽中經常被運用於電影特效拍攝的先進技

這是一個沒有簡單解決辦法的問題，

震旦博物館在上海已然成為面向大

術（Life Forms choreographic composition

於是國際博物館界提出了，通過娛樂

眾，多樣性文化體驗的新殿堂。

software），包括感應器的多種運用、作品如

其中的軟體運用與技術創新的奧秘。

02_吳棠海老師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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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ORA Museum

在俯瞰外灘全景的博物館二樓戶外平臺上，笛蕭、中阮、二胡的音樂聲
中，法國舞者、阿根廷詩人、臺灣畫家共同演出一場穿透心靈的盛宴。

震旦博物館配合特展主題，在六月與
七月特別推出了二場分別以「古玉紋飾美
學」和「形紋設計」的專題演講，探析不

全法國最流行的音樂盛事之一。「中法文化

樂的結合創作中，深刻感受中法藝術、古

師幽默地以古玉紋飾美學「時裝秀」作為

之春•夏至音樂日」於2010年開始在上海舉

今文化的交融，此時物我相忘的情境，觸

開場，讓聽眾在笑聲和掌聲中穿越時空，

行，如今已成為上海的標誌性文化活動。

動了現代人對內在和諧的無限渴求。

沉醉在對古玉的美麗想像中。吳老師在講

6月22日上海夏至音樂日當天，震旦博

03

物館推出由藝術團體Qi Dance所帶來的，

時代古玉的紋飾之美。紋飾如同玉器表面

以「蛻變的舞步」特展及震旦博物館佛教

的外衣，會隨著時代的更迭而有不同的選

造像為靈感的音樂舞蹈表演——「寂靜的

題和製作方式，不僅可以作為斷代的依

手」。在俯瞰外灘全景的博物館二樓戶外平

據，它們所呈現的藝術風格，也正是古時

臺上，笛簫、中阮、二胡的樂音聲中，法國

候人們審美觀念的具體呈現。演講按照時

舞者、阿根廷詩人、臺灣畫家共同演出一場

代先後，介紹商代至漢代的紋飾演變，並

04

震旦博物館藝文活動紀實

座中深入淺出地結合具體例子，詳解不同

AURORA Museum

同時期玉器的符號和裝飾密碼。吳棠海老

穿透心靈的盛宴。Qi Dance創始人Marceau

從雕琢方法，鏤空工藝及線紋走向等角

Chenault以即興式的表演，邀請現場觀眾共

度，分析各種紋樣形成的原因和流變。

同參與演出，由這種「貼近式」的舞蹈與音
念和展覽背後的故事。他就每件作品背後

策展人導覽：分享展覽背後的故事

的意蘊、藝術家的創作思維、震旦博物館
舉辦此次展覽的特殊意義與價值，與現場

在高度物質文明的現代社會，人們在工作

策展人導覽是幫助觀眾更好理解展覽內

觀眾分享經驗。同時，樂大豆也向觀眾親

忙碌之餘，特別渴望生活中擁有片刻的心

涵的最佳活動。5月30日，策展人樂大豆親

自演繹與作品互動的各種方法，讓現場觀

靈平靜；人文藝術是最容易讓人親近與寄

自在現場為觀眾介紹作品，並分享策展理

眾感受新媒體藝術的趣味及魅力。

情的媒介，博物館則是一處可以超越煩

6月8號下午則是第二場策展人導覽活動。

06

囂、釋放焦慮、滋潤心靈的美好場所。
03_策展人樂大豆回答觀眾的問題
04_黃聖智總監為來訪觀眾講解展覽
05_觀眾在展廳翩然起舞
06_藝術家隨著音樂在現場作畫
07_舞蹈家Marceau Chenault在二樓平臺起舞

與第一場不同的是，本次導覽由震旦博物館
黃聖智總監介紹，展示了更多法國藝術與震
旦博物館的文化交流關係。作為震旦博物館
舉辦的第一個當代藝術展，本展覽象徵著
傳統博物館與當代藝術的融合與對話。導
覽時觀眾熱情踴躍地與新媒體作品互動，
具體可見寓教於樂的文化價值。

曼妙的寂靜之手：物我相忘的人文藝境
05

46

夏至音樂日（La Fête de la Musique）是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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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佛教文物選粹Ⅱ
的內容為中國古代的舍利信仰文物，書中收錄了魏晉南北

本書 朝—清代，約一百二十五組件的器物，包含地宮石門，與承

裝舍利的舍利瓶、金銀棺、石棺、石函、金銀寶閣，還有佛像、菩
薩像、弟子像、石禪床、造像碑、護法獅，以及香薰、淨水瓶、燭
臺、缽碗杯盤等供養器具。書前導論「舍利“舍利容器”天地宮」

