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摘：
　《未來，你一定要知道的100個超級趨勢》
從經濟、社會、科技、環境和政治等領域預
測到2050年的狀況，深入探討全球趨勢、人口
結構轉變，也對未來社會的工作規劃、投資
理財等議題提出了精闢的洞見，讓一般社會
大眾更能了解如何在快速轉變的世界中找到
機會，作者參照了大量的理論與數據，增加
其預測的可信度。

記者：按照景氣循環理論，目前臺灣正處於
哪一個階段？

陳瑞貴（以下簡稱陳）：作者以美國經驗為
主的觀點，在書中提及到景氣循環理論可分
為庫存周期、資本支出周期和房地產周期三
部分。就臺灣自身的發展去評估其所處的階
段，我個人認為臺灣正處於一個「轉換性的
成長期」。隨著臺灣社會發展，傳統產業沒
落，高科技產業崛起，並且有一套由政府政
策支持的策略，例如早期的工業化政策及
科技化政策，提供臺灣產業可持續發展的
環境。即便面對全球化衝擊，誠如該書所
說，「明智的投資…在於每個階段投資了什
麼。」所以臺灣應該會處在謹慎樂觀的成長
階段，換句話說，臺灣未來仍會在困境中尋
求可能發展的方向與空間。

彭莉惠（以下簡稱彭）：以臺灣的經濟背景
作為出發點去衡量，除了國內的需求，全球
經濟形勢對臺灣發展亦具有相當的影響。最
近產官學者皆對於臺灣景氣提出一些說法，
例如國科會及經建會都指出，臺灣下半年進
出口成長力道受到歐美國家經濟衰退影響，
外銷訂單減少、出口值呈現負成長，國內3大
科學園區也受到出口衰退波及。產業界的龍
頭廠商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更是坦承，「現
在看不見春天的燕子」，未來1年，不被看好
的歐美日與大陸市場，連帶地影響了臺灣作
為淺碟型的市場，產生成長遲緩甚至可能有
顯見衰退的跡象。因此，臺灣目前的景氣比
較屬於遲緩發展的階段，需要更謹慎評估與
因應。

記者：受到全球的經濟惡性循環影響，臺灣
有可能會面對怎樣的衝擊？

陳：在面對全球經濟衝擊的過程中，臺灣會
出現「適者生存」現象，無法適應環境轉變
的產業不是關閉就是外移，剩下的產業則面

對「被動升級」的現象，以提高其在國內以
至全球的競爭力；與此同時也會讓臺灣整體
去重新思考未來需要的知識與技術為何，從
而引導產業「創新成長」，創新技術與經
營的方式，為企業帶來商機。誠如該書所
說，「造成衰退的力量，也可以反向發揮作
用」。所以就短期而言，全球的經濟惡性循
環對臺灣的影響是負面的；但就長期而言，
還是可以由「危」轉「機」。

彭：由於近年來全球經濟始終沒有強勁復
甦，歐美主要經濟體的走勢衰弱，在這種大
環境影響下，連帶地影響臺灣整體的經濟發
展。許多研究都指出相較於西方技術先進的
國家而言，臺灣企業主要透過代工進入全球
商品生產鏈的半邊陲位置。尤其是臺灣的製
造業廠商所立基的生產環境是仰賴接單代工
作為企業的生產利基，在全球大環境遲緩衰
退的情況下，將首當其衝。一些研究指出，
貧富差距的拉大，致使民眾可能產生反彈，
像最近美國「佔領華爾街」或臺灣「佔領
101」事件將不是特例，以後可能會更頻繁出
現。政府可能必須在政策與預算分配上更關
注社會福利與對弱勢團體的輔助與救濟。

記者：書中提到婦女解放及其效應是一個重
要的超級趨勢，以女權主導對世界會產生怎
樣的變化和影響？

彭：在最近一期新聞周刊(News week)關於
「女性贏家」的分析指出，「女性已出頭，
女人撐起半邊天的時代已來臨」，其中報導
統計，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108位女性總
統（總理）誕生，其中在北歐國家就出現過8
位女性總統（總理）。「國際商業問卷調查
報告」在2011年的統計結果顯示，超過20%女
性擔任高階主管。甚至有些學者指出一種女
性因為大幅接受高等教育，產生一種「女性
優勢」（female advantage），包括更多的女性
有機會透過柔性領導風格、反衝突或反戰的
著重、更民主參與式的管理特性等能力，在
不同領域中造成改變。也就是說，未來最重
要的趨勢之一，就是不管男性或女性，都將
受到女人改變世界的影響。正如書中所言：
「如果你教育一個男孩，你就只是教育了該
男孩。但如果你教育一個女孩，你等同教育
了整個家庭，因為這名女孩將來會堅持送自
己的孩子上學」。

陳：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由於需要「體
力」，在以「體力」主導的社會裡面，男人
相對具有主導性；然而當社會逐步開放，

