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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三十年，出版由專業變得平民化，最後走到
無紙化，全因七十年代開始的個人電腦革命。
今期的主題，我們介紹由Walter Isaacson寫

的《Steve Jobs》。

閱讀材料膨脹的速度越來越快。選擇，成為了這個時代
的閱讀障礙。《閱刊》在構思的時候已經清晰定位，
作出「說書人」的使命，就是幫助讀者選擇。

事實上，我們這一群說書人不單是提出選擇，而是在說
服讀者，我們選擇背後所反映的價值和哲學信念。

思想的載體，不單是書，還有大眾媒體，以及因網路興
起的小眾媒體。《別想擺脫書》的作者和說書人謝毅
都是愛書人，他們共通的信念就是：書是作者將思想精
煉出的結晶。寫作和閱讀，其實是同一個銀幣的兩面。
了解到書是甚麼一回事，我們閱讀時也會立體地思考文
字背後的歷史與文化。

今期《閱刊》評介 Timothy Ferriss 所寫的《4-Hour 
Workweek》、《4-Hour Body》和《4-Hour Chef》，
正是回應這個年頭選擇太多、時間太少的問題。作者

利世民
《閱刊》社長

以實驗的方法，去找出如何有效工作、有效管理自己
的身體以及如何以最快的時間有效地去學習技能。

《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講思考方法和陷阱。
這本書未必是討論最深入的一本，但正如武學家所講：
「出處不如聚處。」對於大多數人來講，掌握任何學問，
關鍵是廣闊的視野，融會貫通；下一步，才講究怎樣深
化成內在自我的一部份。

現代和古代，最大分別是現代人有了機器的幫忙，超越
了許多往昔的自然限制。《The Secret of the Ages》作
者 Robert Collier是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人，他的作品反
映了美國人「凡事皆有可能」的冒險精神。在大西洋彼
岸，歐陸文化對新時代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今期人物介
紹的尼采，正好代表這個時期歐陸哲學家對人類文明發
展的反省。

今期我們也評介了當代政治哲學家Michael Sandel的
《What Money Can't Buy》，討論究竟資本主義和市場
的極限。回到最根本的問題，究竟有甚麼是我們憑人力
可以改變得來？世界上有些甚麼大自然法則，是我們改
變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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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According to    

2007年 1月 9日，蘋果在網
站上寫著：The first 30 years 
were just the beginning（最

初的三十年只不過是個開始）。
Steve Jobs 也在當日宣佈，蘋果
將在三十周年時推出 iPhone。在
iPhone之前，蘋果推出過不少劃時
代意義的產物，難得在成立三十年
之後，這間公司仍然有勇氣和能力
去突破過去的成功。

三十而立，這個年份似乎對 Steve 
Jobs有非常特別的意義。1985年，
Steve Jobs在三十歲生日派對的請
柬上寫著：For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your life, you make your habits. 
For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your life, 
your habits make you.（ 最 初 的
三十年，我們建立人生的習慣。之
後的三十年，是習慣定義我們。）

當年的 Steve Jobs，意氣風發，不可一
世。但也在三十歲的那年，他被迫淡
出蘋果。表面上的衝突，是Macintosh
電腦的銷售未如理想，Steve Jobs和當
時的蘋果董事局以及CEO John Scully
在營運方針上有分歧。

離開了蘋果的 Steve Jobs，創辦了
NeXT。這間公司出品的電腦，也是

劃時代的產物。我讀大學時，有幸
在工作的研究室接觸過一部，這台
全黑立方體的機器，確實具備令人
一見難忘的魔力。可惜定位太超前，
定價更超越了一般人的想像，最終
叫好不叫座。1997年，蘋果為了
更新Macintosh作業系統而收購了
NeXT，Steve Jobs重投蘋果，NeXT
的作業系統 NeXTStep也是後來蘋
果電腦作業系統Mac OS X的核心。

1986年，當 NeXT仍然在開發的
階段，Steve Jobs也從星戰電影製
作人 George Lucas手上收購了電
腦特技製作公司 Industrial Light & 
Magic，並改名成 Pixar。誤打誤撞
之下，Steve Jobs卻找到了將電腦
技術和藝術融合的平台。1995年
跟迪士尼合作推出的動畫電影《Toy 
Story》（中譯：反斗奇兵），改寫
了動畫製作的標準。往後的十多年，
迪士尼所有成功的卡通人物，幾乎
都是 Pixar的作品，令迪士尼不能
沒有 Pixar。2006年迪士尼提出以
換股方式收購 Pixar，Steve Jobs也
因此成為了迪士尼單一最大股東。

關於 Pixar，還有一段小插曲。話
說這家動畫製作公司的頭炮《Toy 
Story》，構思就是：「假如我們身

邊的物品有思想有感覺，他們的世
界會是怎樣？」一直以來，Steve 
Jobs都希望可以令消費者覺得其出
品有一種生命力，所以他對《Toy 
Story》的故事格外投入感情；甚至
其間合作的迪士尼差點放棄計劃，
Steve Jobs仍然堅持以自己的資金
讓電影完成。

回到瀕臨破產的蘋果，Steve Jobs
在 1998 年 推 出 iMac。 由 1997
年 Steve Jobs 回 歸 到 2007 年 推
出 iPhone，十年間，行業不但經
歷了科網泡沫和爆破，以微軟作業
系統為首的個人電腦生態圈，步入
割喉式競爭的局面，惟獨是自成
一格的蘋果電腦不受影響。2007
年 1月推出 iPhone的同時，Apple 
Computer正名為 Apple Inc。作出
宣佈的一刻，Steve Jobs清晰地預
見，行業的發展不再是電腦；各種
隨身的產品，尤其是智能手機，才
是資訊科技的未來。

被 Steve Jobs從破產邊緣拯救回來
的除了蘋果電腦，還有音樂行業。
90年代尾，網上盜版音樂的問題
令唱片業頭痛不已，蘋果在科網泡
沫爆破後才推出 iPod和 iTunes，輿
論幾乎一致懷疑。結果，iTunes現

喬布斯的眼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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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JOBS

有超過五億個常客，每年環球銷售
額以十億美元計；截至在 2013年
第一季，經 iTunes售出的歌曲逾
250億次下載。時至今日 iPod的銷
售雖然已經不再是蘋果最重要的收
入，但是如果沒有由 Mac到 iPod
這一個步驟，很可能不會演進出
iPhone。

Steve Jobs的人生，有如希臘神話
中的英雄，也是美式成功故事的典

範：少年得志，然後陷入低潮，排

除萬難後再次崛起，成就超越過去

的高峰。Steve Jobs回歸蘋果，改
變的除了他的世界觀，也改變了企
業的內涵。

早在 1981年，蘋果已經有員工說
Steve Jobs具備扭曲現實的魔法力
場（Reality Distortion Field），以令
身邊的人對現實世界產生截然不同

的 觀 感。The World according to 
Steve Jobs─ 這句不是恭維說話，
而是 80年代蘋果小圈子中的一句
暗語，用來形容 Steve Jobs不切實
際的各種要求。

凡是跟 Steve Jobs有接觸的人，都
異口同聲地說他既是首屈一指的
推銷員，同時又是一個冷酷無情
的霸王。他的一位前度女友甚至
懷疑，Steve Jobs患有「自戀性人
格 異 常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他只敬重那些有強烈主見的人。

Steve Jobs不只一次表明：人生，
意義不在於要別人去喜歡他。他只
要事實去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
確。與他共事的人，幾乎每一個都
曾發生過節，最經典的莫過於 Steve 
Jobs與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那一
段二十多年的恩怨。

話 說 在 1984 年 推 出 第 一 部
Macintosh的時候，Steve Jobs已經
是電腦界的巨人，反而微軟還在起
步階段。Steve Jobs找 Bill Gates幫

著名教育智庫 Aspen Institute主席兼行政
總監，曾出任 CNN主席及《時代周刊》行
政總編輯。著作圍繞天才人物傳記，筆下人
物除了 Steve Jobs，還有富蘭克林、愛因斯
坦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Steve Jobs》
一書獲獨家授權；作者由 2009至 2011
年被 Steve Jobs 邀請 進行 超 過 40 次訪
談，並安排接觸同事及同業對手以搜集資
訊。Steve Jobs 答允絕不過問內容，惟獨
封面設計及書名必須以最簡約形式處理。 
《Steve Jobs》 在 2011 年 10 月 24 日， 
也就是 Steve Jobs逝世19天面世。

