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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ipating Surprise: Analysis 
for Strategic Warning》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orporated / 2004）

作者

Cynthia M. Grabo（1915-2014）
生前於美國國防情報局及其屬下委
員會負責有關拉丁美洲和蘇聯的情
報搜集和分析工作， 是戰略預警的專
家。1980年退休後，投身情報研究
的教育工作，獲頒傑出服務獎（國防
情報局）、國家情報成就勳章等。無論在資源上抑或科技上，當今天下，應該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正面挑戰美國的軍力。
但說到底，資源再多，最終還是有一定限
制，科技再進步，戰爭仍然有一定的基本模
式。近代史中，美軍遭遇到最大的挫敗，乃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偷襲珍珠港。
 
1942年初，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後幾個月，
一名芝加哥少女Cynthia Grabo，因為不想
像當時的一般美國女性那樣當別人的助手，

所以加入美國陸軍情報部門，負責情報分
析。1960年代冷戰高峰期，她加入了美軍和
情報部門聯合成立的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見證了二次大戰後美國國務情報
的失誤，包括了韓戰和古巴危機，Cynthia 
Grabo開始將自己的觀察詳細記錄下來，並
寫成《Handbook of Warning Intelligence》
的初稿；最終修定成的濃縮版本，就是2002
年面世的《Anticipating Surprise: Analysis for 
Strategic Warning》。 

軍隊是人類文明歷史以來最早最龐大的組織，現今的軍事管理方式結集了數千年的經驗和智

慧，對任何一個團隊的領導階層都極具參考價值。別以為軍事書籍是軍人的專利，當中的謀略

智慧、管理思維，同樣適合放諸任何企業。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軍事管理中，情報收集和

運用是致勝關鍵；在商場上，若能夠把握有用情報與資訊，摸清市場風向，自能令企業立於不

敗之地。箇中道理，由一本書說起。

管理企業
軍 事 情 報 式

《Anticipating Surprise》由蒐集資
料到公開出版，足足蹉跎了30年。
其實自1970年代起，這本書的內容
被列作美國國防機密文件，只供內
部培訓參考之用。在911恐襲後一
年，這本書終於「被解禁」。時間上
的安排難免令人聯想到：美國軍方
在恐襲事件上因為情報分析失誤被
各界抨擊，才將一直視為機密的資
料公開，試圖令公眾明白，情報分
析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Cynthia Grabo指出，預警情報雖
然是團隊工作，需要不同的專才參
與，但最終目的是要提出一個突破
的假設，所以須得一個對自己觀點
有強烈信念的人去主導分析，並向
決策人提出建議。而且預警情報與
恒常的情報收集和匯報在性質上有
甚為明顯的分別，兩者應分開獨立
進行。預警情報類近學術研究，兩
者都是探討未知的事情；另一邊廂
的恒常情報收集和匯報則近似新聞

工作，必須客觀準確。事實上，20
世紀前半葉的情報分析只問客觀軍
事力量和部署，往往忽略軍事行動
背後的主觀原因。Cynthia Grabo認
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
軍完全掌握了中國的軍力和部署，
可是在韓戰爆發之前，卻一直沒有
採取相應的外交及軍事行動，其中
最主要原因，是情報分析報告並沒
有指出開戰的可能性，以致軍方的
指揮官無法制定明確準則，最終令
美軍各部門無所適從。
 
任何國家發動戰爭，都會找個堂而皇
之的藉口，企圖將戰爭的責任推卸給
對方。Cynthia Grabo提出，情報分析
除了要就軍事力量和部署等客觀數據
作評估，也要了解敵方背後動機；有
時候，我們甚至能單憑軍事進攻能力
的客觀條件改變，洞悉侵略動機的轉
變。此外，我們只要掌握敵方決策者
手上的資訊，便可以理解和預測軍事
行動的成本效益。

預警情報
探討未知事

 text：利世民　coordination：馮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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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所謂預測，也只能在某種前
設之下對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作出
推算。說得白一點，當中總有人力
不可掌握了解的隨機性。故此，
Cynthia Grabo提出的情報分析框
架，除了包括客觀實力的評估以及
敵方決策人的考慮和條件局限，
還要加上更深層次的分析——憑
過往事件去統計敵方決策者習慣
的行事方式，並推算未來事件發
生的或然率。
 
敵方的人事變動、錯誤資訊等，都
可以令情報分析出現極大的誤差。
不過，Cynthia Grabo提出，情報分
析工作的最大難題，是要選擇何時
是「適當的時候」向決策層提出警

告。警告過早，會被視為過分緊張；
警告過遲，往往錯過了行動的最佳
時機，留下「後知後覺」的劣跡。此
外，在事發前夕，通常會有雜亂的
訊息自四方八面湧現，大大增加了
預警的困難。
 
預警情報，有辱無榮。失敗了，固
然可能會被問責；成功了，即使讓國
家避免了一場大災難，也不見得一
般人會知道那場災難可以有多壞。
負責分析及提出預警情報的也是
人，他們也會怕因犯錯而遭責罰，
所以報告往往留有一手，免得要背
負發出假警報的責任。惡性循環之
下，預警的用語愈來愈含糊，負責
下決策的領導人對預警情報的信任

也變得愈來愈薄弱。然而，一旦爆
發出一次失誤性事故，預警情報分
析員一樣要為此負責；就像2001年
的911事件，輿論大多認為責任在於
預警缺失。
 
《Anticipating Surprise》加深了公
眾對預警情報的了解，也讓公眾看
到美國政府本身對情報工作的態度
有所改變。2012年9月11日，位於利
比亞班加西的美國領事館遇襲，美
國駐班加西大使遇害身亡；事後國
會調查發現，當時出任國務卿的克
林頓太太，並未就當地領事館提供
的情報增撥保安資源，間接讓恐襲
發生，克林頓太太因而問責下台，
在政治生涯留下污點。

雖然企業管理有別於軍隊管理，
可是，企業管理者與軍隊將領每日
接觸的訊息環境同樣複雜。一般大
企業，有專人分析日常營運數據，
卻沒有一個特定部門分析和預測任
何潛在的重大轉變。中、高層管理
人員就算察覺到營商環境的轉變，
又或者預視到將會發生的危機，亦
不會貿然作聲，免得無事生非。結
果，所有責任盡歸猶如三軍總司令
的企業最高層，一切成敗，都繫於
一人身上。
 
軍隊運作的原則，就是任何人都可
以隨時替換。企業應參照這套思
維，將預警情報分析交由財務、

人事、傳訊等不同重要功能部門處
理，並專設分析員，由他們向最高
管理層提供相關資訊和建議。這種
安排的好處，就是可以讓最高管理
層專注於決策，減輕分析工作所帶
來的負擔。
 
美軍雖然所向披靡，但一樣可以遭
遇像珍珠港和911般的衝擊。企業規
模愈大，面對突來的威脅和代價也
愈大，所以更有必要具備類似的預
警情報。

正如《孫子兵法》的第十三篇《用
間》所說，「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
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

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
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像於
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
之情者也。」

人事變動
令分析誤差

延伸閱讀

企業愈大
愈需要預警

《Surprise Attack: The Victim's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作者 ：Ephraim Kam

《The Great Game: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Espionage》
（Alfred A. Knopf / 2004）
作者 ：Frederick Hitz

《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
（The Lyons Press / 2006）
作者 ：Allen W. Dulles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Frank Cass & Co. Ltd / 1990）
作者 ：Michael Handel

知彼知己？知易行難！但當你的一個決定足以影響國
家命運時，自會考量每戰非勝不可；在以色列情報局
工作多年的 Ephraim Kam 最清楚不過。他在書中集中
解讀情報組織在實際運作與戰略層面的安排，深入討
論情報分析人員如何模擬敵方的戰略情報專家，設下
騙局。本書綜合了前人的學術文獻和作者多年的情報
工作經驗，是研究情報與策略性突襲理論的最佳選擇。

想了解間諜和情報運作，又要追求情報組織互鬥的緊
張驚悚感？間諜小說，不作他選。不過，本書作者
Frederick Hitz 卻認為間諜小說不如現實般離奇有趣。
他又精心挑選多部經典間諜小說，以現實的角度評析
一眾虛構間諜從招募、訓練到執行任務的表現。雖然
主流的間諜小說作家欠缺間諜工作經驗，但在 Hitz 眼
中不乏高水準之作。

二戰時期，美國情報局的間諜潛入德軍外務部，與當地
反納粹的地下組織合作，成功瓦解德軍在意大利北部的
勢力。隨後，U2 偵察機、微型竊聽器、筆筒攝錄機等成
為新一代兵器，協助美國在冷戰期間多次截擊蘇聯。情
報局在兩戰為美國勝利奠定大局，身為局長的 Allen W. 
Dulles 功不可沒。本書除了以中情局局長的角度講解現
代間諜運作外，還探討情報在布滿陰謀和危機的自由社
會所擔當角色，是解構與剖析情報運用的權威之作。