電腦出現所形成的資訊社會，讓社會特徵由
「以體力為主」轉為「以腦力為主」，這意
味著「體力」為優勢的男性不再擁有以往的
主導地位。所以，未來應該走向「中性」社
會，無論在經濟、社會、政治、教育、家庭
等領域的地位及角色認知均會趨於平等，證
諸今日政府、企業、各種機構的領導者，性
別不再是被決定的關鍵因素。

記者：假如由華人形成的「虛擬帝國」將主
宰一半的世界，臺灣又能夠在這虛擬帝國擁
有甚麼優勢？

陳 ： 根 據 書 上 的 觀 點 ， 所 謂 的 「 虛 擬 帝
國」，包括了經濟力（財富轉移）和社會魅
力（寬容與接納）兩種。事實上臺灣已經無
法以自然資源或廉價體力的產業發展思維，
換句話說，必須走向以「腦力」為主的知識
經濟。如果臺灣產業能在知識經濟上做出正
確的抉擇，其經濟力不受地理限制，就能在
華人虛擬帝國中擁有以經濟為主的優勢。歷
史上，臺灣本身就是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對
來自全球的流行與文化產業，都有熱情去包
容與接納。而長期的高等教育成果，有利發
展與文化藝術相關的產業與創新，這樣就能
形成社會魅力的優勢。所以，臺灣本身已儲
備了具有兩者虛擬帝國的優勢，關鍵因素取
決於如何做出抉擇與創造決定。

彭：在全球70億人口中，華人大約佔了五分
之一。臺灣的優勢，簡單來說，包括普遍接
受高等教育的優質人口素質、自由民主的
社會氛圍、文化的多樣性、創意與創新能力
等。臺灣雖然不大，但如同社會學者紀登思
(Giddens)曾提醒的，「小國改變的能力反而較
強」。因此關鍵就在於臺灣要走什麼樣的方
向以及臺灣的自我定位，會影響未來的臺灣
發展。臺灣於現在與未來需要思索的，是我
們應該在何時用怎樣的方式進入虛擬帝國，
並找到臺灣發展的利基，塑造出具有臺灣特
色及賣點的國家品牌並行銷出去。

超級趨勢的道德觀與價值觀
記者：「超級趨勢」會使現在人類的道德觀
和價值觀在未來有甚麼改變？

彭：以書中所提到的消費的價值觀而言，消
費奢侈品是未來的主要趨勢之一。消費奢侈
品彰顯個人身分地位、突顯獨到品味、體現
個性與個人化的價值、找尋存在的意義，甚
至透過消費體驗過程所帶來的愉悅。這種奢
侈品通常是具備稀有、獨特與強烈的品牌價

值，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在談論該不該鼓勵
年輕學子投資奢侈品之前，必須釐清消費奢
侈品與投資奢侈品是很不一樣的層次。因此
我最想強調的是，評估消費的投資效益，應
該不只是強化經濟的效應，還應該包括精神
的效益與生命的效益。

陳：人類的道德觀將會是對人、資源、及環
境的尊重；未來的價值觀會是對人類與環境
的負責、對自我角色的負責、追求自由以及
全球視野的思考。超級趨勢的描繪只是現有
趨勢的持續，例如對於環境、不同的文化以
及種族的尊重，早已成為普世價值。人們對
於未來世界及各種決策將明顯地採取「高瞻
遠矚」的態度，不再追求短暫的利潤，而會
關注在長期的利益；如企業的經營不會只專
注短期的獲利，也會兼顧包括社會責任的長
期發展。臺灣社會逐漸由M型社會走向L型社
會，年輕族群在沒有足夠經濟能力下，花費
在「名牌」的意義不大，或許可培養品味的
能力以及相對具有「名牌」的體驗，例如自
助旅遊、遊學、國外打工、學習等。

記者：若從教育者的角度而言，趨勢是否有
推廣的必要呢？

彭：當然，從一個教育者的立場絕對會認同
趨勢有推廣的必要。理解社會趨勢，不僅可
以幫助自己理解在未來所面臨的挑戰、機會
與風險，尤其在認知到自己可能面臨的危機
後，最重要是如何因應與準備，讓自己在未
來保有避險與擴大利基與競爭力。這種對趨
勢的掌握不僅會對個人的生涯規劃、財務投
資有關，與企業的經營收益有關，更是與整
個產業脈動、政策設計、國家發展方向有緊
密關係。

陳：從教育者的角度而言，教育在於提供學
習者認識未來、適應未來、掌握未來、創造
未來的態度，了解在未來社會中所扮演的中
心角色，以及具備在動態變遷社會中應有的
適應與創造未來的角色與技術能力。植基於
此，首先應該提供未來思考、未來探索、未
來創造的能力也就是願景形成的能力，進一
步要具有未來規劃及未來實踐的能力。大學
生更應該培養前瞻的眼界、對未來負責的觀
念、懷抱世界的胸襟及規劃未來的能力；至
於一般民眾則提供對於未來認知的能力及培
養對未來的決策態度與能力。然而作為教育
指導者而言，在推廣趨勢的大前提下，如何
引導學生去思考未來及領悟人生會更重要。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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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尚文（法文碩一）

