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 學院好書導讀



閱讀人主編  鄭俊德

閱讀⼈社群主編＿華⼈臉書最⼤閱讀社群創辦⼈，粉絲數百萬⼈ 

擅長虛 ⾏銷，主協辦活動共計 萬⼈參與，如簡單⽣活節 

創業13 ，擔任 多家企業⾏銷顧問 國家⽂ 學院閱讀委員等 

曾⾃辦網路⽂學獎 並協辦 ⽂學獎等 案並擔任⽂學評審 

撰稿商業⽂案與活動企劃設計，知 企業如奧美 新 王品等 

受 ⾄TEDx ⼤講堂等，並多家媒體報導，如商周 TVBS





2019年閱讀推薦超過800本書 

張曼娟 賴佩霞 盛治 王⽂華 吳 權 Power焜 呱  

許榮哲 魏棻卿 林立青 朱家安  新 ⼀⼆ 海 熊 

陳鳳馨 許瑞云 周慕姿 許皓宜 賴宇凡 艾爾⽂ 王乾任等



分組時  

3-4⼈⼀組 

你最想閱讀哪⼀本



第⼀領域 共政策與管理知能

第⼆領域⾃ 發展與⼈⽂關懷



第⼀領域

共政策 

與 

管理知能



拉瑞

任教於耶路撒冷希伯來⼤學 史系 

球矚⽬的新銳 史學家



⼈類⼤ 史 從 獸到扮演 帝 是他第⼀本震撼 球的巨著， 

2011 希伯來⽂出 ，在 ⾊列 為暢銷書之後， 

陸續翻 近50種語⽂， 球熱銷800萬冊

⼈類⼤命 從智⼈到神⼈ 是他的第⼆本巨著，再 備受好評， 

已陸續翻 45種語⽂， 球熱銷400萬冊

21世紀的21堂課 聚焦在當前世界的 ⼤課題





♦ ⼈類還剩 麼能⼒勝 ⼈⼯智慧？ 

♦ 系統性⼤規模失業危機無 免？ 

♦「無用階級」將暴增？ 

♦ 們 提防機器⼈，還是機器主⼈？ 

♦ 擁有資料數據者，得 ？



♦ 你真 為有 ⾃ 意志 ？ 

♦ 信眾的⾏為決 了神的價值？ 

♦ 宗教神 就是流傳千 的假新聞？ 

♦ 恐 主義問題？ 

♦ 們的正義感 能已經 時？ 

♦ ⼈⽣意義何在？



系統性⼤規模失業危機無 免？

⺠基本收入 政⾒

美國總統參 ⼈ 楊安澤 ⽣



那⼀種調查會拿走你的個⼈資料？ 

路邊問卷調查 

網路⼼理測驗 

測測你的前世 

都會



斯‧史蒂芬斯—⼤衛德維茲

紐約時報 撰稿⼈暨 

華 商學院 講師 

曾為Google數據科學家



明明不愛你，卻騙你說愛你  

⼼情不好時卻說⾃⼰很開⼼  

⼈們對朋友 對老闆 對⼦女  

對⽗⺟ 對醫⽣ 對老  

對老婆，也對⾃⼰說謊  

⼤數據窺探⼈們的 ⼼世界



歐巴⾺當 表⽰美國的種族 視緩解了？ 

⽗⺟對待兒⼦和女兒的態 不⼀樣嗎？ 

⿊⼈球員進入職業 動殿堂 

是貧困孩⼦奮發 的勵志故事？



四 前， 者還是 經濟系博⼠班學⽣，正 ⼒找尋論⽂題

⽬ 有 早 ，他發現 Google 基本 已為所有研究者備好所需

的資料，也就是說，Google 是 球⼈類興趣資料庫的 中地，

些資料簡直就是任何對⼈類⾏為感興趣的⼈夢寐 求的  

從 們每個⼈每 的網路搜尋中找到⾏為模式



在 機制 ，彷彿四 無⼈時， 

⼈們才會 露⾃⼰最真 的想法， 

及真正想問的尷尬問題