"Amateurs study tactics. Professionals study logistics, 
and those really in the know study intelligence." 
Michael Handel 一語中的，在書中道出情報乃一國之粹
的道理。本書結集 11 篇軍事情報專家的論述，把美國
陸軍軍事學院座談會的討論內容搬到讀者眼前，讓讀者
明白情報不是萬能，但軍方沒有情報就萬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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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text : Horace Chan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市場有黑天鵝。在波濤洶湧的股海裏，一間小公司如何
發展成頂尖企業，年復一年跑贏大市十倍以上？為了找出答案，史丹福商學院教授Jim Collins
花近六年時間，分析40年來的交易數據，所有相關公司的新聞，找出七間合資格的十倍企
業。每間企業皆處身動蕩的行業，卻連續15年十倍跑贏大市。他研究不是為了買股票賺錢，
而是找出十倍企業的共通點，好讓他人學習其成功之道。

成功需靠運氣？是！一定要行好運，
而且要盡用好運！但十倍企業的運氣
好壞有時與其他對手相若，差別在
於企業文化的差異，讓其厄運時能堅
守基業，好運到來便一飛沖天。911
恐襲為美國航空業帶來寒冬，正當所
有航空公司都蝕錢，唯獨西北航空一
枝獨秀，賺錢兼逆市擴展業務；翌年
其市值比美國所有航空公司加起來
還高。Intel和微軟這對孖寶縱橫電
腦界十多年，兩間公司的崛起皆因
IBM初推出PC時，揀選他們提供處
理器和系統軟件。其實IBM當初的心
水選擇另有他人，可惜對方執行失
誤，結果Intel和微軟後替補上，電
腦歷史從此改寫。由此可見，運氣
固然不可缺少，背後那些不起眼的
準備工夫才最重要。
 
成功需高風險高回報？說來奇怪，十
倍企業的財政非常保守，儲備盈餘比
對手豐厚，因此經得起市場風浪。追
溯它們的謹慎理財作風，並非上軌道
後才出現，而是從開業已種下的企業
基因。不為擴展業務而大幅舉債，不
把公司前途押注在高風險的投資，核
心業務站穩腳步才向外拓展。西北的
商業模式原是直抄PSA航空，當美國

開放天空後，西北仍然專注飛點對點
廉航，PSA卻華麗轉身買租車公司買
酒店，妄想成為一站式旅遊帝國，結
果破產收場。

成 功 需 創 新？創 新 只 是hygiene 
factor ，夠用便可以了，不是多快
多新便一定贏，執行力才是決勝關
鍵。在眾多創新意念中挑選哪個來
執行，不能只講主觀的眼光好壞，
要講客觀的事實和數據。先小試牛
刀，找到了新市場定位，才重鎚出
擊。胡亂出擊只會傷元氣。十倍企
業中有三間醫學科技公司，他們的
專利數目不比同業對手為多，可是
產品利潤遙遙領先。以Amgen為
例，它研發的治貧血藥EPO，是醫藥
界第一隻收益超十億美元的神藥。創
新不用多，最重要一擊即中。
 
書中把十倍企業的文化歸納為三大
法則。第一、成長要持之以恒，不
可好高騖遠，正如首位征服南極的
Amundsen，不論天氣好壞，每天不
多不少走20哩。第二、凡事客觀求
證，不要盲信大趨勢，決策基於實驗
數據。正是先開槍瞄準，命中才發射
大炮。第三、厄運定有到來日，要做

好風險管理，危機時謀定而後動。正
如登山要帶額外氧氣筒，遇上風暴才
有生存機會。
 
若只看書本簡介，或上述例子的重
點，你也許誤以為這是「吹水」商管
書，畢竟說出來的成功之道，聽者難
免認為「阿媽係女人」。Jim Collins
與其他作者之別，在於其客觀量化的
研究方法，用大數據分析企業決策，
對比同類企業的決策結果。讀他的書
不能只看重點，要追蹤他運用數據推
理的思維。企業運作也好，做人也
好，一理通百理明，十倍企業的三大
法則，同樣是成功的人生哲學。

成功有得揀

01

02

We cannot predict 
the future. 
But we can create it.

《Great by Choice》
 （HarperBusiness / 2011）

美國史丹 福大學企管研 究所 教
授，著名企管大師，著作有《Build 
to Last》、《Good to Great》、
《How the Mighty Fall》。

作者  
Jim Collins

西北航空（Northwest Airlines）曾是全美
國第五大航空公司，其跨太平洋載客量於
2004 年居全美國航空公司之冠。2010
年 1 月 31 日，西北航空正式併入達美航
空公司，品牌成為歷史。

EPO，全名為 Erythropoietin，
負責控制紅血球的生成，對治
療貧血有顯著功效。Amgen，
1980 年創立於美國加州，是全
球最大的私人生物科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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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官與Patrick言談甚歡，更力薦他
閱 讀《The Art of Profitability》， 並
稱之管理學的Pocket Bible。儘管如
此，面試過後卻沒有下文，主因是
Patrick這種自命為金融才俊的香港仔
嫌棄長駐大陸工作。至Patrick近月放
core leave才猛然想起此書，急急在
Amazon下載至Kindle，讀來津津有
味並向小妹推薦。

簡而言之，此書背景是主角Steve在
一間 名叫Delmore的Conglomerate
擔任策略師，遇上事業瓶頸位，於
是以1,000美元一堂課的代價受教於
David Zhao。學費雖昂貴，但Zhao
明言只會在Steve願意及有能力時才
收取學費。
 
書中及後的內容圍繞於Steve與Zhao
的對話，Zhao將不同著名企業的經
營模式總結為23種，各自套入不同
的現實企業案例。譬如首章簡介的
Customer Solution Profit模型，便以
財務資訊提供商FactSet的盈利模型
解畫。首先，FactSet會派專員長駐
客戶公司了解其一切業務需要，為期
達一年半載，這段時間FactSet的資

本投入巨大而回報細小，為的就是設
計出一些完全貼近客戶獨特需要的服
務企劃，以求建立長遠的業務關係且
不易被取代，這時才慢慢收回成本。

 精減架構有根據

問及如何可藉此書改善公司的營運？
Patrick隨即笑言「don't be naive」。
對於已進身管理層的Patrick而言，此
書讀得趣味盎然，只因可以將他這些
年做過的併購案例系統化再包裝，方
便與老闆吹水而已。始終一手一腳創
業的老闆浸淫在自家生意數十年，沒
有人會比他更熟悉公司業務。由於其
思考模式早已然根深柢固，即使時移
世易導致其經營理念過時，亦少有能
改變其想法。反而，套用一些容易理
解的框架，再去跟他們詳談自己公司
和其他行業，往往更能引起他們的興
趣。「先知己，後知彼」之類的說話，
對於老闆而言，永遠受用，亦是管理
諮詢公司McKinsey的魅力所在。

話分兩頭，對於McKinsey的印象，
大多只會將其與商交所主席張震遠
掛鉤。其實，McKinsey之名早已飲
譽超過半世紀，但江湖地位近年卻

有動搖跡象。無他，在本世紀伊始，
多個McKinsey的大客戶如Enron（安
隆）、Swiss-air（瑞士航空）、Kmart
（凱瑪）和Global Crossing（環球電
訊）等都不約而同申請破產，難免
令人質疑其收取的巨額顧問費是否
物有所值。《The Firm: The Story of 
McKinsey and Its Secret Influence 
on American Business》一書的作者
便認為巨企作出削減成本重組時必
然受到內部阻力，惟有找顧問公司
做醜人，藉此「過橋」，對其提出的
建議質素卻不以為然。事實是否如
此呢？看官自有定論。有趣的是，
被譽為管理學Pocket Bible的《The 
Art of Profitability》成書於2002年，
正正是McKinsey客戶接連出事的多
事之秋。

何 謂 B I G  F O U R ？

「Big Four」為四大國際會計師行，分別是德勤（Deloitte & Touche）、羅兵咸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安永（Ernst & Young）和 畢馬威（KPMG）。

M C K I N S E Y 有 幾 威 ？

McKinsey & Company，1926 年
由 James O. McKinsey 與一眾朋友
創立，是第一間聘用年輕畢業生（而
非只是經驗豐富的管理人員）的管
理諮詢公司。全球接近 80% 的企業
都是其客戶。

《The Firm: The Story of McKinsey and 
Its Secret Influence on American Business》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 2014）
《The Art of Profitability》
（Mercer Management 
Consulting / 2002）

烏 克 蘭 裔 美 國 作 家 兼 Corporate 
Decisions, Inc. 的創辦人之一，以撰
寫商業策略和管理書籍為主，在哈佛
取得法律博士與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作者  
Adrian Slywotzky

作者  
Duff Mcdonald

McKinsey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浩大，本書作者拆
解這間巨頭公司的多個疑團，從不同案例探討其
獨有文化，以及其提供企業諮詢服務的可靠性。

