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升

職

場

競

名人講堂

爭

力

的

知

識

夥

伴

重仁塾塾長—— 徐重仁
走舊路，到不了新地方
藝文饗宴

1971年7月創刊 • 發行48年3個月

館藏精粹賞析
明宣德 青花魚藻紋花口大碗

OCTOBER 2019 十月號

No. 579

電子版月刊

世代交替之下，新世代既要向新創企業學習創新，也應向百年企業學習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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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峨嵋山有「震旦第一」石碑，
古印度以「震旦」來稱呼中國

《震旦月刊》主編

蘇美琪 Maggie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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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是東方日出之意，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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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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靠流量改變世界

步驟

成此目標的最佳方式，就是連續12個月，每周舉辦相同的網路研討會。

若要達成真正的自我實現，就必須進一步影響和協助他人。拜網路

對多數習慣隨時創造新玩意兒的行銷人員而言，這種做法多少有些違反直覺，但確實有道

之賜，新世代創業家不只可以憑靠專業成就事業，甚至可以建立一
編譯／大師輕鬆讀

每周發表簡報並且加以改良

你必須持之以恆，將你的知識持續傳達給新團體，而不只是經年累月守住相同一群人。達

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固然很好，但你的真實價值頂多實現了一半。
個族群、推動一個運動，進而改變整個世界。

2

看更多精彩內容

理。在娛樂圈，當他們發現某個表演奏效時，他們不會一直嘗試改變。他們反而會展開巡
迴公演，在更大更好的場地演出。他們會一直持續演出，直到表演不再賺錢為止。只有到
了這時，他們才會進行實驗找出下一場賣座演出。

藉由周而復始舉辦相同的網路研討會，你就能進行測試。例如：你可以出售教材的某些內
容賺取收入；你可以稍微調整你的標題和圖片；你可以提出持續存在的問題，在簡報中加
以解決；你可以找出傳播訴求的其他方法。如果你只辦一場網路研討會，而且僅止於此，
以上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步驟

3

學習以更有利的方式使用漏斗

漏斗可以補給你的族群，強化你的影響力。只要精通此方法，就會有源源不絕的人潮，和
你一起分享你的訴求。要持續每一周填滿它們的最佳方法，就是採用所謂的「夢想100」
網路流量策略。它的運作方式如下：

A. 列出已經向你的理想顧客推銷或談話的100人名單。他們通常是：
① 擁有顧客名單的人 ② 部落客 ③ 播客 ④社群媒體有力人士

此過程包括3個步驟：
步驟

1

準備網路研討會等級的銷售簡報

現在這個時代，用你的訴求改變世界的最佳方法，就是舉辦以訴求為中心的網路研討會，
讓你可以在網路上傳送。如果你每周在網路上發表網路研討會，推銷你的訴求，你會發現
未來將有許多機會，可以在最理想的時機加入更多附加項目。然而，在第一次嘗試建立網
路研討會時，務必保持簡單，只要準備4項要件：

C. 利用你的播客頻道或部落格，幫忙宣傳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D. 選擇不和他們直接競爭的利基產品，請他們幫忙宣傳。

E. 設計專門以你的夢想100追蹤者及粉絲為目標對象的廣告。

F. 繼續探索你能如何和夢想100成員共同開發新產品，然後合力推銷。

• 用一段開場白引起人們興趣，以及介紹你的迷人特質，讓他們熱情聆聽你的簡報。

總而言之，你需要用來填滿漏斗的網路流量已經在那裡了。你不必從零開始創造。你只要

• 接著找出與你強調的「一件事」有關、但卻讓人們退縮的3項錯誤信念，然後打破這些錯誤信念。

如果你精通夢想100策略，你就能一直找到新的潛在顧客，持續填滿你的網路研討會和其

• 用一段精采故事，讓人們相信你強調的「一件事」。

• 開始展示你提供的產品，說服人們為什麼應該利用這些東西。

04

B. 開始和夢想100成員建立關係。

在網路找出你的理想顧客已經在哪裡聚集，然後想出方法讓這些人也來看你有什麼產品。
他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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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to
Keep up With New

跟得上世代的
影響力
序言／蘇美琪；文／許書揚、林由敏

Generation
每一世代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透過彼此
互補、信任，發揮出一加一大於二的團隊力
量；想成為有影響力的新世代不再是夢想！

Each single generation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
Through mutual complement and trust, they will
develop the team power with multiple synergies.
It's no longer a dream to turn into an influential
new generation!
CHAPTER

1

S.H.A.R.P提升戰鬥力

新世代領導戰將的新職能
CHAPTER

2

正視新世代影響力

領導者擁抱新世代擦出新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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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要有掌握科技力、甚至引領科技趨勢
的決心。

H

人文素養的提升
umanity to Philosophy

在科技掛帥的同時，人的重要性也一再地

被強調。如同那句大家所熟知的廣告詞「科
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一切的科技行為最終
都回歸到人類本身，以人為本才是首要考

量。因此對領導者來說，以人性為出發點，
關心並尊重顧客或同仁的個人特質，即為現
代企業經營的關鍵。

當然，未來世代的企業經營絕不僅只於

此。固然科技的興起，讓理科為主的知識較
受重視，除了學術資源豐富，也較能帶來商
機，但這不代表人文素養的培育就可捨棄。
所以，不只是關心人性，未來的領導者本身
得具備充足而全面的人文訓練。舉凡文學、
Chapter

S.H.A.R.P提升戰鬥力

新世代領導戰將的新職能
1

哲學、藝術、歷史、音樂等等，領導者得進

文／許書揚．經緯智庫暨保聖那管理顧問總經理

社會科學等新興詞彙的誕生，強調使用科學
方法來研究既存知識。這是科學革命帶來
看更多精彩內容

科技的發展及共享經濟的來臨，在短時間內對全世界造成翻天覆地的變革，而這股動

力仍將持續下去。從人才管理的角度來看，領導者當然也得與時俱進，才能應付挑
戰。然而，一位未來的領導者應該具備哪些新的能力？以下歸納出S、H、A、R、P
五大職能，說明未來人才的關鍵特質。

S

科技力的全面侵入
cience to Technology

若要說近二十年來影響人類至深、且未

來也將持續主宰全世界的力量，那就是科技
08

了。我們正活在一個到處跟科技緊密連結的

仁績效跟企業利益，開口只談利潤二字。

的影響力廣泛且深遠，導致既存的專業領域
不得不面對、或說受其「侵入」。然而這十
幾年間，諸如生物、金融、法律等領域也被
科技二字「侵入」，再造出當前流行的生物
科技、Fintech跟科技法律等字眼。這說明

了，如同科學二字曾造成的那般，現今也講
求結合自身知識與科技力，去因應未來世界
可能的一切改變。

因此，從人才培育的角度來看，科技儼然

時代。它的重要性，從詞語的挪移再造就可

是未來世代必備的職能。無論是哪個行業，

近代曾因應科學興起，進而有人文科學、

才能跟上時代變遷。而做為未來世代的領導

見一斑。

化成有品味、有素養的人，而不是只重視同

都勢必得從求學階段開始就累積科技知識，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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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析大數據能力
nalysis to Identify Insight

創新工場創辦人李開復曾說，十年後，所

有我們花不到五秒來思考的事情，這類工作
都會被人工智慧所取代。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因此能站在資料基礎上迅速做出正確判斷，
這樣的能力才是關鍵。身為未來的領導者，
只仰仗大數據資料是不夠的；領導者必須進
一步分析數據，從中找出企業發展的方向。

身為未來的領導者，只仰仗大數據資
料是不夠的；領導者必須進一步分析
數據，從中找出企業發展的方向。

工作，此類需求下降的情形明顯。這些職缺

R

遞等性質的工作，未來都將納入大數據的一

決。這是領導者的必備能力。然而，因應企

課題。一旦發生問題，領導者不是馬上針對

人類行為的時代已經來臨。

設計，也就是所謂通盤布局的能力。

資源，通盤考量全體企業該有的反應對策。

也曾表示，在可預測環境中進行物理活動的
的消長現象，說明了涉及資料整理、訊息傳
環，由電腦處理。透過大數據，由機器預測
只是在這樣的時代，分析資料及評估方向

有效統合的重要性
esponse to Restructuring

一旦企業出現問題，就要快速反應並解

業型態的改變，未來世代更加注重的是組織
舉例來說，過去企業的據點較為單一固

個案解決，而是站在整體角度調動各組織的

根據表現給予評價。然而這種由上而下、以

此外，不只是企業型態，包括工作團隊也

限縮了個別同仁的自主性（譬如每年固定

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強制分配績效考核制度

的能力，亦即人類判斷的重要性，也更加明

定，但在全球化影響下，企業組織跟資源可

可能呈現零散分布、變動快速的狀態。以往體

機器無法跟人類一樣，從龐大資料中看出問

灣，工廠設在大陸，並將銷售端設在美國矽

路外包的自由工作者。這種工作團隊流動性

棄KPI，改為實施OKR（Objective & Key

做出有效統合，將會是未來的一大挑戰。

是由同仁自行訂定目標，這種由下而上的方

顯。機器能取代人類的數學或統計能力，但
題或商機所在，並因應企業需求做出決策。
毋寧說，正因未來大數據的取得不再稀奇，

以散布於世界各地。研究發展部門可以在台
谷。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如何做好組織設
計，將各區資源做有效統合，是當前的重要

系內的固定編制同仁，在未來都可能化為網

高，習於快速分解重組；領導者該如何面對，

P

發揮自主性
ersonal to Individualism

同前段所述，現在的企業尊重個人特質，

因此在同仁權益上，企業也開始提供更人性
化的制度，像是類似自助餐式的福利，彈性
工作時間及地點等等，讓同仁有選擇彈性制
度的空間。但在這樣的潮流下，同仁的個人
主義傾向更強烈，福利上的人性化考量已無

15%的同仁考績只能拿C）。

為因應未來潮流，現在逐漸有企業捨

Results）。所謂的OKR強調團隊自主性，
式不以獎懲評鑑為目的，也淡化集體強迫分

配的意味，而是強調同仁是否達成自身設
定的關鍵結果。同時，這也是自組織（self-

organize）精神的實際體現：領導者不須訂
立細部目標跟實際指示，只需提供大方向，
讓企業自行運轉即可。未來的領導者若要有
效組織同仁，就得抱持這樣的態度，在尊重
自主性的前提下共創企業利益。

在S、H、A、R、P五大職能中，無論是科

法滿足需求。在未來，企業整體的績效考核

技與人文知識的兼具，還是統合整體與尊重

當前多數企業的績效考核方式仍以KPI為

斷變化的挑戰，領導者得具備更高的彈性，以

也必須配合個人主義做適當調整。

主，也就是由管理階層訂定同仁的目標，再

個人的平衡，我們都可發現，為了應付未來不
及更廣泛的知識，才能構築出不凡的視野。

只要站得夠高，看得夠遠，就不用擔心被變化擊垮。更甚者，可以不再當個被動接受挑戰
的領導者，而是當個創造變化、引領未來的領導者。這才是一流領導人才該有的氣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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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合作，善用廢棄料升級再造、研發文