延伸閱讀：《Jony Ive - The Genius Behind 
Apple’s Greatest Products》 by Leander 
Kahney

作者
Walter Isaacson

2008年在產品發佈會上，Steve Jobs引用Mark 
Twain名句，闢除他逝世的謠言。

電腦界的那些年：微軟蘋果聯手開發Macintosh。

他只敬重那些有強烈
主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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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和蘋果，前者是希望專注做橫
向跨平台的軟件，後者要縱向整合
用戶的使用感受，兩間公司的兩個
創辦人，有兩套截然不同的哲學，
但 Steve Jobs和 Bill Gates，兩人惺
惺相惜的同時，卻又覺得對方比不
上自己：Steve Jobs認為 Bill Gates
沒有品味，眼界窄；Bill Gates則認
為Steve Jobs對技術認識不夠深入，
不是真正的技術人。

2007年在一個叫做 All Things D的
場合上，Steve Jobs和 Bill Gates兩
人罕有地同台接受訪問。不過在這
次同台之前的幾天，Steve Jobs接
受另一家媒體訪問被問到在微軟作
業系統上開發 iTunes的經驗時，他
說：「就像向地獄裡的人送上一杯
冰水。」

到了同場接受訪問當天，Bill Gates
劈頭第一句便打趣說：「我想我是
從地獄來的使者吧？」Steve Jobs
笑而不語，只遞上了一支清水，令
本來凝固了氣氛，瞬間融化。事實
上，Bill Gates老早就從微軟退下
來，Steve Jobs的評論他未必放在
心上。不過，Steve Jobs掌握氣氛
和情緒的能力，一樣教人歎為觀止。

Steve Jobs是個表演者，有藝術家
的脾氣，但最出色的地方，卻是他

直覺知道，怎樣的設計可以觸動人

訪時他說：「沒有 Steve Jobs，許
多概念可能也沒有機會變成事實。」

Steve Jobs逝世後，外界不少猜測
以為蘋果會由 Jony Ive掌舵，最
終卻由「大管家」首席營運長 Tim 
Cook接任。事實上，在過去至少十
年，台前是 Steve Jobs和 Jony Ive
領導產品，在後方則由 Tim Cook
主持擴大產能和分銷，將物流和庫
存管理推到極限。

Steve Jobs、Tim Cook 和 Jony Ive
這個黃金組合，實在是難能可貴。
一定程度上，可以說 Steve Jobs對
Tim Cook的信任不遑多讓，交棒予
Tim Cook而非 Jony Ive，有理由相
信是 Steve Jobs親身經歷過 NeXT
和Macintosh的挫敗，知道設計再
好，也必須有強大高效的行政機械
去維繫。說到底，Steve Jobs晚年
不但為人少了點霸道和戾氣，也想
到如何讓自己一手一腳創辦出來的
蘋果可以繼續推陳出新。

蘋 果 多 年 來 的 口 號 是 Think 
Different，其實在最深層次的主張，
除了以不一樣思考角度，更重要是

那份自我性。

忙去開發應用軟件。兩人起初的合
作非常順利，直到 Steve Jobs發現
微軟也在開發以圖像為本的作業系
統，他大發雷霆，說微軟在和蘋果
合作的時候，盜取了他們的概念。

Bill Gates說：「不。我們都有個富
有的鄰居叫做 Xerox。Steve Jobs偷
了他家的大電視，我也在那裡拿了
點好處。」事實上，蘋果自身開發
的技術不多，但勝在懂得將已存在
的技術組合起來，變成一整套系統。
某程度上，Bill Gates說的沒有錯。
不過，自從這次交惡，微軟和蘋果
勢成水火。及後，Steve Jobs離開
蘋果創辦 NeXT，這時正值微軟作
業系統冒起的黃金廿年，Steve Jobs
找 Bill Gates幫忙，這次 Bill Gates
不但拒絕，更不斷公開表示看淡
NeXT，致兩人關係更加惡劣。

話雖如此，1997年 Steve Jobs回
歸蘋果時，Bill Gates卻出資為這
間瀕臨破產的公司解決財困。Bill 
Gates出錢幫忙對手不全是善心，
策略上，微軟是要他們的 Office軟
件繼續可以跨越不同平台運作。

Jony Ive在蘋果一直都是靈魂人物；從前是 Steve 
Jobs在產品設計上的代言人，現在是蘋果由軟體
到硬體所有產品的總設計師。

1984 年的 Super Bowl，蘋果播放以 George 
Orwell的《1984》為構想藍本的廣告，寓意蘋果
打敗 IBM，掀起一時熱潮。

心。許多人覺得，設計和表演，都
是門面功夫，沒有內涵。可是 Steve 
Jobs的人生，不但顛覆了技術，也
顛覆了我們對美學的觀念。

Steve Jobs的哲學，簡單也一致。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喜歡甚麼，不喜
歡甚麼，他要見到自己喜歡的事物
出現，不計成本，也不用別人肯定。
對於沒有感覺的事物，他不在乎是
否存在。所以設計產品時，未做到
那個境界，他寧願推倒重來。

多數大企業的產品開發，都會做一
輪市場調查，然後經過統計分析，
科學地計算贏面，才拍板決定。蘋
果的方法卻是由 Steve Jobs說了算
數；有成功的產品，也有失敗之作。
當然，在大眾的集體記憶中，留存
下來的都是成功的代表作。

事實上，自從 1997年回歸蘋果，
Steve Jobs的工作模式有微妙的轉
變。以往單憑個人的決斷，如今在
蘋果旗下有一隊產品設計師，由蘋
果的二號靈魂人物 Jony Ive帶隊。
Steve Jobs曾經講過，在公司裡，
除了他本人，有最大執行權力的人，

就是 Jony Ive。

Jony Ive是英國人，出身工藝世家，
自小立志成為設計師，未在工藝學
院畢業之前，已嶄露頭角。據說他
在第一次接觸蘋果電腦，就愛上這
間公司。1992年，他獲邀加入蘋
果，可是一直未有真正發揮的空
間。正萌生去意之際，Steve Jobs
回歸，兩人一拍即合。頭炮正是以
透明外殼鑄造一體化的 iMac ─ 十
年來首次有消費者通宵排隊搶購蘋
果產品。

Jony的職責是產品設計，但本質上
他是藝術家。Steve Jobs創辦 NeXT
的時候，有近乎絕對的自由去實現
他的唯美主義，他的堅持之一，就
是要求模具廠家做到出品的機殼完
美無瑕，就算使用者見不到接觸不
到的地方，一樣要沒丁點瑕疵。

Jony Ive正是有這種對完美的執著，
得到 Steve Jobs的信任絕不出奇。
iMac推出之後，Jony Ive在蘋果的重
要性不斷增加，與別的部門摩擦也越
來越多。先是工程部負責人，後來是
iPod產品負責人，最後軟件開發負
責人。每一次 Steve Jobs都支持 Jony 
Ive；一定程度上，Jony Ive代替了
Steve Jobs，成為了矛盾的核心。

雖然 Steve Jobs和 Jony Ive有極緊
密的工作關係，可說是亦師亦友，
但 Jony Ive應付 Steve Jobs時，也
會耍點手段，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Steve Jobs有時會將 Jony Ive的構
想，當成是自己的創見，令到 Jony 
Ive感到有點不快。說到底，兩個
人有著同樣的特性，就是對概念原
創性的執著；許多創作人，老是因
為誰是原創者而爭論不休。Jony Ive
在這個問題上，其實算是世故，被

Tim Cook 的強項是營運，Steve Jobs 將蘋果
CEO一職傳給他，對公司好，也減少創作大腦
Jony Ive的壓力。

利世民
《閱刊》社長，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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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Different， 除 了
以不一樣角度思考，
更重要是那份自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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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
暢銷書《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以 99個
短章節，簡單介紹思維上的偏差、謬誤、幻覺等
常犯的錯誤。