據Big Four出身的友人Patrick憶述，多年前曾到深圳民企見一份銜頭為策
略師的工作。其實Patrick對此行本不抱厚望，畢竟內地虛銜充斥，尤喜以
戰略部署之類的名銜包裝，濫竽充數者眾。出乎意料的是面試官竟是香港
人，更曾於某大跨國公司任職管理層。此民企的成功故事頗為典型：礦產
公司乘著改革起飛的經濟大浪而暴富。不過，年輕民企老闆居安思危，不
惜花重金禮賢下士，力求將公司企業管治現代化，於是便邀其加盟。談及
工作內容，主要是就改善企業營銷及企業重組提供意見，即類似McKinsey
的in-house版本。

管 理 學

聖 經

延
伸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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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 邵頌雄

這令筆者聯想到葉漢良近年推出的「斗數卷系列」。
其中的「前卷」《談玄述異》，最宜對術數認識不多
的朋友閱讀，因為當中沒有用上太多傳統的術數字
眼或推斷法則，只是平實地「正本清源」，談談術
數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葉兄當年於香港大學念比較文學，是真正的「讀書
人」，學貫中西。他曾任商業電台總經理，也以「卡

龍」為筆名填了不少出色的流行曲歌詞。這樣的一
位文人來寫紫微斗數，出手當然跟坊間的江湖術
士大不相同。如果你以為他的書會教你如何「趨吉
避凶」，甚或靈異經驗，那就肯定大失所望。《談玄
述異》裡面談的，是希臘神話、海明威的《老人與
海》、梅維爾的《白鯨記》等，尚有對術數生態的觀
察、對滿口「趨吉避凶」術士的嘲弄、卡爾巴柏對
術數的批判。此外，還聊到古典音樂、哲學、心理

學、文學、藝術、運動等，但多方雜
談，始終回歸到「術數」這主題。依
葉兄的說法，此書「主要是雜文式的
文章，談我對命運的看法，其中用了
一些篇幅去談宿命這個課題」。談宿
命，正是筆者覺得此書最有趣之處。
 
《談玄述異》並非肯定「宿命」，也
非否定「宿命」。它一開首即嘲笑不
少術士強調他們的神算對未來預測
如何準確，那應該是一種宿命論吧，
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打着「反宿命」的
旗號，那便是缺乏邏輯思維和人文
思想的態度。正如葉兄指出，術數的
門檻實在太低，沒讀過多少書的人，
即使當年的文科理科全不及格，但出
來行走江湖，卻馬上滿口磁場學、環
境學、心理學、建築學，儼如學術大
師。而且，命運不能改，算命風水便
難有生意，所以必須強調「反宿命」
這樣的「正能量」。可是，對於既成
的現實，固然不能改變，而對於未知
的「未來」，我們又能夠「改變」甚麼？
 
葉兄還引用畢馬威前總裁歐凱利
（Eugene O'Kelly）患上癌症後以餘下
三個月生命寫成的著作《追逐日光》

（Chasing Daylight），來總括所謂「宿
命」只是一套「遊戲規則」，與其花盡
氣力去對抗，不如善用時間和精神來
好好生活、認識自己、了解「命運」。

術數不過是幫助一個人認識自己的工
具而已。書中說的「能正確理解命運
的人，發越時便懂得近乎情理，低
潛時仍可以不亢不卑」，我一直認為
是很有道家色彩的思想態度，所以對
於紫微斗數出自《道藏》，也倍覺理
所當然。但於蔡東豪的《復原力》，
我驚奇地看到非常相近的心境。其中
〈宿命〉一章，談到「金融系統本質
是不穩定，經濟好景時，銀行放水，
企業大量舉債⋯⋯成為日後金融危機
爆發的導火線」，這本來就是定律、
就是「遊戲規則」，但散戶於危機爆
發時中招，而且一次又一次的中招都
學不到甚麼，反而歸結到這是「大鱷
吃散戶」的「宿命」。這樣的「宿命」，
才是要「反」的，但遊戲規則的「宿
命」，卻需要認識，才能練達「復原
力」。這即如《談玄述異》所言，「宿
命與反宿命如果不能相容」，那麼《易
經》中「陰陽平衡、世道變易便不再
有甚麼意義」。

 一味強調「趨吉避凶」，其實跟「輸
打贏要」沒分別，永遠不能從生命中
的高低起伏體會到意義。那跟許多昂
貴的「勵志課程」一樣，都是一種庸
俗、窩囊的價值觀。
 
筆者從葉兄與蔡兄處，都獲益良多。
他們以不同語言、經驗和理路，為讀
者分享一種相近的人生觀，而兩位
都曾於商業電台位居管理層要職。筆
者能夠認識他們，是一種「巧合」，
還是「宿命」？

紫微斗數，以人出生之年、
月、日、時計算其十二宮的
位置，配合星宿與周易的干
支理論，預測其命運。此術
數算命法因以紫微星為諸星
之首，故而得名。

《談玄述異》

（知出版 / 2008）

1977 年 畢 業 於 香 港 大
學，主修中國文學和比較
文學。畢業後曾任職唱片
公司，以「卡龍」為筆名
擔 任 填 詞 人，1981 年加
入電台工作，1984 年隨
中州紫微斗數宗師王亭之
習斗數、風 水、佛學；現
全職寫作。

近日獲蔡東豪兄贈其新作《復原力》。很難界定這是甚麼類型的一本書。它當然
可以是一部散文集，但內容方面，卻與企管、人生哲學、社評等有關；既是蔡兄
的夫子自道，也是與讀者分享寶貴的人生經驗。單看書名，甚至讓人以為是一本
「勵志書」，但蔡兄於書中明言最怕「勵志」、「正能量」等。那這本書究竟談甚麼？
答案就是書題所言：「復原力」，亦即當人生亂了陣腳之際，必須「承認事實」而
且深信「困難情況總會過去」，而關鍵則在於「自覺」。在這個前提下，甚麼「自
信」、「passion」等，都只是自欺欺人。

《復原力》

（天窗 / 2015）

述異
「復原力」

Eugene O'Kelly，KPMG
（四大會計師行之一）前
任主席，在 2005 年不幸
被 確 診 患 上 末 期 腦 癌，
遂決定撰寫自傳《追逐日
光》。此書獲得多個獎項，
包 括《 金 融 時 報 》 頒 發
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ook Award。

OCCULTISM

作者  
葉漢良

作者  
蔡東豪

商業電台前營運總
裁及精電國際前行
政 總 裁，《 主 場 新
聞》、《立場新聞》
創辦人。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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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 戴雲露

面對煩惱，斯多葛學派會思考「我為
何會為這件事情煩惱？」、「令我煩惱
的人和我是甚麼關係？」。事出必有
因，斯多葛學派喜歡分析事情的因果
關係。若事情最後不能解決，斯多葛
學派傾向接受事情最差的情況，然後
心存感恩。

為甚麼《沉思錄》能成為哲學經典？
全因當中Marcus Aurelius 對人生的
反思，「清除幻想，克制慾望，消除
貪念，把握你的支配力」（Wipe out 
imagination: check desire: extinguish 
appetite: keep the ruling faculty in 
its own power.），他透過自省，認為
每一個人都能夠透過自制力去管理自
己的心情，完全不受外界影響，得到
心靈上的平靜。其次，是《沉思錄》
的作者以自問自答形式撰寫，文體之
間沒有前後關係，讀者在閱讀時會倍
感困難，需要時間掌握作者原意。
 
「樂天知命」似乎是斯多葛學派的其
中一個重要特徵。「不論宇宙是由原
子聚合而成，還是自然是一個系統，
首先確定的是：我是自然控制下的整
體的一部分。」 （Whether the universe 
is a concourse of atoms, or nature is 
a system, let this first be established, 

that I am a part of the whole which is 
governed by nature.）。斯多葛學派認
為宇宙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每一個人
應該按本性而生活，當自己的生活條件
得到滿足的時候，我們應該以慈愛關心
社會上其他的人。而世間發生的每一
件事，也是為了促進「宇宙整體的幸福
和完美。」

在日常生活中總會發生意料不到的
壞事情，我經常思考那些壞事情背
後的原因，導致思慮過度，泥足深
陷，然而看畢這本書後我學會了接
納所有壞事情，將時間和精力放在
建設性的事情上。「哲學的功用就
在於能使一個人保持內心的靈魂遠
離摧殘和傷害，超越一切苦樂：能
讓我們不衝動地做事，或是弄虛
作假，完全受自己和自己行為的支
配：能讓我們從容接受所有發生的
事情。」（One thing and only  one,  
ph i losophy ,  but  th i s  cons i s t s  
in keeping the daemon within 
a  man f ree  f rom v iolence  and 
unharmed ,  supe r io r  t o  pa ins 
and pleasures ,  doing  nothing 
w i t h o u t  p u r p o s e ,  n o r  y e t  
falsely  and with hypocrisy,  not 
feeling the need of another man's 

doing or anything: and besides, 
accepting all that happens.）

能夠從容面對所有事情，才是真正的
智者。

「追求某物，避免某物都困擾著你，其實不是事物找上你，在某種

意義上是你找上它們。你不對他們做判斷，它們才會冷靜下來，與

此同時，人們也就不會看到你在這過程中的追求或躲避。」

（If  the things do not  come to thee,  the pursuits  and 
avoidances of which disturb thee, still in a manner thou goest 
to them. Let them thy judgments about them be at rest, 
and they will remain quiet, and thou wilt not be seen either 
pursuing or avoiding.）