擁有多元及包容性越高的組織，能創
造出倍數的創新能力，其中領導者本
身的思維改變最為關鍵。

創商品。

透過專案領導者帶領成員不斷的與設計師

溝通與深入了解，大家的理念有了共識並且
激盪出新想法，老品牌和年輕設計師合力打
造出獨一無二的文創商品初試啼聲就吸引大
家的眼球，成功創造出話題性。

許多企業已進入多代同堂的現象，面臨世

性越高的組織，不僅財務績效亮眼，更能創

響力，讓不同世代的同仁得以適才適所，攜

思維改變最為關鍵，鼓勵團隊成員尊重、接

代融合的挑戰，我們該如何改變才能發揮影
手共創企業成長及永續發展？

傳統×創新 也能迸出新態度

Chapter

正視新世代影響力

領導者擁抱新世代擦出新火花
2

文／林由敏．中華人事主管協會執行長

近年來華語圈的大型音樂獎勵活動「金曲獎」得主新生代創作人和獨立樂團新銳盡出，

根據國外調查資料顯示，擁有多元及包容

造出倍數的創新能力。而其中領導者本身的
納來自不同背景和觀點所帶來的豐富性及差
異性，並且能夠融入，甚至發揮潛能，為組
織帶來正向的影響力。

只要年輕人加入，就能為公司帶來新契機

吸納跨界多元人才 創新能量源源不絕

很有趣的案例讓我印象深刻，一個與我們生

面對現今快轉的時代，領導者必須正視

嗎？其實領導者也很重要！前陣子看到一個
活中密不可分的老字號企業推出了以「循環

人才爭奪、高齡化職場的趨勢，甚至是知識

隊成員都是來自非相關專長調任所組成的，

行，不論是將現有同仁培育優化，賦予他們

經濟」為品牌核心的全新文創副品牌，而團
不但毫無經驗，還必須設法與從未接觸過的

傳承、接班等問題，組織創新、變革勢在必
技能提升能夠做得更多、做得更有價值，或

在音樂圈裡跳脫框架、自信地踏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讓我們在這個快速變動的時代
中，挖掘出許多值得細細品味的嗓音及故事。

再看 群媒體上各形各色、展現自我的網

看YouTube、FB、IG、微信等社

人，已逐漸成為職場上的主力，但是面對這

紅，已成為新世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嗎？新世代年輕人最常被貼上抗壓性差、厭

連選舉也紛紛打起社群戰！產業的蛻變需要注
入活水，也少不了傳統經驗互相扶持，企業的
成長亦是如此。

我們都知道這些伴隨網路一起長大的年輕

12

樣的生力軍，我們身為領導者真的了解他們
世、不夠積極只在乎小確幸等標籤，但反觀
他們擁有勇於表達意見、做自己的性格，在
企業裡應該是炙手可熱的人才還是被當作外
星人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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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進新人才帶來強勁成長動能，然而這些

命依循規定做事，即便認為不合理也比較不

同仁循序漸進的適應及接受。

多，單向、慢速的溝通已無法滿足想法多元

改變都需要人資人員擔任溝通的橋樑，協助
以近幾年很夯Fintech人才為例，在金融科

技浪潮席捲之下，金融業者積極發展金融科
技，現有的人才已不敷使用，急需延攬跨領域

敢吭聲。隨著新世代來臨及年輕同仁越來越
的同仁，如果制度不開始著手調整，人才恐
怕也會提早陣亡。

許多企業推動「Town hall meetings（市

的資工、資訊通信科技等多元人才加入。然而

政廳論壇）或同仁大會」已行之有年，讓不

金融業最不適應多重的限制，而文化適應與溝

且藉由傾聽同仁的建議來擬定經營方針及政

調查也指出，這些跨領域人才加入法規嚴格的
通也是一大挑戰，若能多些規範彈性及協助適
應，將能大幅提升數位金融轉型的效率，不僅
挹注他們的專業背景及技能，亦能運用不同思
維與團隊碰撞出更多火花與創新能量。

智能時代 雙向溝通帶來新契機
以往企業總是由高層訂規矩，同仁只能認

同世代、資歷的同仁能夠充分表達意見，並
策，同時有助於凝聚全員共識。

另一方面，相較於每月或每季一次的同仁

大會，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將辦公室打造成智
能空間，以期提升工作彈性及空間運用，或
是建置即時的溝通管道，如：企業內部APP

許多企業推動「Town hall meetings
或同仁大會」，讓不同世代、資歷的
同仁充分表達意見，藉由傾聽同仁的
建議擬定經營方針及政策，凝聚全員
共識。

將CSR導入營運決策 同仁認同感隨
之而來
現在的年輕人關心社會議題，也重視企業

或通訊軟體將冗長的決策流程縮短，加速溝

社會責任的落實，甚至將其列為加入企業與

「同仁持股信託」，但一般上班族仍對於退

成目標。

緊密相扣，除了運用核心職能發揮企業的影

若想更關心同仁、留住人才，企業不妨推

通及協同作業、形成決議，更能有效率地達

否的指標之一。企業將營運策略與永續發展
響力之外，對內則將CSR注入企業文化，連

出量身打造的財務規劃方案，依據同仁不同

量等作法，鼓勵同仁參與並且進一步認同企

教育訓練課程，讓退休同仁輕鬆規劃，同時

結人力資源制度，給予志工假、納入績效評
業及持續地投入回饋社會。像是銀行業者長
期舉辦理財營，偕同同仁以自身金融專業教
導偏鄉小學孩童學習正確的金錢觀念，以及
興建圖書館改善小朋友的閱讀環境與學習的
基礎；也有企業鼓勵同仁攜家帶眷一起參與

的需求各別擬定計畫；或是舉辦退休相關的
也能無後顧之憂的安心退休。

HR＋PR 讓對的人才主動上門
想成為人才心中首選的企業嗎？那麼您

志工活動，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

需要將人才招募與品牌經營視為同等重要的

同仁幸福感 加速網羅優秀人才

打造吸睛的招才計畫，也應隨著新世代人才

而同仁的幸福感也來自於企業的用心，除

了薪資、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等其他誘人的福
利不僅只有眼前，還須為同仁的退休福利設
想。目前台灣大部份企業多為提供符合勞基
法的退休福利，僅有少數幾家龍頭企業推出
14

休生活保障感到擔憂。

事！透過內部HR及PR的合作與建立共識，

對於社群媒體的高黏著度而有所變化，否則
若擁有很好的福利制度及工作環境，但是求
職者對於企業無感或是覺得陌生，企業的努
力也就功虧一簣了！如何建置並提高企業的
網路聲量與曝光度讓對的人才主動上門，亦
是數位當道的時代裡最重要的經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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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外環」的市場機會，也就是核心事業

任何事業都必須以市場為導向，當市
場需求明確之後，必須確定事業的
「核心」商品或服務，然後加以精耕。

的主顧客有什麼延伸的相關性需求。

以現在很夯的健身中心為例，參加健身中

心的會員，幾乎都是比較重視健康的族群。
他們除了每天，或偶爾來健身之外，可能還
有其他與健康相關的資訊及商品需求。

因此，我們可以深入探討，並發掘顧客潛

缺乏資源、也沒人教，怎麼把生意做
好、做大？
名人檔案
重仁塾塾長

最近，我有一些機會和幾位年輕朋友深

徐重仁

談，他們有的是上班族，有的是自己創業當老

出生於台灣台南，日本早稻田大
學流通經濟學碩士，前台灣統一
研究院董事長，全聯福利中心總
自統一超商退休，創立「重仁

和肯定，不過我也發現，多數人往往有一個
盲點，就是「見林不見樹」，或是「見樹不
見林」，缺少整體性的概念。我認為，比較
周延的做法是，利用「環狀思考模式」來磨
練自己。

重仁塾塾長——徐重仁

走舊路，到不了新地方
圖．文／天下雜誌出版社

看更多名人講堂

大的經營事業之心得是，很多做事的概念及原理原則，並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改變

的只是訴求的方法及情境。如同無論是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或是個人工作室，其
面對顧客及消費者的道理大同小異。只要掌握原則，秉持初衷，堅定地一步一步向前

16

一圈地往外擴散，無形之中，市場就被做大
但也有部分需求是不明顯的，甚至，消費者
有時也不太清楚自己還需要什麼。

建立系統，非做不可
當然，「實做」是更大的挑戰，很多人會

在這裡卡關，往往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或不
夠扎實。

一）第一步要先找出「核心」

重仁塾塾長徐重仁將其人生近四十年的時間，奉獻於台灣的流通產業。其中帶給他最

走，市場一定會給你應有的回饋。

一直以來，我都是以發掘顧客其他關連

了。當然，有些顧客需求可以被清楚掌握，

為是好的，就會去嘗試。這種精神值得讚賞

輕人的職涯及創業導師。

的機會

做事，每個人都熱血地在描繪未來藍圖。

努力來創造更好的績效，想法很多，只要認

塾」，投注時間與心力，擔任年

三）接續找出「第二外環」、「第三外環」
性需求，這樣的模式來尋找市場機會，一圈

一般人在工作或經營事業時，都想以最大

裁，現為重仁塾塾長。2012年

外加效益。

闆，有的則是接手家裡生意，試圖轉型，開發
更大市場。這些年輕人都很有衝勁，也很肯

超商總經理，財團法人商業發展

在需求，進而提供適當商品或資訊，以創造

任何事業都必須以市場為導向，也就是了

解什麼是顧客的需求，以及顧客的消費心理
和行為模式。當市場需求明確之後，必須確
定事業的「核心」商品或服務，然後加以精
耕。

二）找出「第一外環」的機會

當核心趨於穩定後，再來是進一步思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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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商品與服務，如何吸引新生代
顧客？
2018年春天的時候，我去參觀了阪急