一、重要字彙
1. miser　小氣鬼（n.）
2. “A” take the place of “B”　A取代B
3. mercy 慈悲（n.）
　例：There is no mercy in you！你鐵石心腸！
4. merciful 慈悲的（adj.）
5. disposition 性格、脾氣（n.）
6. ruffle 弄摺（v.）
7. unruffled 沒被擾亂的、靜若止水的（adj.）
例：I envy your unruffled mind. 
8. tongue 舌頭
9. partly 一部分地（adv.）

　例：This story is partly true.
10. friendly 友善的（adj.）
11. friendliness 友善的態度（n.）
12.friendship友誼（n.）
二、請填入適當英文，訂正之後，朗讀三遍
1. 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我們個人歷史中
　的一頁。
　Every day of your life is a ___ of your ___ .
2. 人一小氣，就喪失智慧的心。
　A ___ money takes the ___ of ___.
3.慈眉善目的人很具吸引力，因為他們的一心
　有愛。

　Those ___ have ___ eyes are ___ because they 
　have ___ in their ___.
4.溫和的舉止代表一條沒被摺亂的小溪。
　A gentle ___ is like an ___ stream.
5.言多必失。（英諺：亂說話的代價可能是掉
　腦袋。）
　The ___talks at the heads ___. 
6.擁巨富而終，謂之恥。（意謂：要學習與人  
　分享）
　It’s a ___ to die ___.
7.生活的一部分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另一部　
　分則是由我們所選擇的朋友所造成的。

　Life is ___ what we make it and ___ what it is 
　___ by the ___ we choose .
三、答案
1. page , history
2. miser , place , wisdom
3. who , merciful , attractive , love , hearts
4. disposition , unruffled
5. tongue , cost 
6. shame , rich
7. partly , partly , made ,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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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貴� �v�s�.� 彭莉惠

　我是在法國東部柏桑松市
的弗朗士.孔泰大學的應用語

文中心（C.L.A）留學，在這邊有來自中國、
阿拉伯、日本、澳洲和美國等地區的學生，就
如同小聯合國一般，我感受到緊密的文化和資
訊的交流。這裡每個老師幾乎都能了解各個國
家學生的問題，進而提供不同的協助，有一次
我說了一句，老師聽了皺了皺眉頭說：「為何
你這句話帶有英文的文法？」老師也趁機指導
法文文法，幸虧有這次出國的機會，也讓我在
這一年中順利拿到了兩張法文的語言檢定證
照。
　在歐洲，由於申根簽證可以通行歐盟各申根
公約國，因此我常趁著長假四處旅遊。在國外
很流行一種借宿方式叫「沙發衝浪」，由當地
居民開放自家給背包客留宿（需先事與對方取

得聯繫及許可），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住在
挪威沙發主的家，一早起床後發現他們都出門
去了，留我一個人在家，其實我和他們並沒有
很熟，而這樣的高度信任感，讓人覺得很不可
思議，也充分展現出北歐人對於人性的肯定。
在歐洲旅遊的過程，跟許多背包客及當地居民
的交流使我感受到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衝擊。
　3月下旬，學校舉辦了一場國際美食節活
動，有來自20多國家的同學擺攤販賣自己的家
鄉美食，像我和其他臺灣來的同學一起擺攤賣
珍珠奶茶、涼拌雞肉絲和滷肉飯，生意超好，
大夥還小賺一筆呢！有時候我們還會拿自己的
食物去換不同國家的料理來吃，這活動讓我認
識了不同國度的美食。
　在法國求學期間，公車和火車的罷工是很常
發生的事情，這是由於法國人對自己的權益相

當重視，對任何不合理的地方，都會有條理、
循程序地去抗議，驅使政府達到自身的訴求。
在這裡的經驗讓我反思自己的國
家有那些很棒的地方，又有那些
地方是需要學習，人身在國外，
反而把自己和家鄉看得更仔細。
　出國留學除了增加了不同的生
命經驗，同時也讓我開始思考自
己的未來，更確信自己的路該怎
麼走，雖然我不曉得未來這條路
是否順遂，但這一年來，我克服
了許多原本看似不可能的困難，
因此我更確信自己也能克服未來
遇到的難題。如果真要說這一年
出國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想應
該就是自己更加獨立以及這股相

信能創造未來的自信吧！

　法文碩一林尚文（右一）在法國留學時與班上同學開心合
影。（圖／林尚文提供）

深度文化交流

西元２０５０年

全球經濟衝擊　危機變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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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帝國下的臺灣優勢

（本文為摘錄，對談全文請見淡江時報網頁http://tkutimes.tku.edu.tw/）

世界將是什麼模樣...
未來所副教授陳瑞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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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曾出現在科幻小說的年代

未來所助理教授彭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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