古代佛像的群體組合

(7)

Arts Plaza

震旦博物館
出版叢書介紹

古代佛像的群體組合

25

古器物學講座｜佛教造像專題

北宋 舍利瓶

一文，由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教授杭侃先生
所撰寫，詳述舍利信仰的由來與中國化的過程

唐代 佛說法
圖舍利棺 壹組

及特色，是認識舍利文化不可或缺的書籍。
唐代 禪床

內容精選
1、內容包含難得一見的地宮石門、舍利容器、佛教造像及各式供養器具，可以視為地宮文物的縮影。
2、運用套拍與分拍的方法，呈現舍利容器的外觀和內部承裝物，讓讀者體會古人以多重寶函承裝舍利的敬謹之心。
3、運用多重角度的拍攝方法及拓片的輔助，清楚展現地宮文物的形紋之美與刻字銘文，提供讀者觀賞和研究的參考。

玉器發展史系列
紅山玉器
戰國玉器

商代玉器
漢代玉器

藏品圖錄 文物精粹
古玉選粹1
佛教文物選粹1
佛教文物選粹2
青花瓷鑑賞
元青花瓷鑑賞

館際合作系列

台灣地區｜北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三民書局、
汗牛文物藝術書店、華典文物書店、榜林文物書店、
樂學書局、CANS藝術新聞雜誌、蕙風堂、世界書局
南部：庫存書書社（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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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吳棠海．Photo

震旦博物館

一、雙像組合

古代的佛教造像多為群體式的組合，其

大陸地區｜北京：罐子書屋、韞玉齋、中國文物書店、錦祥堂
上海：震旦博物館、
罐子書屋

造像數量多寡不一，既有佛、菩薩、弟

雙像組合是指大小相當的二佛或二菩薩，以

子、護法及供養人所組成的集體群像，

坐姿或立姿的形態並列在一起，是從南北朝時

日本地區｜藝友齋

也有二佛或二菩薩並列一起的形式，結

期開始出現的造像題材。

芮國金玉選粹—陝西韓城春秋寶藏

認識古玉新方法

二佛並立於覆蓮座上，以左右對
稱的形態構成雙像組合，是中國
特有的題材。（圖一）

書籍銷售點
西周玉器
春秋玉器
唐宋元明清玉器

館藏精選系列

鑑賞研究系列

東魏 二佛並立像

構複雜，圖像內容豐富，本文即以造像
● 台灣地區 886-2-2345-8088轉1721游小姐
● 大陸地區 86-21-5840-8899轉203 張先生
● 官方網站 www.auroramuseum.cn

碑為例，介紹群體尊像的基本組成。

例如圖一為東魏的石灰岩造像碑，此碑高浮
雕二尊佛像，跣足立於覆蓮座上，背後為大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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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 Plaza
類似的組合亦可見於山東省博物館所藏
的隋代釋迦三尊造像碑上，可以作為對照
的參考。

東魏 佛三尊像

四、多龕像的組合

主尊佛居於中間，兩旁各立一位脅侍菩薩，
形成一佛二菩薩的三尊像組合。（圖二）

由於造像碑的形狀不一，面積寬廣，可
以自由分割空間，雕鑿內容互異的造像，

二、主尊與脅侍的組合

Arts Plaza

形成多龕像的組合。

除了雙像組合之外，大部分的群
古代佛像的群體組合

體造像都有一個主尊，二旁再侍立脅
侍，成為三尊像、五尊像或七尊像的
結構。
例如圖二為東魏的石灰岩造像碑，此
碑的舟形背光頂部略有殘損，中間高浮
雕一尊立佛，佛的頭頂突出高肉髻，表
面陰刻渦紋，後腦處以一圈蓮瓣環繞為
頭光，身上穿著右袒僧祇支，外披褒衣博