OASIS 超市在大阪開設的新式賣場「Kitchen
& Market」。

台跟觀眾，然後讓商品有演出的機會。

做生意已經不是單純地在賣東西，而
是在創造一種生活體驗，一種虛擬世
界無法創造的娛樂性與趣味性。

超市裡頭非常熱鬧，有一座二．六公尺高

的巧克力噴泉，看起來很華麗。而在賣場內
西方人比較重視計劃和系統的概念，也就

是凡事會按部就班，這一點非常值得學習。

上，客人也是要買時才理他，那樣子生意不

在生鮮區竟然還看得到鮪魚解體秀的表演。

出「打造身心平衡健康」的生活提案，他們請

我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日本高島屋百貨推

在超市裡大費周章地做現場料理，表演鮪魚
解體秀？為的就是創造賣場的氣氛和人氣，
讓客人願意一來再來。

2018年5月的日本黃金週，「Kitchen &

來幾位老師示範瑜珈，並邀請顧客一起練習。

Market」就被當地民眾票選為必去景點的第

超市裡頭，令人驚嘆。

都穿得很時髦。進來練習的人看看老師，再

商業隨著時代在進化，想想看，當虛擬的

整把的數。當然，我們的做法有達到「快

Market」的第一家店，雖然成不成功現在還

是，他們在下課後，很自然地走到旁邊的瑜

另一個則是系統性的行為模式，例如A＋B

看到阪急的全新樣貌，讓我很有感覺。現

就以最簡單的數鈔票方式來看，他們習

型的飲食嘉年華會。這樣的場景出現在一家

數，但我們卻習慣用比較簡單的方法，整把

這是阪急OASIS超市「Kitchen &

慣先算零錢，再算鈔票，而且是一張一張的
速」的效果，卻也常出差錯。

不知道，但完全是一種嶄新嘗試。

＋C，或1、2、3、4 等條列式的做法。他們

在，做生意已經不是單純地在賣東西，而是

種做法短期間雖然看不出效果，卻很扎實，

造的娛樂性與趣味性。

比較重視順序，也習慣配合邏輯性思考。這
其結果往往會超過我們自以為快速的做法。

我經常強調「系統」這件事的重要性。我

們在處理事情時，常會去關注單一做法的成
效，而忽略了建立「系統」。事實上，一定
要兩者並重，才能可長可久。

系統的建立比較耗時費力，無法一蹴可

及，但非做不可。惟有扎實地把一套商業模
式、系統建立好，基礎才能穩固，永續性才
比較強，不容易動搖。

創業者肯拚是好事，若再加上肯學，力量

一定會更強大。無論做什麼事，儘可能地截
長補短，如果可以試著將東西方做法加以合
併運用，必定會有良好成效。
18

安排，才能吸引觀眾目光？

整個超市逛下來，顧客好像參加了一場小

如果賣東西只是將商品靜靜地擺在貨架

會好。回過頭想，為什麼阪急 OASIS 超市要

部，不但有現場料理及食用專區，還有販賣
現打果汁、手工披薩等鮮食。更特別的是，

創造美好的購物體驗

在創造一種生活體驗，一種虛擬世界無法創
我常告訴大家，一個事業如果沒有注入娛

樂（Entertainment）的氛圍，那會非常乾，
感覺也很無聊，久而久之，消費者就不想來
了。購物一定要有趣，賣場才會活絡起來。

如果商品是演員
所謂的有趣，就是一種動態性，目的在於

塑造出讓人想要親近的氛圍，吸引消費者注
意，慢慢地把人潮帶進來。

一般來說，創造動態性最有效的做法，就

是讓商品「表演」。想像一下，假設商品是
演員，我們是舞台編劇，這齣戲應該要怎麼

這些年輕老師雖然是做簡單的瑜珈，但

一名，證明這樣的做法確實會讓顧客買單。

看看自己，突然發現自己的穿著太隨便。於

電子商務已經可以充分滿足消費者「購物便

珈用品專櫃，挑選一套漂亮的運動服。

果不能讓顧客獲得更美好的購物體驗，消費

本來可能只是純粹閒逛，沒有購物目的的

顧客，因為親自體驗了生活提案，也親眼看
到商品演出，結果就產生購物衝動了。

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商品演出是「試吃」

和「叫賣」。在日本，很多老人家喜歡逛百
貨公司的美食街，因為那裡經常有試吃活動，
他們在用餐時間只要去試吃一輪就飽了。

看起來，好像是老人家在占商家便宜，但

事實上，他們也是有貢獻的，至少把人潮給
帶進來了。

人的心理就是這樣，當你看到某個攤位

前，圍了很多人在吃東西，直覺就是這個東
西很好吃，你也想嚐嚐看。這就是在創造舞

利性」的需求，實體通路的價值在哪裡？如
者為什麼要來？
好書推薦

《走舊路，到不了新地方》

⸺徐重仁的經營筆記：關於創事業、做
生意和學態度

作者： 徐重仁、洪懿妍
出版社：天下雜誌出版社

作者從擔任流通教父到

商家求教的經營導師，
協助企業在變化的市場中
找對切入點掌握商機，本
書出版讓更多人學習經營
智慧及人生哲學。

阪急百貨前會長椙岡俊一先生曾說過一段話，非常值得思考，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在與
環境共生的前提之下，能使消費者的生命及生活更加美好的事，都值得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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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態度，這樣的信心危機，其實不難理解。

人才的快速老化及人才傳承青黃不接
的窘境，讓企業在招募、培訓與留才
作業上，都面臨空前的挑戰。

這樣的現象，全球皆然；如日本、大陸、新

更多 面對科技的快速劇變，在時代狂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企業經營者，

潮的衝擊下，漸感力不從心；即使這群寶刀

「恨鐵不成鋼」！人才斷層的危機加劇

但是，面對大數據、AI、區塊鍊等跨世紀新

如果問一下5、6年級生的主管，就可以感

未老的企業家，仍然堅守崗位、打死不退；

興科技與翻轉商模的挑戰，他們不得不服
老，也必須開始積極布局接班人選；同時，
20

年輕世代主導未來戰局的趨勢，已成定局！

受到這群團隊領導者，有多麼焦慮；肩頭的
擔子愈來愈重；但是，價值觀多元、自我意

與面試時的認知相仿，只有10%的應屆畢業
生，表現超越企業的期待。

有沒有認真負責、企圖心強的年輕人?有

才紛紛跨越國界，擁抱世界觀，成為國際人

選擇了自我放棄、隨波逐流的原因。根據調

全球高齡少子化的現象，則是另一個人力

積電裸退。

企業錄用時的期待有落差，而20%的表現則

的！但是，只有一成！這也是為什麼，社會

才。

感堅強的企業經營者，毅然急流勇退，例如：半導體教父張忠謀於2018年6月從台

鮮人的適任性；接受問卷調查的人資人員反

加坡、菲律賓，都積極挖角優秀人才，在優
渥薪酬及職涯前景的誘因下，含金量高的人

近年來台灣企業有幾個令人矚目的經營交班案例；值得大家觀察與省思。許多使命

台灣104銀行曾經做過的調查分析，詢問

映，經過試用期的考驗，有70%的新鮮人與

可用」，已成為現在企業發展的最大危機；

看更多精彩內容

「工作態度」決定新世代的前途

的精神，才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門。

才斷層的嚴峻現象。「人才稀缺」、「無才

文／晉麗明．104人力銀行資深副總經理

果，將有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災難。

有聘任應屆畢業生的企業人資，如何評價新

「恨鐵不成鋼」已不足以形容現在企業人

工作態度決定新世代的前途

缺憂患意識的年輕人，成為「無用階級」的結

識強烈的7、8年級生，渴望得到尊重，希望

快速功成名就，但是唯有具備認真投入工作

管理必須嚴格而不嚴酷

在AI快速崛起的年代，如果這群沒有技能、欠

資源的火藥庫；產業面臨世代交替，但是，

人才的快速老化及人才傳承青黃不接的窘
境，讓企業在招募、培訓與留才作業上，都
面臨空前的挑戰。

上的許多年輕人因為謀職困難、工作不順，
查報告指出，在台灣，2018年「非典型工作
者」
（暫時性雇用）達到81.4萬人，創下歷年

新高，這其中很多是年輕人；這樣的發展，
讓企業界憂心忡忡；因為，如果無法注入新
血，組織將面臨瓦解的危險。

企業對新世代的表現與評價
根據台灣勞動機關公佈的「2019年職場

新兵體檢大調查」，結果發現有五成的企業
認為新鮮人的軟實力不及格；在硬實力部分
(1-10分)，只有9.68%的企業，給了八分以上
的評價，四成的企業給了5分以下的成績。

這樣的數據，代表著企業無法認同新世代

做事的態度與技能，如果對比現今學生們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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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必須嚴格而不嚴酷
「強將手下無弱兵」，雖是老調重彈，

但卻是養成人才的經典名言；看看「鐵血紀
律」的台積電，「要求120分」的聯發科、檢

產生戰力，「態度」最為重要，所以在人選

態度的評量上不能打折，必須找到態度A+的
人才；但是能力卻可以逐漸培養，因此，知
識技能B+以上，就可以納入錄用的考量。

知識技能容易學習，但是個性與態度，則

查「小便有沒有變黃」的鴻海、建立世界電

是長期形塑而成，難以撼動；多數讓主管傷

有許多備受批評的「996」大陸企業。

態度觀念的落差，主管們應該都能認同，同

商霸主的阿里巴巴、強調狼文化的華為，還
大家若只站在「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個人

角度去看待工作，略顯不夠客觀；在現今這
樣高強度的職場競爭中，訓練出來的小老虎
們，強勢接班的能力與態勢；他們才是真正
能夠主導世界、改變人類的明日之星。

絕大多數的企業，會嚴格篩選年輕的新

透腦筋的同仁，不是工作能力的問題，而是
仁無法正面思考、態度偏差、難以溝通，才
是管理者心中的痛。

「嚴格」是拯救年輕人的萬靈丹

意表達不清、文書作業不嚴謹；卷宗及公文
會被丟到指揮官窗外的草皮上，若是不慎寫
錯了字，還要帶著文房四寶，到指揮官辦公
室用毛筆罰寫10遍。

在那段日子裡，所有的幕僚軍官，每個人

通，理解他們的想法與立場，然而，卻經常

冰；每件送出的公文，在沒有批覆之前，都

流於鬆散與輕率；主管們必須清楚的認知，

我在外島服役時，曾經遇過一位指揮官，

都是戰戰兢兢；時時刻刻如臨深淵、如履薄

通暢、不能有錯別字；此外，標點符號也必

會讓人忐忑不安、難以入眠。就是這樣的嚴

人，如果沒有具備責任意識、主動積極的人

他非常強調公文寫作的品質，不但要求字句

人力銀行創辦人楊基寬認為，招募新人要能

須一絲不苟的描繪的像印刷體一樣；如果辭

格特質，公司絕對不會給予試用的機會。104

招募新人時「態度」最為重要，因為
知識技能容易學習，但是個性與態
度，則是長期形塑而成，難以撼動。

格訓練，磨練了自己做事的品質與嚴謹的態
度，也成為一輩子奉行的準則。

「貫徹執行力」才能形塑競爭力
年輕時在汐止科技廠上班，遇上了納莉

颱風，汐止的樓房淹到了二樓，廠辦大樓地

讓命令貫徹的主軸成為配角，在管理上容易
要求落實命令、貫徹執行力，你才能成為新
世代年輕人的伯樂。

如果只想做好人，不敢要求部屬，你只會

害慘新人，扼殺了發展與潛能。因為主管們
強調嚴格、挑戰困難、克服挫折、花多時間
苦練功力，雖不是大家喜愛聽的，但應當是
年輕世代所要學習的地方。

新鮮人崇尚自由、標榜斜槓、經營社群

下室全部淹在水中，位於五樓的工廠無電可

當網紅、與同溫層在負能量中相互取暖，這

完成總經理的命令，在積水未退的情況下，

了職場的主流。但是，這也害慘了年輕人，

用，在街道變水道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堅持
用盡方法從南部租調大型發電機，連夜架
設，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工廠恢復產能。