《 金 剛 經 》

全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梵文寫成，為眾多佛教
徒經常誦持的經典之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則見如來」，意指一切事物或現象都是虛妄的，
只要我們不執著於任何眼前所見的事物，就能夠達到「無
所從來，亦無所去」的境界。

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五賢帝時代最後
一個皇帝，斯多葛學派大師，有「帝王
哲學家」的稱號，強調培養自制力和
品格，以達到和宇宙和諧的生活方式。

作者  
Marcus Aurelius（121-180）

《The Meditations》 
（中譯本：沉思錄）

（Penguin UK / 2006）

介意的從來不是別人，介意的是我們自己，是我們
令事物對我們造成困擾，而不是事物本身，這和中
國佛教《金剛經》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煩惱，
《The Meditations》（中譯本：沉思錄）的作者Marcus 
Aurelius傾向先作客觀的分析。「考察事物形式的特
質，把它同質料部分相分離，只是注視著它本身，然

後沉思冥想，思考這個形式所發生的時間。」（Examine 
into the quality of  the form of  an object,  and 
detach it altogether from its material part, and the 
contemplate it; then determine the time, the longest 
which a thing of this peculiar form is naturally made 
to endure.）憤怒的時候可能會受到很多事情困擾，但
造成憤怒的關鍵可能只是因為一件事或身邊某個人。

煩

惱

的

沉

思

Zeno of Citium
（公元前 334 年至 
公元前 262 年）

斯 多 葛 主 義（ S T O I C I S M ）
由 Zeno of Citium 創立，以倫理學為重心，
被公認為西方政治文明的始源。相信宇宙統
一萬物，而「神」則是宇宙萬物和理性智慧
的根源，強調個人需控制自我，順應自然訂
下的法律，並認為人人平等，無分種族、國
界和階級。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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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心靈的半杯水──
沈祖堯最想分享的感恩故事》
（沈祖堯著 / 皇冠出版社）

《青春出於籃》 
（陳葒著 / 獲益出版）

《一百件洋裝》 
（艾蓮諾．艾斯提斯著 / 維京國際）

新 閱 會 夏 日 喜 「 閱 」 活 動
新閱會參與書展向大 推廣閱讀文化

好書推介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八部優勝作品登場

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優勝作家分享感受
連續第八年贊助基層兒童暢遊書展

「新地齊讀好書」

踏入暑假，一直致力推動閱讀的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地）新閱會推出連串夏日喜「閱」活動，

為不同年齡人士創造輕鬆愉快的閱讀體驗，鼓勵大眾投入繽紛書海，活動包括香港書展攤位、第五

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優勝作家分享感受、第八屆「新地齊讀好書」計劃贊助1,300名基層兒童逛
書展、買好書，並參與分享會及創意工作坊等。

新閱會連續第二年在香港書展設置攤位，推廣閱讀
文化。攤位由展能藝術家唐詠然（Apple Tong）設
計，充滿夏日色彩。新閱會亦義賣由她設計的筆記
本，收益捐助安徒生會。

於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脫穎而出的八位優勝
年輕作家，其首部個人作品於今年書展亮相，部分新
進年輕作家更參與書展講座，大談參賽期間的種種經
歷，分享寫作的苦與樂。由新閱會與三聯書店攜手舉
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至今已成功扶助共41位
熱愛文化創作及具潛質的年輕人發行首部個人作品。
今屆首次將比賽從香港及內地進一步延伸至台灣及澳
門，八位優勝者分別來自中、港、台三地。

「2015新地齊讀好書」名人分享活動，各嘉賓向在場兒童推介了以下好書：「2015 新地齊讀好書」計劃啟動儀式，嘉賓包括新地執董兼首席財務總監陳國威（中）、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陸何錦環（右二）、香
港貿發局助理總裁張淑芬（左二）、男子音樂組合「鍾氏兄弟」鍾一匡（右一）及鍾一諾（左一）與參與學童。

「新地齊讀好書」贊助基層兒童參與書壇盛事

由新閱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貿易發展局
攜手舉辦的「新地齊讀好書」計劃，今年已
是連續第八年舉行，繼續鼓勵兒童從小培養
閱讀興趣及習慣。新閱會今年再次贊助1,300
名來自不同地區的基層兒童，出席一年一度
的書壇盛事及購買好書，並希望他們從嘉賓
的寶貴分享及交流中得到啟發，積極透過閱
讀擴闊視野，努力追尋夢想。

「新地齊讀好書」是新閱會其中一個旗艦活
動，至今已贊助近9,000名基層兒童參與書
展，鼓勵他們開展喜「閱」之旅，透過書本
認識不同的人和事，開拓眼界，更可藉著
與別人分享閱讀樂趣，從而增進人與人的
溝通，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

在名人分享活動中，新
地執行董事馮玉麟（右
二）、「陳校長免費補
習天地」創辦人陳葒校
長（右一），以及精英
田徑運動員方綺蓓（左
二），與 150 名高小及
初中學生分享如何從閱
讀中獲得啟發，並把從
閱讀中得到的知識及喜
悅與朋友分享，改善溝
通及表達技巧。

專 欄 漫 畫 家 草 日
（右）在創意工作坊
教學童繪畫漫畫，並
分享繪畫漫畫路上的
心路歷程。

新閱會攤位充滿繽紛喜「閱」色彩，十分受歡迎。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其中四位優勝作家參與書展講座，包
括：湯文舜（左一）、鍾玉玲（左二）、關嘉利（右二）和
張逸良（右一）。

新 閱 會 定 期 舉 辦 不 同 的 會 員 活 動， 有 興 趣 的 人 士 可 登 入 
www.shkpreadingclub.com 或以智能手機掃描 QR Code 登
記 成 為 會 員， 費 用 全 免。 歡 迎 瀏 覽 新 閱 會 Facebook 專 頁 
www.facebook.com/shkpreading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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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偉榮於2004年創辦的天窗出版社，短短十年，已在香港建立了相當高的江湖地位，出版很多
書目都為人熟悉，佼佼者包括《怪獸家長》、曾淵滄系列、曹仁超的創富三部曲、林少陽系列
等；近期熱賣的，有《不開會的CEO》、《心韓》等。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在知識領域上也如此──愈是精英，愈愛看書。「是兩極化。有些後生
仔，很喜歡看書，問的問題很有見地」，去年佔領中環運動期間，網絡上流傳一些年輕人的文
章，顯示他們飽讀詩書，「比我們很多成年人更好，分析力非常強。」李偉榮說。

「你要在社會往上流動，不單單是讀
完大學就（學習）完，你的學習其實在
大學之後才開始⋯⋯」他表示，除非你
想渾渾噩噩，不願意繼續提升自己，「否
則的話，你會有很大動力，看一些適合
你的書去學習。」
 
「成日打機、打機、打機，打完機還是老
樣子，你發覺浪費了時間」，李偉榮說，不
如分配一點時間看書，「喜歡看書的人，未
必個個傑出；但傑出的人，個個都喜歡看
書」；一向以來，社會「所有精英都是士大
夫」，即是說，都是透過文字學習的。

 他認為，看書不是「花時間」、而是「省時間」
的。「看書是一個捷徑」，當你看一位專家的
書，「很短時間就能拿到他的經驗、拿到他的
識見，是最節省時間的方法」。他又舉例：「例
如你在網上搜尋『CEO』，結果可能有過百萬
個（按：在Google是5.6億個）⋯⋯對你了解
『CEO』可能很困難，也無法辨別其真確與否
⋯⋯不如看一本書吧。」出版社的價值，在於
篩選，幫助讀者找一個可信靠的人，整理一門
學問，放在書裡。

助 讀 者 透 過 文 字 學 習

看書是捷徑 
絕不花時間

要往上流便得閱讀

天窗CEO李偉榮：

「喜歡看書的人，
未必個個傑出；但傑出的人，

個個都喜歡看書。」

今年書展，不少書商大嘆生意差。買書的人少了，「這是現象，無可厚非⋯⋯」天窗文化集團主席

及行政總裁李偉榮如是說。然而他不同意香港人少了看文字，每天Facebook、  whatsapp、上網，
很多都是字，只是當媒體不再增益時，就需要重整⋯⋯未來世界，印刷書本有可能消失，但書是不

