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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新的價值、使命、願景 
聯合會 101.04.07第一次修正 

一、IMC 宗旨： 

    1.增進工商界人士之友誼，建立互助合作精神。 

    2.研究工商經營及管理上各項問題及進修。 

    3.培養健全人格及領導才能，協助 YMCA 事工，支持社會福利事業。 

 

二、IMC 使命： 

    1.培養工商界領導人才，增進研發創新能力， 

      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力。 

    2.塑造幸福家庭楷模，建造祥和美滿社會。 

 

三、IMC 願景： 

    成為首選的優質國際工商社團。 

 

四、核心價值： 

   以關懷、學習、誠信、尊重、盡責、奉獻為本社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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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文/社長 廖松村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32 屆的社長任期彈指間已剩下 3 個月了,有 IMC 的家

人們支持鼓勵陪伴參與各項社務活動越顯得珍貴。今年度社務主題”和樂,圓

融,學習,關懷”,我隨時記著心中朝此目標競競業業的盡職來完成使命。 

12 月 12 日月例會邀請了 2020 年度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蒼海蒞社演講及

桃園社社長黃振裕,宋貴修第一副社長,李金鳳前社長,許振猛等三副社長,王

棟用前秘書長,鄭國信秘書長共 6 位一同蒞社指導交流。陳蒼海理事長講師費

回贈本社又贈與社務經費 10000元整,非常的感激真是”功德無量”。 

12月 12日非常感激宗毅理事統籌安排社友拜訪位於彰化縣鹿港鎮臨海路

三段 432 號社友古世雄所經營實木傢俱的領導者以 20 多年的精湛工藝打造了

溫潤厚實經久耐用的傢俱”先進傢俱量販廣場”先進傢俱工廠直營批發零售,

先進傢俱成立於 1995 年現今為第二代接手展示場廣達三千多坪提供最優質的

產品最滿意的價格,堅持創新,務實,誠實,守信的原則不斷開拓進取的經營,攜

手與你共創一個溫馨甜美的居家環境,針對不同屬性的客戶打造品味獨特的客

廳家具,不論是中國傳統古典風格或是歐美鄉村風格皆努力將它實踐,並選用

優質的木材及配件提升質感,將各種材質的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延續先進家

具的一貫優良傳統,累積 20 年的製造工藝加上經驗豐富的設計巧思,以最先進

的設備加上優質的製程技術生產各式櫥櫃,餐桌,餐椅,臥室家具床組等。 

12 月 20 日經營研究,謝謝威宏理事統籌安排”寶珍香”食品公司,主題:

寶珍香經營之道 

王世忠董事長(IMC社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EMBA 理事長 

公司簡介:”桂圓蛋糕”創始店,寶珍香創立於民國元年,草創時期店內只

做一些節日喜慶迎神廟會祈求平安用的糕餅,民國三十四年第二代老闆王好英

年早逝,民國 41 年第三代老闆王萬生由母親手中接下了寶珍香餅店,當時常用

腳踏車載送當時店內製作的漢式糕點到鄰近店舖寄賣,店內的生意則交由太太

照顧,民國 64 年店內增加西式麵包和蛋糕的烘培並進駐了正德商工,彰工,彰

商,彰德國中合作社販賣麵包,民國 78 年在第四代老闆王世忠不斷的研究創新

後第一顆”桂圓蛋糕”誕生,民國 82 年王世宗老闆接手寶珍香在彰化美食展,

美鳳有約節目的宣傳下桂圓蛋糕聞名全國,民國 94 年更建立工廠以更專業的

方式生產美味的桂圓蛋糕,民國 95 年增加了網路銷售通路同年並到大陸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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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分店,餅乾工廠地坪一千多坪共三層樓共三千多坪,大陸店的經營模式較