現在的主管會重視與新世代年輕人的溝

些似是而非、膚淺而自我慰藉的保護傘，成
因為，他可能在30歲就走到了職涯的盡頭，

除了找不到方向、也失去了工作謀生的競爭
力。

願意給年輕人機會的企業與主管們，如果你希望帶給年輕人光明的前途與發展；請務必
「嚴格管理」與要求「貫徹執行力」；不要因為你的懈怠與縱容，毀了一個有機會發光發
熱的年輕生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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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同仁的動機，稱為驅動力（個人驅動因素

新生代同仁的工作熱點和個人驅動因
素較以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滿足
的驅動力越多時，新生代在工作中的
熱愛度與投入度將越高。

是指，能給同仁帶來內在動力或阻力的關鍵
要素，也是驅使個人產生特定表現以及觸發
敬業和承諾的根本因素）。

新生代同仁工作關注的重點
❶ 樂趣多―即自己的工作是有趣的。

氛圍和系統，這些新生代同仁將成為有力的
自我管理者，也能展現出他們在遊戲中升級
打怪的威力，實現個體和公司相互成就。

面對新生代同仁這樣的不羈野馬，是順應

他們的天性還是適時糾正呢？相信這是所有
管理者的疑問。

新生代同仁的職場驅動力

教你如何「懂」他們

新生代同仁管理與培養
文／光輝國際微信公眾號

對於新生代同仁，已經不能依賴傳統的管理思維和培養方法與他們和諧共處，你迫
切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論體系和管理方式來引導他們，實現和諧雙贏！透過本文將為

❷ 社交勤―容易地與同事建立人際聯繫。
❸ 高專業―做看起來非常專業的工作。
❹ 貢獻多―使組織之外的人受益。
❺ 高重視―知道別人看得起自己。

❻ 公眾認可―因良好的業績表現受到肯定。

❼ 表達佳―能夠在工作中展示出獨特的個性。
❽ 工作生活平衡―能夠保證工作之外的社交
承諾。

不喜歡當前的工作即是驅動力沒有被很好

新生代同仁與上司交流過程中，體現出其率

地滿足，當滿足的驅動力越多時，新生代在

因為上司一句「不合心儀」的話就「裸辭」。

我們總結如下刺激、激勵和鼓勵新生代的

真的一面，他們很在乎自己的心理感受，可能
我們的專案研究經驗表明，新生代同仁的

工作熱點和個人驅動因素較以往發生了巨大
的變化。我們把那些在工作中可以激勵和鼓

工作中的熱愛度與投入度將越高。
驅動因素中的熱點：

名利：獲得財富和資源，透過擁有的東西獲
得價值感；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

大家呈現一個你所不知道的新生代同仁面貌。

近年 後，新生代們會反問你：我做這
來主管們普遍反映，在交代任務

件事的價值點在哪裡？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今天突然發現，職場中的升職加薪，

對一些新生代同仁的激勵和保留成效不大，
你只把公司變好是不夠的，你要讓公司變得
24

更好玩才行，他們是玩遊戲長大的一群人，
人生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更大的、更多可能
性、更多可以「升級打怪」的遊戲。工作已
不僅僅只是一份工作，而你也不再只是一個
單純的管理者。

當然，如果你能夠很好地營造一個激勵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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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工作中有尋求激勵和自我表達的需要。

親和：與他人主動聯結，重視工作中的積極
社交聯繫。

認可：感覺受到他人尊重，因自己的貢獻受
到重視而獲得價值感。

新生代同仁在職場中的性格
新生代同仁的個性，與其生長的時代、社

會現狀以及目前的教育體制等都有很大的關
係。在長期的相關調查研究中，我們發現：

他們關注個人健康，追求工作與生活的平

衡，同時追求工作趣味性，工作以興趣驅動

代同仁等級觀念弱、挑戰權威、強調平等；

激勵、給予目標和方向並帶著他們向前衝。

言行模式可能與你有著截然相反的差異，價

性低、重視上級的能力、領導風格與個人魅

流、傾聽部屬意見、注重部屬的培養和輔

賴傳統的管理思維和培養方法與他們和諧共

對企業忠誠度低、講求契約精神、組織服從
力、重視團隊氛圍。

新生代同仁希望獲得輔導與發展、個人

成長與發展中關注即時滿足；他們通常注重

新生代同仁希望他們的領導擁有較強的

方式來引導他們和諧雙贏！

為此，我們對企業及管理者提出如下建議：

深度上的挖掘與鑽研。

的規劃。他們欽佩具有判斷力、決策力，無

開放的關係網絡和合作融洽的工作氛圍。

上，熱愛探討研究新知識和新技能，但缺乏

喜歡專業且有溫度的管理者
新生代同仁不喜歡的類似於科層制體系

但同時，他們也展現出抗壓性弱，心理承

他們更願意有一個帶動他們熱情，能發現

和工匠精神的特點。在看待組織方面，新生

領導作風。

處，你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論體系和管理

個人能力，既有專業技能又具備管理者的素

下的領導，並非不願遵守規章制度、勞動紀

受能力弱，情緒起伏大以及缺乏毅力，耐心

導，並配以資源等也是新生代心目中理想的

值觀也與你有著顛覆性的差異，已經不能依

短期既得利益；目標感強、渴望成功；廣度

為主。他們思維活躍、創意性強、熱愛表達、
敢於表達、心理成熟度高，具有個人判斷力。

此外，關懷部屬、有親和力，能主動溝通交

律，而是不願在科層制領導下遵守。

他們優點、特長的領導，更願意跟著一個類
似團隊靈魂人物的領導，凝聚人心、鼓勵和

質，同時還具備戰略性思維，能做出前瞻性

① 建設獲取資訊的全面管道、知識的共享，

論實際目標制定，還是時間管理上都能雷厲

② 設立機制收集、整理、研究並接受新生代

新生代同仁眼中的好領導還能認可部屬，

③ 工作安排去形式化，減少機構運行的複雜

風行，具有實戰經驗的領導。

能適度的包容和理解部屬。此外，還能在日
常工作中保持公平公正、賞罰分明、知人善

同仁的想法，增加與高層的互動。

程度，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加深協同與合
作。

用的原則，願意為部屬爭取更多機會，懂得

④ 鼓勵創新並適度容錯，維持新生代同仁的

除了對領導者有一定的期待，我們的研究

⑤ 改變認可的節奏與頻率，及時認可，讓新

真誠、信任和授權。

資料顯示，在績效目標的達成之餘，新生代
同仁對公司未來一年的變化也充滿期待，總
結如下：

• 注重全面薪酬，體現個性化。

• 管理體系更加系統化、扁平化和人性化。
• 領導者年輕化速度推進。

• 增強同仁關懷，保持工作與生活平衡。
• 傾聽同仁聲音，參與更多的決策。

7個建議，助力雙贏
這是備受爭議的一代，不按常理出牌，

活力，也使組織運行更加順暢。

生代更容易感受到尊重，有效激發他們的
能量。

⑥ 給予更多軟性且全面的薪酬回報，關注多
元化的培訓和系統配套的職業晉升通路
等。

⑦ 制定靈活、合理化的考核指標，求質不求
全，同時注重績效溝通與輔導。

作者：張治 前光輝國際諮詢總監

本文經合益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光輝國際微信公眾號（公眾號名：光輝
國際KornFerry ID: KornFerry_China）
授權轉載，文章略有刪減。

新生代同仁在職場中的數量和影響力不斷增加，這群新同仁對職業發展較以往有更高的訴
求，職業發展管理方式也需要不斷地發展和變化。對於新生代，管理者應尋求一種更為寬鬆
的風格、人性化的手段，對他們工作進行合理引導，激發出新生代同仁的無窮潛力！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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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包浩斯女設計師Marianne Brandt在近百年前
創作的金屬茶具至今看來仍然時髦無比。

01_布勞耶（Marcel Breuer）設計出史上第一把鋼管椅，輕
巧容易搬移。

不管 （Bauhaus）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

家具設計、集合住宅，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沒

成為包浩斯經典；而今日常被提到的「形隨

了很大的影響。從賈伯斯和他的蘋果產品，到
每個人都在用的小寫字體，加上已席捲全球的
有包浩斯，我們的世界會與現在很不一樣。

在一百年前掀起的設計運動，為何會產

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仔細探究其因，就在
於創立包浩斯學校、並形成包浩斯學派的成

包浩斯百年系列

像是由瓦根費爾德（W ilhelm

Wagenfeld）創作、外型渾圓如蕈菇的同名

你是不是設計師，包浩斯

德國德紹所留下的包浩斯校舍已成為建築迷的朝聖景點。

量製造並融入美感的產品。

員，他們並不把「藝術」與「科技」視為水
火不容，反倒積極利用創新，設計出可供大

檯燈、匈牙利設計師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的鋼管椅、藝術家瑪莉安娜．布蘭特
（Marianne Brandt）的金屬茶器、德國威瑪

的「號角屋」
（Haus am Horn）……如今都已

機能而生」、「少即是多」等設計準則，也都
是由包浩斯的理想延伸而來。

風起雲湧中 人心渴望改變
想要了解包浩斯，不能光提師生的作品，

1

「包浩斯」亂世中崛起
影響力百年不墜
文／李俊明•圖／©Bauhaus-Archiv Berlin・©Bauhaus Dessau Foundation

看更多經典設計

大名鼎鼎的包浩斯設計學派，在德國雖只曇花一現14年，卻為近一世紀的美學發展

寫下最難以磨滅的一頁，對工業設計、建築、應用藝術皆產生深遠影響。今年適逢包
浩斯創立一百週年紀念，威瑪、德紹、柏林等城市無不卯足全力，回溯這段延續一整
個世紀的設計傳奇。
28

02

03

02_布勞耶（Marcel Breuer）設計的童椅，造型俐落簡潔。03_布勞耶（Marcel Breuer）的鋼管矮凳，至今仍是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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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7

06_首任校長－建築師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
07_第三任校長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也是重要的現代
主義建築師。

獨特教學法 突破過往傳統
05_由穆奇（Georg Muche）設計的「號角屋」（Haus am Horn）是威瑪時期的包浩斯重要代表作品。

更關鍵的是必須回溯它誕生的背景及當時創

轉變的關頭，因此充滿各種試探、實驗與可

包浩斯竄起的20年代，可說是上世紀的關

飛機、生產機器持續興起，讓人們一方面充

校的教育理念這兩件事。

鍵時期，新的文化、創意與美學觀都正面臨

能。科技也不斷在進步當中，汽車、郵輪、

藝」、「實用」與「藝術」、「生產」互相結
合，但也並不是一開始就讓設計走向大量工

08_學生在校園內跳躍所留下的影像紀錄。

經歷三次重要的轉變。

追求與眾不同 從教育顛覆傳統

業生產的路；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總共要
在威瑪創校之初，包浩斯透過分科的師

滿昂揚的理想，高度渴望改變。但是另一方

徒制與工作坊，試圖建立獨特的設計與藝

了很大的創傷，不僅政治的不確定性陸續升

員，除了如今相當知名的藝術家瓦西里．

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為歐洲帶來
高，社會的貧富不均也逐漸拉大。當時戰敗
的德國，就處在這種極度不安的氛圍中，將
國家推向了威瑪（Weimar）共和體制。

