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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想不到的未來
HAPPY NEW YEAR

一場疫情席捲全球，促使企業數位轉型，並且開始思考永續議題；
2022年，正是全球經濟關鍵的轉捩點，

準備好一起啟動新未來，成為新浪潮下的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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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即將進入倒數階段，接連兩年的疫情讓許多

人措手不及，也促使企業開始重視數位轉型並思

考永續議題；許多專家預測明年將是全球經濟關鍵的轉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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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講堂單元星巴克創辦人霍華•舒茲，分享星巴克成功

關鍵，強調將永續經營做為企業目標，在獲利及社會責任之間
保持平衡；並要求同仁把工作當成是自己的事，對自己、家人
以及顧客，負起一份責任，讓星巴克成為受敬重的世界品牌。

歲末年終之際，在大家開始著手年度計畫的同時，藉以反

思過去一年的自己完成了哪些目標？確立好方向和目標後，

四川峨嵋山有「震旦第一」石碑，
古印度以「震旦」來稱呼中國

一起持續靜心、耐心學習，以更美好的自己，迎接2022年！

編輯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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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月刊》主編

蘇美琪 Maggie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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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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人公益行動「溫暖隨行」

希望點亮笑容 交織點滴幸福
圖•文／震旦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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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CAMP BELL

比爾•坎貝爾
文／天下雜誌出版社

比爾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營造出信任感，與人建立融洽的關係，令你
感到安心，感覺受到保護。營造信任感，是好教練的必要條件。
2）信任意味著正直

比爾總是很坦誠，也期待

別人對他坦誠。信任還意味

矽谷傳奇教練的高績效管理心法

著能力，意味著相信一個人

如何營造信任感？

真的有能力、有技能、有力
量和肯努力去完成他所承諾

擔任Apple、Google、Amazon等企業顧問，被譽為「兆元教練」、「矽谷總教頭」

從友誼、愛情、家庭到事業，對於任何關係來說，信任都是最關鍵元素。這也
是孕育矽谷風雲人物的傳奇教練比爾最珍視的價值。他認為，信任是所有關係
的基礎。

雖然 的 關 係 來 說 ，
對於多數生意上

除了信任，還有其他重要因
素，例如個人目的、雙方利
益交換等。但是比爾永遠把

04

的人能夠取得非凡的成就，
因此堅定不移的給予支持。

信任具備以下意涵

誠。對彼此忠誠，對家人和

朋友忠誠，對自己的團隊
和公司忠誠。當賈伯斯在

1985年被趕出蘋果時，比
爾是少數公開表態力挺賈伯

和不同的人建立互信。一旦

一件事，那就要做到。對他

份忠誠，也為兩人日後的親

你到底。比爾深信自己指導

一定會兌現。信任意味著忠

有了互信基礎，他就會力挺

3）信任涉及保密

施密特擔任谷歌執行長

時，曾有一位團隊成員罹患
重症（日後康復了），但他

選擇不告知施密特和團隊裡
的其他成員，比爾是唯一知

1）信任意味著信守諾言

信任擺第一，他也非常擅長

的事。

如果你告訴比爾會去做

來說也是一樣，他說過的話

情的人，他沒有告訴任何

的，因為教練永遠必須知道

他有辦法與人建立融洽的關

事，但他並沒有因為比爾隱

導的人來說，他們也需要知

到保護。營造信任感，是好

人。施密特後來知道這件

瞞此事而生氣，反而更加信
任他。

道比爾會尊重他們的隱私。

擔任過谷歌與@Home

係，令你感到安心，感覺受
教練的必要條件。」

比爾是個能保守祕密的

高階主管的吉爾伯（Dean

練習全方位聆聽

樣守口如瓶，因此他可以成

管理教練。他指出：「比爾

注，把所有注意力放在聆聽對

出信任感，這是他的天賦。

著自己接下來要講什麼。接

斯的人。賈伯斯不曾忘記那

人，就連在施密特面前也一

密友誼與工作關係打下堅固

為團隊中每個人的知己。這

的基礎。

發生了什麼事，對於被他指

對一個教練來說是非常重要

Gilbert），也是一位優秀的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營造

「與人溝通時，首先要專

方說話；不要一邊聽，一邊想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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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問，以釐清真正問題所

仔細聽，也不要去想自己接

勝；歸屬感relatedness），

效能感、歸屬感、自主感，

比爾採取蘇格拉底的方

（autonomy），感覺自己能

在。最後，透過激發對方的

下來要說什麼。」

有同舟共濟的感覺； 自主感

以達到真正有效的溝通。」

式，傾聽之外，會問大量的

你會發現他在全神貫注的聽

評論》有篇文章指出，提問

這三種感知是心理學教授德

要：「能不時提出問題、找

恩（Richard M. Ryan）率

在接受比爾指導的時候，

你說話。他不會在過程中去
接聽電話或收信，也不會偷
瞄手錶、看向窗外、心思遊
蕩。他會讓你知道，他是和
你在一起。

問題。2016年《哈佛商業

對於成為優秀聆聽者至關緊
出隱藏含義與洞見，是最懂
得聆聽的人。」

領導者應該提問沒有標

前美國副總統高爾說，他

準答案的問題，接著認真

件事，就是「把注意力放在

現，這種真心請教的溝通形

從比爾那裡學到最重要的一

面前的人，仔細聆聽，接著
才開始討論，要達到真正有效
的溝通，專注、聆聽、對話，
是有先後順序的。」谷歌資

深副總裁尤斯塔斯稱比爾

聆聽回應。2016年的研究發
式之所以會奏效，是因為
激發跟隨者的三種感知：
效能感（competence），

感到被挑戰，然後試圖戰

掌控局面，同時又有選擇權。

效能感、歸屬感、自主感

奇（Edward L. Deci）與萊
先提出人類動機理論中，與
自我決定有關的關鍵要素。
如同谷歌早期的高階主管、
曾協助推出公司旗艦廣告產

品AdWords，日後還領導

YouTube的卡曼加（Salar
Kamangar）所言：「比爾
能夠激勵人心。不論我們討
論什麼，我都感到有人聽見
我、理解我、支持我。」

的溝通法是一種「全方位聆

你問
我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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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月刊》
與您一起提升職場競爭力！

翻開月刊，從中找到管理與知識的力量，
讓能力再升級。

Q

星巴克追求的核心目標，是在
獲利及_____________ 之間保持微

妙的平衡。並對自己、家人以
及顧客，負起一份責任。

聽」，學界則稱之為「積極
比爾是從籃球教練伍登

（John Wooden）身上學
到這門技術的。伍登認為，

許多領導人的共通特質是

不聽人說話：「如果我們多
聽，肯定會更有智慧。不只

與人溝通首先要專注，把所有注意力放在聆聽對方說話；接著提問，
以釐清真正問題所在。最後，透過效能感、歸屬感、自主感，以達到真
正有效的溝通。
06

掃描看解答

A 商業價值
B 社會責任
C 品牌效益
D 企業形象

答案：B

聆聽」
（active listening）。

出自：「 從平地而起的成功關鍵」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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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

數字解碼

2022 年

Mini /
Micro LED

看更多科技趨勢

隨著三星及蘋果在2021年分別在自家的顯示

科技趨勢搶先看！

器及筆電上搭載使用Mini LED技術的面板，

Mini/Micro LED將自2022年起，逐漸加速商

品化的腳步。蘋果及三星也率先布局、搶占
Mini/Micro LED供應鏈中技術與供貨量的主導

文／張志康．資深媒體記者

權，並進一步掌握市場上的定價能力。

雖然全球仍在新冠疫情的籠罩下，但隨著各

Research and Markets的評估報告指出，

主要國家新冠疫苗接種比例提升，全球經濟

Mini/Micro LED的全球市場將從2021年的

逐漸復甦。在此同時，有些「趨勢」逐漸成

7.05億美元增長到2026年的115億美元，
2021-2026年期間的複合年增長率（CAGR）

為進行式，一步步走向產業主流，也有一些

為74.8%。

趨勢，依然「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資料來源／Research and Markets

20

80

兆人民幣

大陸投資布局
拚第三代半導體自主

南韓拚轉型
組元宇宙聯盟

3.8

萬顆

低軌衛星全速進攻
網路無死角

915.4

億美元

世代交替
DDR5下半年漸成主流

所謂第三代半導體，主要指的是碳化矽（SiC）

臉書執行長馬克．祖克伯2021年10月28日

依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公布的最新

隨著Intel發布了第12代Alder Lake架構CPU平

布，將第三代半導體產業納入「十四五（第

（Metaverse）商機。讓「元宇宙」這個出自

萬顆低軌衛星，這還不包括已核准SpaceX星

Hynix）、美光（Micron）等DRAM大廠，也將

及氮化鎵（GaN）。大陸官方2021年10月公

14個五年計畫）規畫」，並投入10兆人民幣發
展第三代半導體產業完全自主能力。

大陸官方積極投入第三代半導體產業，希望
透過全力切入第三代半導體，達成產業自主
化的目的。目前包括三安光電及華為旗下的
哈勃科技都投入鉅資，布局碳化矽及氮化鎵

產業。其中，三安光電2020年投資160億元人
民幣的碳化矽晶圓廠，已於2021年6月開始投
產，月產3萬片6吋晶圓。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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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

宣布將公司名字改為Meta，全力進攻元宇宙
科幻小說的技術，成為2021年底最熱門的科
技話題。

其實臉書並不是第一個看好元宇宙商機的企

業，早在2021年5月，南韓科技部便成立了
「元宇宙聯盟」，集結了三星、LG、現代汽

車、Kakao、Naver、KT、樂天世界等200
餘家業者，並自2022年下一波數位整合預算

中，提撥約80億美元，整合南韓現有的科技

及娛樂優勢，打造一個跨國境的虛擬現實社
交平台。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Korea Economic Daily

資料顯示，可見的未來全球將新建、擴增3.8
鏈計畫（Starlink）的7,500顆。目前全球主要

四大低軌衛星營運商分別是美國Starlink、英

國政府與印度電信合作的OneWeb、加拿大
Telesat，以及Amazon旗下的Project Kuiper。

隨著這些業者逐步提供寬頻上網服務，預估在

2029年，全球衛星通訊整體服務產值將達187
億美元。和碩董事長童子賢也在今年9月底指

出，預估在未來5年內，低軌衛星通訊的整體
產值將超過筆記型電腦及桌機市場，甚至能與
現行的半導體產業一較長短。
資料來源／中央社、鉅亨網

台，包括三星（Samsung）、SK海力士（SK
逐漸量產DDR5。預估2022年DRAM供給位元

成長率約17.1%，但在下半年DDR5逐漸成為
主流後，價格將止跌回升，總產值將達915.4

億美元。另外，2022年支援PCIe Gen4的儲

存界面的NAND Flash在將進一步擴展消費市
場的占有率。至於架構在新Alder Lake平台上

的PCIe Gen5則將是企業級SSD的主要戰場。
整體而言，NAND Flash在2022年供給位元年增

長率約31.8%，需求位元年成長幅度為30.8%。
總產值將上看741.9億美元、年增7.4%。
資料來源／TrendForce、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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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輕鬆讀

ASTER 60'