接近於八十五度 C但店內的麵包較多,大陸銷售最好的產品牛軋糖及鳳梨酥等 

12 月 26 日本社在賀山餐廳由勝輝監事統籌策劃歲末感恩聯歡晚會,促進

了社友眷屬間的互動,非常感激社友及眷屬的熱烈參與席開 9 桌及提供了精美

的禮品供社友眷屬摸彩 

贊助禮品社友 

1.社長,紅酒,白葡萄酒,西班牙冷壓進口橄欖油,黑豆茶兩包及 16 個越南刺繡

環保購物袋 

2.張勝輝監事,溪頭孟宗山莊免費住宿券 5張 

3.葉佳殿社友,野生紅茶茶包 30份 

4.林森前社長,清境愛立家民宿免費住宿券 5張 

5.王世凱前社長,紅包兩大包 

6.許倚力理事,電風扇一台 

7.黃炎修第二副社長,精美餐具組合兩組 

8.賴曜勛社友,台大花園農場蘭花兩盆 

9.陳英姿理事,精美專利遮陽帽 10 頂 

10.古世雄社友,先進傢俱貓抓皮椅 5 個 

11.張佑存社友,小羊皮編織包精品一個 

12.袁菁梅理事,華航月曆 20 份 

13.洪崧霖輔導社長,古樹曬紅禮盒 6 組 

14.郭偉仁前理事,掛耳咖啡盒 5盒 

15.邱建富前市長,烤肉爐一組 

16.陳恭志社友,進口精美絲巾 10條 

17.夫人會執行長謝明伶,幫忙主持也提供了 DJ 鋼鐵人 3組 

精彩的晚會由黃居財社友,黃奇畔監事,張勝輝監事,吳鏈焜社友的薩克斯

風演奏掀開序曲,張志宏秘書長活潑生動的主持功力有目共睹,社友盡情的歌

唱共舞歡樂的氣氛中共度了一個美好的夜晚,又有伴手禮”西班牙冷壓橄欖油

”參與的社友眷屬各一瓶,社友們大家都收穫滿滿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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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IMC第三十二屆一月例會 暨 
立案第二十七屆第一次社員大會程序表 

日期：109年 1月 9日（星期四） 

地點：感謝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廖松村社長 

司會：李侑璁理事 

王柏竣理事 

輪值服務：財務組胡桂珠理事、健身休閒組張志豪理事 

會前準備：(1)會場佈置—報到區、商展區(歡迎社友自由提供產品或目錄)、舞台佈置。 

(2)輪值服務小組人員識別佩帶(請提早 10 分鐘到會場，至報到處領取服務識別) 

(3)輪值服務小組人員的工作分配(接待、報到、茶水、音控、敘獎、攝影等) 

第一幕 

6：00〜6：20 報到迎賓--一樓歡喜迎賓、二樓拿名牌報到、會場引導、服務茶水。 

6：20〜6：50 聚餐聯誼--唱謝飯歌、用餐 

第二幕 

6：50〜7：00 會前序曲：音樂或影片欣賞、表演節目、活動筋骨…等【推行環保杯】 

第三幕 

7:00～7:30 例會開始— 請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唱社歌第一、二節(社友請起立) 

主席致詞 

來賓介紹 

選舉下屆理監事--請秘書長宣佈並主持選舉事宜 

訊息傳遞(喜事 祝賀 活動預告…等) 

祝壽--生日快樂歌、生日禮物及溫馨誠摯的祝福 

頒獎表揚—金筆獎…等 

第四幕 

7：30〜8：55  專題演講--講師介紹、演講時間、雙向交流、感謝講師 

第五幕 

8：55～9：00  閉會--唱社歌第三節、請主席鳴鐘、宣佈閉會 

※ 例會後，請新當選之理監事留下，選舉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社長)，感謝！ 

PS.1.請全體理監事及社友留下幫忙收拾桌椅，感謝。 

   2.敬請將『名牌』交回報到處，下回再用，感謝！ 

   3.預告 下個月因春節期間(無月例會)，舉辦新春團拜：109 年 2 月 6 日(四) 

          下次月例會時間：109 年 3 月 12 日（四） 司    儀：胡桂珠、張志豪 

輪值服務：王淑芳、柯修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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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壽星共 29 位 

黃子軒(02)、黃奇畔(02)、黃朝泰(02)、 

黃新鎮(02)、馮錫煌(02)、施明宗(07)、 

馬俊雄(10)、王尚仁(10)、邱志雄(10)、 

曾錦桹(10)、詹椀婷(10)、張柏仁(12)、 

李秉儒(13)、羅淑玲(16)、黃士圃(19)、 

賴重昆(20)、王議慶(22)、張佑存(22)、 

姚琦揚(23)、鄭惠真(23)、楊隆炘(24)、 

黃俊凱(25)、盧銀河(25)、廖彥迪(26)、 

洪國庭(27)、黃炎修(27)、袁菁梅(29)、 

王世忠(30)、周鴻仁(31) 

 

高爾夫球訊 

第二十七屆第八次十一月例賽與台中社

聯誼賽 

日期：108年11月26日(二)早上11：30開球 

球賽地點：彰化球場  

晚宴時間：下午5：30 

晚宴地點：彰化高爾夫球場 

最 優 桿：王冠超 

淨桿冠軍：潘世宗 

淨桿亞軍：李欽逢 

淨桿季軍：高敬文 

悼念 

陳慶得社友之先慈， 於108年12月8日舉

行告別式 

 

表揚 

◎金筆獎 

一月月刊： 

王程霖社友(領導變革，經驗分享-陳蒼

海總裁演講心得) 

賴曜勛社友(寶珍香食品參訪心得) 

施明宗社友(12月份健身休閒活動心得) 