那時的權力中心威瑪，自古就是名人

輩出的城市，德國的大文豪歌德、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以及音樂家巴哈、李

斯特（Franz Liszt）都曾在此駐足；不過，
既然擁有長久的歷史驕傲，就表示它同時也

負 責 執 行 課 務 的 約 翰 ．伊 登 （ J o h a n n e s

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約瑟夫．

畫家後，創校的格羅佩斯便請他負責新生必

亞伯斯（Josef Albers）、保羅．克利（Paul

Klee），還有一些導師從現代眼光看來，也
相當帶有「異人」的味道，特別是他們充滿
創意與實驗性的課程安排，強調由精神層面
或形上學去尋找創作靈感，顯然跟過往有很
大不同。

比如說第一位女教師葛楚．谷瑙

（Gertrud Grunow），教的是所謂的「和諧

裡，帶著改革的熱血與理想，創立了包浩斯

作、媒材，甚至韻律體操，感受「色彩」的

學校。

而聘僱這位女老師的人物就更有意思了，

術養成課程。有意思的是，當初這些教職

是不容易拋棄過去的保守城市。建築師沃爾

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就是在這

30

回顧起來，包浩斯最初的理想雖是讓「工

課程」，其實也就是讓學生藉由聲音、動
觸動。

Itten）本來是小學教師，後來轉成象徵主義
上的六個月基礎課程。當時這位剃了光頭的
神祕主義者，不但設計自己的制服，常以法
蘭絨長褲加上類似中山裝的高領外套出現，
現在看來很有漫威「古一大師」的風範，還
是包浩斯早期最具教派崇拜色彩的導師。

狂熱信仰拜火教的伊登，嚴格謹守素食規

範與吐納模式，他將這種呼吸練習帶進每一
堂課，因此早期包浩斯師生的創作，不時也
受到這種心靈至上與神祕主義的影響。

不只負責教授陶藝的格哈德．瑪克思

（Gerhard Marcks），將整個工坊遷往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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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多恩堡（Dornburg），與學徒一起過著
集體生活，就像原始部落一樣，只有做了
陶罐等器皿後，才拿到農夫市集販售。帶
領戲劇工作坊的奧斯卡．希勒姆爾（Oskar

Schlemmer），也同樣深富實驗性格，他鼓
勵學生以模型及偶戲創作，自己則在1922

年以破格的芭蕾舞劇出名，讓舞者穿上如同
棒棒糖的繽紛太空裝，超現實的前衛感，現
在看了還是很難想像是近百年前就出現的創
意。

這樣的追求與眾不同，就是想從教育體

11

制進行變革，因此校長葛羅彼斯就說：「我

的唯一目標就是讓所有事情保持懸浮、流

10_Josef Pohl設計的單身漢衣櫥。

動，避免我們的小群體又變得跟傳統學院一
樣。」

遷校德紹 抓住改變契機
這樣的理想，加上左傾的政治立場，讓

三遷校舍 不敵柏林最後一擊
不過，隨著納粹興起，被認定充滿左傾色

進入學院系統，像是首任校長格羅佩斯，便

直指它帶來腐敗。當時才接任校長不久的建

任；第三任校長密司．凡德羅也於同年任教

彩的包浩斯，也逐漸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

紹（Dessau）。但這樣的轉變，卻也因禍得

築師密斯．凡德羅，只得於1932年被迫關

福，讓包浩斯有了更多展現機能美學主張的
機會。

閉德紹校區，接著帶領師生前往柏林另起爐

在1937年前往美國擔任哈佛大學建築系主
於伊利諾理工學院。

而著名視覺藝術家摩荷里．那基（László

灶。

Moholy-Nagy）落腳芝加哥，創立新包浩斯

叢書，建立起明確的設計理論基礎；由格羅

到一年，便被掌權的希特勒第三帝國強制驅

身；約瑟夫．阿伯斯（Josef Albers）則進入

年底落成，並由全體師生參與家具、室內空

在德國短暫的14年歷程。

在這段時期，包浩斯逐漸轉型，除了編撰

佩斯親自設計的校舍、教職員宿舍也在1926

間設計，更能具體傳達包浩斯的設計理念，

也更強化朝向建築、空間等領域發展的取
向。

不僅馬塞爾．布勞耶著名的鋼管椅，以

及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32

11_László Moholy-Nagy拍攝的Ellen Frank肖像。
12_László Moholy-Nagy帶領的新生課程所創作的燈具習作。

包浩斯很難在右派保守勢力強大的威瑪存活
下來，因此1923年被迫遷至另一座城市德

09_導師之一的克列（Paul Klee）為1923年的包浩斯展覽
所創作的作品。

12

Rohe）設計的第一張懸臂椅都是在此時期誕
生，包浩斯的建築學系，也在這時候創立。

可惜的是，柏林時期的包浩斯，延續不

離，僅能走上永久解散一途，結束了包浩斯
值得慶幸的是，包浩斯的影響力不但沒有

從此減弱，反而漸漸擴散到全球。當時參與
包浩斯的學者、教師，有不少逃到了美國，

（New Bauhaus），成為芝加哥設計學院前

黑山學院及耶魯大學，負責平面設計教育。
二次世界大戰後，校友馬克斯．比爾（Max

Bill）亦以包浩斯為典範，在德國創立烏爾

姆造型學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一時成為德國設計教育的重鎮。

這些意外的轉折，反倒使包浩斯的設計理想，找到全新舞台，延伸至全球的建築、藝術、平
面設計、工業設計等領域，成為如今枝繁葉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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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外傷的部位或是皮膚本身已經有病變的

蜂窩性組織炎是一種急性的發炎反
應，患者會出現紅、腫、熱、痛等四
大症狀，有時可能先發燒，隔天才發
現患處紅腫。

地方。臨床發現，蜂窩性組織炎最常侵犯臉
部、頸部及腳等部位，並可經淋巴系統侵犯
到周邊結締組織。曾志鵬表示，蜂窩性組織
炎是一種急性的發炎反應，患者會出現紅、
腫、熱、痛等四大症狀，有時一開始四種症
狀不會同時出現，可能先發燒，隔天才發現
患處紅腫。

身體免疫力下降時，細菌就會找機會趁虛而

燒、畏寒、全身倦怠、淋巴腺腫、頭痛或關

門診裡，常有病患帶著疑問的口吻：「醫

全身，如果沒有即時治療，嚴重時甚至會引

入。振興醫院感染科主治醫師曾志鵬表示，
師，我沒有任何傷口，為何會引起蜂窩性組
織炎？」這是很多人的迷思，以為皮膚有傷
口才會引起蜂窩性組織炎。

曾志鵬進一步指出，細菌非常微小，腳

趾縫一個小破皮或是皮膚一個小磨擦，細菌

紅、腫、熱、痛

不可輕忽的蜂窩性組織炎
文／邱玉珍．資深醫藥記者

在科技公司上班的李小姐，三年前因牙橋內牙齒出現裂縫引起疼痛，當初一直以為只
是單純的牙痛，不以為意。兩天後，牙不痛臉卻腫了。隔一天，開始出現頭痛欲裂、
視線模糊、輕微發燒，她一直以為，頭痛是因為咖啡戒斷症候群，視線模糊是因為電
腦看太久，輕微發燒是感冒引起。

因頭 醫師問診後，察覺不對勁安排腦

什麼是蜂窩性組織炎？

喔！是牙髓蜂窩性組織炎，再晚兩天就要住院

會演變成截肢，甚至致命！

痛欲裂，李小姐到大醫院就診，

部電腦斷層檢查，做完檢查醫師看著電腦螢

34

發敗血症，甚至是壞死性筋膜炎。

哪些人是高危險群？
蜂窩性組織炎跟免疫力有關。臨床上發

現，抵抗力低下者如糖尿病患者、痛風患

口發生細菌感染，廣義稱之為皮膚及軟組織

使用免疫抑制劑者、嬰兒、營養不良者等患

感染。細菌經皮膚穿入深部組織，導致急性
的發炎、擴散，由於人體的皮下脂肪層是一
區區像蜂窩狀的組織，如果這個區域發炎腫
大，就稱之為『蜂窩性組織炎』。

蜂窩性組織炎發生的部位，可能是以往

者、老年人、肝功能受損者、免疫力較差或
者，對病菌的抵抗力較差，較易罹患蜂窩性

組織炎。國泰醫院整形外科主任蒲啓明表
示，糖尿病患者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常會造成
局部壞死性筋膜炎而須截肢，甚至死亡。痛
風患者本來關節就易受尿酸結晶的侵蝕，因

大家都聽過蜂窩性組織炎這個疾病，但很

幕報告，語調輕鬆地說：「你的狀況有點麻煩

多人可能不知道，嚴重的蜂窩性組織炎可能

了。」李小姐一聽心頭一驚，蜂窩性組織炎？

另外，很多人跟李小姐一樣，以為蜂窩性

別人長在手上腳上，為何自己長在腦袋？

節痛等症狀。表示細菌已經侵入血液而循環

就會隨著傷口進入身體，引起身體的不適。
什麼是蜂窩組織炎？簡單來說，就是皮膚傷
看更多健康常識

隨後其範圍會逐步擴大，同時也會出現發

組織炎只發生在皮膚有傷口時，事實上，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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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小心預防細菌感染。

其次是，有開放性傷口者如外傷、拔智

齒、香港腳等。外傷是造成細菌入侵的主要

接觸海水或吃了海鮮，可能導致海洋創傷弧
菌的感染而引發壞疽或敗血症。

值得注意的是，下肢引起蜂窩性組織炎與

原因，必須謹慎處理。若持續的復發或是出

急性痛風、關節扭傷、深層靜脈血栓等疾病

小心，有異狀一定要就醫，有時表面的癒合

腫、熱、痛和發燒的情形，但病程會比蜂窩

現紅、腫、熱、痛等症狀時，就必須要特別
並不能代表內部細菌已被徹底瓦解。常有病
患問有香港腳為何是蜂窩性組織炎的高危險
群，曾志鵬解釋，香港腳的患者指縫間脫皮
或是皮膚龜裂都可能讓細菌跑進人體作怪。

蒲啓明說，有些病人下肢靜脈曲張或是

取腿部靜脈來作冠狀動脈手術，導致下肢血
液循環不良，一旦有細菌侵入或有傷口，免
疫細胞不易到達患處，則容易造成蜂窩性

組織炎，過於肥胖的人也是高危險群，研究

症狀雷同。以急性痛風為例，一樣會有紅、
性組織炎來得更急更快。蜂窩組織炎的治療
以抗生素為主，治療時間根據患處的嚴重程
度來決定，若是輕微者，通常7~10天即可痊