未來，每個事業都是科技業

思維 2

編譯／大師輕鬆讀

你的事業（與職涯）在未來要能成長的唯一辦法，端看你是否能聰明掌
握科技，並建立起一個數位事業。在今日，不管有沒有自覺，每個事業
都是科技業。

思維 3
看更多精彩內容

發現彰顯文化的有效方法

闡明公司的使命、價值觀和傳統。對公司顧客做的事情大聲宣揚且自豪。

勿忘將你早期聘用的員工視為共同創辦人

因為他們將為其他員工定下基調。務必確保並決定你想要和不想要的人格特質，並在
聘雇員工時使用這些條件作為指引。優先讓文化契合度高的人加入。

思維 4

擁抱多樣性

這會讓你看到機會並抵消謬誤。多樣性將確保你的事業不會變得單調乏味。

建立充滿活力文化的一些好點子如下：
❶ 網飛有一份文化集（culture deck）⸺ 一組闡明公司主張的簡報檔案。它張貼在簡報共享
平台Slideshare，已有1000萬觀看次數。網飛將自己視為一支職業運動隊伍。

❷ 健身平台ClassPass有一份書面宣言⸺強調其文化的5大支柱：成長、效率、積極、熱情和
賦權。

所有 都會問：「什麼對公司最好？」「這件事難道沒有更好的做法嗎？」

公司都在逐漸朝科技業發展，你必須建立適合員工獨立思考的文化。你需要每個人

為了設計出強大的文化，你需要：

思維 1

養成把顧客放在第二位的習慣

然後把員工放在第一位。理想情況下，你想要一種文化，員工在他們做的事情上可以
成為最佳典範。這種環境會引起顧客注意，因為你的產品和服務會定期更新和改進。

10

❸ Instagram以標誌性的Instagram主題標籤命名公司的會議室⸺例如「#FromWhereIStand」。
Paypal則以各國貨幣命名會議室。Airbnb的會議室裝飾得就像Airbnb出租的房源。

❹ Workday的共同創辦人大衛．達菲爾德（David Duffield）會在新人到職的第一周帶他們去

喝啤酒⸺並向他們介紹公司的歷史和價值觀。仁科（PeopleSoft）的執行長會親自面試所
有新進員工，稱他們為「文化上的共同創辦人」。

❺ 莎莉．克勞切克（Sallie Krawcheck）找了一位與她完全相反的共同創辦人⸺並確保她的
投資公司Ellevest會雇用來自不同背景的人。

所有這些想法旨在建立一種強大的文化，以便在未來好好為你效勞。人們大多認為這有點像

破解魔術方塊，但現實是，你雇用什麼人就會變成什麼人。努力找出適當的混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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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STORY

序言／蘇美琪；文／高德納（Gartner）公司 、晉麗明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席捲全球，全面改變經濟發展！
過去的2021年，我們看見數位技術的轉型與誕生，

未來的2022年，讓我們掌握先驅，成為職場新贏家。

新未來
CHAPTER 1

迎向科技下一步

12大關鍵技術大預測

CHAPTER 2

職場高手下一步

不是你的選擇，而是時代的要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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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而言，跟上數位世界的變化和進步，是當今商業世界必不可少的重
要一環，只有積極應用新技術的產業，才能迎來新的增長動力和發展潛能。
議，幫助決策者作出正確抉擇。

Data Fabric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能夠透過內置

Symposium/Xpo 2021）美洲站峰會召開，

料管理工作量減少70%，並加速資料的價值實

近日，2021高德納IT博覽會（Gartner IT

Gartner發佈企業機構在2022年需要探索的12
大重要戰略技術趨勢。這是Gartner分析師們

透過洞察，總結過去的實踐經驗得出來的觀
點精華和趨勢展望。一起來看！

01

生成式AI

Generative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即將上市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是最引人注目

文／高德納（Gartner）公司．美國IT研究與顧問諮詢公司

現今科技技術迅速更迭帶來了新產品、新行業，這些日新月異的技術和產品被廣泛和深
刻地應用於企業的數位轉型中。對企業而言，跟上數位世界的每項變化和進步，是立足
當今商業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環，只有積極應用新技術的產業，才能迎來新的增長動
力和發展潛能。

場等領域，為企業提供客觀、公正的論證報告

1979年，總部設在美國其研究範圍覆蓋全部

術選擇、投資決策。為決策者在投資風險和管

Ga

的IT研究與顧問諮詢公司，成立於

IT產業，就IT的研究、發展、評估、應用、市
14

言、偽造身份等。據Gartner預計，到2025年

生成式人工智慧將占所有生成資料的10%，而
目前這一比例還不到1%。

02

數據管理架構
Data Fabric

在過去的十年裡，資料和應用孤島的數量

及市場調研報告，協助企業進行市場分析、技
理、行銷策略、發展方向等提供重要諮詢建

室為中心的傳統企業機構，正演變為分散在各
地的工作者所組成的「分散式企業」。

Gartner研究副總裁David Groombridge表

革，提供無摩擦工作體驗，不過事情總有兩面
到教育，每家企業都必須重新配置交付模式，
才能支援分散式服務。兩年前，全世界沒有人
想到自己能在數位試衣間裡試穿衣服。」

Gartner預計，到2023年，約75%充分發揮

「分散式企業」效益的企業機構，將實現比競
爭對手多25%的收入增長。

04

雲原生平台

Cloud-Native Platform，CNP

為了能真正在任何地方提供數位能力，企

激增，而資料和分析（D&A）團隊的技能

業必須放棄熟悉的「直接遷移」並轉向雲原生

種跨平台、跨業務使用者的靈活、彈性資料

供可擴展的彈性IT相關能力，「即時服務」從

型人才數量卻保持不變，甚至下降。其為一

rtner（高德納）是全球最具權威

隨著遠端和混合工作模式的增加，以辦公

性，這項技術會對業務模式產生影響。從零售

但該技術也會被濫用於詐騙、欺詐、政治謠
看更多精彩內容

Distributed Enterprise

生成全新、完全原創的實際零件。

軟體代碼、促進藥物研發和針對性的行銷，

12大關鍵技術大預測

03

分散式企業

示：「這是首席資訊官透過重大技術和服務變

生成式人工智慧可用於多種活動，如創建

迎向科技下一步

現。

和最強大的人工智慧技術之一。該機器學習
法從其資料中學習內容或物件，並運用資料
CHAPTER 1

的分析技術，動態改進資料的使用效能，使資

整合方式，Data Fabric是一種整合式資料

架構，能夠簡化企業機構的資料整合基礎設
施，並創建可擴展架構減少大多數資料和分
析團隊因整合難度上升而出現的技術瓶頸。

平台。雲原生平台運用雲計算的核心能力，提
而加快價值實現時間並降低成本。

因此，Gartner預測到2025年，雲原生平台

將成為95%以上新數位倡議的基礎，而在2021
年這一比例只有不到4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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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自動化系統

Autonomic Systems

隨著企業的發展，傳統的程式設計或簡單

的自動化將無法擴展。自動化系統是從所在
環境中自主學習的軟體系統，與自動化甚至
自主系統不同，自動化系統無需外部軟體更

精準解析、精心設計做出決策的方式，以及根
據回饋評估、管理和改進結果的方式來改進決

策。Gartner預測在未來兩年，三分之一的大
型企業機構將使用決策智慧實現結構化決策，
進而提高競爭優勢。

組裝式應用程式

Gartner的研究表明，表現最好的超自動化團隊專注於三個關鍵優先事項：
「提高工作品質、加快業務流程和增強決策敏捷性。」

08

超級自動化

Hyperautomation

生態系統的企業機構，能夠將單項安全事件

夠像人類一樣快速適應現場的新情況。

07

Composable Applications

盡可能多的流程來實現加速增長和業務韌性。

部署在複雜且安全環境中。而從長遠看，這

能夠引導企業轉向支援快速、安全和高效應用

表現最好的超自動化團隊專注於三個關鍵優先

11

造機器和智慧空間等物理系統。」

性，而採用可組合方法的企業機構在新功能的

決策敏捷性。』」

總是在從未投入生產的人工智慧項目上浪費

新就可以靈活調整自己的演算法，使它們能
Groombridge表示：「自動化系統近期被

項技術將被普遍應用於機器人、無人機、製

06

決策智慧

在不斷變化的業務環境中，業務適應性需求

的技術架構。可組合的應用架構增強這種適應
實現速度上將比競爭對手快80%。

超自動化透過快速識別、審核和自動執行

Groombridge表示：「Gartner的研究表明，
事項：『提高工作品質、加快業務流程和增強

隱私增強計算

的財務影響平均減少90%。

AI工程化

AI Engineering

IT領導人設法將人工智慧集成到應用中，

時間和金錢或在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發佈後努

Decision Intelligence，DI

合的業務原則，説明企業機構駕馭對業務韌性

09

重要來源，而如今對這項能力的要求也越來

代企業機構可能會失去在市場中的前進動力和

法律外，首席資訊官還必須避免因隱私事件而

的混合團隊，是否真正能夠為他們的企業機

2025年，60%的大型企業機構將使用一種或多

慧變革，不斷提升價值的能力。到2025年，

一家企業機構的決策能力是其競爭優勢的

越高。

決策智慧是一門實用的學科。該學科透過

Groombridge表示：「在動盪的時代，可組

和業務增長至關重要的加速變化。沒有它的現
客戶忠誠度。」

Privacy-Enhancing Computation，PEC

除了應對不斷成熟的國際隱私和資料保護

導致客戶信任度下降。因此，Gartner預計到
種隱私增強計算技術。

在資料、軟體或硬體層面保護個人和敏感

資訊的PEC技術，能夠在不影響保密性或隱私
的情況下安全地共用、彙集和分析資料。目前
這項技術被應用於許多垂直領域以及公有雲基
礎設施。

10

網路安全

Cybersecurity Mesh

Groombridge表示：「資料貫穿了今年的許

多趨勢，但只有當企業能夠信任資料時，資料
才會變得有用。如今，資產和用戶可能出現在

任何地方，這意味著傳統的安全邊界已經消失。
這就需要有網路安全架構（CSMA）。」

CSMA説明提供一體化安全結構和態勢，為

任何地方的任何資產提供安全保障。到2024
16

年，使用CSMA一體化安全工具組成一個合作

力保持它們的價值。而AI工程化是一種實現人
工智慧模型操作化的綜合方法。

Groombridge表示：「從事人工智慧工作

構實現差異化，取決於他們透過快速人工智

10%建立人工智慧工程化最佳實踐的企業，從
其人工智慧工作中產生的價值，將至少比90%
未建立該實踐的企業高出三倍。」

12

全面體驗

Total Experience，TX

全面體驗是一項結合客戶體驗（CX）、員

工體驗（EX）、用戶體驗（UX）和多重體驗
（MX）學科的業務戰略。TX的目標是提升

客戶和員工的信心、滿意度、忠誠度和擁護
度。企業機構將透過實現具有適應性和韌性
的TX業務成果來增加收入和利潤。

本文出自微信公眾號：
產業家（產業互聯網第一媒體）
掃碼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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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這兩年的疫情，影響的層面有多麼廣泛。

難覓，因為工作職缺已有了很大的質變。

5月一度降低至空前的55.5萬個，相較於歷年

AI，甚至最新的虛擬世界「元宇宙」的發

104人力銀行的企業刊登職缺數，在2020年

70-80萬的數據水準，職缺數幾乎腰斬；企業

看不見未來，停止招募員工，上班族何去何
從。大家都要記取這樣的警訊，開始清楚的認
知，「無雇主時代」已加速到來。

美國已有35%的人口屬於自由工作者，預

估到2027年成為自由工作者的人口數將達到

新冠疫情在全球延燒近兩年，這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大災難，大家都陷入兵荒馬亂的危機

中，國家、社會、企業、家庭與個人，究竟何去何從；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考驗著我們的
應變能力、理性決策與前瞻智慧。