邱志雄社友(彰化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

國外旅遊心得) 

蔡燕菁社友(拜訪社友記錄) 

白俊松社友(健康休閒心得分享) 

王淑芳理事(耶誕主題PARTY復古風—與

台中母社夫人會聯合月例會) 

林漢森前秘書長(毋認輸—第九集) 

許啟發前理事(被世界遺忘的天才：特斯

拉-交流電之父) 

 

 

感謝芳名錄 
1.廖松村社長贊助(紅酒一瓶、白葡萄酒

一瓶、橄欖油一瓶、黑豆茶2包.越南

環保購物袋17個) 

2.張勝輝監事贊助(溪頭孟宗免費住宿

卷5張) 

3.葉佳殿社友贊助(茶包30份) 

4.林森前社長贊助（清境愛立家民宿免

費住宿卷5張） 

5.許倚力理事贊助(電風扇壹台) 

6.賴曜勛社友贊助（台大花園農場蘭花

禮盆二盆） 

7.陳英姿理事贊助(專利遮陽帽10頂) 

8.古世雄社友贊助(貓抓皮輔助椅5張) 

9.陳恭志社友贊助(絲巾10條) 

10.張佑存社友贊助(羊皮編織包一個) 

11.郭偉仁前理事贊助(掛耳式咖啡五

盒) 

12.黃炎修二副贊助(高級茶具組2組) 

13.袁菁梅理事贊助(華航月曆20份) 

14.洪崧霖輔導社長贊助(古樹曬紅禮盒

6組) 

15.王世凱前社長贊助(1000元紅包2包) 

16.郭偉仁前理事贊助(掛耳咖啡5盒) 

17.邱建富社友贊助(烤肉爐ㄧ組) 

18.夫人會執行長謝明伶提供DJ鋼鐵人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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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變革，經驗分享 

-陳蒼海總裁演講心得 
文/社友 王程霖 

今年初入 IMC，很榮幸獲淑芳姊抬愛，給我一個心

得分享的機會。 

這次演講的主題是【領導變革】，此次是由嘉彰集團

陳總裁所分享，對演講內容有感而發，本次心得分享如

下: 

一.領導者人格特質 

二.領導者的新思維 

三.領導變革 

成功的領導者所具備的人格特質有熱情、膽識、毅

力、誠信。熱情包含自信和胸襟，當領導人遇到大危機

時，要有自信才能沉穩，並產生智慧，胸襟的大小決定成功的大小，以及境界

的高低；膽識包含魄力、果斷、機智以及智慧，如當遇到危機時要主動跳出，

不會瞻前顧後，行事要果斷且需具備當機立斷的勇氣及魄力，不獨裁且善於集

思廣益和了解他人與自己，需學會換位思考。 

毅力包含自制和堅持，人格要成熟，有朝一日要做閃電的人，必須先得長

時間地做天空白雲，具備強烈的使命感、堅定的信念；誠信，言必信，行必果

；當責的人，遇到任何問題都不是問題，勇於當責，是鞏固領導威信最好的辦

法。 

過程中提到領導人是自然產生的？後天培養的？陳總裁的答案是領導才

華是『與生俱來』的，領導技巧是可以『訓練而成』的，與生俱來的潛能與

DNA或許不是人人所具備，但是領導技巧可以透過後天的環境、訓練、機運以

及不斷努力而成。 

最後令我深刻的是總結的一段話『領導者要有管理情緒的能耐』，因自己

本身是企二代，當面對老師傅或是長輩時對任何事物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

如何去與他人溝通、得到他人的認同與支持以及自我的情緒管理，是我們二代

目前最需要也是最欠缺的，參加 IMC 是供大家互相學習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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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珍香食品參訪心得 
文/社友 賴曜勛 

 

本次我們經營研究的參

訪對象是由王世忠董事長經

營的彰化之光~寶珍香食品。

寶珍香食品位於車水馬龍的

彰化市彰南路上，為彰化百年

老餅店，民國元年就在現址創

店。早期賣一些喜慶、迎神廟

會糕點，民國 64 年由原本做

漢式的餅鋪，加入西式烘培、

不斷研發新產品，民國 97 年

並成立中央工廠。 

民國 78 年獨家研發推出桂圓蛋糕，為店內人氣招牌，用龍眼乾作內餡，

蛋糕口感扎實綿密、每一口都吃得到桂圓，表層灑上香脆的核桃，甜而不膩。

王董事長提到近年來因氣候異常導致龍眼歉收，龍眼乾的價格也隨之節節高升

，他不惜重金全省收購品質好的龍眼乾來貯存，店裡人氣招牌桂圓蛋糕的價格

也不得不跟進調漲；由此可見食品業在面對原物料價格波動時的無奈。 

在閒暇之餘，王董事長也熱衷於推廣慢速壘球比賽活動，帶隊全省比賽走

透透，出錢又出力，可說是台灣慢速壘球運動的先驅；各級學校也常邀請他前

往指導和推廣。社友發現會議室牆上有貼一張各型飛機的海報，經詢問王董事

長後得知，原來王董事長也是飛機的愛好者，曾自駕輕航機飛到日月潭再飛回

彰化；此言一出，又引發了社友們一陣讚嘆聲，直呼王董事長真是多才多藝啊

！ 

就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本次的經營研究活動，每位社友都提著一盒招牌

桂圓蛋糕，心滿意足的離開了；重點是不用付錢，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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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健身休閒活動心得 
文/社友 施明宗 