癒。若已形成膿瘍，可能治療時間會超過兩
週，有時還必須藉由外科醫師做切開引流及
清創的處理。更嚴重時，醫師會依病情決定
是否做局部皮層重建、植皮或截肢等整型手
術。

發現，肥胖的人因為靜脈循環、淋巴循環變
差，讓細菌有入侵的機會。

謹慎處理，快速控制病情
蜂窩性組織炎雖可怕，但並不是每一種

細菌都會造成截肢或致命。曾志鵬指出，蜂
窩性組織炎的致病菌不外乎是人體常在的表
皮菌，以金黃色葡萄球菌和A型鏈球菌為大

宗。但隨著宿主免疫狀態不同或是受傷部位
的差異，病菌可能也有所變化；口腔、鼻竇
附近傷口或是糖尿病足部傷口導致的蜂窩性
組織炎，除了鏈球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外，
還包括厭氧菌；免疫不佳的病人如肝硬化，

最後，曾志鴻提醒民眾，蜂窩性組織炎只要早期發現，並投予正確的抗生素，如果患處範
圍不大，沒有免疫力低下降的情形，門診投予口服抗生素治療即可。但若傷口進展快速，
合併發燒發冷，建議最好趕快到大醫院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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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昇震旦

URORA NEWS
個人專屬的親和空間，支援高效的協同辦公
需求，改變辦公行為，提升工作效率。

由雅各布．延森設計開發設計的「SØM

系列商品」，融入北歐風格極簡實用的設計
特點，運用了鮮明而獨特的色彩，並且透過
03

04

03_震旦集團董事長袁蕙華致詞表示，多年來震旦致力為顧
客打造高效、人性、智能、環保的辦公生活解決方案
04_IDK設計研究所株式會社社長日本工業設計師喜多俊之

此次展廳開幕活動的主題為SPACE + ，其

中「SPACE」表示空間，即場景；「+」代表

SPACE 以用戶為中心的辦公新體驗
+

「震旦辦公生活旗艦展廳」開幕
圖．文／震旦家具

集團攜手國內外多位知名設計師，提供人性、高效的辦公環境解決方
案，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賦能企業智慧環保和健康舒適的工作環境。

震旦 師、後設聯合設計事務所，IDK設

看更多美好辦公生活

展廳開幕式出席貴賓有盧志榮設計

總結出專注、協作、社交、學習、放鬆五類

計研究所株式會社社長喜多俊之及雅各布．延

場景解決方案，以滿足企業對於效能，靈活

森設計首席運營官Manuel Veiga Aldemira等

各領域專家。震旦集團董事長袁蕙華致開幕

辦公模式，為此提出「以人為中心」的辦公
性和創造力的需求。

專注人文與健康的辦公體驗
震旦辦公生活旗艦展廳榮獲LEED V4金獎

認證。展廳分成東西兩側展示區域；東側呈

人們高效地完成工作，在工作空間內學習成

計風格的主管辦公空間。職員空間則融入智

人們對於健康、愉悅辦公空間的嚮往，幫助
長，提升工作中的幸福感（Well-being）。

以人為中心的場景解決方案
氣、簡約、時尚，沉浸式場景體驗，兼顧展
示與實用性，結合不同工作模式特點，提供
多樣化的系列組合，讓人們在舒適充滿藝術
感的空間內高效靈活的工作，實現藝術與實
用相互平衡的新當代辦公空間。

活動現場，邀請來賓們近距離體驗了由

喜多俊之先生打造的「天馬主管空間Magic

Space」，透過簡潔精緻的細節設計，規劃

詞表明，震旦多年來致力於為顧客打造高效、

局，展現辦公生活化的工作趨勢。

各種可能性，即體驗，透過多元化設計實現

本次震旦辦公生活旗艦展廳設計風格大

2019年9月11日，「震旦辦公生活旗艦展廳」在上海盛大開幕。震旦

模組化設計，營造出靈活多變的公共空間佈

現當代美學，輕鬆時尚，穩重內啟等多種設
慧化設備、提供專注、協作、社交、學習、
放鬆五類辦公場景解決方案。

西側展現多種社交協作空間，基於活動形

態，將諸多共享辦公區融入到整體空間中。
公共空間是將傳統、固定、單一功能的休息

區域，轉化為支持同仁獨立思考，交流協
作，激發創意，提升身心健康，倡導工作與
生活平衡的幸福空間。另外精心規劃了材質
共創區，提供訪客在空間規劃的交流中，感
受更直觀的五感體驗。

震旦旗艦展廳的啟用揭開了辦公生活的新

序幕。歡迎來展廳體驗震旦所帶來的多樣化
辦公環境，一起創享美好辦公生活。

人性、智能、環保的辦公生活解決方案。

現場發佈會上，震旦家具創新中心總經理高

曰菖與各位設計師透過論壇方式，相互交流設
計靈感與未來辦公空間趨勢及展廳設計理念。

震旦家具多年來針對工作模式進行分析與深

刻理解，基於ABW（Activity Based Working）
不同形態的移動辦公，提出5P辦公新理念，
38

01

02

01_震旦家具創新中心總經理高曰菖
02_雅各布．延森設計首席運營官Manuel Veiga Aldemira

共創空間－材質配色

輕鬆對談－沙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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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昇震旦

URORA NEWS
▲

出勤系統支援，打卡資料直接
上雲端，降低錯誤率，提升工作
效率，薪資計算更便利。

▲使用雲端人資系統可彈性於線上排班、即時查看班表，支援固定班別、多班別、輪班、調班等，是零售通路的最佳選擇。

夠達到完全無紙化管理；但隨著公司規模越
來越大，原先使用POS系統打卡搭配紙本請

會特別針對餐飲、零售及百貨業實施勞動檢

僅會產出大量廢紙，也容易出現登記錯誤的

用震旦辦公雲的雲端人資系統之後，許多資

假的方式，在手動輸入到Excel計算薪水，不

台灣紋意品牌服飾 自然環保愛地球

用震旦辦公雲 輕鬆管理多店、多班別

問題。

在導入震旦辦公雲「雲端人資系統」前，

台灣紋意的林經理詢問過很多廠商，希望能
夠找到兼具環保與改善管理流程的解決方

查。過去總是手忙腳亂的準備大量資料，使
料只需要從系統上下載下來，即可直接繳交給
勞動檢查員，協助企業快速通過勞動檢查。

出缺勤上雲端 省時、省力、更省心

圖．文／震旦辦公雲

案，最後考量到買斷版本的人資系統費用

台灣紋意公司以earth music & ecology等五大品牌服飾在全台

需求，不僅費用合理，資料也不用擔心會消

用雲端人資系統後，最大的改變是可以直接

台灣紋意百貨專櫃遍布全台，同仁跨門市

間，就可以一次延後特休假；且能夠快速大

各大百貨公司設櫃，成績表現亮麗。同時也風靡日本、香港、台灣等
地，成為自然系第一品牌。而服裝產業是世界上第二大汙染產業，其
中又以快時尚所帶來的生態衝擊最為嚴重。

了解雲端人資系統

紋意品牌的核心精神，以「環保」

並力求對環境友善，同時保有時尚的元素，這

功能，可以為店長及人資省下許多時間；過去

台灣紋意導入線上差勤系統，搭配指紋打卡＋門市POS系
統，無紙化輕鬆管理多店多班別，符合環保理念，更省下
人工作業時間。

於線上，簡單管理年假，只要設定日期的區
量匯入請假時數，節省許多時間。

系統更可因應最新法令調整免費升級、

自動更新；無論新制工時、排班、計薪等運

指紋打卡功能的考勤機，打卡資料直接上雲

也支援最新制的四周變形、補休、未休代金

薪資計算更便利。

雲端人資系統 提升效率也能愛護地球

林經理表示，對於零售通路業來說，使

要由店長手動紀錄時數再回傳給總部，現在

端，不僅降低錯誤率，還能提升工作效率，

樣的理念讓紋意成為自然系的第一品牌。

的台灣紋意，面對同仁的出勤資料，希望能

支援是常態，雲端人資系統靈活的跨店排班
門市使用POS系統打卡，總公司則是使用有

舒適的天然素材，以環保皮草取代動物皮草。

在人力管理上，提倡降低汙染與自然共存

高昂，維護不易等問題，租賃系統比較符合
失，對公司來說使用上更彈性多元。

台灣 作為出發，不僅材質上使用了親膚

40

另外，每當暑假打工潮來臨前，勞動部

用，讓人資同仁簡單上手、輕鬆使用。同時
等功能；並可快速查詢以提早預防超時加班
之情形。

震旦辦公雲「雲端人資系統」支援多段多班別，彈性設定上班時間，工讀與正職人員時
數也能分開管理，不用再為了不同計薪方式而感到困擾。此外，指紋打卡、POS機、手機
APP、Line都可以輕鬆串接考勤系統，是連鎖門市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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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博物館

URORA MUSEUM

左：圖1_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戰國早期十六節龍鳳形玉飾。右：圖2_江蘇省徐州市火山劉和墓出土玉鋪首

首玉帶鉤原先的出土地可能為楚地或周都三
晉等中原地區。

二、工藝與地域屬性
其次可以從製作工藝方面入手。在技術交

震旦博物館藏 戰國獸首玉帶鉤

流相對緩慢的戰國時期，一種工藝從誕生到

一件玉帶鉤的前世今生

淺談震旦博物館藏
戰國獸首玉帶鉤（三）

全國範圍的流行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或者
根本無法流行全國而僅限於地區內部發展。
因此器物的製作技法也是判斷其地域屬性的
一條線索，如果獸首玉帶鉤體現出的某種加
看更多精彩活動

圖．文／震旦博物館

上一期我們向大家介紹了戰國帶鉤的造型分類和功能，使各位對帶鉤這一古代實用器
有了大致的瞭解。同時在這一基礎上又著重針對震旦博物館藏獸首玉帶鉤的獨特造型
和設計巧思進行了分析。本期文章會分析其自身特徵中隱含的地域資訊，探尋這一流
傳了千年之久器物的原生之地。

一、造型與地域屬性
首先從器物的造型資訊入手。造型除了受

到時間因素的影響之外，同時也受到地域因
素的影響，經常可以發現某一種造型的器物
僅僅在特定的區域內得以流行。因此，觀察
器物造型特徵並將其同出土實物進行對比是
判斷地域屬性的關鍵所在。根據以上對獸首
42

帶鉤的造型分析，我們得知其為流行於戰國
中晚期的長牌形帶鉤。如果長牌形帶鉤分佈
的區域比較明確，則可以推斷出獸首帶鉤的
地域屬性。根據王仁湘先生的研究，長牌形
帶鉤大致有兩個較為集中的分佈區域：一是
楚墓中發現較多；二是三晉及周都地區，此
外戰國秦墓、韓墓中僅有個別出土。所以，
如果單一從造型特徵入手，我們可以鎖定獸