北齊 佛七尊像
此碑以主尊佛、六脅侍、飛天、神龍、香爐、獅子
及供養人組成莊嚴道場。（圖三）

帶式的袈裟，雙手各施無畏印和與願印。
佛足兩側各雕一龍，龍口吐出蓮花，化

的舟形背光，表面淺浮雕雙佛的圓形頭

為菩薩的蓮台，菩薩頭頂戴冠，腦後亦有

侍之外，還應該包括護法和供養等尊像。

蓮形頭光，胸前垂掛項飾，身穿天衣和長

例如圖三為北齊的大理石造像碑，此碑

裙，帔帛自肩部垂落而下，在腹部或腿部

分為上中下三段，中段是全器的主體，主

前方交叉，再披掛於手臂上，與中間的立

尊佛身穿垂領式袈裟，雙手各施無畏印和

佛形成三尊像的組合。

與願印，結跏趺坐於台上，身旁站立二弟

光，頭光內部以蓮瓣紋和纏枝蓮花紋為

類似的主尊與脅侍關係常見於石窟或

飾，頭光上面淺浮雕三尊化佛，二尊並立

造像碑上，如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所藏

的佛像身旁還有花葉裝飾。

的北魏永熙三年造像碑即可作為對照的參

立佛的臉型方圓，雙眼微睜，面帶寧靜

考。

的微笑，身上穿著僧祇支，外覆褒衣博帶
式的袈裟，袈裟下襬微向外敞，袖緣呈波

稱式的雙佛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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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組合。
碑體上段透雕四身飛天，手持華繩供
養主佛，飛天中間透雕一龍，下段浮雕香
爐、獅子及供養人。其中，飛天代表天界

三、完整的莊嚴道場

狀起伏，雙手皆施無畏印和與願印，以相
同的姿態和手印作為此碑的主體，形成對

子、二辟支佛及二菩薩等脅侍，成為七尊

的供養，香爐和供養人屬於地界的供養，
而龍是護法諸神題材裡的八部眾之一，獅

莊嚴道場是指佛教儀禮的活動空間，其
造像組成除了前面所述的雙佛或主尊與脅

子亦有守護道場之意，與七尊像組成完整
的莊嚴道場。

北齊 佛七尊造像碑
此碑以佛七尊像為主龕，與上方彌勒及背後的佛傳
故事構成多龕像的組合。（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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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精粹賞析