• Peter Bevelin的《Seeking Wisdom》

•  Nassim Taleb的《Fooled by Randomness》

• Christopher Chabris和 Daniel Simons的《The Invisible Gorilla》

• Daniel Kahnemen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

• Robert Cialdini的《Influence》

瑞士作家，1999年 33歲時創立
getAbstract出版書籍及文章精讀
撮要。2003 年開始寫作小說，
主題圍繞成功及僥倖。2012年
出 版 的《Die Kunst des klaren 
Denkens》，也就是《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之德語原著，
旋即打入德國及瑞士暢銷書榜首；
翌年，英文譯本在多個市場發行，
佔據各地暢銷書榜高位。

作者
Rolf Dobelli

利世民
《閱刊》社長，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清單上的書，都曾佔據暢銷榜。要
是曾經讀過相關作品，再讀《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不會有
任何啟發。全書沒有深入討論，甚
至以上的不少作者，都說這本東湊
西拼的作品，是抄襲別人的作品。
但從方便的角度看，讀一本書可以
概覽至少五本書的精華內容，對繁
囂都市的繁忙讀者而言，有一定吸
引力，也難怪《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能輕易打入各大暢銷書榜。

99個章節，略嫌多了一點，編排亦
看不出有任何邏輯可言。

讀書的功夫，就是將零散的內容，
歸納出基本原則。其實全書 99個
章節，離不開三大盲點：

一、人是尋求意義的動物，總會想

找出事情的因果。獨立事件，只要
發生的時空相近，我們就會抵受不
住誘惑，去聯想當中有些甚麼關係，
穿鑿附會一廂情願地憑感覺，去解
釋我們見到的現象。

二、人的直線邏輯思維模式，未進
化到可以配合現代生活。天生的思
考陷阱，限制了我們處理分析事情
的能力。

三、一個人思想，很難被自己的思

想去分析。換句話說，要抽離地
拆解自己的思想，不是沒有可能，
但此等層次的醒覺，古往今來又有
幾人？

或許我們永遠都不會擁有完美不
犯錯的腦袋，但是我們在建立良好
的思考習慣，盡量去避免跌入已知
的思考陷阱，例如在作出重要的決
定前，考慮事件在統計上的基準數
字（baseline estimate）、在抉擇
時提醒自己不要只局限在眼前的
選項等。

決斷和執行的問題，另一本值得參
考的作品，是 Heath兄弟合著的
《Decisive》。

近年就同樣題目寫成相關的書籍，
多不勝數，但最主要訊息離不開以
上綜合的三大原則。每日作出各種
大小決定，例如中午吃甚麼，周末
看哪套電影，其實都沒有真正的對
與錯可言，要是每個決定都用足十
成心力，人生的樂趣也大打折扣。
可是到真正對人生有影響的重大抉
擇，卻不得不格外留神。判斷甚麼
要慎重，甚麼事情可以隨遇而安，

才是好人生的最關鍵因素。

說
書
人

作者 Rolf Dobelli坦言，結集起來的是多年來的讀書筆記，提煉成濃
縮精華。我自己曾經讀過的，包括以下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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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文
化

LIFE STYLE

《四小時》
致勝秘技

幾
年前開始發福，為了避免
肥過部電單車，四處尋
找減肥方法。無意間找到

《The 4-Hour Body》。抱著一試無
妨心態，照著書中的方法實踐，一
個月後，果然減了 5kg，腰圍亦減
了兩吋。不要以為是節食做運動等
老方法，實情是減肥的那些日子，
只改變了一些小習慣，我從未捱過
餓，亦未曾進行甚麼地獄式訓練，
均勻的身形一直沒有改變。

自此以後，開始留意 Timothy Ferriss
的作品。

作者 Timothy 有三部書，都是以
The 4-Hour開頭命名，分別是《The 
4-Hour Workweek》、《The 4-Hour 
Body》及《The 4-Hour Chef》。

《The 4-Hour Workweek》表面上講
如何用最少時間完成手頭上的工作，
而達到生活自由。這主題和十年前
大熱的《Rich Dad Poor Dad》有些
相似。不同的是，本書最重要的中
心思想，是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

一般都市人的生活模式，不外乎花
三分二的時間，打一份自己不甚喜

曾被Fast Company提名為「2007
年最有創新力的商業人物」之一，
也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與《商業周刊》書籍排行榜 No.1
暢銷書、已以 35種語言刊行全
球的《一週工作 4小時，晉身新富
族！》。

作者
Timothy Ferriss

歡的工，另外三分一時間休息。好
彩的，65歲退休，雖然有車有樓有
番狗，但過往所有精力花了在工作
上，忘了初衷，老來想做甚麼也是
有心無力。這令人不禁想起，周星馳
那句「做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
乜分別？」

與其把生活放在將來，倒不如為現

在負責，重新思考現在想做甚麼，

不想做甚麼。人生事業上兩大問題，

一是你想成為甚麼人；二是你想人

生上做些甚麼事。我們往往本末倒
置，把精力集中注意在想成為甚麼人，
卻忽略了做了些甚麼事才令我們人生
過得豐富。

由重新計劃願望清單開始，到深入
建議如何擺脫無休無止的工作泥
沼，例如把不重要的工作刪去，重
要又不能刪的工作，把它狠心外判；
控制自己看電郵玩WhatsApp、
Facebook的頻率；如何用最短時間
成立自己的生意；在工作之間插入

短暫退休，代替虛無飄渺的長期退
休等等，一籮子建議，可讓我們的
生命做到更多。

第二部《The 4-Hour Body》，是作
者花了十幾年時間，用自己身體做
白老鼠，進行一連串實驗後的報告
成果。包括減體脂、增重、短時間
內（通常是三個月）把一種運動練
成專業（世界頭 5%）的程度。

雖然書中的理論似是而非，多數是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中的
low-carb diet（低碳水化合物飲食）
不為主流醫藥界接受，但是其中減
體脂、增重等經本人嘗試，功效尤
其顯著。有心人只需照辦煮碗，成
果自然可得。本書可算是本人的武
林秘笈。

第三部是《The 4-Hour Chef》。表
面上它是講煮飯仔，和市面上的菜
譜無分別，實際是本書最精華部份
是開頭的 Meta-Learning system。

華少
職業雲遊四海，但求人生貴而不富，
各安天命。

說
書
人

“Living like a millionaire requires doing interesting 
things and not just owning enviable things.”

Meta-Learning system就是用最少
時間精力，掌握一門技巧的方法。

這個主題，是三部曲的核心，終於
在這一本深入淺出的詳細披露。

「煮飯仔」作為這本書的主題，
是因為烹飪本身博大精深，作
者示範大家可在短時間全面掌
握這門技術，以證明他的 Meta-
Learning system 可 行。 當 然 如
果讀者們單純地想找一本簡單
的烹飪入門書，大可跳過 Meta-
Learning 部份，亦可得到學懂基
本煮飯仔技巧。

縱觀三部曲，作者不諱言其中主
要心法是 20/80 理論：即是幾乎
80% 的成效來自 20% 的工作。最
重要的是認清楚哪 20% 是重點，
自然慳了 80% 的時間。Timothy 
Ferriss 的三部曲是近年難得實用
的 Self-help 系列，希望大家有所
得著，亦期待作者下一部 4-Hour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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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ING

雖
說閱讀是一種從小培養而
成的習慣；有些人天生就
是有書緣，書不離手，但

也有不少孩子對閱讀總是提不起勁。
隨著年月漸長，當孩子要閱讀的故
事愈來愈長，內容意思愈來愈複雜，
小朋友就更因為面對艱深的文字，
又缺乏持續閱讀的耐性，放棄閱讀，
成長後從不染指書本的，大有人在。

兒子今年小學一年級，女兒讀三年
級，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經過這
幾年的體會，我認為閱讀絕對不是
小朋友個人的事，而是爸爸媽媽也
要一起努力參與和建立的習慣。

我們一家2011年夏天移民到了美國
的弗吉尼亞州費郡（Fairfax County, 
Virginia），其時六歲的女兒 Aimee
剛於香港幼稚園畢業，將升讀美國
小學一年級。從小到大都在香港受
教育的我，初次接觸這地方的教育
系統，令我明白為何這個費郡校區
長駐全美國的首五名之內。在美國，
一個好的校區，往往會吸引大量移
民，帶動地區經濟增長。