面對 過 於 必 須 在 職 場 打 拼 4 0 年 的 上
疫情的衝擊，最弱勢的族群，莫

企業如此脆弱，「無雇主時代」加速來臨

班族；如何洞悉環境與工作的質變，同時因

疫情衝擊下，已有數以萬計的企業倒閉，其中

應、調整觀念與做法，才不會浪費了危機帶
給我們的啟示。
18

受創最深的是中小企業，以台灣來說，企業型態
有98%是中小企業，吸納了97%的就業人力，可以

看出，這些含金量高的職缺都是高科技、高
技術密集的工作。（如圖表）

在危機過後，逆勢出手搶人才的公司，

槍上火線作戰的職場高手。

人，而是具備即戰力，能跟上趨勢、立即帶
新冠病毒肆虐，加速了企業數位化及擁

尚自由、不願被體制約束的生力軍。

抱新科技的決心與速度；AI、大數據、演算

企業逆勢徵才，找的不是一般人！

才，由於供需失衡，身價水漲船高；理工科

刊登職缺數已突破陰霾，達到了應有水準的82

文／晉麗明．104人力銀行資深副總經理

「2021十大新興熱門職缺」，可以很清楚的

這樣的數據趨勢顯示，年輕世代必需儘速養成

時序來到2021年11月；104人力銀行的企業

不是你的選擇，而是時代的要求！

神速。根據104人力銀行九月份公布的全球

不會輕易浪費子彈；他們要延攬的不是一般

獨立存活的本事，而企業體也更難擁有這群崇

職場高手下一步

展，企業朝向數位化、科技化的腳步十分

50%！依據全球數據的統計，有52%的自由工
作者為29歲以下的年輕人，88%在39歲以下，

CHAPTER 2

由於疫情加速了線上商模、5G、大數據、

萬個；但是，對於上班族而言，理想工作仍然
圖表：2021十大新興熱門職務

法、資訊安全、區塊鍊、5G等工程軟體人

的碩士畢業新鮮人年薪可達百萬元，3-5年經
驗的工作者，不到30歲，就能擁有2～300萬
年薪的身價，不同職類的薪資M化現象十分
明顯。

2021年1～8月 平均
每月工作機會數（個）

5年同期
工作機會數增幅

近5年擔任相關工作
平均月薪（元）

503

963%

70,434

客戶成功經理

156

873%

56,938

325

284%

78,426

DevOps工程師

923

246%

69,012

線上互動教師

492

238%

41,130

資安工程師

1293

158%

57,867

全端工程師

568

133%

59,930

生理訊號工程師

166

115%

65,414

沉浸式體驗工程師

148

111%

59,707

商務拓展經理

569

92%

78,550

熱門職務
數位轉型專家
資料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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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OVER STORY
去「中間化」、「去邊界化」，將大量
取代現職員工
數位經濟將為企業帶來巨大變革，除了

「去中間化」可以縮短供應鏈的串接流程，
而「去邊界化」更讓企業擁有跨域發展的商
機；這些藉由科技快速進步趨勢，所帶來的
改變，將促使上班族須具備更高的知識與技

工作模式已逐漸式微，企業與職場工作者在
疫情衝擊下，開始思考遠距工作、居家上班
的優點與效益，即使東方社會長期牢不可破
「非得見到人」的傳統上班模式，也在「人
命關天」的前提下，突破了觀念與資源的限

制，「朝九晚五」、「集中在辦公室工作」的
樣態，遭遇檢討與改革的挑戰。

工作， 或是每周出勤2～3天，因為長期在辦

意義與價值。加上許多雇主並未考量員工的

根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的報

公室工作，除了浪費通勤的時間，也有礙身

工，有39%的工作可能被自動化取代；而勞動
市場約有47%的勞動者因為從事的是重複性的

中階工作，也有被取代的高風險，如果這群

在揮之不去的疫情陰影與不確定的未來，

讓職場工作者更珍惜自己，不想為了工作付

公崗位，應該有過半數的人，希望維持在家

告顯示，未來15年，美國16～24歲的年輕勞

大離職潮對上班族的影響

問問上班族，想繼續在家上班還是返回辦

能，但卻享有更低的保障，同時隨時有被機
器取代的風險！

根據PwC的報告顯示，未來15年，美國16～24歲的年輕勞工，有39%的
工作可能被自動化取代；而勞動市場約有47%的勞動者因為從事的是重複性
的中階工作，也有被取代的高風險！

心健康；歷經這波在家工作的體驗後，大家
覺得在家工作更能專注、不被干擾，也能讓
工作與生活平衡。

大多數離開辦公室的上班族，在新冠病毒

處境，導致歐美出現「大離職潮（The Great

合資源的主管」與「關鍵人才」；其他的人

作者，渴望更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也更重視

簡化的經營模式」將會成為主流；而支持企

Resignation）」的現象，25～40歲的Y世代工
工作的目的與成就感！

然後，疫情促發的去中心化、分散組織結

構，已經成為企業經營必須正視的新模式，

史上最大規模的在家上班（WFH）實驗，歐

義，在家上班即使有許多的優點，但是，仍

的思維也產生質變。而歷經疫情風暴的上班

美各國長達15個月，Google、Apple已無法

召回所有員工返回工作崗位，傳統、制式的

有需克服與調整的難題，如：拉長工時、增加
會議頻度、工作與生活的界線也變得模糊等。

同時疫情引發的恐懼與人們對待生活及工作
族，更必須有下列的認知，以迎接後續的職
場挑戰！

第一）專業必須對齊時代的趨勢

不管學什麼專業、身處何種產業與職務，

必須跟上時代的腳步；結合線上商模、善用

未來的企業組織，只會存在兩種人：「能整

力，都會被資訊系統及AI人工智慧取代。「極

業營運的關鍵人才，必須具備「更寬廣的思
維」、「更多元的執行力」、「更彈性的作業
模式」、「更強的紀律」以及善用應運而生的
「科技與智慧化平台」，可以預見的是，「百

中選一」的選秀競爭，只有好手才能獲得

青睞！在新冠病毒疫情的摧殘下，企業「關
鍵人才」已被重新定義，面對這樣的人才啟
示，企業與個人準備好了嗎？

第四）「危機就是轉機」，是針對有想法的人

我們無法改變環境，只能調整自己；當大

數位科技、加速跨域交流與整合，同時，不

家坐困愁城、被鋪天蓋地的疫情資訊籠罩時，

追求新知、擁抱改變的行動力。

陰。人類處於與COVID-19對抗的重要階段；

能停止閱讀與學習，因為創新的元素，源於
第二）時間不等人，速度決定成敗

「有想法的人」不會裹足不前、平白虛度光
卻也是上班族面對職涯變局的關鍵時刻！

最後，謹以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名言來與

未來競爭速度的時代，沒有「萬事俱備」

讀者共勉：「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天就是出生

的；誰能運用有限資源，在最短的時間內，

important days in your life are the day you

的一天，「東風」不是等來的，而是創造出來
做最多有意義的事、產出績效，就是市場的
贏家。而企業找高手，不會受限短期的變數

與危機，只要是戰將，公司永遠「虛位以
20

擇，而是時代的要求」。

第三）誰是關鍵人才？疫情給了新答案

的威脅下，思考的不是只有如何克服萬難，
達成工作使命，還有更深層的人生與工作意

會愈來愈艱難；「成為職場高手，不是你的選

出所有的時間與心力，並且重新思考生命的

人不能重新學習技能，將很難重返職場。

新冠疫情肆虐，讓全球上班族啟動了一場

待」。親愛的朋友們，工作與職場的挑戰只

那天和發現人生目標的那天。（The two most
were born and the day you ﬁnd out why。 ）

在亂世之中，所有的上班族都要再深切的省
思，重新探索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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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華

舒茲
•

星巴克創辦人

C

星巴克希望成為「全世界最有組織及值得敬重的品牌，以啟發及培育人文
精神聞名」，並以七大步驟引導夥伴提升自己的高度及獲利。

星巴 的，所以要改造公司回到良好的
克的衰退不是單一的過失所造成

狀況，同樣需要許多步驟的組合。在公司內

部，我們把星巴克歷史上的這段期間稱為「大
改造」。

我總是說，在我們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聯

作夥伴得到照顧和公平的報酬。這些要件和公
司的收益及利潤沒有直接關係，但是當它們結
合在一起，便能為顧客打造出我們內部所說的
「星巴克體驗」。

星巴克的轉型議程與七大步驟
我們在這些年來不斷背離這些元素，造成

了微妙的傷害。我們失去了讓星巴克變得特別
的願景，也逐漸不在乎細節。我一回任執行

長，立刻召集了包含新進及資深夥伴的小組，
展開腦力激盪高峰會。創意公司SYPartners精

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舒茲心中對於國家與社會的期許與願景，猶
如散落的拼圖，而他正一片一片地將它拼為完整的圖案。
22

啡權威、以更好的訓練及全新福利雇用及啟發
我們的工作夥伴、重新激起顧客對我們品牌的
情緒依附、在世界各地展店，但設法讓每一家
店感覺像是當地社區的核心、在道德採購及環
境衝擊努力方面成為領導者、打造適當的全新
產品，幫助收益成長、實行效率及獲利更高的
商業模式。」

夥伴們把備忘錄貼在辦公桌旁，還有店

裡。這項任務為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帶來一種全
新的使命感。星巴克再次把目標提升到超越咖
啡及獲利。我們有理由超越自己的高度。這七
個步驟也帶來一種安全感，因為這是一份藍
圖，引導夥伴如何花用他們的時間及公司的
錢。

接下來的兩年，星巴克引進新產品，例如

練習，帶動音樂、藝術及商業的談話，並且激

色的巨幅咖啡農場照片，或是出自當地藝術家

司的狀況。我們為何失敗？要如何以不同的角
看更多名人講堂

人文精神聞名」。接下來在備忘錄中總結出七

星巴克VIA即溶咖啡；我們更新店內裝潢，展

發個人對話。我們個別省思夢想，誠實面對公

到開心，他開心的不是利潤豐厚；而是星巴克得以運用其廣大影響

備忘錄中提到，我們的目標是成為「全世

心策畫，把這場會議設計成一種體驗活動，就
像我們的咖啡店一樣。SYP團隊引導我們進行

走過低潮，最後成為全球規模數一數二的的大型企業。對此，舒茲感

每一位夥伴，以及每家店的店長。

大優先步驟：「受到大眾認同為無庸置疑的咖

生活風格，店長擅長帶領團隊並監督預算，工

星巴克創辦人霍華•舒茲在擔任星巴克執行長的後期，曾陪伴星巴克

名稱訂為「轉型議程」，並且發送給辦公室的

目標，需要無數的細節加總在一起：友善的咖
又熟悉的店內裝潢，飲料能反映出顧客的多變

圖．文／聯經出版社

個全新的願景，以及達成目標的步驟。我們把

界最有組織及值得敬重的品牌，以啟發及培育

啡師以專業手法為你準備飲料，讓人感覺新鮮

從平地而起的
成功關鍵

前，我們用心寫下一頁備忘錄，清楚表達了一

繫，包括在我們的店裡、社群及辦公室時，這
就是星巴克最美好的狀態。要達成這種無形的

FROM THE
GROUND
UP

這場高峰會是啟發及想法的衝撞。不久

度去看市場？我們能如何重新構想星巴克，但
是仍堅守我們的價值及傳承？

示咖啡豆並強化社群情感；我們在牆上掛著出
之手的畫作；許多店面都在公共座位區設置了
長桌；我們升級店內的技術，讓夥伴為顧客的
餐點結帳時變得更容易；我們汰換濃縮咖啡

機，改用較低矮又美觀的款式；我們開始在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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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媒體上和顧客溝通；我們提高對世界各地咖
啡農的支持；我們的咖啡店裡再次瀰漫了現磨
咖啡豆的香氣。