工工藝具有地域性特色，那麼我們同樣可以
在工藝層面上推導出其原先的出土區域。獸
首玉帶鉤上最具有特色的工藝無疑是那個懸
有獸面的活環。玉器中使用鏈環的技術可以
追溯至晚商時期江西省新幹大洋洲墓葬出土
的一件玉羽人，這件玉羽人頭部雕琢三個相
互套嵌的鏈環，鏈環活動的範圍較為有限。

致可知戰國至西漢時期裝飾活環的玉器發現

共計十二件（圖一），透過對它們的統計，
可得知活環加工工藝到戰國至西漢有了進一

步的發展，從形制上來看又可細分為兩大
類：一是活環附著於器物之上，起一定的裝
飾效果，通常為圓環，偶有裝飾扭絲紋（圖

二 ）； 二 是 活 環 附 著 於 器 物 的 兩 個 部 分 之
間，起連接效果，通常鏈環的橫截面呈方形
（圖三）。總體來看兩種技法雖形制上有所

差異，但其去料掏空成環的基本工法則存在
一定共通性。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種形制其
對工法的要求更為考究，經常會採用「一體
成型」的雕琢技法，震旦博物館收藏的這件
玉帶鉤即是此種情況。從這些出土活環玉器
的統計中，我們還可以歸納出帶有活環裝飾
玉器的分佈範圍，大致集中在楚地及周都地
區。就排出了三晉地區。

至春秋時期則出現了活動較為靈活的鏈環，
如江蘇省吳縣通安嚴山王陵出土的一件拱形
玉飾，其左側就雕琢一個活環。縱觀戰國至
兩漢的玉器，活環也不是一種常見的裝飾技
法，這大概和它的製作難度相關。因此可能
只有部分地區的工匠掌握此項技術。目前大

圖3_山西侯馬市西高祭祀遺址779號坑出土戰國早期龍形玉佩

以上我們透過對這件帶鉤造型和工藝的深度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帶鉤原產地可能為楚地或者
周都，下一期我們會透過對其紋飾分析，更加精準的定位其可能的原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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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饗宴

RTS PLAZA

一、雲龍紋梅瓶形紋設計
雲龍紋是宣德青花瓷上的典型紋樣，普

遍見於瓶、罐、壺、盤、碗、洗、尊等器物
上，布局隨著器形而異，在梅瓶上作為腹部
的主要紋飾。

圖一為宣德時期的青花梅瓶，瓶口和頸

部留白，肩部和底部勾勒弦紋為邊框，表面
繪畫四個獸面紋、一個大龍紋、若干雲紋及
簡化的壼門紋邊框，肩部橫向書寫「宣德年
製」四字楷書款。

龍紋雙眼圓如眼鏡，額頭低平，上顎翹

起，頭頸處的鬃鬣成束往前飄，龍身背上脊
板豎立，體表採筆觸留白法繪畫，以深淺相
間的色差表現鱗片，修長的龍身狀如巨蟒，
環繞瓶腹一圈，四肢前後展開，配合飄帶與
關節毛呈現御風而行的動態。

龍紋下方的簡化壼門紋邊框，具有補白的

明宣德．雲龍紋梅瓶

此器以蛇身龍紋為主題，龍紋昂首、拱身，環繞腹部一圈，表現真龍天子的氣派。（圖一）

古器物學講座⸺明宣德青花瓷研究專題

9

一元多式梅瓶形紋設計
文／吳棠海．圖／震旦博物館

梅瓶是中國傳統的瓷器品類，造形隨著時代的審美觀念而有高矮胖瘦之變化。宣德
時期的梅瓶呈圓脣小口、「）
（」形短頸、肩部豐圓、腹部深長之狀，形狀頗為秀

美，表面以雲龍紋、螭龍紋、花卉紋、松竹梅紋及魚藻紋等題材為主紋，搭配不同
的附屬性紋樣，產生一元多式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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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龍紋上方的獸面瞠目露齒，雙眼炯炯
有神，在圓闊飽滿的瓶肩襯托下，為真龍天

明宣德．螭龍紋梅瓶
龍紋口啣靈芝，長尾分岔如卷草，
在細筆勾畫的如意雲頭串珠紋襯托下，
顯得優雅祥和。（圖二）

子增加威風凜凜的氣勢。

首上方橫向書寫「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書

二、螭龍紋梅瓶形紋設計

珠紋托底。

款，下方以雙弦紋和如意雲頭紋邊框內填串
龍紋鼻吻朝上仰望，口中啣著靈芝，身軀

宣德青花瓷有數種不同的龍紋形象，除

朝後蜿蜒，體表繪畫中脊，中脊兩側有對稱

卉、尾若卷草或肩肘帶翼等造形，習以螭

狀態，龍尾分岔卷曲，猶如藤蔓卷草，迴繞

了普遍可見的鱗片蛇身龍紋外，還有口啣花
龍、夔龍或應龍稱呼，它們的數量並不多，
以螭龍而言，主要見於梅瓶和蟋蟀罐上。

圖二為宣德時期的青花梅瓶，瓶口和頸

部留白，肩部勾勒二圈弦紋及如意雲頭紋邊
框，框內填飾垂珠紋，腹部繪畫螭龍紋，龍

的短弧線節紋，四肢上下開展，呈俯視下的
到龍首下方。

螭龍口啣靈芝代表祥瑞，體態優美如草

葉，與雲龍紋象徵權勢的遒勁雄健不同，而
上下方陪襯的如意雲頭串珠紋也與螭龍互相
呼應，使此器特別具有清新優雅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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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饗宴

RTS PLAZA

位於瓶肩與瓶底的壼門紋邊框採藍地白花

法繪畫，濃重的鈷藍突顯出這二圈整齊的邊
飾，既能襯托纏枝花卉的活潑生動，又有穩
定視覺重心的效果，使此器顯得生機盎然、
高雅大方。

四、松竹梅紋梅瓶形紋設計
松竹梅紋深受文人畫家的喜愛，也是青花

瓷的傳統題材，在宣德梅瓶上作為腹部的主

明宣德．花卉紋梅瓶

題紋樣。

此器配合高長的器身，以大型蓮叢魚藻紋搭配水藻和小型蓮荷，增加蓮塘水域的景觀深度。（圖五）

纏枝花卉布局繁密，壼門紋邊框排列整齊，
以深濃的鈷藍突顯主紋的生動活潑。（圖三）

圖四為宣德時期的青花梅瓶，口沿和頸部

三、花卉紋梅瓶形紋設計

留白，肩部和底部分別繪畫一圈壼門紋邊框內
填圓珠紋，以框尖相對的形態彼此呼應，腹部

花卉是宣德青花瓷器的常見紋樣，畫在梅

瓶上面的有纏枝花卉、折枝花卉及折枝花果

五、魚藻紋梅瓶形紋設計
魚藻紋常見於宣德時期的青花瓶、盤、

繪畫松竹梅所組成的歲寒三友圖，竹葉上方用

碗、洗、罐等器物上，在青花梅瓶上以腹部

在腹部的歲寒三友圖中，松樹和梅樹呈

圖五為宣德時期的青花梅瓶，此器通體繪

楷體書寫「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年款。

等圖樣，大多作為腹部的主紋。

主紋為多。

圖三為宣德時期的青花梅瓶，瓶口和頸部

Y字形並列一起，老枝橫向四方，嫩枝昂首

畫蓮塘魚藻紋，上腹部有四叢大型蓮荷平均

部繪畫纏枝花朵，近底部亦環繞一圈壼門紋

感，橢圓形的松針密聚成團，朵朵梅花漸次

蓮叢之間各繪一條魚兒，兩兩相對或相背，

留白，肩部披覆壼門紋邊框內填圓珠紋，腹

向上，縱橫交叉的枝幹產生前後交錯的空間

邊框內填圓珠紋，與肩部紋樣上下呼應，花

綻放，蒼翠的修竹挺立其間，鋪陳出傲骨迎

朵上方橫向書寫「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書

風、挺霜而立的精神。

款。

以藍底白花法繪畫的壼門紋邊框，可以突

纏枝花卉包含牡丹、菊花及茶花等等，

顯歲寒三友的圖象，透過器面的分割，使松

花朵由斜角俯視或俯視角度取象，配合上寬
下窄的瓶身，呈現逐瓣展開、朝上仰放的樣
子，雖然數量不少，但以上下左右交錯的形
式排列，靈巧的枝葉朝往各個方向，猶如在
風中自由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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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 ．魚藻紋梅瓶

竹梅紋獲得最佳的比例與自然的構圖。

明宣德．松竹梅紋梅瓶

歲寒三友為主紋，壼門紋邊框為副紋，
主副紋的畫面切割，使松竹梅紋比例合宜自然。（圖四）

分布，蓮叢朝上開展，與圓闊的器身呼應，
翹首揚尾，作迴游之姿。

梅瓶肩上散布水藻，下腹部繪畫小型蓮

叢，這些次要紋飾與大型魚藻紋堆疊在一
起，增加蓮塘水域的景觀深度，是配合高長
形器身所作的設計。

綜上所述，明代宣德青花梅瓶以各式主紋搭配副紋，切割高長的器表，使主紋得到合理的
比例布局，表現生動自然的美感。下期將以蟋蟀罐為主題，介紹此一品類的形紋設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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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饗宴

RTS PLAZA
高
11.8

玉見設計

漢代 螭龍紋佩
環外邊料 弧形螭龍

23

公 分 ／ 震旦博物館提供

震旦博物館出版
叢書介紹

公分、口徑

BOOK

中國古玉形紋設計特展

對於 離 不 開 對 其 材 料 、 工 藝 、 造

中國古代器物的學習和認識，

型、紋飾的分析，這是認識和形成概念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對於古代
器物的深層次理解，則是需要透物見人，釐清古代工匠的創作和設計理

念，從而達到融會貫通、舉一反三的效果。這需要將料、工、形、紋四大

人

龍
龍

於震旦博物館「玉見設計⸺中國古玉形紋設計特展」，幫助讀者將古人

的智慧從玉器中提煉出來，結合從新石器時代至漢代的具體實物，舉例分
析，總結出依料施工、角度取像、樣稿組裝、一元多式四大設計理念，詳
識器物，同時亦能夠激發當今設計人才之創意靈感。

龍

龍

要素綜合起來，多角度、全方位剖析，方可達到深化學習的目的。本書基

細闡述古人治玉時的邏輯和思維方式，使讀者真正讀懂古人思維，深入認

西周 人龍紋玉佩
四龍一人 人形組裝
龍

內容精選

鳳

1. 本書以全新「設計理念」視角詮釋中國古代玉器，在認識器物本身的同時，更能進一步瞭解古人的設計
思維，掌握認識古玉的方法。
2. 本書總結出依料施工、角度取像、樣稿組裝、一元多式四大設計理念，將新石器時代至漢代的玉器以此
為據分類舉例，方便讀者對比不同時代設計理念的繼承和發展。
3. 本書圖文編輯精美，收錄器物均為同時期典型或獨具特色之古玉，方便讀者對比學習。