多數搜尋引擎每 近 搜尋的主題是？

物 

問答 

⾊情 

政治



神尾⽂彥 

林⼀裕

村綜 研究所 

⼯ 的主要業務有都 及 

地域發展對策 路及排⽔系統等 

基礎 共設施的政策戰略 共組織的改⾰等



⾯對⼈⼝減少 少⼦ ⾼齡 等 ⾯ 環， 

　　如何推動 地⽅創⽣ 讓城鎮再⽣？

如何協 城鎮 為吸引⼈才的⾼附 價值都 ？

如何將地⽅⼩鎮改 為經濟獨立的國際都 ？



受⼈⼝減少 少⼦⾼齡 等⼈⼝變 的影響，⽇本社

會在2030 非常有 能⾯臨許多嚴 的問題，也將使

⽇本陷入 ⾯ 環之中，⽽此 環對⽇本 地⽅所

問題， 不立刻 ⽌⼈⼝減少 20～39歲女性⼤幅

減少等問題，⽇本的地⽅城鎮將會⾯臨消滅的危機



地⽅應 ⾃獨有的經濟DNA， ⽤當地現有資源來

從事 再⽣ ，提出從 ⽽ 的地⽅創⽣構想

和戰略，讓 地⽅從 競爭 與 ⾃立 的思維中設

計出 ⽽ 式的制



⼭村阿婆 樹葉 賺千萬圓 締 傳奇的德島 勝町

⼀個居⺠只有1800⼈，⽽且⼈⼝外流⼜嚴 老 的⼩

⼭村，卻因為滿⼭ 淡無奇的樹葉，每 賺近⼤把鈔

票，老⼈家們忙著賺錢，忙到沒空⽣病養老...





你知 灣的地⽅創⽣案例有哪些嗎？



吳明璋

⼆⼗ 前，他隻⾝暢 美國⼤峽⾕不幸發⽣⾞禍 

巧遇貴⼈相 ，意外的啟發後，取得資安管理國際認證 

協 ⼗餘個科技業 ⼾導入專案 

並完 災後 原演練與 地稽核



商業環境新風險無所不在，⾯對 球未知 ⼈， 

你 如何防備應變？

經中⽂書第⼀部 

球企業災難的案例書 & 韌性管理的入⾨課本



在經營情境中，最稀有的資源不是部⾨預算， 

⽽是領導者的注意⼒

防災─減損─災後 原

吳明璋



當責者 ⼈⼈願意瞭解現況 責任 發掘改

風險管理之 ，甚⾄ 承擔， 

跳脫不 視安 的惡性 環  

如英特爾 類 球標竿企業 

已將 韌性 標準納入供應鏈管理



風險是比競爭者更 的對⼿， 

遭遇 它的企業多半絕⼝不外傳



哪⼀段故事 者沒有談 

1998 ─ NASA火星氣候軌 探測器事件 

2001 ─”911"事件 千 員⼯緊急疏散 

2003 ─"SARS" 事件 

2018 —中美貿 戰



約翰‧杜爾

創投 司凱鵬華盈 Kleiner Perkins 董事長 

投資 球最 的創業者與 司，如Amazon Google Intuit 網 Netscape

和推特 Twitter ，創 超 425,000份⼯ 機會



比爾．蓋茲  

想更 ⼀層樓的管理者，必讀的⼀本書



麼是OKR？ 

⽬標與關鍵結果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前者代表你想 麼  

後者則是你 如何



OKR有4⼤超能⼒  

　　#1 專注投入優 要務 

　　#2 契 與連結， 就團隊  

　　#3 追蹤當責 

　　#4 激發潛能， 就突破



　OKR帶領Google從40⼈的新創 司， 長為超 7

萬員⼯的科技巨擘， 值⾼ 7000億美元  

 