關閉分店、重新訓練員工，從根本做起
是最重要的事
二○○八年二月的某一天，我們在全美同

運作。你沒本錢這麼做，你要考慮到每個細
節。

在星巴克歷史上風雨飄搖的這段時期，

我們需要讓自己回歸到細節上。星巴克的主

管，包括我在內，停止從三萬呎的高度來管理

傳統，同時也針對我們身為領導人該負起哪

星巴克咖啡店的每一位店長，實際上都是

了台之後這麼說。「我們不是一家完美的公

角度去思考。

監督價值百萬美元事業的企業家。要改善公司

到兩項目的：這一來能有效地教導十三萬五千

增加他們單店的業績和獲利、我需要每位店長

名咖啡師如何正確傾倒濃縮咖啡和蒸熱牛奶，
立刻改善數百萬份飲料的品質；大舉關閉分店
也成為一種公開說明：星巴克是認真想要變得
更好。

在所有的步驟之中，最有價值的一項是在

我們的咖啡店內，把重心放在夥伴身上。當
你創立一家公司時，你不能高高在上地指揮

「我們在此齊聚一堂，歌頌我們的傳承及

價值一百億美元的事業，而是單純從零售商的

時關閉七千一百家分店，以便重新訓練我們的
咖啡師製作濃縮咖啡的手藝。同時關閉分店達

星巴克追求的核心目標，是在獲利及社會責任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並要求
同仁把工作當成是自己的事，對自己、家人以及顧客，都要負起一份責任。

的財務表現，我們需要全美將近一萬名店長能
都能覺得自己該為各自店裡的表現負責。每個
人都需要明白自己需要付出什麼，以及公司的
生存處於危急關頭。他們也需要實體上在相同

些責任，做出一場誠實又直接的對話」，我上

每位顧客都應該得到完美的飲料，並且在

經濟狀況。「這是真的，不是鬧著玩。」我說

色。「星巴克品牌的力量並不是某種外在的力

臨了或許是打從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困難的
明人們不如以往那麼有錢，星巴克更常成了
一種權衡性的購買。

受夥伴之間的情誼。我需要成為他們之中的一

我們的店長需要明白，他們如何能成為解

決方案的一部分。「把它當作是你自己的事，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問在場的每個人。「當
你知道，你遞給顧客的飲料並未達到濃縮咖
啡的最佳標準，這又代表了什麼呢？對於我
們所觀察、體驗的事情，還有學習到的事，
我們每個人都要負起義務及責任。」

假如拿鐵不夠完美，我允許他們把它倒

掉，重新製作一杯。我要求他們選擇做出對
顧客來說是正確的事，也等於是給了他們當
領導者的許可。我也要求他們把工作當成是
自己的事，對自己、彼此、家人，以及那些
來到他們面前、仰賴我們保存並提升星巴克
體驗的人，都負起一份責任。

我們過去享受的成功果實，並不是應得的

權利。我們必須每天付出努力，一次一杯地累
積而來。我請求他們不要只是提高業績而已。
假如星巴克不是營利事業，我們就不會存在；
假如我們不存在，我們就無法繼續打造人際連
24

的平衡。

這個可能感覺失去人性的世界上，得到人性

選擇做出對顧客正確的事，不只是營利

分子。

力想達到的，在獲利及社會責任之間保持微妙

司。我們每天都會犯錯。」我解釋我們正面

的空間裡共處。店長們肩並肩圍坐在桌旁，聊
聊他們聽到些什麼，交換故事、彼此學習，感

結，追求我們的核心目標，也就是我們一直努

的對待。提醒我們的夥伴別忘了這個雙重角
量」，我在結尾時說。「這力量來自於你。」
案
檔

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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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華•舒茲
星巴克創辦人

星巴克咖啡公司前執行長及董事長。在布魯
克林的公共住宅區長大，是家中第一個大學
畢業生。他創立一家小咖啡館事業之後，買
下了星巴克，從十一家咖啡店成長為旗下有
超過兩萬八千人的企業。

好書推薦

《平地而起》

星巴克與綠圍裙背後的承諾
作者：霍華•舒茲、瓊安•戈登
出版社：聯經出版社

星巴克創辦人霍華•舒茲
以企業領導人的智慧，無
私分享、激勵人心之作，
希望透過這本書，引領讀
者思考如何改變社會、改
變自己與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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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觀點

ANAGEMENT

文／黃至堯．知名兩岸人力資源專家博士

當你前面有陰影，
是因為背後有陽光

正念認知釋放壓力

QA
高達 作 、 人 際 關 係 、 企 業 文 化 的 壓

80%職場人士都感受到來自工

力。若不能妥善處理自身的心理健康狀態，
將直接影響工作績效，如何讓自己充滿正能
量變得越來越重要！

專欄

作

者

看更多人資觀點

黃至堯

兩岸人力資源專家

新冠疫情以來，商業環境出現前所
未有的不確定性。全球化重構過程
當中，企業處於隨時被顛覆淘汰的
邊緣，員工更是充滿不同程度的焦
慮、煩躁和壓力。來自日本的研究
指出「心理健康問題」有普遍化與

「正念認知療法」是以認知行為治療為基礎，融入正念減壓療法發展而
成；科學證實「正念」有助身心健康，走出慣性思維、情緒模式，能有效提
升情緒管理能力。

1

我該如何保持心理健康？

第一步：意識自己的壓力水準

意識到壓力，才能有效得面對。怕就怕根

定期檢視，可降低因心理健康問題影響工作表
現，並快速做出因應方案。全球目前有3.5億
憂鬱症患者，心理健康絕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步：釋放壓力

知名正念專家張振興老師強調，減壓可以透

本意識不到壓力的存在，又或意識到壓力，不

過正念（mindfulness）而不是壓抑、逃避或衝

將壓力分為3個層次：

Cognitive Therapy）是英國牛津大學威廉斯等

知道如何面對。Deloitte Insights調研報告中

壓力

❶

壓力

❷

壓力

❸

好的壓力（Good stress）

因為想把事情做得更好讓人產生動力

可容忍壓力（Tolerable stress）

周邊的環境與資源給與足夠的支持去完成

有毒壓力（Toxic stress）

壓力不能控制，可能導致身心透支、崩潰

「情緒量表」能夠快速有效評估當下心理

健康狀態，受測者通過4類正向指標了解情緒

管理能力與壓力承受程度及3類反向指標，了
解憂鬱傾向與對現實的認知感，每6至9個月

突。正念認知療法（MBCT Mindfulness Based
三位教授，以認知行為治療（CBT）為基礎，

融入正念減壓療法(MBSR)發展而成，英國有超
過五千位正念老師在校園教授正念。大量科學
實証研究亦證實正念有助身心健康走出慣性思
維、情緒模式，能有效提升情緒管理能力。

職場正念３步驟：

停

當壓力導致慣性想法、情緒或身體感
受來得又急又快的時候，第一步一定

是先停下來專注呼吸，集中注意力專注當下每
一次的呼吸，先將自己的身心穩定下來。

看

帶著覺察、接納、不評價的態度，慣
性情緒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務必提醒

自己打破慣性想法，眼見不一定是事實。例

如：部屬工作時打瞌睡，是因前一晚通宵加班
又或是去狂歡，感受自然不同。

年輕化的趨勢，日本情緒障礙症協

會（Japan Society of Mood

Disorders）將職場壓力所引發的
憂鬱狀態定義為「職場憂鬱症」。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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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觀點

ANAGEMENT

聽

傾聽內心的聲音，工作是否感到價

知道我喜歡分享舒適圈（comfort zone），過

待？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弄清楚自己

嘗試公益直播，說服自己直播能強迫輸入跟輸

值、特別想完成的事？對未來的期

的價值觀、重視的人事物，才會走得更遠更
快樂。

第三步：培養正能量

1

什麼是「正能量」？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定義是：可以帶給自

己與他人積極向上的心態與行為，包含但不
限於希望、力量、方向、自信、快樂。 保持

「正能量」能夠幫助自己在猶豫不決或艱困
的環境中，持續堅持衝破困境。

2

心態調整很重要

正能量不是盲目的樂觀，過於樂觀，極

可能忽視風險。反之過度悲觀，遇事總認為
問題嚴重，唉聲嘆氣更不可取。我們需要的
是介於兩者間的第3種態度「達觀心態」心胸

開朗、見解通達、明白事理、表現平和，面
對挑戰能創造機遇，迎難而上。

3

光有心態不夠還要行動

沒有行動，無法產生正能量。學生們都

去一直排斥直播的我，為了擴展舒適圈也開始
出，更能將知識傳遞給各地的學生，不是挺有
意義嗎？學員們的積極反饋，也讓我越來越享
受每週三「午餐的約會」！

2

1

我該如何改變自己的情緒？

EMBA 理論

心理學把人的心理與生理狀態總結

為：EMBA（E）Emotion⸺情緒，（M）
Mind⸺思想，（B）Body⸺身體，（A）
Attitude⸺態度。態度是情緒、思想與身體

狀態的結合（Ａ＝Ｅ＋Ｍ＋Ｂ）。要記住改變
自己的思想或身體，就可以改變情緒。

2

改變身體狀態

一個人的思想（包括信念和價值觀），

受到家庭、學校、社會文化以及個人經歷影

響。改變思想需要長時間，想迅速改變負面情
緒，可通過身體姿勢改變帶動情緒轉變。

美國精神科醫生早在1980年的研究指出，

當情緒受外在環境影響，只要6秒即可迅速重
奪情緒主導權（6秒鐘冷靜法）：

① 放鬆繃緊的面部肌肉，展現微笑。

② 發出正面指令：告訴自己保持頭腦清醒，
身體冷靜。

③ 深呼吸：運用腹式呼吸，吸氣時想像從腳
底吸入，直到頭頂；呼氣時放鬆下顎、舌
頭及肩膀，讓氣從頭頂直到腳底呼出，感
到全身溫暖、輕鬆。

3

改變外在環境（出去走走）

史書記載唐代貞觀之治，每當唐太宗跟

魏徵爭得面紅耳赤，就會出去走走。 有人問
唐太宗為什麼總要出去走走，唐太宗說：「朕

不走走，魏徵的頭不知道要被砍幾回了！」

近代心理學也印證改變外在環境會改變心
情。切記改變環境，能夠提高員工心情，降
低壓力。

3

1

如何培養「正能量」？

放空與留白

每天接收海量資訊，卻很少整理大腦的

悅，才有空間思考。

2

「善意理解」原則

當你不認同某件事，要試著把事情還

原並盡可能完備、 理解本質，從宏觀角度，

想想對方哪些是對的。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
想法，但願意先放下主觀意識的人，越能走
進別人的鞋子，理解他人擴大自己的思想藍
圖，會讓更多的未知變為已知。

3

中性練習

人人都有被「稱讚」或「批評」的經

驗。試想所有的讚美都用批評來解讀；相反的
也可以試著把批評解讀成讚美，比如：別人說
你小氣其實是節儉、斤斤計較代表會過日子、
草率是不拘小節、功利就是指目標導向！這樣
將能不被他人情緒所控制，更能培養正能量。