香港主流小學教育，普遍著重功課，
默書、測驗和浪接浪的考試。先別談
林林總總的課外活動和興趣班，孩

子們能專注在閱讀的時間畢竟有限。
雖然很多學校都讓孩子每周到圖書
館借書，但重點是每次閱讀完畢必須
交一篇讀書報告，本末倒置下，孩子
對閱讀的興趣便變得淡薄了。

我認識的香港家長，就算想為孩子
找尋課外書以增強他們的閱讀能力
（特別是很多父母希望小朋友多看
英文書學好英文），卻苦不知從何
入手，如何才能挑選有趣味又合乎
孩子程度的教材。見過不少父母在
書展熱心地買了很多圖書回家，小
朋友卻沒有興趣多看一眼。

善用指標 因材施教

相對香港教育視閱讀為課外活動，
在費郡，當孩子一踏入校園，學校
給予他們的閱讀訓練是十分專業及
有系統性的。每間學校都有一位閱
讀主任（Reading Specialist），專門
教授及統籌所有閱讀訓練相關的事
宜。校區亦於學生不同階段安排一
系列的閱讀評估，實行拔尖補底，
因材施教。

費郡的幼稚園是包涵在小學教育
內，孩子滿五歲才正式入讀幼稚
園，一年後升小學一年班。當然，
現在很多家長都會讓孩子由三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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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內容  深入思考

Aimee就讀的小學，所有小一學生
每日都會因應自己的水平，到課室
的圖書閣借取一本圖書。學校每天
的其中一樣家課，就是要小朋友閱
讀最少二十分鐘。小朋友可以反覆
閱讀這本書數次，之後，小朋友要
概括複述故事的內容重點。當小朋
友的表達及組織能力還在建立中階

段，家長可以問小朋友一些故事書

內的“Wh” 問題，如： 

Who are in the story?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Where did it happen?
When did it happen? 
Why did it happen? 

大多數小朋友都可以流暢地讀出整
本書的所有文字，如果沒有真正的

消化內容，結果書是讀過了，卻沒
有理解。讓他們將故事重點複述，
就是培養理解力。在這初步培養閱
讀的階段，一般故事都會比較直接，
不需要孩子思考太深層次的意義。待
這個基礎建立之後，家長可以引導
孩子再深入探究故事的意義，例如：

Who is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Why?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the 
story? 

How do you feel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What have you learnt from reading 
this book?

千萬別小看這二十分鐘。這不但為
孩子打好了閱讀的基礎，當你和孩
子討論的時候，你會發現對子女的
內心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一周上兩三天學前班（Pre-school），
令小朋友上幼稚園前已習慣紀律及
有點學習基礎。 入幼稚園後，學校
基本上不會給孩子功課，反而將重

點放在集中訓練小朋友認讀常用字

（Sight words）。每年 11月及至 4
月，學校為每位學童進行一個名為
DRA2 WA （Developmental Reading 
Assessment Word Analysis） 的 評
估，以量度孩子對認字及語音等的
認知。滿分為 193分 ─ 11月份
的指標分數（benchmark score）是
61；4月份的指標分數是 167。若
然孩子在任何一個階段不達標，學
校便會安排老師於每天的自由活動
時間集合未能達標的學生，以小組
形式重點教授。至於任何大幅度超
越指標分數的孩子，學校亦會將他
們集中起來，由閱讀主任安排適合
其程度的書本給他們閱讀。

升上小學一年級，學校便會安

排 學 生 再 進 行 一 個 名 為 DRA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R e a d i n g 
Assessment）的評估，以決定學生
從哪一水平作為基礎，因應能力培

訓閱讀技巧。

在美國，不同的學校會用各種指標
評核孩子的閱讀能力，除 DRA之
外，還有 Lexile、Guided Reading 
Level等等。很多兒童圖書出版商亦
會在書本上列印出不同標準下該圖
書的水平，以方便學校、家長及學
生選擇合乎水平的讀物。

家長先做好資料搜集，再帶小朋友到圖書館，可助他們更易找到合水平的讀物。

在網上書店，可找到不同基準下圖書的閱讀水平
資料。家長更容易為子女找到合乎水平的圖書。

曾任職金融機構高層。為了下一代，
2011年毅然舉家移居美國，專注家庭，
閒時在學校圖書館當義工，並研究教育
和兒童發展心理學。

專
欄
作
者

颽思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romHKtoUS

循序漸進   自信成長

學校每幾個星期就會為小朋友重新
評估一次他們的閱讀水平，要是達
標，就會給他們新級別的圖書；要
是還未達標，老師就會集合小組，
改善他們的閱讀理解技巧。一般小
一學生到全年學期完結時，DRA水
平達 16級便屬於達標，小學二年
級生全年學期結束的 DRA水平指標
是 28。

Aimee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們在
家都只是說中文，也沒有刻意教她
英文。小學第一次評估，她閱讀能
力的 DRA Level是 4，相當於一般
美國幼稚園畢業生的閱讀水平。第
二個學期完結，她已進步至 Level 
12，到全年學期完結時，她的水平
是 28，即是已經達到比她高一年級
學生的水平。

在這段日子，我慶幸學校有這個科
學化的評估，令我了解她的能力。
在培育她閱讀能力的過程中，我也
可以很容易地挑選適合她的圖書，
令她可以循序漸進地提升閱讀能

力，沒有令她浪費時間在並非她學
習領域的書籍，又或打擊了她的自
信心。

雖然在香港沒有正式的 DRA評估，
但我認為家長可自行嘗試找出子女

大約的閱讀水平。例如對於小學一
年級的孩子，方法是先給予一本
DRA 6的圖書（比合年齡的水平稍
低），讓小朋友閱讀數篇後把書收
起，叫他們複述故事；如果可用自
己的語言重組概要，即表示小朋友
基本已可應付該水平的圖書。下一
步是給孩子高一級（即 DRA 8）的
書閱讀及複述，如是者提升圖書的
水平，直至小朋友開始感到困難，
便表示其閱讀水平大約在此。家長
可多選擇該級別的圖書，陪同孩子
每天閱讀及複述，經過一段時間，
閱讀理解水平必漸漸提升。

下期《閱刊》開始，我將會在這個
專欄分享教導子女閱讀的技巧，介
紹時下最受美國家長和學童歡迎的
英文故事書系列（chapter books），
以及非小說類兒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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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愉快閱讀
成立「新閱會」 鼓勵細味開卷樂

古諺語有云：「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一個人讀書可以享受浸淫在文字和情節的變化當中，而

一班喜愛書的人聚在一起，則可以交流不同的讀書新角度。新鴻基地產（新地）多年來對推廣

閱讀不遺餘力，透過不同活動支持香港文字創作及文化發展，當中包括「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資助基層兒童參觀書展、推出探討香港人閱讀風氣的「新地喜『閱』指數」、資助出版免費雜

誌，以及舉辦與閱讀有關的公開講座等。為進一步推動閱讀及全人發展，新地早前宣布成立「新

閱會」，並已舉行成立儀式及首場講座。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中）、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右二）、教育家何文匯教授（左二）、資深傳媒人劉進圖（右一）及著名演員黃秋生（左一）
一同主持「新閱會」啟動儀式，鼓勵更多人閱讀感受當中的樂趣 。

「新閱會」獲不同界別的名人會員支持，並於成
立儀式上推薦心水書籍，當中包括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許曉暉、教育家何文匯教授、資深傳媒人劉
進圖和著名演員黃秋生等。而新地主席兼董事總
經理郭炳聯亦代表名人會員向鮮魚行學校贈送圖
書，鼓勵年青一代及社會不同階層享受閱讀的樂
趣，從而自我增值。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表示：「成立『新
閱會』是希望透過這個平台，分享輕鬆愉快的閱
讀體驗，並期盼所有人都能夠於當中發掘自己的
新天地。我們歡迎所有喜愛閱讀的人士加入，希
望透過精采的文化活動，包括名人嘉賓閱讀講
座、閱讀寫作營、本土文化導賞團等不同方式，
將閱讀融入生活當中。」
「新閱會」亦隨即舉辦首個活動 ─「當之乎者也
遇上 Yo 」— 經典文學與流行文化講座，由著名
演員黃秋生、港大音樂系主任陳慶恩博士、以及
新晉作家梁偉洛主講，《閱刊》主編李兆富擔任
主持，以現代人的思維探討經典文學對當代文化
的影響，即使成長的背景不同，但大家都認同古
典文學為流行文學提供豐富的養份，唯有堅固的
根基，才能成就源源不絕的創意。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左）代表一眾名人會員向鮮魚行學
校送贈好書，由校長梁紀昌及學生代表接受。