從Google到Dropbox LinkedIn和推特與YouTube，

再到迪⼠尼與 星都採⽤OKR  

杜爾說， 套⽅法能幫所有⼈ 家庭 組織  

甚⾄政府，為真正 要的事物⽽戰





O 提升顧 滿意

發送問卷1000份 

並回收

ＫＲ

何者為最佳⾏動結果

回收1000份問卷 

回收700份問卷 

C 回收500份問卷 

回收100份問卷



萊恩・克⾥斯汀

他的⽂ 散⾒於 紐約 ⼤⻄洋⽉刊 連線 華爾街⽇報 衛

報 巴黎評論 及 認知科學 等科學期刊， 

此外他積極參與⾃ 軟體⾏動，也熱中駭 活動



⼈⼯智慧開始威 們的 ⾃ 感覺 ， 

們質疑起原本⾃豪的能⼒， 

甚⾄認為它將取代⼈類

萊恩・克⾥斯汀



圖靈測驗

圖靈測驗 騙 評審 ， 

比 都 得到最⾼票和最多信⼼分數的程式獲勝， 

予 最⼈模⼈樣電腦獎



簡訊打 很依賴 預測 演算  

⼿機能猜出你接 來想打 麼  

要能⾃動更正錯



哪⼀個 沒有聊 機器⼈ 

臉書 

LINE 

C ⼿機 

都有



第⼆領域

⾃ 發展 

與 

⼈⽂關懷



伊迪絲．霍爾

霍爾在⼆⼗歲時初遇亞⾥斯多德，她的⼈⽣也就此改變  

如今她已是英國頂尖的古 學者 倫敦國王學院的教授， 

也是第⼀位贏得歐洲學院伊拉斯謨獎 Erasmus Medal 項學術殊榮的女性



⼈⽣ ⾃動駕駛嗎？

亞⾥斯多德卻深信  

⾃⼰主導， 為掌握⼈⽣控制⾯ 的唯⼀駕駛， 

才是 活得好 的關鍵



快樂 不只是追求 刻的討喜開⼼ 

⽽是 ⼀⽣持續的狀態  

幸福 或 滿⾜ 的源頭就在於

思考，誠 ⾯對⾃⼰的⾏與不⾏ 

找到⽬標 現潛能，持續地 做對的事  

⼒修正 為更好的⾃⼰



如何做出明智的決 ？ 

如何在溝 和說服中 ⽬的？ 

如何分析⾃⼰的性格 抗拒外在誘惑？ 

如何 擇適 的伴侶與知⼰？ 

如何⾯對死亡 喪親等失落體驗？



◎如果 們培養美德 控制惡習，藉此訓練⾃⼰要良 ， 

就會發現快樂的⼼態來⾃於 習慣性地做對的事

◎想要活得好 並 對待他⼈，必須不惜代價地愛⾃⼰

◎找出你喜歡做 也有 分的事，然後堅持做 去

◎ 德 的不 為跟主動 為⼀樣嚴 ，在臨死前， 

們會後悔的不是做了 麼，⽽是沒做 麼



猜看看那⼀個主題，不在本書的⽬錄中 

溝  

休  

幸福 

⾏動



查理．蒙格

現任波克夏．海瑟威 司副董事長，董事長為股神華倫．巴菲特 

相對於巴菲特的 球知 ，蒙格卻 低調為樂， 

並刻意把⾃⼰的 富恰好保持在富比世富豪榜的⽔準之



巴菲特半世紀來不斷 ⼈們強調 

蒙格對他的影響無 取代 

他⽤思想的⼒ ，讓 從猩猩進 到⼈類 

否則 會比現在窮得多



■⼈類誤判⼼理學 

明⼈為 麼會犯錯？ 

⼈們傾 於積累⼤ 僵 的結論和態 ， 

⽽且不去經常檢討，更不願做改變  



■畫 你的能⼒圈 

你必須弄清楚⾃⼰有 麼本領 

如果要玩那些別⼈玩得很好 

⾃⼰卻⼀竅不 的 戲 

那麼，你注 ⼀敗塗地 

要認清⾃⼰的優勢 

只在能⼒圈裡競爭



■ 常識的多元應⽤ 

在⼿裡拿著鐵錘的⼈眼中，世界就像⼀根釘⼦  

⼤多數⼈試圖 ⼀種思維模型來解決所有問題， 

⽽ 思維往往只來⾃某⼀專業學科  

但你必須知 種 要學科的 要理論 ， 

才能洞察問題本質



有 者採訪提問如何才能 ，那⼀個 能是查理．

蒙格 Charles T. Munger 的論點？ 

結交有錢⼈談  

不做會失敗的事情 

誠 正直被⼈信任 

學會正確投資⼼法



史蒂芬．霍⾦

2018年3⽉14⽇

英國理論物理學家 宇 學家 

擔任劍橋⼤學盧卡斯數學講 教授 ⼗



⽜ 給了 們答案，霍⾦卻給了 們問題  