4

轉念帶來正能量（改變思想／
信念）

史丹佛心理學教授杜維克博士說：「你的觀

點會影響生活方式，決定你是否成為自己想
要的那種人，也決定你能否達成目標。」人
有「定型心態」與「成長心態」。定型心態的

人會覺得凡事都是命中註定，無法扭轉。成
長心態的人則相信事在人為，有無限可能。

我的合夥人Michael就是成長心態，每當我

「雜物」。老師告訴我人生就像一幅畫作，好

遇到挫折，感覺大局底定沒有機會，他總認

空間。將辦公環境「斷捨離」，把捨不得丶好

努力嘗試後，事情不一定會成，但往往有意

作品需要留白。讓大腦放空，才能騰出思考的
可惜丶太浪費東西捨去，環境整潔會讓心情愉

為肯定還有什麼可以再試一下，經過他一番
想不到的發展。

人的轉念很多時候發生在霎那間，記住我們本篇的標題當你前面有陰影，
是因為背後有陽光，觀念一旦轉變態度自然不同，結果也將變得更好，為自
己跟團隊帶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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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台灣的花蓮與台東，就共有4大藝術
季接連登場，不僅持續引進人潮，連帶也將

「藝術帶動地方發展」、「地方創生」等議題
點燃起來。

仔細盤點起來，由地方主動興起的藝術

季，其實早已行之有年，但2021年卻更遍
地開花，幾乎成為各地挽救觀光旅遊的萬靈
丹。追根究柢，這樣的風潮，早前受到了日
本發起的幾個地方藝術季啟發，像是三年一

度的新瀉「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以及本

州、四國和九州之間的「瀨戶內海藝術季」，
都是相當受到好評的地方創生案例，台灣的
策展人也藉由這些成功經驗汲取不少操作手
法與技巧，融入在地生命力，催生出獨樹一
格的「藝術小旅行」風潮。
海景第一排

地景創作藝術之美

在山海環抱中 感受花東魅力
搭上「網美」、「打卡」熱潮大受歡迎，為「地方創生」帶來了另一種
有趣的可能性！

當車 新社部落，原本寧靜的小鎮，氣

子沿著台11線公路緩緩滑近花蓮

氛突然變得有點熱鬧。往公路旁的濕地望去，
由小型遊覽車魚貫而下的人潮，在導遊高舉的
旗幟帶領下，正沿著土埂走向草地，突然間浮
現「一張床」。
30

在花蓮的「森川里海濕地藝術季」，前身便是

這裡是花蓮的豐濱鄉，差不多接近縣界最

域的地理特質，因此這次以「好野人―慢慢

往，有些觀光客會到這裡旅遊，但為數還不

多，因為缺乏火車等大眾交通運輸，能來的多

隨疫情而來的旅遊蕭條中，沒想到與「地景創作」結合的藝術季，竟然

半鎖定附近的「新社梯田」以及正港的網美景
看更多經典設計

點―「親不知子海上古道」，想來朝聖「懸在

開心拍著她們口中的「文青照」。而出人意

公路展開的「森川里海濕地藝術季」也隨之受

潮，為原本因疫情而停滯的旅遊業，注入了
一股另類動力。

走比較快」為趣味命題，融入水梯田濕地復
育、呈現生物多樣性等在地特色，將藝術裝
置設於磯崎、復興、新社等5大部落。

相較於花蓮的「森川里海」，台東則以3大

但這張「野地裡的床」，在媒體報導下受到

不少矚目，於是這件藝術裝置《海景第一排》

表的是，正是這股「人人都想當網美」的熱

2018年的「米耙流濕地藝術季」，由於舉辦場

玻璃地板上的濱海步道」。

「我們也是網美，想拍美美的照片啊！」

一陣嬉笑中，活潑的阿姨們擺出各種姿勢，

以2021年輪番登場的花東4大藝術季來說，

地景藝術＋打卡文化 創造藝術之旅熱潮
尾端，再往南，就快到北回歸線與台東。過

圖•文／李俊明．資深媒體人

藝術走進部落與鄉間 提升在地魅力

開始吸引人潮前來參觀，而這場沿著台11線

到更多關注，如同它的命題設定，果真把觀眾
帶進了部落。

這樣的情形，並非特例，2021年盛夏以

旅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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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藝術季」把展出舞台拓展至鹿野與關山兩座
小鎮，讓作品進駐溼地、田野、親水公園，展
現了藝術與在地環境互相呼應的趣味。

以最吸睛的《貓咪種子》來說，藝術家伊

祐．噶照再次出手，以木片及鐵件，構築出
樸拙又富有童心的作品，在鹿野后湖阡陌田
野，融入一望無際的稻浪。

同樣位在鹿野，還有新良濕地的《粉紅河

馬》及鹿野鄉公所的《穹頂上有花》。前者

將圓嘟嘟的河馬，結合鹿野高臺熱氣球冉冉

月亮住在海裡

喜！而後者則以竹材、彈性繩、萊卡布、鐵

藝術季輪番上陣，精彩度不遑多讓。這其中

的意象，很快成為遊客拍照新寵。

大地藝術節」，經過年年推出地景作品與月光

古勒勒以鋼筋彎折而成的《旅人的眼睛》，襯

要的藝術策展指標。

景；藝術家特別希望透過這雙旅人之眼，讓駐

丘上，有著色彩繽紛的《雲朵製造所》，藝術

景，還能重新返視自己與自然的依存關係。

遊客帶來了好心情。綠蔭之間，還有另一件

歷史最悠久的，首推2015年起跑的「東海岸
音樂會，已成功營造品牌形象，成為花東重

以該展最出名的「加路蘭」景區作品《在

海邊看書，好嗎？》為例，由於太受歡迎，
因此展出長達七年，直到自然折損老化，才

在2021年5月功成身退，隨後馬上換上兩件新
作品，挑起吸睛重任。

其中之一，再次請來了《在海邊看書，好

另一件作品則是排灣族藝術家達比烏蘭•

著背景開闊的山海景致，將創作和諧融入地
足山海之間的觀眾，不僅享受波瀾壯闊的美

台東3大地景藝術季 各擁獨特風格
藝術季」也成功打出口碑，前者沿海岸線迤邐

透過回收廢鋼筋，纏繞出月光從海平線昇起

197縣道公路逐年擴展，尤其2021年「縱谷大

鹿野《穹頂上有花》

件，構築出繽紛的編織穹頂，藝術家由歐洲
教堂的玫瑰花窗汲取靈感，讓作品與遠方綿
延山色互相輝映。

而來到關山親水公園，你還會看到翠綠山

關山《雲朵製造所》

家以編織創造出漫溢歡樂氣息的作品，也為

質，織出浪漫無比的世界，無論是枝枒垂懸而

作品《療癒系列》，以圓管、棉繩、竹子等材

藉由藝術與地景的交織，引人感受自然之美。

下的鞦韆吊床，或沿樹幹延伸而出的羅網，都

而除了「東海岸大地藝術節」，「縱谷大地

嗎？》原創者伊祐．噶照，推出新作《月亮

住在海裡》。擅長由海洋擷取靈感的他，這回

32

上升的意象，讓歡樂偶形化為漂浮水面的驚

開展，後者則順著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的

關山《療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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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人生

OHAS LIFE

讓作品進駐山海之間 呈現地景的藝術
接下來，是台東推出的第3個地景藝術大

展―「南迴藝術季」。顧名思義，它正是沿著
南迴海岸線，進駐太麻里鄉、大武鄉、達仁鄉
等處展出。

在 花 東 4 大 地 景 藝 術 展 當 中 ，「 南 迴 藝 術

季」的作品來源最國際化，分佈範圍也廣。參

與其中的14組藝術家，除了有台灣在地創作
者，也邀請了美國、以色列、南非、印尼等地
藝術家，一同為台東海岸線再添勝景。

大武鄉《通往天堂的階梯》

不同文化，卻又有著相似的捕魚技藝。

而太麻里「千禧曙光紀念園區沙灘」設置

「大武南濱休憩區」，則邀請南非的斯德瑞

的兩件作品，同樣享有超高人氣。一是以色

東藝術家周聖賢共同創作《通往天堂的階梯》，

《行走的意識》，吸引遊客競相與這座獨坐

東．范德莫威（Strijdom van der Merwe）與台

成為最受遊客青睞的打卡點之一；這座想像之
梯，象徵著希望、永恆和夢想，引領觀眾通往
未知、神秘和歡樂，提醒人們勇於實踐夢想！

比方說達仁鄉的「南田海岸親水公園」，就

列藝術家伊丹．扎勒斯基（Idan Zareski）的

沙灘的大腳人偶合影。藝術家希望藉由作品
讓觀眾反思：「我們是誰？我們究竟為什麼而
活？」並呼籲人類追求和平、希望與團結。

沙灘另一側，則是台灣藝術家林子堯的

設置了印尼藝術家伊．瓦漾．薩德拉的《捕捕

《潮•南》，他從學生時代就深深迷上馬賽克

鄉峇里島的「漁筌」（漁撈用編織容器）；兩

化身為雕塑，邀請觀眾一起解放雙足，感受

(BUBU)》，他以兩座竹材搭建的塔樓，呼應家
塔各有不同編織手法，象徵峇里島與臺灣雖有

藝術，這次將庶民文化最具標誌性的藍白拖
南迴與大海的魅力。

一年四季「這樣吃」

中醫師教你養生護脾胃
文／郭大維．扶原中醫體系總院長、王瑞玲．資深醫藥記者

中醫的時間醫學強調要順應四時養生，也就是利用季節性養生大法，來
順應身體機能四季變化，脾胃疾病發生的時間也不例外！而中醫特有的
「證型分類」、「對症治療」是西醫治療所欠缺的，除了規律服藥外，飲
食生活衛教也是相當重要，若能做到內養外調，即能「護胃有成」。

太麻里《行走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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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門 患者，都是在每年的特定季節現

看更多健康常識

診中就有遇過一名女性的脾胃病

食慾就變差、體重變輕，甚至還會精神不濟。

身，我都跟她開玩笑說：「我們是牛郎與織

會發作，每逢季節轉換時症狀都會加重，簡直

女，一年就這些日子可以見面。」她每到夏天

也遇過一名年輕的女患者，只要一換季腹瀉就
比氣象報告還要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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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容易造成脾胃病的原因
春天是萬物復甦的季節，中醫認

春〕

為春天屬「肝」。此時肝火旺盛，

容易有鬱結不舒、容易焦躁、易怒的現象產

生，主要原因在於中醫五行學說的「木剋土」
（中醫五行：木屬肝，火屬心，土屬脾，金

屬肺），所以春天時，脾胃就容易變成肝的

狀輕微者，出現腹鳴、腸鳴、消化不良、食
慾不振等症狀，嚴重者則面黃肌瘦、四肢無
力，甚至四肢水腫的情形。飲食建議：夏季
飲食以健脾利濕為主，可以多補充山藥、白
扁豆、蓮子、薏仁。

立秋時節氣候多變涼爽，陽氣也

秋〕開 始 漸 衰 ， 這 時 很 多 人 會 感 到 食

「受氣包」。當肝太旺時，連帶著脾胃就會受

慾大增、睡眠時間增長。身體為了抵抗寒

潰瘍也最容易在春天發病或症狀加重。飲食

暴飲暴食，加重腸胃的負擔，導致消化功能

到影響，造成脾虛。此外，胃出血、消化性
建議：以健脾和胃為主。飲食上可以多攝取
小米、玉米、糙米。

夏季氣候潮濕悶熱，同時也是腸胃

夏〕

病的好發季節，這個時候細菌繁殖

速度非常快，所以食物很容易腐敗或變質。
此外，由於天氣悶熱，很多人喜歡吃冰冷食
物、飲品來消暑，但食用過量容易傷脾而導

致「脾失健運」，脾的運輸消化功能失常，
稍不注意就容易發生腹瀉、腹痛的情形。症

冷，也會開始儲存脂肪而造成發胖，或容易
的紊亂，而季節性便祕，也常在秋燥的時令
顯得更為突出。加上晝夜溫差大，腹部容易
著涼，使腸胃蠕動變化而導致腹瀉。飲食建
議：立秋飲食以補中益氣為主，飲食方面以
溫食，像是粥品就相當適合。此外多補充養
血生津的大棗，也很推薦脾虛、氣血兩虧的
患者食用。