黃秋生、陳慶恩教授、可洛及李兆富於「新閱會」首個活動─「當之乎者也遇上 Yo 」— 
經典文學與流行文化講座擦出火花。

新地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郭炳聯先生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許曉暉女士

《喬布斯傳》

名人嘉賓 好書推介

蘋果教主喬布斯提到成功的領袖必須

把目光放遠，無謂計較眼前得失。最

後兩章強調開發產品必須滿足客戶的

未來需要，並堅持質素先行，利潤其

次，這份高瞻遠矚的視野確令我大開

眼界！

這本書結集了多部先賢讀過的經典文

學作品，例如《三字經》、《千字詩》、

《千字文》等，內容圖文並茂，特別

適合年輕人閒時寓閱讀於學習。

《國學初基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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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文
化

LITERARY CULTURE

別想擺脫書
電子書將會取代印刷書，似是不爭事實。
問題是，速度有多快？程度有多大？
另一方面，現在甚麼都要形象化，就連傳統的
報紙新聞，都可以「動」起來，書作為傳播知識的媒體（簡
稱工具，大陸叫「載體」），
是否已經過時？

意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
論家和美學家，著作甚豐，包括
著名小說《玫瑰之名》，後被改篇
成同名電影，傳頌一時。

作者
Umberto Eco

法國著名作家、劇作家及電影
編劇，曾經寫過八十多個電影
劇本，現擔任「新法國電影電
視學院」院長。

作者
Jean-Claude Carrière

閱
刊旨在發掘好書，分享閱
讀心得，筆者當然不能帶
頭說：「書死了，默哀，

三鞠躬，家屬謝禮！」太搞笑了吧？

有次飯局，講起書的價值，朋友
說，時代進步了，有甚麼高見想跟
人分享，不一定要寫書，拍片放上
YouTube，只要夠精采，隨時有一百
幾十萬個 views，like到你爆！那本
《李天命的思考藝術》，賣了五十
版，肯定沒有這個數。

講效率，書無改錯名，真係輸足九
條街。現在甚麼都要快，寫一本書，
可以拍十套紀錄片，或開一百場
talk shows，觀眾成千上萬，名利雙
收，不是更好嗎？我的回應好簡單：
「書的壞處，正正就是它的好處！」

書不是 cost effective，但一如錢
不是萬能，效率也不代表一切。有
些事，欲速不達，慢慢來，效果反
而更好。偉大的思想，需千錘百
鍊，除了多思考，多觀察，去到
臨門一腳，還要用文字表達出來，
這刻最為關鍵，因為要考慮遣辭用
字、上文下理等，加上不斷修改，
原本不成熟的思想，會慢慢變得成
熟，有深度。所謂玉不琢不成器，
下筆為文，好比打磨加工，原石能
否變美玉，思想能否傳後世，就看
這一腳了。

「自己以為是思想清晰的，寫出來

不一定清晰。倒過來，寫出來清晰，

思想一定清晰。如果沒有寫出來，

以為思想清晰的往往作不得準。」

大教授張五常認為，寫文章可以「鍛
煉腦子」，寫得多，「不僅訓練為
文之道，而更重要的是訓練思想的
機能」。

寫文章難，寫書更難。溫家寶講
過：「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
十三億，都會變成一個大問題。」
同樣道理，一篇十頁紙的文章，化
成一千頁的巨著，困難可想而知。
但最偉大的思想，往往成就於最困
難的地方。所以，與其說書是傳播
知識的媒體，不如說是孕育偉大思

想的溫床。

有無例外？恕我孤陋寡聞，只想到
一個，不是大文豪，而是大音樂家
莫扎特。據說，他不用樂譜作曲，
只用腦想。想好了，再把成品「謄
寫」在樂譜上，一音不改，直接拿
去演奏。但要知道，莫扎特是絕頂
天才，音樂天份空前絕後。除非閣
下自比莫扎特，有本事一揮而就，
否則，創作不離寫作，這個道理千
古不變。我敢講，一日有人，書
就不會死，除非《蠢蛋進化論》
（Idiocracy，美國搞笑片，講進化
論的相反，人愈進化愈蠢，最後變
成白痴）成真，知識再無價值，自

書是起點和終點，書是世界的戲劇，乃至世界的終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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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切，乃至決定一切。書是起點
和終點，書是世界的戲劇，乃至世
界的終末。」在此基礎上，他們進
一步討論電子書及印刷書優劣；內
容是對話錄，難免東拉西扯（視乎
你的角度，或稱觸類旁通），勝在觀
點有趣，值得跟讀者分享。

作者首先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全
球大停電，後果會點？我第一時
間想起明珠台那套美劇《末日重
新》（Revolution）。大停電，一停
就是十六年，人類生活倒退一個世
紀。雖然所有電子儀器都失靈，變
成廢物，但有個女人仍保留以前
的 iPhone，旁人不解，她說：「我
所有相片都 save在這個電話裡，
包括我和女兒的合照，她在停電後

古騰堡聖經

不知去向，十幾年了，我已開始淡
忘她的樣子，我怕有一日真的完全
記不起來，這個電話是我唯一的希
望。」

作者也有類似憂慮：「想想 2006年
7月紐約那次電力大故障吧。假設
範圍擴大，時間延長。沒有電，一
切都會消失，無可彌補。反過來，
當人類的一切視聽遺產都失去時，
我們可以在白天讀書，在夜裡點根
蠟燭繼續讀。」

全球大停電有沒有可能？又能否補
救？都不重要。作者是想借大停電
的假設，帶出一個疑問：「如今有
多少老年人被迫學電腦？他們在工
作時期顯然不可能具備這種知識。
我們被判為永恒的學徒。」無辦法，
科技日新月異，智能電話年年更新，
舊的閱讀器快速過時，你要不斷學
習，才能跟得上時代的步伐。科技
發達的後果，是「持久的載體最短
暫」，也最不可靠。反觀印刷書─
作者認為，「一經發明，就像輪子，
沒有改善的餘地。」

「電子書較方便，不是嗎？」尤其
香港寸金尺土，書房太奢侈了。不
過，香港人讀書只為考試，畢業後
仍維持閱讀習慣的，少之又少。

Eco 和 Carrière 就不同了，是典
型的書蟲，前者愛書，更愛送書，
送了一大堆給學生，還剩下五萬
本！後者少一點，也有三、四萬
本。照常理，他們最需要電子書，
一本抵萬本，省下的地方可以打籃
球。為何不用呢？好簡單，是人
性！有些人有發表慾，有些人有展
示癖，美其名為「分享」，其實係
想 show off。

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書除可用來
讀，還可用來「曬」，一如衣服不
止保暖，懂得配襯，更可穿得有型
有款。而事實擺在眼前，不論文人
雅士或專家學者，都喜歡在自己的
書房影一張大頭相，放在profile內，
例如書的扉頁，向讀者示威。

書房又何來的魅力？這是歷史問
題。印刷術未普及前，書是奢侈品，
只有貴族、教會和富商才配擁有。
為了彰顯貴氣，出版商容許「先買
紙，後釘裝」，只要付得起錢，本
書包金都可以。結果兩本內容一模
一樣的書，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封面，
更添收藏價值。

史上第一本印刷書─古騰堡聖經─
最誇張，入面的插圖是逐張計錢，
豐儉由人，所以部份珍本是純文字
版，一張圖都無，這是財力問題了。

一講到古騰堡聖經，作者就心馳
神往：「擁有一本古騰堡聖經或
1623年的『第一對開本』，絕對
是所有收藏家的夢想。」不過，市
場上早就沒得賣了，全部收進了各
大圖書館，奉為鎮館之寶。記得《明
日之後》嗎？有一幕，主角等人躲

謝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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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燒書取暖（包括
燒得最起勁的 tax books），惟獨
館長一人死抱住一本古騰堡聖經不
放。有人問他是否教徒，他否認：
「這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遺產，保
住它，將來就有希望。」