會消失的；若你要往社會上層流動，便得閱讀，「除非你想過一個渾渾噩噩的人生」。

 text：pat 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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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質素高 社會才進步

商管類 歷史類

李偉榮推介書籍

自家出版推介

編輯與行銷 專業難取代
李偉榮的成功，與書脫不了關係。他
大學畢業後，當了四年教師，然後改
投教科書出版業，後來進了一家美
國上巿的出版社、國際知名的John 
Wiley & Sons。其間他為了工作上的
增益和上流，讀了不少管理書，由有
趣的《One Minute Manager》開始，
慢慢培育出閱讀這類「悶書」的興趣。
 
2000至2004年，他長駐新加坡亞洲
總部，主管營銷事務。由於遠離朋友
圈子，空閒時間多了，養成每天定時
閱讀的習慣，每逢周末就到當地號稱
亞洲最大的書店買書。
 
影響他下半生的書，就是在這期間閱
讀的。甚麼書？應該有多本，因為他
接受不同媒體訪問時會介紹不同的
書，但這些書的價值觀一致，曾經介
紹過的有《神是我的CEO》、《人生下
半場》⋯⋯這次介紹的是《標竿人
生》（Purpose Driven Life），「人到
中年，要做甚麼？搵錢、升級、公
司內部鬥爭⋯⋯就這樣過嗎？這本
書說得好，人生想做甚麼？做些有
意義的事囉。」
 

天窗也有出電子書，但來自電子書和
紙書的收入，是1：99。自從有了電
子書後，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出書；
但李偉榮認為，科技本身是中性的，
電子書只省了印刷一項成本，但出版
的最大成本，在於編輯、醞釀過程、
設計、推廣、行銷和版稅，要提升社
會對一本書的關注度，需要很大投
放，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得來的，所以
出版社是不會被取代的。
 
在內地，天窗有一個「在地化隊伍」，
把一些香港版變成內地人看得舒服
的書，要多加一些字，迎合內地人覺

後記：
訪問中，李偉榮提過自己是基督徒，但沒主動談信仰。問他創
業初期，一年沒支薪、首筆資金幾乎耗盡，是甚麼支撐著他？
他說：「都幾有趣，信不信由你啦！」那時候，他不肯定所走的
路是否正確，正猶豫要不要結束時，有一對新加坡夫婦來港
探望他們，一星期後，對方突然送來一筆錢，「我們（李偉榮
和太太）沒告訴他（資金狀況），也沒問他借錢」，對方說「是
神感動我給你錢」。李偉榮「收到訊息」，相信是神讓他繼續
經營，而不是出於自己的好勝，於是決定做下去；過了不到
30天，《富足一生》便出版了，成功扭轉局面，「如果那時
我們停止了（運作），就出版不了這本書」。你信不信？反
正我是信了。

一直以來，他看的英文書比中文書
多，「香港社會已發展成世界一級的
地方，為何出版界仍像第三世界般低
成本製作？」他期望在人生下半場，
可以在大中華區出版具國際水準的中
文書；有高質素的書，社會才可以進
步。於是，他考慮回港創業。
 
無巧不成話，他的老朋友、《壹週
刊》前副總編輯曾玉英，剛好離開了
原來的工作崗位，想作轉變；大家有
共同理想，於是一拍即合，一個負責
營銷，一個負責編務。
 
他們出版的第一本書《浪蕩澳洲365
天》，曾經賣斷巿。可惜不是每一本
書都如此成功，「我第一年是沒支薪
水的⋯⋯（周轉上）投放的頭一筆錢
都差不多燒光了」。
 
出版東尼的《富足一生》，是天窗的
轉捩點。該書定價高（128元），但極
好賣，成為2006年的全年銷量冠軍，
進帳固然可觀，更為天窗打響了名
堂，「奠下我們過去這幾年成功的基
石」。此書2008年已出第23版（即數
萬本），製作精美。

得字多才有分量的口味，例如曹
仁超創富三部曲的中國篇，周濂
的《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
的人》也賣了超過30萬本。可是，
在內地出版的限制大，須與其他
出版社合作，因此天窗仍會以香
港為基地。
 
有朋友問李偉榮，香港的出版巿
場不大，不會賺大錢，為甚麼要
搞出版？自己炒股不是更好麼？
而且他創業前，高薪厚職⋯⋯
李偉榮卻說，出版是興趣，出
好書是使命，他「樂在其中」。

巿面上大部分書只賣數百本，李偉
榮說，「要賣數千本是很難的」，正因
此，有些出版社盡量降低成本，才致
出版質素倒退至第三世界水平。
 
可是，天窗的書，卻以賣數千本為
常態。天窗走的是精品圖書路線，
精挑細選，「以往五六十分的作品都
可以出書，現在則要八九十分才可
以」；早期天窗每年只出版數本書，
近年也不超過每年50個出版項目。
當然，天窗也有失敗個案，但以平
均值來算，書的銷量仍高，加上製
作水準好，因此產生品牌效應，書
店總會給天窗的書放個好位置，別
的書放一陣子賣不好便下架，天窗
的書卻可多放一會兒⋯⋯
 
如何判斷書賣不賣得？「這是一個
哲學問題。」李偉榮笑著說。他覺得
出版社就像一個「天使投資者」，每
一個項目都是風險，所以要做風險
控制；經驗可幫助判斷，而關連度
（relevance）、社會敏感度和時機都
重要，例如去年底、今年初，佔中情
緒仍在，相關的書很好賣，現在再
出就不行了；又如今年四月港股大時
代，一些原不特別暢銷的股票投資
書，在三個月內突然增加一倍銷量。

《不開會的CEO》
作者：莊偉忠
短評：易讀，年輕人、管理人都適合。大部分人認為「無人性」才
升上高位，但這書反傳統，原來上司也可以很好、有人性。
 
《復原力》

作者：蔡東豪
短評：這書主要不是作者解釋發生他身上的事，而是講如何管理
團隊、面對逆境，有深刻的見地，值得管理人閱讀。
 
《富足一生》

作者：東尼
短評：這是投資初哥的第一本投資心法。

《Good to Great》
（從A到A+）
作者：Jim Collins
短評：經典書，談論公司如何精
益求精的模式。

《Outliers》
（異數）
作者： Malcolm Gladwell
短評：訪問很多成功人士，講要
做到一萬小時才會成功，其實
即是精益求精。

《萬曆十五年》

作者：黃仁宇
短評：寫出明朝二百多年由盛轉
衰的轉折，寫得有趣。

《Zero to One》
（從0到1）
作者： Peter Thiel、 
 Blake Masters
短評：目前熱賣中，講一間新成
立的公司，應當如何競爭。

《Purpose Driven Life 》
（標竿人生）
作者：Rick Warren
短評：如果是基督信仰，這書值
得一讀，建立目的導向的人生。

《富強之路》

（Wealth & Power）
作者：Orville Schell、John Delury
短評：很有趣，講中國如何大國崛起，歷史
人物如：慈禧、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
鄧小平等，如何作出選擇。

「以往五六十分的作品都可以出書，

現在則要八九十分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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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網絡上潮語甚多，每日都有新
潮語潮文誕生，搶得一時風頭，未
必可以傳承下去，要貨真價實有共
鳴，方能讓後來者繼續追捧，賦予
其生命力。

其中一句潮語，出自隱閉青年「阿源」，
在電視節目上一句「我覺得自己是零」，
由於網絡常客中亦不乏同類隱青，故
此對白成為經典的金句，為自命不凡
而又苦無出頭天的青年用作自憐。

在地球的另一邊，十多年前已創立科
網公司PayPal（不用再介紹吧），並
賣盤發達的人生贏家Peter Thiel著書
立說，叫人做「零」；最近更來港演
講，據知，在本地科技界引起了一點
點回響，本地IT人爭相閱讀《Zero to 
One》，以證明自己走在潮流尖端。

此書作者Peter Thiel，柯某第一次
得知此名字，並非此書，亦非報
道，而是YouTube創辦人陳士駿的

作品《YouTube你的熱情和直覺》，
寫的是Peter Thiel出售PayPal後，退
下創業前線，居科網投資者，此後
著名投資包括Facebook、SpaceX、
LinkedIn，得其一者，在其上市前入
股，不僅足以認威數十載，其投資的
派彩比一注獨贏更「和味」；此君三
間皆中，等於中了獨贏三重彩。你覺
得零是罪過，他偏要你做零，甚至以
零為傲，有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這個港美對照，又實在是太大對比，
此乃後話。

柯某並非科技界，本欄開宗明義「追
過的股神」，沒有打算在此變身為創
業家故事的書評，不過，正如上述，
Peter Thiel十多年前甩手PayPal後，
已轉型為投資者，單憑上面的成績
表，已經是一位股神，只是範疇集中
於科技股，而且更是在其上市前先
飲頭啖湯，令一般基金經理羨慕又
妒忌，因為後者多是在新股上市時獲
配股，那是「二圍用膳」。