冬天的寒邪，容易損傷脾胃陽氣，

冬〕易引發胃病。有虛寒性胃病的人，

養好脾胃必須戒掉半夜吃宵夜的習慣，減少消化系統的負擔，更能降低
日後腸胃道疾病的發生率。
在遇到氣溫低的冬季當然就會更加不適，會有
疼痛、脹氣等情形出現，所以要特別注意溫養
食療與防寒保暖。不過特別提醒，冬天雖是進
補的好時節，也要講究節制，切勿暴飲暴食，
如果一次吃得太多，是會把脾累壞了！其次是
冬季嗜食辛辣刺激食物的人，若飲食不節制，
更容易損傷脾胃，反而失去調養脾胃的原意。
冬季陽氣虛，脾陽不足，胃脘部受空氣的影

響，胃酸分泌也會增加。使得保護胃部屏障的
胃黏膜作用減弱，繼而出現胃潰瘍等症狀。飲
食建議：以溫補為主。冬天養脾可以多吃一些
牛、羊肉、五穀雜糧、堅果，尤其像堅果是非
常好的健脾食物，不過也因屬性較溫燥，適量
即可。

養胃健脾的四大黃金時間
卯時 | 早上5~7點 | 大腸經．排便的最佳
時機

這個時間點最適合排便，主要是卯時大腸

經旺盛，大腸具有吸收水分、調節水分代謝、
排泄體內廢物的功能，所以這時起床，就先從

萬不可！這個時間是飲食入於胃，開始進行

黏膜，同時也可以沖刷附著在黏膜的黏液和膽

機。胃主受納，即是接受的意思，如果此時

喝一杯溫水開始，可以濕潤口腔、食道管、胃
汁，並促進胃腸的蠕動，還可以補充夜晚流失
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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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與營養物質運送，分布到全身的最佳時
不吃早餐會影響脾胃運化功能，也會間接影
響到新陳代謝功能。

很多人喜歡在早上來一杯活力的冰果汁或

辰時 | 上午7~9點 | 胃經．用溫熱的早餐

是精力蔬果汁，其實這樣是很傷胃的！早上

這個時間點是上學上班的通勤時間，有一

體，而需要補充精力的果汁，建議留到餐後

啟動護胃隊
中醫的時間醫學強調要順應四時養生，利用季節性養生大法，來順應身體機能四季變化。

早上7~9點時間是飲食入於胃，早上的第一餐還是以溫熱的
食物來暖和我們的身體為佳。

部分的人會選擇多睡30分鐘而不吃早餐，千

的第一餐還是以溫熱的食物來暖和我們的身
再來飲用，以免造成脾胃虛寒。

37

L

樂活人生

OHAS LIFE

健腦五穀粉加無糖豆漿

巳時 | 上午9~11點 | 脾經．將營養運送
至全身，宜鍛鍊養脾

脾主運化，就如同上述所說的，若沒有吃

早餐，也就不會起到脾胃運送營養的作用，
長期下來就會引起脾胃不和，甚至造成氣血

又可強健腦力。
材料：健腦五穀粉：黑豆、黑芝麻、黑桑椹、何首烏、黑
米各100公克。

作法：5~6大湯匙五穀粉，配合800cc的熱無糖豆漿。

失調的情形發生。而也因脾主肌肉，在這個

❷ 500cc 熱黑咖啡加一根香蕉

通暢、強筋健骨的作用。如此一來，接下來

色胺酸，能夠穩定神經，熱量也足夠提供早上

未時 | 下午1~3點 | 小腸經．補充水分助

❸ 500cc 熱黑咖啡搭配三角飯糰

時候也很適合做一些適當的鍛鍊，達到氣血
的時間也會感到特別有精神！

排毒

小腸能分清濁，使清氣上升，吸收食物營

養後輸送全身，將濁氣往下帶，把糟粕身體
不需的廢物送入大腸。很多上班族喜歡在這
個時候來個放鬆的下午茶，建議這個時候可
以喝杯溫熱的茶飲或多補充水分，來幫助身

熱黑咖啡搭配香蕉，既有飽足感，香蕉富含

工作之需。

便利商店所販售的三角飯糰，一個熱量都

不會太高，大約落在二百多大卡左右，有蛋白
質、脂質、碳水化合物，既有飽足感，對腸胃
負擔也不會太大。

有許多人喜歡在亥時（晚上9～11點)、子時

體消化排毒。

（晚上11點～凌晨1點）間吃宵夜，這對脾胃的

三種養胃早餐：減少腸胃負擔、吸收
快、提供足夠能量

日休息的時間，身體活動量已大幅減少，並以

❶ 健腦五穀粉加無糖豆漿

這一杯不僅有飽足感，含有一天所需的蛋

白質、脂質、纖維質攝取，既可補腎顧胃，
38

熱黑咖啡加香蕉

健康其實是一大傷害！一來這段時間是接近一
坐姿與臥姿居多，導致腸胃蠕動速度減緩，食
物消化時間延長。若要養好自己的脾胃，還是戒

掉半夜吃宵夜的習慣，讓消化系統的負擔不要這
麼大，更能降低日後腸胃道疾病的發生率。

本文出自：《讓腸胃動起來》／時報出版社（圖文經編輯撰寫）

震旦家具Kristal主管桌系列

A

躍昇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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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克服種種挑戰，照尺寸圖完美製作，成功
打造出繞行辦公室一圈的360度跑道。

充分溝通彌平落差，提供專業整合服務
此外，牆面的大圖輸出，作為體現企業文

化形象之用，參考跑道地毯的圖樣，搭配每一
參考企業識別形象色「橘色」，搭配規劃包含工作站系統及
隔間設計

震旦團隊創意規劃 為空間注入元氣活力
業主為因應營運成長，第一次的搬遷即租

下百坪的辦公空間，但當時仍選擇沿用既有

依據使用目的規劃空間，透過格柵設計與地毯顏色搭配區隔出接待區

的辦公室規劃與隔間，連地毯都沒有更換，

震旦家具大膽玩色

客製化專業設計
為辦公空間增添活力
圖．文／震旦家具

生到家庭主婦都圈粉無數，以遊戲產業、文創為主

的知名遊戲公司，在疫情蔓延全球的2021年，成為
了少數逆勢上揚的產業。

位於 僅不到50人的規模，蝸居在小巷弄裡的小小

台北知名遊戲公司在創業初期，總員工人數

辦公空間，使用著既有的裝修與簡單的家具設備，但在近

2、3年之間，隨著經營業務調整公司也迅速的成長，並因
應員工人數的增加，辦公室隔間擴增的需求也隨之而來，
震旦家具利用辦公室方塊地毯設計，拼貼出
跑道造型，成為辦公室設計指標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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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家具針對其企業文化、品牌屬性，提出辦公室設計規
劃方案，提供業主更精緻、更到位的整合性服務。

識別，完成整體視覺感一致性的搭配。辦公室
隔間設計，則沿以大樓主要的空間格局作規劃
佈局，將需要隱私性的獨立空間（如主管辦公
室、會議室等）倚靠辦公區周圍設置，也配合
企業屬性設置遊戲設備測試的空間。

對於業主來說，新辦公室規劃設計是一項

大規模的工程，震旦家具憑著在整合規劃設計

層約400坪的空間中，灑上自己企業的色彩！

業主，包含天地壁施作、水電、動線規劃、尺

震旦家具團隊偕同合作設計師依照顧客

行動裝置的普及，讓手遊的魅力自通勤上班族、學

設計；職員辦公空間的柱子，也貼上企業形象

對於能夠著手參與規劃自己企業風格的辦公
室，則是待本次第二次擴編之時，終能在一整

更多成功案例

款手遊產品的成果展示，成為相互呼應的廊道

的規劃需求，在提案中展現業主意想不到的
整合規劃企劃能力，協助業主設計一個符合
自己企業活潑、跳躍風格的辦公室環境，其
中，一條環繞整個辦公室空間的跑道地毯設
計，如同源源不絕的創新能量，串聯起整體
空間的動態感！

上的專業，面對沒有接觸過辦公室裝修細節的
寸拿捏等，都詳細說明即時溝通，避免因製作
工法、裝修成本概念上的認知差異造成誤解。
當辦公空間的裝修坪數大、介面多，執行時難
免會遇到許多狀況，震旦家具以專業的態度、
豐富的經驗，協助顧客打造美好辦公空間也為
品牌加分。

震旦團隊一開始即提議辦公空間使用可

變化性較大的地毯拼貼，在設計發想的過

程中，也參考國外辦公室設計案例，因此
大膽嘗試在設計圖中加入跑道的元素，但
要將地毯鋪設成跑道圖騰，是個不容易的
任務，需要關注相當多的細節，例如：跑
道圍繞著職員工作站，所以工作站最外側
的 桌 腳 就 是 跑 道 ， 地 毯 尺 寸 要 抓 得精準，

辦公室隔間方正多，做到跑道與工作站桌子

切齊，更能提高弧度造型的可見度，震旦

利用自由度較高的沙發家具，搭配紅色地毯，打造沉浸式的
遊戲室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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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門前無接觸實名制測溫，出入更安心

同時希望能將電腦、音訊、鏡頭等設備以隱藏
式做法加入裝潢中，運用減法原則讓商務空間
更加智能化。

落實防疫 結合門禁管理更安心

開放空間採移動式視訊會議設備，彈性因應會議需求

震旦辦公設備智能空間應用部在場勘探訪德

震旦OA×德盛商務中心

智能防疫解決方案
打造高效共享辦公環境

Covid-19讓遠端工作成為全球趨勢，企業和員工已逐漸習慣不進辦公室上班的模式；
疫情過後，傳統辦公室也將改變轉向可省下租金、裝修經費，打造輕鬆、彈性的「共享
辦公」形式。因此，商務中心的需求日益倍增，分流辦公彈性的工作模式，成為企業防
疫辦公的新選擇。

位在 周遭生活機能完整且交通便利，
台北市大同區的德盛商務中心，

8.0系統，無須電腦即可使用，內建白板註記
軟體與無線投影工具，有效提升會議互動感。

你電腦、音訊設備、鏡頭、大型電子白板等，

業整合多元需求；此次為德盛商務中心規劃

工作讓辦公更安心。

辨識、測溫感應、視訊及音訊設備，佈建零

打造良好的會議品質提升辦公效率，落實防疫
其中，體感測溫機可作為考勤管理使用，其

鏡頭可支援人臉辨識，準確率達99.7%，方便
管理門禁，防疫安心也安全。

建置防疫與智能視訊會議解決方案，從人臉
接觸智慧工具，並整合軟硬體設備，協助企
業溝通零距離、營運效能不打折扣，實現零
接觸智能辦公。

音訊設備＆視訊鏡頭

智能視訊解決方案 提升會議溝通品質

搭配1080P視訊鏡頭，具備108
度廣角拍攝鏡頭可以涵蓋10~15
平方公尺的範圍，不再因角度不
足需要手動調整，使會議進行得
更順暢。

商務中心的辦公空間小巧精緻，為節省空間

高速網路，提供上班族舒適寬敞的辦公空間。

亦支援藍芽4.0功能可無線連接，收音範圍達3

室，並有專屬門禁24小時全天候開放、光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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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式電子白板，直覺化的操作介面，具備安卓