⽽且霍⾦所提出的問題，仍將在往後數⼗ ， 

持續引領出 ⼤的突破與進展…… 

們將 因於， 們是站在霍⾦肩膀 的緣故  

—索恩 Kip S. Thorne 2017 諾⾙爾物理獎得主



⼤ 問之⼀ 帝 在嗎？ 

⼤ 問之⼆ 宇 是怎麼開始的？ 

⼤ 問之 宇 中還有 他智慧⽣命嗎？ 

⼤ 問之四 們能預測未來嗎？ 

⼤ 問之 ⿊洞裡⾯是 麼？ 

⼤ 問之六 時 旅⾏有 能嗎？ 

⼤ 問之七 們能在地球 活 來嗎？ 

⼤ 問之 們應 殖⺠ 空嗎？ 

⼤ 問之九 ⼈⼯智慧將會比 們 明嗎？ 

⼤ 問之⼗ 們如何形塑未來？



霍⾦⼀家被認為是有點古裡古怪的⾼知識分⼦ 

他們很喜歡閱讀書籍，每個⼈都⼿不釋卷， 

甚⾄在進餐的時 ，他們默默地邊 邊看書



霍⾦留給⼈類的 條⽣ 提醒，哪⼀條不是 

Ｉ會毀滅許多政府 

⼈類⾃⼰會毀滅⾃⼰ 

⼩⼼外星⼈入侵地球 

皆是



理查．霍 ⼠ 特 1916－1970

⼆⼗世紀的美國著 共知識分⼦ 哥倫比亞⼤學美國史教授 

霍 ⼠ 特曾 次得到 立茲獎



美國史學史 ⼀部傳世的傑 …… 

是想瞭解今 美國的⼈所必須閱讀的⼀本書 

余英時



美國，擁有傲視 球的頂尖⼤學與數 最多的諾⾙爾

獎桂冠  

然⽽，美國⽂ 卻少 精緻 優 聞 ，訴諸 ⽤與

庶⺠品味的⼤眾 商品與娛樂才⾒ 所長  

近 來⼩ 希的窮 黷 川 的粗暴⾔論與政策更

讓世⼈驚⾒美國⽂ 中 反智 的⼀⾯，美國社會層

出不窮的⺠粹與暴⼒事件也 ⼈憂⼼忡忡



美國的反智傳統 指出 

反智 不只是⼀時的⺠粹現象 

也未必只是理盲躁動 

它反映了美國⼈在特殊 史 

與⽂ 背 中形 的傳統



富蘭克林 亞當斯等建國 雖然 備偉⼤的⼼智，

但對 等的堅持使得美國政治很快轉 純樸 勤

奮 踏 ⽽沒有受 ⾼等教育訓練的庶⺠百姓為主

體，知識分⼦與仕紳階級淪為邊緣



起草 獨立 ⾔ 的傑弗遜 因為學問 好，被批評

不夠格做總統 老羅斯福靠狩獵技巧贏得 ⺠青睞

鋼鐵⼤王卡 基批評⼤學教育對做⽣意有致命的傷

害 ⽥納⻄有眾 員 不會寫⾃⼰的 ⽽⾃豪，密

⻄根州給老師的薪⽔比清潔⼯還低， 及 美百病叢

⽣的 立教育系統……



⾃ ⺠主 等 能帶來的缺點 

⺠粹政治 

效率較低 

資本主義 

皆是



葛兆

臺灣⼤學等 教授，現為 海 旦⼤學⽂史研究院及 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宗教 思想和⽂ 史



揣⼀張地圖去古代中國旅⾏吧 

那兒有著傳統⽂ 醇厚深沉的氣韻 

讓 們做⼀ 史的背包



古代中國的 觀 

看看中國是如何理解⾃⾝在世界的位置



古代的婚禮和喪禮， 

要 它看看古代中國的家族⽣活與倫理， 

⼦和儒家⼜是怎樣從 種倫理基礎 ， 

拓展並形 政治學說



教的傳入如何影響中國⼈的思想 

家與本⼟的 教如何追求永⽣和幸福的知識



柯⾦源

共電視新聞部製 ⼈



臺灣⾸部長期 錄環境變 的巨

構，1980~2017追蹤超 ⼗

的紀 報導  

縮時總覽今 ⼟地 ⼭川 河

流 海洋變 的樣貌，史詩般撼

動⼈⼼的紙 紀錄





如果你 為紀錄 導演，你會想拍 麼？ 

收 ，⼀個⼀百分



第⼀領域 共政策與管理知能

第⼆領域⾃ 發展與⼈⽂關懷



⼩組計分



 閱讀⼈ 學會  

⼀本書就是⼀場讀書會 

球愛書⼈⼀起學習 長的園地





學問

readlife7@gmail.com

提問是最好的學習，閱讀是最好的老師

閱讀⼈ 

閱讀⼈ 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