科網金融故事，科技界人士閱畢，覺
得教曉了他們創業的事情；炒股人士
閱畢，同樣受啟發，卻是覺得學到了

投資的心法。那「零至一」是甚麼？
就是走自己的路創業，這部分還是留
給讀者慢慢品嘗；有關投資的「零至
一」，秘訣是消除競爭。

要了解這部分還得先有點經濟學101
知識：經濟學定義市場的兩邊為完全
競爭及壟斷。前者環境是企業家無
定價權，只要有些微利潤，其他加入
者便會加入令利潤消失；壟斷則是一
企業獨大，但這本書不是說政府壟
斷，而是企業的成功把競爭者拋離。
讀經濟學應用在投資時的盲點是覺
得壟斷是壞事，但對投資企業來說，
只有壟斷才有經濟利潤，壟斷就是好
股，完全競爭長線會壓榨所有利潤。

「零至一」的成果，就是要憑創意，
創出自己的市場確保好得沒有人能
競爭，例子如IBM、微軟、蘋果、
Google，即使最終會被新加入者取
代整個生態，在壟斷期的十年八載，
亦能確保盤滿缽滿。

香港人好近利，要求「零至一」式的
創業，難乎其難，就連「沒有東西可
輸」（Nothing to lose）的隱閉青年，

亦會自憐「我覺得自己是零」，而非
珍惜「零」的可貴。始終，香港是
個「一致」的城市，由先進國家發明
「一」，香港人習得後再加以實踐。

正如本欄之欄名曰「追過的股神」，
創業難不如附於創業者，當股神難不
如追股神，股票市場就是為沒有一技
之長之士，提供一個搭能者順風車
的機會。可見未來，快車仍首選科技
股，這本書就是乘車指南，因為，作
者曾坐中發達快車，不只一次，是至
少三次。

“In the most dysfunctional organizations, signaling that work is being done becomes a 
better strategy for career advancement than actually doing work (if this describes your 
company, you should quit now). ＂（在大部分不正常的機構，扮工作比真的完成工作更加
有利升職﹝若你公司如此，辭職吧﹞。）

― Peter Thiel

我覺得自己是「零」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Crown Business / 2014）

PayPal 及 Palantir 共同創辦

人，後 退 居科 網 投 資者，曾

買 中 Facebook、SpaceX 及

LinkedIn。

Peter Thiel

BOOK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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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過 的 股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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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女神，可以令你傾家蕩產；
追股神，跟風落注，可以興
家創業。作者細時追女神，
大時追股神，無黨無派，不
信圖，又忌 fundamental，炒
股彷彿回到那些年，一起追
過的股神。



歐洲史上有過「最漫長的一天」，即
1944年6月6日，盟軍反攻諾曼第，是
二戰的轉捩點。一年後的8月14日，
日本也經歷了史上「最漫長的一天」。
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日本會在
原爆中灰飛煙滅，還是劫後重生，就
看這一天「一男子」的決定。
 
人稱「昭和史偵探」的作家半藤一利，
「破案」無數。其中之一，是調查日
本終戰前24小時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並寫成《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分24

章，每章實錄1小時，情節緊湊，步
步驚心，比美劇《24》更加精采。
 
「一男子」是誰？昭和天皇是也。日本
無條件投降，全靠他一人說了算。不
是說天皇不問世事嗎？是的，但形勢危
急，是戰是降，內閣議而不決，時間點
滴流逝，日本離亡國滅種愈來愈近，首
相鈴木貫太郎等得不耐煩，決定兵行
險著，破天荒請天皇「聖斷」，希望大
石壓死蟹，令主戰派死心。此時天皇亦
識做，一句「不打了！」就散會。

 「聖斷」已下，還有甚麼驚喜？好戲
在後頭。日本人做事認真，停戰詔
書關乎國體，一字一句都要斟酌，
例如初稿有「戰勢日非」之語，陸軍
大臣阿南惟幾反對，認為有損陸軍
尊嚴，要改為「戰局尚無好轉」。有
何分別？不知道，總之短短一篇詔
書，他們吵了大半天才寫好，以為
可以鬆一口氣，不料陸軍省提出停
戰等於和外國立約，須經樞密院審
議，而樞密院已經過了辦公時間，
明天請早⋯⋯OMG！現在是甚麼時
候？第三顆原子彈已在運送途中，
準備在8月19日轟炸東京，那些死硬
派還有心情玩「拉布」？
 
折騰一番，毋須勞煩樞密院了，直接
拿給天皇錄音，待翌日正午向全國廣
播。與此同時，以陸軍少校畑中健二
為首的少壯派軍官密謀在午夜發動
政變，搶奪「玉音」以阻止日本投降，
繼而展開本土決戰。慶幸當晚盟軍空
襲，東京停電，皇宮漆黑一片，叛軍
不熟路，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玉音」，
直至清晨時分，叛軍仍然一無所獲，

只好撤退。正午，「玉音」順利播放，
正式結束這場由「918事變」以來的「15
年戰爭」。
 
如何評價這一天？半藤一利立場保
守，對一眾戰犯隱惡揚善，在其筆
下，天皇是憂國憂民的仁君；首相鈴
木老謀深算，請天皇「聖斷」，是智
勇的表現；陸相阿南忠君愛國，拒絕
跟叛軍合作，最後殉死，頂天立地；
即使叛軍，也只是好心（愛國心）
做壞事。問題是，當年不就是這些
「愛國志士」，把國家帶進戰爭的深淵
嗎？現在又給他們塗脂抹粉？
 
根據日本官方「正確且永不改變的歷
史結論」：美國在戰前對日本實施經
濟封鎖，把日本逼上絕路，雖然日本
欲透過外交解決分歧，惜無功而還，
最後惟有訴諸武力，實乃「自存自
衞」之舉。問題又來了，美國為甚麼
要針對日本？還不是因為日本侵略中
國，美國才出手干預！當然，後者是
inconvenient truth，日本是不會告
訴你的。
 

至於「奇襲」珍珠港，如上期本欄文
章所說，日本高層原本是有保留的，
但最終還是選擇開戰，除了積習難
改的官僚作風、你推我讓而釀出大
禍這一點外，其實他們都心存僥倖，
以為可以打一場大勝仗；那怕只是一
場，人家怕了你，就會跟你和談。這
是甲午戰爭和日俄大戰的經驗，也是
日本一廂情願的幻想。但美國不是中
俄，實力雄厚，豈會因為一兩場敗仗
而屈服？
 
當開戰和終戰是同一夥人，神又係
你，鬼又係你，對錯不是很清楚了
嗎？好明顯，包括天皇在內的一干
人等，拿人民的生命作賭注，賭輸
了，就貓哭老鼠扮好人，這個戰爭
責任，他們絕對難辭其咎。這是下
一期的話題了。

「無論如何，一切都平安結束了。」——二戰時期日本外相東鄉茂德

日本終戰70周年系列之三：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BOOK WRITER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重慶出版 / 2009）
譯者：楊慶慶、王萍、吳小敏

1930 年出生，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系，歷任《周

刊文春》、《文藝春秋》主編；日本昭和史權威，著

作包括《珍珠港的一天》、《萊特灣大海戰》、《聖

斷──昭和天皇與鈴木貫太郎》和《昭和史》等，

皆膾炙人口。

半藤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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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C r o s s o v e r

書蟲，主修歷史，副修心理，自
修經濟，愛音樂，好軍事；以文
會友，自得其樂；人生無所求，
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



BOOK WRITER多年前的隆冬，我曾遊覽北歐諸國。
夜的盡頭，依然是夜；天空長掛若
隱若現的極光，地面鋪著綿亙萬里的
白雪，其上留下的一行足印，深淺不
一，漸漸又被後來的飄雪蓋過。孤寂
冷艷至此，更不知如斯美景，到底為
誰而設。

遊客尚且感覺淒清，何況死囚？澳洲
作家Hannah Kent的《Burial Rites》，

說的就是一個極其沉鬱的故事。故事
背景是一單真實案件︰事發在1829年
的冰島，女傭Agnes Magnúsdóttir疑
在殺死主人後縱火燒屋，翌年遭斬
首處決。案件看來普通不過，要是必
須拿點甚麼來說的話，就只能說︰這
是冰島本土最後執行的一樁死刑。

作者在冰島聽過這個故事後，卻久久
不能釋懷——創作意念的源頭，有

時便是如此莫名其妙，一如白先勇自
述《玉卿嫂》的靈感︰

倒是有幾篇當時怎麼會寫成
的，事隔多年，現在回憶起
來，頗有意思。有一年，智姐
回國，我們談家中舊事，她講
起她從前一個保母，人長得很
俏，喜歡帶白耳環，後來出去
跟她一個乾弟弟同居。我沒有
見過那位保母，可是那對白耳
環，在我腦子裡卻變成了一種
蠱惑，我想帶白耳環的那樣一
個女人，愛起人來，一定死去
活來的——那便是玉卿嫂。