舊時名人的藏書，一如大師的畫作，
都是獨一無二，物以罕為貴，書房
遂成為一間屋最能彰顯屋主品味的
地方。但自十八世紀後，出現買書
連釘裝的量產模式，薄利多銷，書
變成實用品，不再稀罕。但書房的
氣派始終深入民心，一個知識分子
若無一間像樣的書房，難免有點寒
酸，見不得人。

其他人呢？未必需要有書房，但好
好醜醜都要有幾本書，放在當眼處，
自我感覺良好。書種方面，各有選
擇，例如文化人愛追捧的 Martin 
Heidegger等後現代主義者的「大

說
書
人

作」，以為自己是「聰明人」，看得
到皇帝的新衣。左派最愛的馬克思，
現在有點 out了，新左派的偶像是
Noam Chomsky。至於偽中產，則對
「話題書」情有獨鍾，由早年的《時
間簡史》，到近年的《M型社會》、
《1Q84》、《大江大海》等。講明
偽中產，自然十居其九都未認真看
過，純粹裝飾，不用當真。一本書，
彷彿是一張身份證，不但是有無文

化這麼簡單，還顯示閣下屬於甚麼

群體或階層；是知識分子？文化人？
左派？右派？中產？還是偽中產？
看閣下手上那本書，就一清二楚了。

電子書愈來愈盛行，印刷書面臨淘
汰，但好奇怪，大家有無發覺，近
年印刷書的封面設計愈來愈來精
美，雖然遠不及幾百年前的獨立釘
裝，但相比外形平凡的電子書，吸
引力馬上大增。說來也吊詭，印刷
書的面貌，曾幾何時因為量產而變
得模糊，今日反而因為死到臨頭，
竟然絕處逢生，煥發出萬千的光
彩。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印刷書會
回復昔日的收藏價值；市場份額無
疑是少了，但地位更加鞏固。畢竟，
uniqueness這個字，擁護電子書的
人是永遠不可能明白的。

然毋須再靠書來傳播，到時候，我
們就真的可以對書三鞠躬了。

今期要給大家介紹的一本書，書
名就是本文的題目《別想擺脫
書》。作者 Umberto Eco 及 Jean-
Claude Carrière，一位是享譽世
界的意大利哲學家及歷史家，一位
是法國電影泰斗。我對後者比較陌
生，但 Eco倒是久仰大名，他是 
《 玫 瑰 之 名 》（Name of the 
Rose）的作者，荷里活曾將之改拍
成同名電影（港譯《魔宮傳奇》），
我小時候在電視看過一次，從此對
中世紀的歷史產生了興趣，早前買
了 DVD重看，更加入迷。現在寫書
評，第一篇講書的價值，想起這本
書，一看作者，原來又是他。

顧名思義，兩位作者一致認為，甚
麼都會過時，惟獨書是不可取替，
自有永有：「書不僅是容器或儲藏
所，更是『偉大的拐角』，從這個
拐角出發，我們可以觀察一切，講

書除可用來讀，還可
用來「曬」。

一本書，彷彿是一張
身份證，顯示閣下屬
於甚麼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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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MPROVEMENT

The Secret 
of the Ages
「芝麻開門！」一陣輕輕的白煙從壺口飄出， 

巨人在煙霧裡若隱若現。

「主人！你有甚麼願望？你想祈求的，我定當能實現！」 
巨人對阿強說。

「我需要財富，我想要美滿的婚姻，但我總是遇著失敗， 
實在令我感到洩氣。」阿強低頭說。

究竟，有錢人成功的法則是甚麼？

究竟，為甚麼別人這麼富有，我卻這麼貧窮？

究竟，為甚麼別人滿懷自信，我卻這麼自卑？

這都是你自己對自己的評價而已！

為二十世紀美國富傳奇色彩的成功
學大師，著 作《The Secret of the 
Ages 》於 1926 年出版，銷量達
三百萬本，羅伯特．柯里爾提倡思考
致富，認為只要理解力量的秘密，每
一個人都輕鬆地獲得成功、幸福和
富足。

作者
Robert Collier

意
識，有兩種主要功能，一
是邏輯及推理。二是身體
感官功能，例如視覺、聽

覺等的反映，「我很肚餓」，是肚
子因沒有吃飯而一種自我反映。

潛意識受制於意識，有自我修復
功能；突如其來直覺的暗示，以
至整個生命的維持也受潛意識支
配。潛意識是過去思想的結果，
同時也會作出歸納、總結，不經
意的推論及連繫更宏大的宇宙意
識。只要你有這種意識，潛意識
就會協助你達到相應的結果。小
時候，你有沒有不斷叫喊媽媽買
玩具給你？

欲望愈高，潛意識提供給你的直覺
就愈多，自然會想到辦法達到目標。
相比老年人，小朋友最特別的是有
一顆天真的心去真誠渴求。中年人、
老年人定立了太多限制給自己，換
來的卻是失敗和失望。在心底裡，
他們已經否定了自己的能力，試問
又怎會獲得成功？

成功的人，不斷有正面的思考；失

敗，也是通往成功的快捷途徑。勇

於面對困難，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

的方法。逃避、失望、悲觀不但不
能解決問題，恐懼、焦慮和失敗在
未解決問題之前已侵蝕一個人，有
礙身心健康。

思想是因，現實世界是果。只要改
變因，改變自己對事物的看法，我

們就能夠有能力改變外境。

甚麼是宇宙意識？驟然聽起來好似
是甚麼神秘宗教的概念，其實所謂的
宇宙意識，既是大自然的法則，是未
知的力量本源，也同時是連繫人與
人之間的共同集體意識。換句話說，
宇宙意識是物質世界的客觀條件和
可能性，以及群眾的主觀願望。

每一個人都有權運用這種力量，連
接著宇宙意識，通過欲望、渴求，
把注意力集中到你想獲得的境況
上，自自然然獲得相關的因。

戴雲露
鍾情亞當斯密，
著重情感互通，心靈交流，
夢想成為道德倫理學家。

說
書
人

“The world is a looking glass, and gives back to every 
man the reflection of his own thought.” 
（世界是一面鏡子，投射出是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 – 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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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倫
理

BUSINESS ETHICS

What Money
Can’t Buy

作者
Michael Sandel

哈佛大學教授，於英國牛津大學
取得博士學位。八十年代，在族群
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論辯中，成為
擁護族群主義的代表人物。

讀書，
目的之一是透過了解 
別人的哲學，
反省自己的信念。

許
多人將Michael Sandel定
性為一個族群主義者
（Communitarian）。但作者

對這個標籤，有一定保留。

當最趕時髦的公共知識分子，個
個都搶著自認是族群主義者，令
這派意識形態，更多姿多采，但
究竟當中代表了甚麼世界觀，也
更難觸摸。但是要在眾多族群主
義者的主張，找出一個共通點，
肯定是他們對人與人關係的追求；
但族群主義者又對自由市場不信
任，甚至抱有敵意，認為是破壞人際
關係的一種權威。《What Money 
Can't Buy》（中譯：錢買不到的東
西）反映的觀念，正正是這種對
市場的懷疑。

不，公道地講，Michael Sandel並
沒有說他反自由市場；他只不過說，
我們要反思社會上是否凡事都可以
拿來做交易。對一個哲學學者來說，
懷疑和否定有莫大的分別，不可以
相提並論。

我作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又或
者更貼切一點應該形容為個人主義
者（Individualist），意識形態觀點，

既與族群主義者有所不同，但卻說
不上南轅北轍。

自由主義者和族群主義者，理論上
都懷疑威權。自由主義者，可以視
市場為人與人之間的自發互利行
為。然而，許多族群主義者，不但
對契約、產權和企業等市場制度感
到不安，而且認為市場涉及的範疇
愈廣，是對自由的威脅也愈大。

更深層次的矛盾，源於族群主義者
認為人的存在有更高的價值，所以
不應以利益為先。自由主義者，卻
一直以來被誤解為唯利是圖之輩。

自由主義者並沒有將利益置於其他
價值之前。自由主義者和族群主義
者的真正分別，在於自由主義者相
信利益與各種意義，存在並無必然
衝突。族群主義者則假定了利益在

大多數情況下，不可以與其他人生
意義並存。

面對基本信念上的衝突，有兩種理
解的方法：一、否定其中之一；二、
兩個信念都予以否定，尋求第三個
更根本、更包容但也更核心的信念。

由古典到啟蒙時代，關於市場的哲
學不多。我有限的認知當中，古典
時代最精采的市場哲學闡釋，是漢
代的《鹽鐵論》和《史記．貨殖列
傳》的序。可惜，今天我們談論的
市場哲學，大多是源自啟蒙時期往
後的各種社會發展。