例如圖四為北齊的石灰岩造像碑，此碑

類似的設計亦可見於美國紐約私人收藏

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稱為碑額，由兩

的北齊天保八年顏氏家族祈福造像碑上，

條螭龍交纏盤繞，龍身下面開一拱形龕，

同為內容豐富的多龕像組合。

Words

五、環列式的布局

元代青花葫蘆瓶除了上期所見的圓體造型之

吳棠海．Photo

震旦博物館

正面龕內為彌勒菩薩五尊像，背面龕內雕
刻「車匿白馬辭太子」的佛傳情節。

造像碑除了正背兩面可以分割空間、製

七尊像，背面雖然沒有開龕，但是刻有造

作造像之外，側面也可開龕造像，有些圓

像者和造像時間的銘文題記，雖然底下的

柱形或方柱形的造像塔，更是順著柱狀塔

碑座缺佚不明，但從現存的碑體上面仍然

身作環列式的布局。

可以看到佛說法的莊嚴場面、未來佛彌勒
及佛傳故事等等。

唐代 造像碑
前後左右四面開龕，採環列式布局造像，再以
多塊重疊的方式組成造像塔。（圖五）

例如圖五為唐代的石灰岩造像碑，此碑

「八角葫蘆瓶」，如本期所要賞析者即是此一
品類的典型器物。

高 58公分

震旦博物館提供

館藏精粹賞析

樹形龕，龕下是以主尊佛和脅侍所組成的

青花花卉孔雀瓜果
草蟲紋八角葫蘆瓶
Arts Plaza

外，還有器身製成八面體的八角形款式，俗稱

下半部為碑身，正面以二株寶樹相連成

元代

具有小口和斜溜肩，腰部收束為上小下

近似長方體，頂部和底部素面無紋，正面

此器 大的葫蘆狀，底下為淺圈足，瓶身由口

如圖所示，以減地法浮雕一佛二菩薩的三

沿至足底皆呈八邊形，此一轉折式的器壁雖與圓體

尊像，佛與菩薩周邊再用陰刻法勾勒背光

葫蘆瓶不同，但是二者都是採分段模印法製作局部

和頭光，碑體背面及左右兩個側面也採相

零件後，再組合而成的，所以在上腹部、腰部、下

同的手法製作佛與菩薩像，形成四個環列

腹部及底足處都有黏接痕跡。
瓶身表面繪製八層紋飾，口沿下方以錢紋內填

式的布局。
此類方塊狀的造像碑常以多塊重疊的

花朵作為首圈紋樣，束腰處用斜格錦紋隔離上下二

方式組成一個高長的柱體，又稱為「造像

腹，而八角形的瓶腹即依其形狀特色設計紋飾，將

塔」，是模仿石窟造像的縮影，如山西

朝外拱出的腹部分為八個區塊，上腹部繪畫菊花、

省沁縣南涅水石刻館即藏有為數

牡丹、蓮花、石榴、葡萄、西瓜等八種花卉及瓜

眾多的出土品，是北朝~唐代
盛行於北方的造像形式。
群體尊像是依據佛教經典

果，下腹部繪畫鳳鳥、孔雀、蟋蟀、青蛙、蜥蝪、
蜻蜓、蝴蝶、獨角仙等動物和昆蟲，置身在八
種花卉叢林中，主紋上下方用二圈壼門紋邊

內容題材而製作，可以反映

框彼此呼應，框內分別填飾雜寶紋、花朵紋

出佛教信仰的種種變化，下

及圓珠紋，畫面頗為繁複 ，由於紋飾採上下

期將以單尊造像為題，介

相疊和左右相鄰法布局，主紋和副紋的層次

紹佛、菩薩、護法神及弟子

分明、區隔清楚，小筆和大筆的轉換流暢自

的特色。

然，使此器的紋飾顯得精細而生動，在豐富的
構圖中呈現華麗的風采。
類似的造型和紋飾亦可見於土耳其托普卡比宮
博物館與日本掬粹巧藝館所收藏的八角葫蘆瓶上，
三者同屬元代青花的珍品，值得仔細比較與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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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公益

Love Action

延續希望 臻愛相助

▲

不堪使用現象，為顧及同仁使用的安全及辦
公環境得已完善，開始向外界公開募集辦公
設備，以替代舊有的辦公設備。震旦集團得
知後，第一時間立即表達願意協助捐贈相關
辦公物資；震旦家具同仁於5月將全新辦公
用品，包含公文櫃、辦公椅等送達協會，並
協助擺放定位以利工作人員使用，體貼與細

「路是靠自己走出來」，繼而成年後，能

心的舉動深深打動工作人員，也為這次的捐

走出自我的康莊大道並回饋於社會。

贈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為使社會資源能獲得更大的成效與使用

高雄市臻愛天使兒少關懷協會阮明雪

率，協會獨創「社會資源共享，弱勢族群

理事長表示：「非常感謝震旦集團認同本

福利更好」物資整合平台，透過志工的協

會的服務宗旨及理念，不僅讓我們感受到

助，將來自社會各地所捐贈的愛心物資，

來自企業的的溫暖，更讓協會同仁及志工

從物資篩選、分類、清洗、維修、包裝

們，享有更好的辦公環境；除了提升工作

後，將這些充滿愛心與感恩的物資發送至

效率之外，也讓受服務的家戶，間接感受

扶助家戶及其他社福單位。至今愛心物資

企業對弱勢族群的協助與溫暖。這份滿滿

社團法人高雄市臻愛天使兒少關懷協會懷怉著「一顆熱忱的心，善盡自

發送範圍北至台北、東至台東、南到屏東

的愛心讓人難以忘懷。」

力」，努力不懈關懷社會邊緣弱勢，感恩工作人員及志工的積極參與協

縣市，共協助8,000多個家戶及30多個社福

助，累積8年多的公益業務執行，目前服務大高雄市弱勢家庭及經濟邊

團體，目前受惠人數仍在持續增加中。

▲震旦家具物流周昌俊專員(左一)代表集團捐贈辦公家具，由高雄市臻愛天使兒少關懷協會幹部陳淑瑜代表
（右一）受贈。

Words

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緣家戶共計2,000戶以上，服務品質及成效更獲得政府單位、企業單位

因協會經費有限，目前辦公設備多數是

及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肯定，讓本會更有動力持續在愛心公益的領域上繼

透過社區民眾及企業單位轉贈二手物品為

續努力，造福更多的弱勢族群及家庭。

秉持著「取之於

長期 社 會 用 之 於 社

願服務訓練、實習及實務進行，讓

會」的觀念，在社會資源有

會用之於社會」的美德，藉由「愛

限的狀況下，對於各項社會資

心服務」的過程學習社會公益服務

源的使用都是「克勤克儉，善盡其

概念及良性人際互動，並將「同理

用」，協會經費多數用於公益活動

心、感恩心」，傳播到每個扶助家

執行上，為提升服務成效，鼓勵弱

戶上，協會希望透過志工服務來幫

勢家庭子女從事志工服務，透過志

助這些弱勢家庭子女樹立正確的人

主，在長時間的使用下，逐漸出現損壞及

延續希望 臻愛相助

生觀，讓他們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

Love Action

震旦集團物資捐贈

裝載整車滿滿的愛心辦公物資，送至高雄市臻愛天使兒少關懷
協會，震旦同仁的熱情就像當天太陽一樣，將愛散播給協會。

ABOUT
高雄市臻愛天使兒少關懷協會
本會主要辦理兒童、青少年、婦女及弱勢家庭等服務工作為宗旨，
結合社會資源推動兒童、青少年福利與輔導工作，恢復生命價值與
目標，關懷成長環境及品格教育，推動志願服務工作機會。

這些弱勢家庭子女養成「取之於社

▲安全、便利的文件櫃以及舒適的辦公椅，不僅提升工作效率及便利性，工作心情也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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