就因為女傭的故事縈繞心頭，
Hannah Kent憑著零碎的紀錄和史
料，為這位冰島最後死囚編寫人生最
後一頁的故事。作者曾親歷冰島的寒
冬，所以在描述蕭瑟的環境時，文字
便十分可觀。此外，本書精裝版更仿
效聖經在切口塗上顏色，深沉的封面
加上幽黑的切口，單是視覺效果已教
人渾身不自在。我是平凡人，讀這個
平凡人的故事，更有共鳴。唐浩明、
二月河等人筆下那些帝王將相，寫來
雖然有聲有色，感覺卻是極其遙遠。

如果硬要挑不足處的話，我則始終
嫌作者在刻畫死囚的心境時，流於表

面，難於令我信服。話雖如此，想起
金庸曾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寫道︰

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
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
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也太膚
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
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簡單一句「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寫下此後記前不久，金庸長子自
殺身亡），讀來使人心碎。在文學角
度，總希望作者寫得逼真；在人道角
度，則希望沒有人可藉自身經歷而把
悲劇寫得活靈活現。

《Burial Rite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2013）

1985 年出生於澳洲阿德萊

德，澳洲文學雜誌《Kill Your 

Darlings》的共同創 辦人 兼

副 總 編 輯。年 輕 時 經 扶 輪

會到冰島交流時，聽到有關

Magnúsdóttir 的故事，創作

出處女作《Burial Rites》。Hannah Kent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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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億分之一，好讀書，餘無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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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歸 樓



BOOK WRITER諺曰：民以食為天。但現代人飲食文
化，已經崩壞，而元凶之一，竟是美
國在50、60年代的綠色革命——美國
人以戰時化學原料作肥料，大量種植
玉米。這玉米本來是墨西哥人幾百
年來培植出來的植物，因為容易種植
而霸佔了傳統穀類植物的田野，最後
不但人吃玉米，連雞、鴨、牛、馬等
的飼料也用玉米了；玉米變成了人和

禽畜的餐單，最終人類吃進肚裡的，
無論是肉還是玉米，都是化學肥料。
 
但這還不是最要害的。最要害的是
現代人講瘦身、鼓吹綠色飲食，忽
略了千百年來的傳統飲食習慣。邁
可波倫（Michael Pollan）寫了《雜
食 者 的 兩 難 》（The Omnivore's 
Dilemma）以後， 還出版了《 食

物 無 罪 》（In Defense of Food: An 
Eater's Manifesto）這本反對營養食
物的著作。

在《雜食者的兩難》一書裡，作者提
到美國的有機農耕，他發現美國有
多家所謂「有機農莊」，根本就是掛
著羊頭賣狗肉，故認為有機耕作運
作不良。作者提出三大食物鏈：工
業化食物鏈、田園食物鏈（有機耕
作）和作者自己的個人食物鏈，而他
終究認定有機農作物並不切合人類
的飲食本性。
 
基本上，波倫的主要立場是反對偏
廢肉食，不僅如此，在《雜食者的
兩難》中，他更反對過分發展農業，
主張恢復傳統捕獵習慣。然而這牽
涉到動物倫理的問題，自從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書面世以來，愈來愈

多人被他的動物權益哲學折服了，辛
格更是以人類道德進步觀來看待「不
殺生」的問題。事實上，這很難說得
上是動物的權益，因為動物不懂為自
己的權益申辯，所以動物倫理的問題
最終是人類對哪些動物動情，一如作
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Why 
Look at Animals?》裡闡述以人類的
注視作為「動物倫理」的基礎。
 
這麼一來頗令人不忍吃牛排、豬排，
但作者指出，原始人類的本性，畢竟
就是以狩獵和採摘野果為飲食習慣，
而且狩獵也合乎動物世界弱肉強食的
本質。只是作者不同意部分論者將
動物看作主體的看法，他覺得，如果
要談道德，那倒不如設定一些原則，
例如若非為了果腹就不要濫捕，作
者引用西班牙哲學家加塞特（Garcia 
Ortega y Gasset）的《狩獵沉思錄》
(Meditations on Hunting)，但不認同

書中將狩獵浪漫化，並要求人們尊重
被捕獵的動物，盡量減少牠們死前的
痛苦。其實在現今世界，大自然已被
人類馴化，回歸狩獵並不容易，至於
屠宰業制度化已久，我們又可否要求
屠宰業界將動物的痛苦減至最少？這
點倒是可以實行的。

回歸我們的飲食本性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The Penguin Press 
/ 2006）

美國作家 兼記者，在加州

柏克萊大學傳媒學研究所

任 教。其 他 著 作 包 括《In 

Defense of Food》、《The 

Botany of Desire》、《A 

Place of My Own》等。

Michael Po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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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熟的 70 後，畢業於浸會
大學，主修政治與國際關
係學系，文史哲愛好者，
人到中年遂立志閱讀，為
香港及國內報刊撰寫書評，
間中創作文學作品，亦為
序言書室之義工。

C O L U M N S

序 人 書 話



1971 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後來把其有關 Perkins 的畢

業論文改編為傳記《天才的編輯》，因而獲得美國國家圖書

獎。另一作品《Lindbergh》則為他贏得1999 年的普立茲獎。

天才編輯Max Perkins有三個「兒子」：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Ernest 
Hemingway、Thomas Wolfe。發現
這三位小說家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
在出版史上留名，何況連中三元。

出版於1978年的傳記《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今年有了簡體字
新譯本，我的編輯朋友彭倫花了五
年時間在忙碌工作之餘用心譯成，
自是佳品保證。

如今距離Perkins進入出版這一行已
經一個世紀了，這個行業的百年歷
程簡直比Scott和Zelda的婚姻還要
坎坷。

亞馬遜把書店逼上絕路，Steve 
Jobs讓蘋果手機成了閱讀終端，
Google要把人類所有書籍一網打盡
變成資料庫。許多人覺得出版毫無
門檻，閱讀如此隨意，編輯根本可
有可無。

不過Perkins不僅僅是編輯，他是作
家的摯友、私人提款機、文學顧問，
有時也要當垃圾桶，聽他們傾訴糟
心事。Fitzgerald酗酒成性，當經紀
人Harold Ober無法再為他擔保時，
Perkins出手救急，一次借給這位當
時已三十好幾、被人視作過氣作家的
老朋友三萬美元。Perkins為人又出奇
地低調，從不誇耀自己的重要作用，
因為他知道，書失敗了，出版商要承
擔損失和罵名；書成功了，作者贏家
通吃，出版商只是跟在後面沾光而
已。所以無論Perkins為三個「兒子」
提過多少無價的文學建議、排憂解
難，他永遠堅持：書屬於作者，編輯
不創造任何東西。

Perkins在Scribner's出版社的詩人同
事John Hall Wheelock認為他之所以
收養這些「兒子」，是因為他有五個

女兒，每天早上和六個女人一起吃
早飯已經夠辛苦了，工作裡一定要
有幾個「兒子」才好。「兒子」之間當
然也有競爭，1933年Fitzgerald宣布
要戒酒兩個月，特意寫信讓Perkins
不要告訴Hemingway，因為「他堅
信我是個不可救藥的酒鬼」；兩年後
Fitzgerald再度戒酒時，Perkins終於
沒忍住給Hemingway寫信，說「他
總是喝得爛醉寫不出東西！你在所有
人當中大概最能得到好處」。結果好
勝心極強的Hemingway回信：「我還
以為你能幫他（寫不出東西）找到甚
麼像樣的藉口。」不過Perkins最心痛
的遭遇，還要數「小兒子」Wolfe的
忘恩負義。

Wolfe接受了Perkins的無數幫助後，
卻心生不滿，外界評論說他成功皆因
Perkins看重他，若離開了Perkins便

會一事無成。於是他總是找碴生事，
傷透了Perkins的心。當Wolfe最終改
換門庭轉投Harper出版社時，Perkins
雖心碎一地亦只能大方接受，絲毫不
失君子氣度。可惜Wolfe未能證明自
己就染病早逝，在病床上還一直糾結
自己和Perkins到底是恩還是怨。

作為20世紀美國文學經典的塑造
者，作為一個寬容忠誠、「矢志不
渝的朋友」，Max Perkins找到了
偉大的作者，並為他們的傑作找到
了讀者。

《天才的編輯》

（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5）

Max Perkins

A.司各特·伯格
（A. Scott Berg）  

Hemingway

Thomas Wolfe

F. Scott Fitzgerald

天才編輯
PERKINS 和他的三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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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WRITER

非 常 讀 者

C O L U M N S

文學博士、《上海書評》編輯、《倫
敦書評》撰稿人。理想生活是每天
睡懶覺看書看電影聽音樂，順便寫
寫字。



「如果親子理財=親子+理財；親子=
親子教育，即是將幼兒教育的重心從
兒童轉到家長身上，透過提升家長的
教育能力，從而給予孩子良好的家庭
教育，鞏固他們的成長基礎。」哥頓
寫下這道方程式後繼續說：「換言之，
親子理財=提升家長在理財方面教育
孩子的能力，是嗎？」