古典時代的市場討論，已經與今天
絕緣。畢竟，在封建社會，沒有經
濟自由，又何來市場運作？社會不
斷在演變，人性卻是千古不變，這
也是《What Money Can't Buy》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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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質疑：「當市場運作取代了
其他社會秩序，結果對人性的價值
帶來了甚麼影響？」

Michael Sandel提出的幾個範疇，
由排隊的先到先得，到人的身體、
尊嚴和人情關係，再到公共空間，
由擁有到使用的分配，以及當中隱
含對權力的意味，其實是過去幾個
世紀以來，不同派別哲學家對市場
功能和角色的挑戰。然而，作者並
沒有用上複雜的言辭和術語，只是
娓娓道來他所見到的現象，並予以
評述；他的成功，也在於能夠以直
接和簡單的表達方法，將哲學普及。
這是一種成就。

以一句話歸納《What Money Can't 
Buy》，那就是：「市場的運作，
會改變人的價值體系。」作者具體
地提出了兩大質疑：一、市場運作，
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富人
的權力比窮人更多更大。二、市場
價值取代了傳統道德價值。

平等，作為一種信念和理想，是崇
高的。柏拉圖的《The Republic》，
主流譯作《理想國》，有說是平等
政治價值的先驅，但柏拉圖理想中
的政治國度，不但階級分明，所謂
的平等，實質上是哲學上對「義」
（Justice）的嚮往。亦有人認為，《孟
子》的思想，也源出一轍。

可是，要說到真正的平等理想，最
大的貢獻還是來自基督教的傳統。
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每個人都是
按照造物主的形象而成，每個人都

有可以透過信仰得到救贖的恩典，
與上帝建立關係，眾生平等的意識
才得到確立。

許多人將「義」和平等混為一談，
以致產生了概念上的混淆。觀乎歷
史的進程，社會階層的平等化的發
展是緩慢的，而且當一個秩序取
代了另一社會秩序成為主流意識，
我們才發覺從前的不平等被顛覆，
但也出現了新的不平等。

George Orwell在《Animal Farm》
中所寫下的名句：「所有動物生而
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別的來得更加
平等。」這句諷刺的話，說明了當
一個社會愈是將平等掛在嘴邊當作
口號，就愈見當中的不平等。

未有經濟自由之前，不平等來自政
治上的不平等。理想國無論多美好，
但在現實當中，政治的結果從來都
是權力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經濟
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政治和社會的
解放，這是客觀現實。這個年代哲
學家所針對市場不平等，所針對的，
是分配的結果不平等。

市場給予人競爭的機會，也就是機
會上的平等。正如政治上民主的最
崇高價值，在於平等參與的機會。
理想和現實，當中總有一定的落差，
但是未盡完美，不代表我們要放棄，
甚至否定制度存在的意義。相反，
有所追求，才是人生的意義所在。

Michael Sandel 並沒有提出如何
去透過市場達到更平等的社會，因

《Animal Farm》名句：「所有動物生而平等，
但有些動物比別的來得更加平等。」

為打從立論開始，他已經認定了分
配上的平等，是最終的平等。他將
買和賣視為市場的全部，忽略了市
場的創造力，這是《What Money 
Can't Buy》最大的盲點。過去幾
百年來，市場將物質上的享受，
由無到有，帶給更多人；對於市場
如何提升生活水平，客觀的論述我
會推介 Matt Ridley 所寫的《The 
Rational Optimist》。

《What Money Can't Buy》提出，
當付出更多錢的人，可以遲來先上
岸，比其他以為靠排隊可以先到
先得的平民，更早享有各種服務，
作者認為是不平等，也是對傳統道
德的挑戰。但值得反思的是：一、
先到先得可有真正理性的價值？
將獲得服務的先後次序，視為平
等價值的彰顯，意義是否被誇大。
二、付出更多錢的人，是否在一定
程度上補貼其他負擔能力較弱的
消費者，變相令產品和服務可以惠
及更多人？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市場讓能者多
付，不但合乎義理，也在功利上讓
更多人有更好的生活，何樂而不為？

當然，物質生活享受和功利計算，
不 是 人 生 全 部。Michael Sandel
另一個對市場更有力的質疑，就
是回應書題《What Money Can't 
Buy》，究竟有甚麼是金錢所不能
買得到的。

情，無論是親情、友情、抑或愛情，
以至人性的尊嚴和真善美的人生

（good life），都不可以用金錢買
得到。《What Money Can't Buy》
花了不少章節去討論這個題目。作
者批評，經濟學者一方面說經濟學
分析不涉及道德價值的判斷，但另
一方面卻自詡經濟學可以解釋各種
社會的人際關係；這種近乎經濟學
萬能的觀點，似乎是最令 Michael 
Sandel反感之處，以致他甚至將自
由市場和經濟學，畫上了等號。但
我們必須分清楚，自由市場是社會
存在的現象，經濟學是分析的方法
和觀點，將兩者混為一談，是概念
上的錯誤；而且經濟學也有不同的
觀點，未有深入了解就以偏概全，
是另一個思考的盲點。

回到人性倫理和道德的討論，市場
的極限應在何處畫下界線，我認同
康德（Immanuel Kant）的原則：
「人，永遠都是最終目標，而不是
達到某種目標的手段。」將人視為
工具，抑或功利的計算，本質上都
有問題。

Michael Sandel也在書中清楚指出，
市場運作並沒有對任何人的價值作出
批判。將人視為手段、工具以及功利
的計算，不是市場，是人本身。我們
可以批評，市場沒有對道德價值有所
提升，但是市場也沒有如作者所指控
般，腐化人性。

究竟甚麼情況下，人才會將別人當
作達到目的之手段和工具，作出功
利的計算？任何人，只是有一刻嘗
試將外在的價值，強加於別人，原
則上已經是不將別人當作一個完整

有自我的個體看待，也就是對別人
的個性不尊重。Michael Sandel也
好，其他族群主義者也好，甚至任
何一個人，都應該贊成，價值的判
斷，是個人的自主自由，只要涉及
強迫，就是有違道德的最基本法則。

究 竟 何 謂 強 迫？《What Money 
Can't Buy》的主張是當人在物資
貧乏時要作出選擇，便失去了真正
的自主自由。可是，物資貧乏，並
非因為市場所構成的現實。當然，
持相反意見者可以說，資本主義自
由市場，創造出各種各樣的需求，
令人主觀地自覺生活貧乏不足。可
是，假如我們堅信人有自主的自由
意志，各種外在的物質引誘，又豈
可說成是強迫？市場，又怎會負上
所謂腐化的原罪？

政治運作比市場運作，更加傾向在
眾人的道德價值標準，強加在個人
身上。我不否定世間存在一些所有
人共同接受的基本普世道德價值，
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個人價值取向，
我們又是否應該留有空間，讓市場
發揮創造和滿足的功能呢？

金錢可以買得到的，是人能夠發現
和創造出來的事物。不能被人為發
現和創造的，有再多的金錢也不可
能買賣。事實上，《What Money 
Can't Buy》當中提到不少以金錢作
誘因去驅使別人改變行為的措施，
始作俑者並非市場，而是政府；例
如學習的動力、對健康的關注、慈
善的用心等等，政府和公共部門，
嘗試以類似市場的手段，改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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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世民
《閱刊》社長，
工作和興趣都是以經解經。

說
書
人

的行為，去達到某種政治目的。
Michael Sandel 針對以金錢和利
益，作為手段，但真正道德的問題，
在於我們能否，以及應否，去扭轉
別人發自內心的動機，而不在於手
段是否涉及金錢。

毫無疑問，金錢買不到的，是人生
意義的追求，但金錢並不一定和追

求人生意義有不可化解的牴觸。否
定財富和世俗的成就，不等於找到
人生的意義；相反，膚淺地否定這
些道德上本來是中性的客觀物質，
反而是逃避追求人生真正意義的一
種表現。