玉器發展史系列
紅山玉器
戰國玉器

商代玉器
漢代玉器

館藏精選系列

西周玉器
春秋玉器
唐宋元明清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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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唐陶俑
青花瓷鑑賞
元青花瓷鑑賞
明青花瓷鑑賞

館際合作系列

芮國金玉選粹―陝西韓城春秋寶藏

鑑賞研究系列

認識古玉新方法
傳統與創新―先秦兩漢動物玉雕
玉見設計―中國古玉形紋設計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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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銷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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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地區：886-2-2345-8088轉1712游小姐

● 大陸地區：86-21-58408899轉606博物館商店
● 官方網站：www.auroramuseum.cn

館藏
精粹賞析
文／吳棠海．圖／震旦博物館

宣德時期的青花碗有各種不同的造形，體型大小不一，器壁大多做成圓體狀，少數
則為花形，如本期所要賞析者即是宣德時期的花形大碗。

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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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區｜藝友齋

明宣德 青花魚藻紋花口大碗

A

此器 下具有圈足，從口沿到足底皆做
的口沿外敞，器壁向下圓收，底

成凹凸狀，整體猶如一枚綻放的花朵。它的
胎體呈淺灰白色，質感較為細緻，釉層明淨
中帶點灰青，是宣德時期的胎釉特徵。

碗體外壁繪畫蓮塘魚藻紋，四叢蓮荷採

蓮叢之間各繪一條魚兒，大約是鯖、鮊、

鯉、鯰、鱖之類，透過諧音表示「清白廉

潔」之意。魚兒兩兩相對或相背，有的擺尾
上游，有的傾身潛伏，周邊散布較小的水
藻，豐富水中的生態。

四叢蓮荷與四條魚兒穿插布局，環繞碗壁

十字形平均分布，每叢蓮紋以下方的橢圓形

一圈，具有連續周轉的效果，而立體的瓷碗

草，由大蓮葉下方往上生長，曲折的枝葉表

立體空間，增加觀賞的趣味，為宣德時期的

大蓮葉為基底，枝桿細長的蓮花、蓮蓬及水
現水波搖動的感覺。

造形與循環不斷的構圖結合，營造出虛擬的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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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公益

OVE ACTION

02_ 善慧恩基金會辦理感恩餐會，由少年組成青年總舖師，
從洗菜到上桌都親力親為，各個都能隨時進職場接受考驗，
充分展現專長與自信。

第五屆「傳善獎」得獎機構系列報導（一）

值得您認識的好社福機構
圖．文／陳永泰公益信託

白永恩基金會

01_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設
立「貓培你飛雞蛋糕」
胖卡行動餐車，選定低
門檻的工作內容，讓少年
快速入門，學會一技之長
養活自已。

為了支持社福機構創新、成長、茁壯，陳永泰公益信託設立「傳善獎」。2019年

「傳善獎」邁入第五屆，經過5個多月嚴謹審查，最終選出「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善慧恩基金會」、「白永恩基金會」、「自閉症基金會」、「真善美基金會」、「瑞復益智

中心」、「博正兒童發展中心」、「沐恩之家」等8家機構， 將獲得3年共9,600萬的
支持，這些優秀機構值得您認識，陸續介紹如下：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不讓今日的少年犯變明日的成人犯

監獄不是孩子該去的地方，但並非每個孩子

良善為本、智慧為行、感恩為念

長期致力於關懷弱勢兒童與少年的教育及

都能健康快樂的長大，他們經歷了悲慘童年，

身心發展，從民國100年起進入屏東泰武、佳興

更生少年，透過專業多元的保護與服務，同時

輔導等。幫助孩子能穩定就學，並在課餘時間

注定走上犯罪一途。協會從民國80年開始關懷
發展出預防系統，制止悲劇的發生。更生少年
有些成為長期志工，努力回饋社會，我們期待
持續種下善意的種子，不斷結出希望的果實。
得獎簡介：更生少年社會復歸與弱勢兒少展能計畫

少年最不可愛的時候往往最需要愛，建構愛與接納的社會氛
圍，有助於降低少年再犯的風險。設立實習場域，幫助
少年學習一技之長，以「616少年夢工廠」、「未來咖啡」、
「幸福廚房」及「胖卡餐車」等輔導更生少年回歸正路、
自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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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慧恩基金會

成就弱勢者 美好的生命價值

「成就弱勢者美好的生命價值，是我們的

自閉症基金會

有限資源 創造無限可能

自閉症是一種先天腦部功能受損而引起的

最終使命」。機構附設聖方濟安老院是頭城

發展障礙，目前的盛行率約為每48人口中有

目前每天24小時照顧38位失能長輩、服務50

極其沉重的打擊和壓力，所以，孩子越小越

唯一的老人照顧機構，已經服務近一甲子。
位失智長輩，進行一天兩次送餐，並且提供

物資捐助、居家修繕、資源連結等到宅的服務，
共服務68位獨居或弱勢老人家。

得獎簡介：愛在海隅 頭城長照網路發展計畫

宜蘭頭城老人家多以捕漁為生，隨著漁業沒落、年輕人出
走，老人比例超越全國平均。由於頭城地形狹長，北部因
距離和交通不便，服務難以觸及，長照服務缺口迫切需要
補足，因此預計在無弱勢老人服務的頭城北邊新設據點，
提供送餐、日間照護、交通接送及關懷訪視。

一名，孩子被診斷自閉症後，對家庭來說是
早進行早療，機構堅信「他們不是不會，需
要的是機會」，提供平台為自閉症全人發展
服務。

得獎簡介：發展遲緩兒親職技巧訓練計畫

為解決台灣早療面臨偏鄉專業人力不足，計畫以家庭為中心
早療模式，訓練家長在家教導自己孩子，每天以少許時間
使用計畫的技巧和兒童遊戲，帶動兒童透過日常活動，來
促進兒童溝通、互動和參與家庭和社會活動的能力。服務
內容獲得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可。

下期將有其他得獎機構的報導，敬請期待。

部落，從原鄉課輔班開始，到高風險家庭關懷

2019

加強技能專業，提升弱勢及高關懷兒童少年的
更生的能力。

• 真善美基金會

• 白永恩基金會

• 博正兒童發展中心

• 自閉症基金會

得獎簡介：翻轉人生 弱勢青少年培力增能計畫

8家得獎機構

•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 善慧恩基金會

自信心，找到自己的職涯方向，培力孩子自立

計畫關懷屏東縣未升學、未就業及經濟弱勢的孩子，辦理
「烘焙課程」、「中式點心」與「伴手禮製作」、「咖啡
茶飲」等訓練，使其復學或提早進入職場。訓練孩子考取
專業證照，結合外部企業建立友善職場，以4人一屋建立
小家，達到70%能穩定就學、就業。

04_自閉症基金會主訓導師教導家長教學示範，強調讓孩子
在自然情境下學習，簡單的幫助孩子達到早療的效果。

• 瑞復益智中心
• 沐恩之家

詳細機構介紹

03_白永恩基金會作為頭城唯一的長照機構，每天都有安心
駕駛提供日照中心阿公阿嬤交通接駁的服務，讓長輩安心
上學，子女安心上班。

請搜尋傳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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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愛心公益

OVE ACTION

▲震旦志工陪伴憨兒度過溫馨周末

震旦OA清水×社團法人台灣福氣關懷協會

關懷陪伴 盼早療孩子展翅高飛

震旦志工協助憨兒們向社區民眾推廣商品，

過程中培養憨兒們的自主能力，讓他們學習群
體生活，期望透過志工短暫的陪伴關懷，能讓
他們更自信度過每一天。

震旦OA東高雄×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高雄服務處

▲金儀大小志工一起分工合作，迅速確實完成中秋禮盒包裝

震旦人公益行動「溫暖隨行」

▲金儀志工是唐寶寶堅
強的後盾

永不放棄．希望就在前方
圖．文／震旦集團

金儀總部×唐氏症基金會

一起加入溫暖隨行

震旦OA屏東×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屏東服務處

品格教育 以身作則

多數人都是帶著懵懂忐忑的心踏入職場，失

物資捐贈

▲金儀中正分公司李冠宜主任代表震旦集團捐贈辦
公家具

震旦集團×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心捐贈辦公家具 提升育成服
務能量

育成社福基金會致力提供心智障礙者終生
的照護與支持，其辦公室設備多為二手捐
物，使用年限與規格不一造成辦公室的使

「善」的信念，為公益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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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單。

成旗津海邊淨灘、高雄墾丁來回騎程，小朋友

力下完成近2,000盒的包裝，以實際行動傳達

料理，可以帶給人們幸福！家具志工用心備

實際分享，讓大朋友們知道成長路上永遠不

颳風下雨的這天，震旦志工陪同失親兒少完

場，協助唐寶寶包裝中秋禮盒，在大家齊心努

用愛轉動生命

的不安更甚他人，震旦志工透過自身的經驗

風雨生信心 勇敢小騎士

精神令我們敬佩！

金儀志工利用假日至新莊愛不囉嗦庇護工

懷協會

親兒少多數來自不完整家庭，在踏入職場前

們的勇敢感染了我們，不畏風雨、永不放棄的

施比受，更有福

震旦家具東台南×社團法人高雄市生命源全人關

▲震旦志工陪伴失親兒少從高雄騎腳踏車到墾丁，小騎士們不
畏風雨騎完全程！

用空間未能有效運用，而大量的資料也急
需有安全的文件櫃放置。感謝震旦集團看
見育成基金會的需求，捐贈檔案櫃、辦公

▲陪伴和關懷創造簡單幸福

料，準備100人份的春捲，看匠愛家人吃得歡
喜、笑得開心，這份春捲吃起來有幸福味道。

椅、會議桌等，讓育成能擁有更優質的服
▲震旦志工透過自身工作經驗分享，鼓勵小朋友們勇敢追夢

務環境，提升員工服務品質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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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訂閱

立即成為《震旦月刊》網路會員

電子版月刊

A. 加入會員 享有四大優惠

1

免費訂閱電子版《震旦月刊》

2

獲得講堂、研討會、展示會等活動優惠訊息

3

不定期優先獲得震旦相關產業會員優惠

4

增訂／取消電子報、修改個人資料

B. 給您四大平台
電子報

每月可收到二次電子報
多屏閱讀

不論是PC桌機、平板、
手機皆可閱讀

立即掃描加入

加入網路會員

• 請上震旦集團網站：
www.aurora.com.tw
• 客服專線：
0809-068-588

PDF

震旦月刊

下載閱讀

登入會員
下載電子版月刊
加入粉絲團

定期分享
月刊文章

震旦辦公家具 0809-068-588
震旦辦公設備 4128-695
金儀公司 4128-566
互盛公司 4128-399

康鈦科技 4128-258

震旦通訊 0800-050-222

長陽生醫（04）2296-2688

通業技研（02）8751-0080
震旦雲端（02）8729-7066

宜陸開發（02）6600-2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