 「沒錯，現在我們了解方程式的前半
部分，但你知道後半部分的理財是
甚麼嗎？」我問。

找我討論親子理財的哥頓帶著困惑
地說：「我以前曾與一些所謂『個人理
財顧問』會面，忍受他們口沫橫飛的
誇誇其談後，最終給我的理財建議

就是買基金，所以我一直誤解理財
就是買基金、投資金融產品或是炒
賣股票等。」
 
我畫下一條兒童理財教育路線圖，
「這是坊間親子理財書籍常用教學方
法，先用一些家長容易受落的說話為
開場白，例如先要教導孩子學懂分辨
『需要』和『想要』，不要浪費金錢於『想
要』身上，謹記儲蓄，偶爾捐獻，儲起
來的錢別忘了投資，投資甚麼？答案
大多也是跟你那些顧問如出一轍。在
這批所謂『親子理財』的專家眼中，投
資和理財是無法分割的連體嬰，按照
他們的建議來教導孩子，表面上是學
習理財，實際上是為投資市場培養新
血，最終『理財不成反致貧』。」
 
最近再有炒股失利而自殺的個案，連
同多年儲下這類案例的剪報已有厚厚
的一大堆，哥頓一面翻閱一面感慨地
說：「那麼理財到底是甚麼？」我取過
他的筆記，寫上「理財=管理+財富」。
他笑說：「這個答案不是跟沒有回答
一樣嗎？」

「當然不是。」我分別圈起兩個詞語，
「這個方程式清晰展示理財的兩大元
素，就是『管理』和『財富』，今次我
們先講前者。」

 哥頓苦笑一下，「不少人看見『理財』
兩個字，就會像我以往一樣即時專
家上身，但是碰到『管理』這個專業
名詞，卻會感到渾身不自在，甚至
啞口無言。」
 
「對於未曾接觸這門學問的人來
說，某些管理學術語可能略帶驚
嚇成分。」我把一本《The New One 
Minute Manager》交給他，「這是經
典暢銷管理學書《The One Minute 
Manager》的2015年翻新作品，可算
是進身管理階層必讀的入門書籍，新
舊版本的內容大致相同，當中講述一
個致力尋求管理之道的年輕人遇到
『一分鐘經理』，作者透過兩人的對話
展示何謂有效的管理法門。」

哥頓笑說：「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是嗎？」
 

我笑而不答，在他的筆記寫下「One 
Minute Goals」，然後再說：「首先我
們需要設定目標（Goal Setting），所
謂管理就是運用手上各種可供使用
的資源，利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完成
這個目標。這是一分鐘經理的三大
管理秘訣之首，我認為也是當中最
重要的一個。」
 
還未講完，哥頓已經興奮地說：「我
明白了，所謂管理財富，即是透過各
種最有效率的財富管理方法來幫助
我們完成所定目標，是嗎？」
 
「沒錯，看來不用一分鐘，你已經掌
握管理學最基礎的要訣了。」我說。

一分鐘理財

兒 童 理 財

C O L U M N S

《The New One Minute 
Manager》

（William Morrow / 2015）

最具影響力的領導與管理學專才之一，與其他作者合著的暢銷書達30

多本，包括《Raving Fans: 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Customer 

Service》、《Whale Done! The Power of Positive Relationships》、

《Gung Ho! Turn On the People in Any Organization》等等。

美國作家兼行政管理顧問，現為Spencer Johnson Partners主席。作品

《Who Moved My Cheese？》（中譯本：誰偷走了我的乳酪？）多次榮

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第一位。

Ken Blanchard

Spencer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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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深 信 學 習 理
財， 應 該 從 小 開 始， 
提倡「遊戲學理財」。

WRITE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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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書中，日本往往被簡化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
一是成功地推動明治維新、進身強國的正面形象；另
一種則是殖民者、侵略者，是軍國主義的負面代表。
然而歷史的複雜與偶然，本不應由這種簡單的「二分
法」來理解。此書從台灣的觀點出發，透過 30 個關鍵
詞，深入淺出地重新解讀「日本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日
本」，發掘日本真實而多樣的面貌，不但提供歷史的
反思，更足以作為未來的借鏡。

冷戰期間，價值不菲的不是軍火和人造衞星，而是情報間諜。有「億萬情報間
諜」之稱的 Adolf Tolkachev，冒生命危險為美國提供最珍貴的蘇聯軍事科技情
報。不過，因前任 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擔心 KGB（蘇聯情報局）正鋪設
誘餌，致使 CIA 與這位俄羅斯人的合作之間充滿懷疑和恐懼。究竟是甚麼原因讓
Tolkachev 出賣自己的國家？又是甚麼差錯令這位間諜最終被 CIA 內部成員出賣給
KGB ？一切歷史疑團的驚動真相，《The Billion Dollar Spy》為你一一揭開。

《The Billion Dollar Spy: A True Story of 
Cold War Espionage and Betrayal》

（ David E. Hoffman ／ Doubleday ）

《大人的日本史》
（涂豐恩著／平安文化）

鍾文略當年手執一部 Rolleicord Vb F3.5 相機，
穿街過巷，以銳利的目光及精采的構圖，攝下一
張張黑白寫實照，記錄上世紀 50 到 70 年代香
港普羅百姓的戰後生活。本攝影集從他的作品中
挑選百多幅極富藝術感的照片刊印，乃香港歷史
的珍貴遺產，加上三位知名歷史學者從歷史視角
為照片補上說明，從中可回味昔日香港情懷。

《這代人的街角──香港民生影像1950-1970》
（鍾文略攝；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編著／商務印書館）

30 年前，《野火集》誕生於一個壓抑的時代，
鼓吹呼喊和行動。30 年後，《野火集》到達一
個大鳴大放的時代，鼓吹的不僅只是呼喊和行
動，還有深思、智慧和信心。作者在 30 周年
紀念版中加入按語及對當年社會反響的回憶，
同時附上演講與專訪，有助了解個中背景與意
義，讓這把野火「延」燒。

《野火集》（三十周年紀念版）
（龍應台著／天地圖書）

作者從社會和歷史入手，透過歷史檔案、官方文件、
報 章 報 道 以 及 50 多 位 在 不 同 年 代 入 職 的 女 警「 現 身
說 法 」， 展 現 香 港 女 警 們 不 平 凡 的 60 年。 檢 視 女 警
的歷史，也是在回顧香港近代的大事，包括戰後難民
問題、發展新市鎮、越南船民問題、大型示威遊行及
社會運動等，揭示女警的使命隨年代轉變。

《香港女警六十年》
（陳效能、何家騏著／商務）

NEW RELEASES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引頁碼
Anticipating Surprise: Analysis for Strategic Warning Cynthia M. Grabo Univers i t y  P ress  o f  Amer ica, 

Incorporated
 4

Burial Rites Hannah K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7
Good to Great Jim Collins HarperBusiness 20
Great by Choice Jim Collins HarperBusiness  9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Michael I. Handel Frank Cass & Co. Ltd  7
Outliers Malcolm Gladwell Back Bay Books 20
Purpose Driven Life Rick Warren Zondervan 20
Surprise Attack: The Victim's Perspective Ephraim K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The Art of Pro�tability Adrian Slywotzky Mercer Management Consulting 11
The Billion Dollar Spy: A True Story of Cold War 
Espionage and Betrayal

David E. Hoffman Doubleday 34

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 Allen W. Dulles The Lyons Press  6
The Firm: The Story of McKinsey and Its Secret 
In�uence on American Business

Duff Mcdonald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11

The Great Game: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Espionage Frederick P. Hitz Alfred A. Knopf  7
The Meditations Marcus Aurelius Penguin UK 14
The New One Minute Manager Ken Blanchard、

Spencer Johnson
William Morrow 33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Michael Pollan The Penguin Press 28

Wealth & Power Orville Schell、
John Delury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1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Peter Thiel Crown Business 22

一百件洋裝 艾蓮諾．艾斯提斯 維京國際 17
不開會的 CEO 莊偉忠 天窗出版社 21
大人的日本史 涂豐恩 平安文化 34
天才的編輯 A. Scott Berg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30
富足一生 東尼 天窗出版社 21
復原力 蔡東豪 天窗出版社 12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半藤一利 重慶出版 24
灌溉心靈的半杯水──沈祖堯最想分享的感恩故事 沈祖堯 皇冠出版社 17
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 食貨 20
談玄述異 葉漢良 知出版 12
這代人的街角──香港民生影像 1950-1970 鍾文略（攝影） 商務印書館 34
野火集（三十周年紀念版） 龍應台 天地圖書 34
青春出於籃 陳葒 獲益出版 17
香港女警六十年 陳效能、何家騏 商務印書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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