震旦辦公設備因應疫後協作趨勢，協助企

震旦團隊推薦小巧不占空間的音訊設備、具彩色

29間辦公空間內都增購獨立視訊會議設備，

和會議資料，確保會議溝通順暢。搭配75吋互

能視訊會議解決方案，包含：液晶顯示器、迷

設有6-8人會議室、採光明亮2～6人獨立辦公

近期，因應遠距辦公需求，德盛商務中心於

視訊鏡頭，讓與會人員能清楚的看到彼此影像

門「無接觸體感測溫機」、「感應式消毒洗手
機」為出入人員健康把關，會議空間則導入智

圖．文／震旦OA

鏡頭設備的部分具有1080P顯示畫面、廣角

團隊協作成疫後常態 多元共享辦公環
境應運而生

盛商務中心需求後，提出專業規劃建議。一進

視訊會議解決方案

小型辦公室無線視訊會議也可搭配使用

功能LCD顯示幕，不但可以透過USB隨插即用，

櫃檯設置感應式洗手機

米，搭配OmniSound®HD專業高清的音質，
確保遠端溝通品質，讓會議決策快速無礙。

75吋觸控電子白板
4K Ultra HD解析度／40點觸
控技術／防眩光護眼螢幕／
Aero Pitch無線投影／雙頻無
線網路／內建Andriod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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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動，事實上痛苦和無聊兩者也就是人生兩
種最終的組成部分。」其次，痛苦是無意義
的。「如果從整體和一般來看，任何個體的生

活實際上都是一部悲劇，但是細察個別情況
⬅ 圖一：叔本華為著名德國哲學

家，唯意志論主義的開創者。

⬆ 圖二：伊曼努爾．康德為啟

蒙時代著名德意志哲學家。

另一個問題：「我們在認識能力之外，是否

白領之夜講座回顧

審美與生存（上）
⸺叔本華的審美救贖
圖．文／震旦博物館 主講人／余明鋒（同濟大學哲學系）

還有通達世界的另外途徑？」這是康德的問

題，但他認為我們在認識層面僅止於此，審美
無關乎知識。叔本華則認為審美是更深刻的知
識，我們通達世界還有另一個通道，如果閉
看更多精彩活動

「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為德國著名哲學家，是哲學史上首位公開反對理

性主義哲學的人，並開創非理性主義哲學之先河，認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運作的力量。
以他的意志論和救贖論為背景，提出生命美學與藝術之觀點論述。9月17日震旦博物館白領
之夜講座，同濟大學哲學系老師余明鋒結合叔本華著作，闡述了審美與生存的深刻關聯。

什麼 們的生命問題又有什麼關聯呢？在
是真正的審美態度？這種態度與我

象化」。於是康德就有了一種「現象」和「物

叔本華看來，藝術和生命是根本問題，藝術帶

自身」而存在的東西，但是除此之外人類理性

領我們對世界、對自身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
叔本華的思想是從康德（圖二）轉化而來

的。康德認為，我們眼中的世界總是透過我們
認知的方式去解讀。由此引出一個問題：「事

物本身是怎樣的？」那 就 變 得 無 法 認 識 了，
因為一旦要去認識事物本身，我們就將其「現
44

自身」的區分。相應於現象而言，有著「就其
無法知道更多。

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中表

示，通常我們所謂的認識都在表像的範圍

內，也就是要遵循「根據律」，即在我們的感
知世界中遇到的一切都有規律可循。余老師

所有欲求卻沒有目的。叔本華認為我們應該從
追求幸福的態度轉向解脫於欲求，即救贖的態
度。如果我們還是欲求的主體；那麼，我們就
永遠得不到持久的幸福，也得不到安寧。

審美的愉悅與救贖
為什麼審美在叔本華看來有著一種根本的

生存意義？在他看來，審美的快樂是一種獨特

外，我們的身體對於存在本身，還有著另一種

（圖三）審美根本上是生命態度，我們眼前的

認識這個世界，而是直接去感受它。在認識之
直接感受，它不以我們表象能力作為媒介，身
體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鑰匙。

我們不僅「有身體」，我們還「是身體」。

當我們閉上表像眼睛直接感受，那個直接性的

認識就是「我要」，這是一種「欲望」、「意
欲」，叔本華稱之為「意志」。意志沒有你、
我之別，世界本身是同一種意志，這種意志本
身是沒有目的可言的。在此意義上，當我們把

的、脫離欲望的快樂，是「無利害」的愉悅。
一切不是欲望的對象，而是單純無欲望的觀看

對象。「在注意力不再集中於欲求的動機，而

是離開事物對意志的關係而把握事物時，也
就是不關利害、沒有主觀性、純粹客觀地觀
察事物時，在欲求的那第一條道路上永遠尋
求，又永遠不可得的安寧就會在轉眼之間自
動光臨，而我們也就得到十足的愉悅！」

所有目的去掉，這個意志只是一個「要」，因
此「意志」永遠得不到滿足。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
於是叔本華就有了一種悲觀主義的人生看

法，人生和世界的真相都是無可滿足的欲望。

步，科學的研究永遠只停留在表像世界，無法

們因為缺乏或者滿足了之後無聊而感到痛苦。

真正深入世界。

有悲劇的尊嚴。我們的每一個活動都有目的，

上我們表像的眼睛，我們不是以主客的角度去

提到，「科學不同於通俗常識，是因為科學的
形式是有條理的系統」，無論我們知識如何進

則又是喜劇。」我們有悲劇的結局，但我們沒

生命本質上是痛苦的，欲望意味著缺乏，我

「（生命）像鐘擺一樣在痛苦和無聊之間來回

圖三：叔本華認為脫離欲望觀察畫作，便會產生十足的審美
愉悅。（保羅．塞尚，《聖維克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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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青白瓷刻花瓶

︾，頁 ，圖 。
1999
48

此器的釉層透明度高，平面處為白色，深刻處因積釉而呈淡青色，

俗稱﹁影青﹂。︵圖一︶

圖片來源：︽宋瓷展 朝日新聞
85

一、宋青白瓷刻花瓶
宋代景德鎮窯的青白瓷產品有瓶、碗、

盤、枕、水注等品類，在形制上常有花口沿、
瓜稜身、長彎流等變化，胎體表面多用刻花、
劃花及印花等工藝技法裝飾。

例如圖一為宋代的青白瓷刻花瓶，此器的

瓶口往外翻折，頸部略長，肩部圓緩向下傾
斜，瓶腹稍深，腰部以下略為收窄，器底具有

形狀，局部淺琢細密的篦紋，表面罩上一層
透明釉。

釉色青中帶白、白中閃青，正是青白瓷

的典型特徵。刻紋處因為積釉而顯得略為青
暗，如影隨形一般，故又稱為「影青」。

二、宋青白瓷鴨形薰爐
根據學者專家的研究，宋代景德鎮青白

圈足，足底外撇，與上方的折沿口彼此呼應。

瓷以當地的瓷石製胎，用釉果和釉灰調配釉

枚盛開的花朵，頸部排列一圈窄長的葉片紋，

成，釉果則是一種風化較淺的瓷石。

瓶口部分做成凹凸曲折的花瓣狀，猶如一

腹部雕刻繁密的花卉，花葉輪廓採深刻法勾勒

料，釉灰採自當地石灰石加草木灰拌勻而
景德鎮的土質不錯，素有「水土宜陶」之

稱，尤其北宋中晚期所用瓷石位於上層，化
學成分和物理性能都很優越，所以能夠燒製
出胎質精細、薄而透光、釉色瑩潤、質感如
玉的青白瓷產品。

例如圖二為宋代的青白瓷鴨形薰爐，此器

為美國芝加哥博物館藏品，全器分為上中下

古器物學講座⸺中國古代陶瓷專題

宋元景德鎮窯瓷器

22

文／吳棠海．圖／震旦博物館

江西省景德鎮是著名的千年瓷都，相傳此地的陶瓷業起源於漢代，

到了南北朝晚期的陳朝開始聲名遠播，唐、五代時期景德鎮陶瓷工藝逐漸成熟，

三段，上段製作為鴨禽，昂首張口，引吭鳴
叫，中段製作圓柱形爐身，外側以雙層蓮瓣
承托，下段為折沿盆式的底座，爐身和鴨嘴
處透穿小孔排煙。

此器的胎體細白，全器滿釉，釉色晶瑩，

透明度高，精巧細緻的造型與瑩潤似玉的釉色
相互輝映，是宋代青白瓷的代表器物之一。

以燒製青瓷和白瓷為主。

宋代 景德鎮的瓷業也開始繁榮起來，
窯業發達，南北各地名窯林立，

除了延續青白瓷的傳統之外，也開發出卵白

燒製出品相獨特的青白瓷，深受時人所喜愛。

影響深遠。因此本文選介五件代表性的器物，

元朝入主中原後，景德鎮成為全國製瓷中心，
46

釉、高溫顏色釉及釉下彩繪等新品類，對後世
介紹宋元時期景德鎮窯的特色。

宋代．青白瓷禽形薰爐

胎體細白，釉面透明，深刻處因積釉而為淡青色，
呈現精巧細緻、瑩潤似玉的質感。（圖二）

圖片來源：《白磁 平凡社中國的陶磁5》，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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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而華麗。

山、福如東海」等吉祥文字，豐富的裝飾紋
樣呈現元代青白瓷之風格。

樞府窯之名，源自於元代景德鎮瓷器上曾

經發現的「樞府」字銘，然而同期器物上還

134

。

四、元代樞府窯印花紋碗

14

江西︾，圖

除此之外，連珠紋也可串聯成「壽比南

元代．青花雙龍趕珠紋蓋罐

空裝飾，腹底刻劃壼門紋邊框，整體裝飾繁

元代青花瓷用進口的蘇麻離青料繪畫紋飾，色澤濃豔，並有

框，花形邊框內部堆塑花朵和枝葉，形成鏤

圖片來源：︽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環繞一圈，並在腹部構成四個菱花形的邊

自然凝聚的黑疵斑點。︵圖五︶

瓶身表面堆貼連珠紋，在頸部串成蕉葉，

有「太禧」、「福祿」等字樣，其中的樞府
和太禧為元代官府機構的簡稱，所以世人所

元代．青白瓷貼花玉壺春瓶
此器表面有堆貼連珠紋、堆塑花葉及刻劃壼門

紋邊框等多重裝飾，風格繁複而華麗。（圖三）

稱之樞府窯瓷器，可能是官府定燒的產品。

例如圖四之元代印花碗為日本東京國立博

碗內採模印法修整造型、壓印紋飾，並有

戧金瓷及孔雀綠釉瓷等等，其中影響最深遠

壁以圓緩的弧度向下收窄，底下具有圈足。

碗體內外施釉，釉色卵白之中帶有一點青

元代青花瓷以二元配方之瓷土製作胎體，

物館藏品，此器的口沿外敞，腹部略深，器

圖片來源：《世界陶瓷全集13遼金元》，頁57圖43。

飾都與宋代不同，尤其注重器面裝飾，除了

之外，還生產高溫藍釉、高溫紅釉、鐵褐彩

點彩及鏤空等技法，營造多重裝飾的特色。

胎體較厚，全器滿釉，釉色白中泛青，屬於
元代的胎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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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料的配方，釉色呈現白中帶青、肥厚潤澤