追逐財富，只是表面上的所謂腐化。
其實有沒有市場，人生意義的追

40 Chances
Howard G Buffett and 
Howard W Buffett

三年前，作家兼特殊教育工作者 Rachel Macy 
Stafford反省生活，發現自己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
事情，從此她學習暫時放下手上的事，尋找生活意
義，並在網誌上記載自己的心路歷程；目前其網誌
平均每個月的訪客約有 100萬人次。《Hands Free 
Mama》是當今社會女性重新尋找親情和意義的故
事。Rachel Macy Stafford喜歡戶外活動、烘焙包點、
慈善服務，以及丈夫和兩個女兒每天對自己的激勵。

新上榜 • 必讀選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Stephen Mansfi eld著作等身：
《Lincoln's Battle with God》、《The Faith of Barack 
Obama, and Benedict XVI, Searching for God and 
Guinness》 及《Never Give In: The Extraordinary 
Character of Winston Churchill》，最新的這部作品，
作者剖析西方社會缺乏男子氣概的新氣象，並探討何
謂真男人的美德、紀律和責任感。

Dan Bongino1995 年加入紐約市警察局，並於
1999年成為特工，最初被分配到調查金融罪案。
2006年，作者被委派負責保護總統喬治布殊，並在
換屆後繼續擔當總統保安工作。一直以來在近距離
觀察政治運作，加上波士頓的轟炸和班加西的恐怖
襲擊事件，促使作者毅然結束 12年特工生涯，並在
馬里蘭州競選參議院席位。從政，是為了捍衛美國
精神和憲法原則。

Long Walk to Freedom
Nelson Mandela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第一位民選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
在 27年的牢獄生涯中，著手寫他的自傳。
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和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的負責人，他一直到處奔走，提倡多
元種族的政府和民主，為人權和種族平等奮鬥。沉默寡言的他，在自傳中首次揭示他反
思為改變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付出的代價，包括家庭和個人自由。
這部自傳在 1995年出版，據自傳改編的電影於 2013年 11月在美國上映。

特別
推介

傳奇投資者巴菲特在 2006年向正職是農夫的兒子霍
華德．G．巴菲特（Howard G Buffett）提出挑戰：
他要將大部份財產，都送贈給慈善事業。霍華德．G．
巴菲特認為，農夫終其一生，約莫有 40個收成季節，
也就是 40個改變世界的機會，所以他給自己一個期
限：在 40年內，投入 300億應對這方面的挑戰。全
書共有 40章散文，講述巴菲特家族如何應對地球上
最貧困人口的食物短缺問題。

Hands Free Mama
Rachel Macy Stafford

Mans� eld's Book 
of Manly Men
Stephen Mansfi eld

Life Inside the Bubble
Dan Bongino

求，人性的提升，都是同樣的重要。
對更高價值追求的忽略，並不源於
物質享受的貧乏或富裕，而是在於
我們究竟是否不斷地和別人計。在
市場以外，人也會因為各種的差異
而衍生妒忌之心：由身材高矮肥瘦
到美醜，到人與人相處間的親疏，
以至權力和影響力。這些計較，都
令人忘記了人生的意義在於成就自
我，而不是別人的得失。別人就是
別人，自己就是自己。當人產生了
差異之心，下一步就是想將自己的
價值，套諸別人身上，改變別人的
價值判斷，結果也漸漸失去對別人
的尊重。

道德的人生，在於了解及欣賞自己
的自我，同時也尊重別人作為個體
的自主自決。「金錢不是萬能，但沒有
錢就萬萬不能。」這一句港式的市井
俗語，看似膚淺，但不是沒有哲理。
錢財是身外物，看得透，既不會奉
金錢為人生目標，也不會鄙視金錢
為萬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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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在追求自由嗎?

自由，這概念看似簡單，像是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 
但這命題在哲學、道德及法理的層面上， 
卻引起甚多爭辯。

有人說「自由」是在不影響別人的狀
況下，人人皆有的選擇權利。但世界
上真的有選擇是不影響別人嗎？

營商者在經濟環境不理想時選擇退
出或改變為其投資決定，這是他的
自由，但影響了許多人的生計，結
果該決定被別人視為不仁。

小時候，選擇勤力與否，直接影響
同學之間的考試排名及升學機會。
但你會為了朋友而不爭取更好的成
績嗎？

尼采主張的自由，是從「權力意志」

角度（the will to power）出發。

權力意志，大意為追求力量、權力、
成就及欲望本就是人類生命的本
能。相對於建立於大眾的尺度及規
則道德為規範之上的自由，尼采認
為根本不是個人的真正自由，因為
所謂的道德、對錯都是持權者、別
人或群眾的價值觀。

或許有人會認為，自由和權力意志
連在一起實在過於功利。但人類今
天的進步，不正是不同人追求「自
強」的成果嗎？

在不停改變的大環境下，香港人勇
於不斷的轉型，不怕競爭，改變自
己，不依賴政府，為個人前景作出
負責任的選擇，香港才能在獲得今
天的非凡成就。

如果遇到困難時，大家便盲目追求
協助，見到別人成功時，就只追求
平分別人的利益。香港仍會有今天
的成就嗎？

雖說真正的自由是建基於意識上，
但仍和現實不能分割的。自由和目
標，亦不能分割。沒有目標，便不

會出現選擇；沒有選擇，便不會出

現自由的追求。

那些只追求意識形態上自由而沒
有目標的人，他們根本只是在逃
避現實及責任，並不是真正的追
求自由。

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提
過：「老是高喊『平等』的人，其
實內心隱藏著兩種欲望。一種是企
圖將別人拉低到與自己同樣水準的
欲望，另一種是希望自己能提升到
與別人同樣水準的欲望。 所以我們
必須明辨，在叫囂的人究竟追求的
是哪一種欲望。」

又有一些人經常將概念混淆，例如
平等和公義，並在沒有深究箇中意
義之前，就以為群眾為公義的口號，
來掩飾或解釋自己的決定。

經濟學上有「機會成本」，也就是
我們說的代價。

追求理想時，若只計算著那機會成
本，你覺得自己真的追趕著那些理
想嗎？那些所謂的代價又會否是你
現在的枷鎖呢？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沒有捷徑。回

望昨天，你可能發現，自己一直追

求的，只是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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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過著輕鬆安逸的人生嗎？ 那就別做顯眼的事，混跡人群中吧。 

不知不覺地忘了自己的存在，這樣就行了。

─《權力意志》

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哲
學家，強調個人意志，以
及人是擁有將來的無限可
塑性。後世學者喜將尼采

歸類為存在主義，但作為一個存在
主義者，最認同任何形式的歸類。

尼采天資聰穎，25歲時獲古典哲學
教授職位。其後因疾病以及無法與
當時的文化人社群融合，於 35歲
便辭去教職，開始遊歷並展開另一
階段的寫作人生。

經歷過事業失意、失戀、親人疏離
及不同程度惡疾打擊，尼采 50歲
後顯得格外舉止失常，最終甚至無
法與人正常地溝通。1900年，尼
采因肺炎病逝，享年 56歲。

「上帝已死」是尼采的名句，也是
最常被誤解的一句。有人理解成尼
采對基督教的挑釁，但實際上，尼
采的說法是希望道出：步入現代，
宗教擔當道德指引的角色越來越薄
弱，人需要在更根本、深層次地了
解自我。

也有人指，希特勒是尼采超人論及
權力意志論的超級擁護者，更令尼
采的論說蒙上另一層次的矛盾。

毫無疑問，尼采站在古典和現代的
夾縫當中，預視了後世人面對心靈
的空虛，被譽為對後世影響力最大
的哲學家，絕不為過。

《瞧 ! 這個人》

尼采瘋後的自傳，由其妹在
他死後代為出版。
他在此書以自己不同的著作
為題目貫穿，並親自對其作
品再作檢視及評論描述。由
於筆觸偏激及頗為自戀，故
後世對此書毀譽參半。
如果要認識尼采及其哲學世
界觀，此書不能不讀。

《超譯尼采》

日本作家白取春彥在尼采不
同作品中抽其精華，斷章取
義之作。作為啟迪自我的床
頭書，了解尼采的引子， 
《超譯尼采》絕對是不錯的
選擇。

認識尼采 

緩桓
鄙視用財富肯定成就，
但積極累積財富的假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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