元代景德鎮窯除了燒製青白瓷和卵白釉瓷

傳統的刻花、劃花及印花之外，還用堆貼、

斜溜，腹部外擴如鼓，底下具有圈足。它的

燒法」放入匣缽內燒製，提供我們元代樞府

五、元青花雙龍趕珠紋蓋罐

瓷胎，青白瓷產品的胎質、釉色、造型及紋

此器的瓶口外敞如喇叭狀，頸部略長，肩部

表面用鈷料繪畫紋飾，罩上透明釉後高溫燒

窯裝燒工藝的參考。

元代改用麻倉土加瓷石的二元配方法製作

瓷、青花瓷、釉裡紅瓷、紅綠彩瓷、五色花

元代．樞府窯印花紋碗

碗內有模印法壓印的紋飾和「樞府」二字銘文。

釉色卵白，略帶青灰，是元代樞府窯的特色。（圖四）

圖片來源：《世界陶磁全集13遼金元》，頁59，圖44。

的器物就是青花瓷。

灰色，並且呈現乳濁狀的質感。碗的底足露
胎無釉，口沿處則有垂釉，顯然當初採「仰

三、元青白瓷貼花玉壺春瓶

例如圖三為元代的青白瓷貼花玉壺春瓶，

「樞府」二字銘文，即是樞府窯瓷器。

製成器。當時除了改良胎土之外，也調整了
的質感，紋飾則由進口的蘇麻離青料繪畫，
色澤濃豔靚麗。

例如圖五為元代的青花雙龍趕珠紋蓋罐，

此器出土於景德鎮珠山地區，造型呈圓口鼓
腹之狀，罐口有蓋扣合，表面繪畫雲龍紋，
紋飾深藍靚麗，並有自然凝聚的黑疵斑點，
正是蘇麻離青料的特色。

宋元時期的景德鎮窯，憑藉著青白瓷、卵白釉瓷及青花瓷等藝術精品，
獲得舉世聞名的瓷都地位，它的崛起與發展為明清陶瓷奠定了厚實的基
礎。明年的專欄即配合此一脈絡規劃新的專題，歡迎讀者繼續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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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青花福壽海濤纏枝
花卉紋扁壺

青花瓷鑑賞

青花 外，成為宮庭用器、民生用品及外銷市場的重要品類，在中國
瓷崛起於元代中晚期，以「白地藍花」的特殊美感風靡海內

陶瓷史上具有獨樹一幟的地位。本書蒐集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與其他相關彩瓷共計70件，分為

元代青花、明代青花、清代青花、青花與其他彩類等四大單元。每個單元皆有一篇概論作為簡
介，圖版部分附加文字說明，書前收錄吳棠海先生的專文《古器物學研究―青花瓷器初探》，
是認識中國古代青花瓷器不可錯過的著作。

元代
青花海馬牡丹紋梅瓶

內容精選

1、各件器物依照時代先後排列，古代青花瓷器的發展過程可以一目
瞭然。
2、獨列「青花與其他彩類特徵」此一單元，讓讀者了解青花與其他彩
類的混合運用方式，擴大讀者鑑賞瓷器的視野。
3、運用大量的局部特寫，充分展現青花瓷器的紋形之美。
4、《古器物學研究―青花瓷器初探》一文，從「料、工、形、紋」的角
度分析青花瓷器，尤其著重色澤與質感的視覺鑑定、造形的製作方
法、紋飾的繪畫筆觸，以及燒窯器具的使用痕跡，為讀者奠定有深度的
鑑賞能力。

玉器發展史系列
紅山玉器
漢代玉器

商代玉器
西周玉器
唐宋元明清玉器

春秋玉器

戰國玉器

館藏精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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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永樂青花瓷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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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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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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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道光

震旦博物館
出版叢書介紹

公分／ 震旦博物館提供

25.7

洋彩福慶連連紋雙聯瓶

高

BOOK

明嘉靖 青花嬰戲圖大罐

December

館藏
精粹賞析
文／吳棠海．圖／震旦博物館

洋彩是由清代景德鎮官窯廠製作，專門供應宮廷所需的精品瓷器。此一品類創燒於清
代早期，乾隆時期最為興盛，並且一直延續到清末，如本期所要賞析的雙聯瓶即是道
光時期作品。

此器 相同，口沿外敞如喇叭狀，頸部
由二件瓷瓶相連而成，瓶身形狀

略長，往內收窄，肩部向下傾斜，朝外擴出
為瓶腹，瓶腹略深，腰部以下收窄，器底具
有圈足，足牆外撇，形制典雅。

前面的小瓷瓶以粉紅地洋彩為飾，口沿環

繞一圈如意雲頭紋，頸部和腹部通體繪畫纏

大瓷瓶的外表以果綠地洋彩為飾，用如意

雲頭紋、帶狀菊花、壼門紋邊框及回紋作為邊
飾與肩飾，頸部及腹部布滿纏枝花紋，花卉圖
案與前者一樣，都是洋蓮花與銀蓮花等西洋題
材。而小瓶的「蝠」諧音「福」，「磬」諧音
「慶」，與纏枝花卉組成「福慶連連」之意。

瓶底施綠松石釉，並有紅彩書寫的「大

枝花卉、蝙蝠及磬等紋樣，近底部為簡化式

清道光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全器繪工精

石綠釉。

現典型的宮廷風格。

的壼門紋邊框，足牆環繞卷草紋，內壁施松

細，彩釉華美而不俗豔，局部金框點綴，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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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_獲得第一屆、第六屆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分享「only YES means YES 沒有同意就是性侵」行動，促使年輕人
更加關注反性侵行動。03_台灣奧美集團創意長龔大中專題演講，如何將廣告、行銷和傳播的創意，運用在社會議題或公益事業
上，讓更多人知曉、感動、認同進而參與。

01_第七屆傳善獎頒獎典禮，由陳永泰公益信託監察人袁蕙華女士（左五）頒獎，領獎代表由左起分別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呂冠緯董事長兼執行長、揚生慈善基金會許華倚執行長、台灣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林峻丞創辦人、罕見疾病基金會陳莉茵創辦
人、勵友中心莊焜明董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陳景寧秘書長、黎明教養院李紫陽董事長、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林進興董事長。

2021年第七屆傳善獎頒獎典禮

罕病基金會等8家機構獲肯定
圖．文／陳永泰公益信託

第七屆「傳善獎」由陳永泰公益信託主辦、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協辦。頒獎典禮於

2021年11月24日在台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行，典禮除了表揚八家優秀機構之外，並安排

台灣奧美集團創意長龔大中和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秘書吳姿瑩進行專題演講，以及播放
三立在台灣的故事節目預告片。現場近250位社福機構代表與關心公益事務的企業代表
熱情與會，現場隆重溫馨。

傳善獎 邁入第七屆，累積有53家中

2015年舉辦第一屆，至今

讓更多社會大眾能認識進而認同機構，為機構

型社福機構得獎。主辦單位王景賢總幹事開場

將維持9,600萬支持八家機構，希望讓更多社

致詞時表示，若想透過公益的力量改變世界，
機構的創新和衝勁是重要關鍵。

傳善獎提供每家機構每年400萬、連續三年

共1,200萬的穩定支持，希望優秀機構能放手
去創新、成長、茁壯，才能提供弱勢族群更完
善服務，再透過各種媒體平台推廣得獎機構，
52

帶入更多資源。明（2022）年第八屆傳善獎

專業領域的專家擔任評審，從多元面向審查。

讓回饋社會的善念持續的傳遞出去。

推動的ESG、SDGs和永續發展、跨域結合等

於數位教育平權的「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

責信與管理的能量。

扶持危機少年的「勵友中心」、推廣長者找回

更積極強化「傳善學苑」課程，納進目前全球
相關課程，持續為社福界領導人充實創新、

擴大善的力量 讓機構被社會看見
台灣奧美集團創意長龔大中於演講中從改變

「為善不欲人知」傳統思維切入，講述如何將
廣告、行銷和傳播的創意，用在社會議題或

自癒力的「揚生慈善基金會」、培力身心障礙者
自立的「黎明教養院」、推動罕病關懷與創新

服務的「罕見疾病基金會」、協助脊損傷者找回
自我價值的「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倡議
家庭照顧者權益的「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認同進而參與。而現代婦女基金會是第一屆、
第六屆得獎機構，執行秘書吳姿瑩分享如何在
傳善獎的支持下，推動「only YES means YES

沒有同意就是性侵」，與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

跨界合作，攜手打造OYMY公益品牌，也促使
年輕人更加關注反性侵行動。

會後，傳善獎為每位來賓準備了蛋願幸福

禮盒當伴手禮，由得獎機構黎明教養院內的

多元觀點 結合全球社會脈動發展

立。運用動物輔療，改善他們情緒、認知與社會

「傳善獎」不斷地自我修正與進步，藉由不同

關懷高風險兒少的「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

公益事業上，讓好事被更多人知曉、感動、

福機構能夠一起加入傳善的行列。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鄭信真理事長指出，

今年「傳善獎」八家得獎機構分別為致力

院生親手製作，透過培訓身心障礙者以農畜自

04_由黎明教養院的院生製作的蛋願幸福禮盒為此次典禮
伴手禮，培訓身心障礙者以農畜自立，減輕社會負擔。

詳細獲獎機構介紹

功能，不僅療癒身心又習得工作技能，減輕

家人照顧負擔。購買他們的商品，是對他們最
有力支持，傳善獎以各種方式來支持機構，

傳善獎IG

請搜尋傳善獎

傳善獎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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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生們天真無邪的笑容，是活動最棒的回憶

震旦OA士林×台灣肯納自閉症基金會

只在此山中 雲深亦有你同在

許多人認為搞不懂自閉孩童在想什麼，常

常對他們不耐煩或有所誤解，震旦志工陪伴

震旦人公益行動「溫暖隨行」

圖．文／震旦集團

點、關懷多一點，包容弱勢族群讓社會更友
善。

用愛為弱勢青少年撐起未來

培力中心現址為承租空間，交通便利但

院生專注拼圖

，訓練手眼協

屋況老舊，為建構一個安全、合宜的服務
環境，感謝震旦集團捐贈全新辦公桌椅一

調

互盛桃竹苗×桃園市私立祥育啟智教養院

時序漸漸入秋，在疫情趨緩後終於互盛志工再度來到祥育教養院，

批，送上最暖心的支持，善慧恩基金會將
使用於培力中心多功能空間、課程教室、
震旦集團捐贈辦公桌椅協助基金會打造培力場域

與這群有著陽光般燦爛笑容的孩子們相聚，今天慢飛天使化身手作小老

心力為過動族群服務，為了讓協會同仁能
有更舒適的辦公空間，震旦集團捐贈協會

最美好的時光 因為有你共度

的可能性～他們更加努力活出光彩自我。

能力，邁向有盼望的未來。

赤子心過動症協會總會長年投入人力、

震旦OA楊梅×桃園市私立聖愛教養院

最後反而是震旦志工隊敗北，這也驗證了身體上的障礙並沒有侷限他們

讓每一位青少年能好好的在此蓄積勇氣與

震旦赤心行動讓ADHD有倚靠

成美麗作品，美好回憶由幸福交織喜悅而成。

雖然院生行動上有些不便，但在滾球活動中他們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自立宿舍等，打造一個更臻完善的場域，

震旦集團×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

師，教導互盛志工編織串珠與線材，大家一起耐心合作、發揮創造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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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無語也感到彼此的心同在一起，速度慢一

震旦集團×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

用陪伴收穫滿滿知足

一起加入
溫暖隨行

肯納青年爬山健行運動，在芬多精的環繞下，

物資捐贈

互盛志工與慢飛天使一起DIY串珠共度溫馨周末

希望點亮笑容
交織點滴幸福

震旦志工陪伴肯納兒一起爬山健身

辦公椅，讓赤子心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
震旦集團捐贈粉色辦公椅就像赤子心，清新又真誠

真心感謝震旦集團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們
的關愛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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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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02）8729-7066

長陽生醫（04）2296-2688

通業技研（02）8751-0080

宜陸開發（02）6600-2168
夏普震旦 0800-05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