12 月 15 日彰化 IMC 健身休閒活動，今

天的天氣很好，在熱情的陽光陪伴下，6 點

半準時從富山出發往目的地烏山頭水庫前

進，主辦單位：志宏秘書長及志豪理事們精

心規劃，早餐還準備美味的漢堡及飲料，志

宏秘書長的橘子，志豪理事的拔樂，感謝志

豪理事的貼心拔樂事先已幫大家清洗過，感

謝你。 

整個行程即緊湊又不會緊張的路程，一

路往南行走來到古坑休息站，先讓大家宣洩

一下，原先以為人不會很多，哪知要入宮男

女都要排隊，誰說台灣的觀光旅遊人員少，

看來台灣的觀光行業還不錯，在稍作休息後上車繼續往烏山頭後山走，因為有

志宏秘書長及志豪理事等事前的勘察地形，車子停在後山鎮南宮下車大家方便

一下，由昭源副祕書長當尖兵帶領大家探索烏山頭之美，這一條山路沒有很多

人在走，偶而還是會遇到愛好者，跟我們一起享受南台灣的熱情，有的社友腳

力很好，像振川社友健步如飛來來回回在山林間穿梭，更值得我們讚嘆莫過於

王世凱前社長夫妻，真是老當益壯不輸年輕小伙子，尤其是王社長他的雙腳更

動過膝蓋韌帶手術，還能跟大家一起走了這麼長的路，真是不簡單。 

一路走到要入烏山頭水庫稍作休息，在此志宏秘書長泡咖啡，和甲理事泡

茶等，以及提供水果及餅乾的社友們，感謝你們，有你們的付出讓彰化 IMC

更生動，後大家三五成群邊走邊聊天，烏山頭水庫真的美不勝收，超大的水庫

每天提供嘉南平原百姓的飲用水，及農田的灌溉之用，可以說功不可沒，也讓

我們了解我們的水資源得來不易，大家更懂得珍惜水資源，來到露營烤肉區休

息一下準備吃中餐了，飯後至德元碑荷蘭村慢步輕鬆走，又有和甲理事泡茶等

，走一走聊聊天，跟王社長聊天受益匪淺，時間很快的過去該班師回朝了，一

天的行程就在歡欣及快樂的種子下完成，期待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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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國外旅遊心得 
文/社友 邱志雄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生平

第一次到北越旅遊，也首次參加 IMC 國外

旅遊，行程中讓我印象深刻，印象中越南

應蠻落後的。但經過 5 天的旅遊之後，發

現越南是比台灣落後一些，但相差並沒有

很大，其老人家都在鄉下生活及照顧子孫

，都市都是年輕人在工作，與台灣類似，

其國家人口紅利很大，未來經濟將會不斷

地快速發展，如産業在越南有前景的話，

是值得去投資的國家之一。 

除了吃美食、看美麗的路途風景之外，有幾項事情讓我感受特別深刻。 

1.到達越南的第一天晚上，全體享受越南獨特的按摩舒壓—熱石療法，在

越南年輕少男少女的熱誠服務，加上按摩手法熟練認真，讓人有尊榮的感受，

與台灣相比，價格真的蠻便宜，如果是去北越旅遊者，建議應該體會這項服務

。 

2.在第二天下龍灣的遊船行程中，看到下龍灣中的小島都是鍛石岩的小山

峰，聽說是接近 2000 個島嶼，分布在廣大的海灣內，形式各異，景色優美，

與大陸桂林山水有異曲同工之妙，難怪有「海上桂林」之稱，也被聯合國教科

文組職於 1994 年將下龍灣列入世界遺產，看到這難得一見的美景，讓我覺得

真的不虛此行。 

3.旅遊中的每天晚上與大家喝酒聊天，雖然我不會喝酒只能當服務生，但

在參與過程中，都能感受到大家的熱情洋溢，在酒酣耳熱心情愉悅中，度過旅

遊中每個晚上，彼此的感情與交流都增進不少。 

感謝社長、倚力、菁梅理事、志宏秘書長們，用心規劃及瞻前顧後，讓國

外旅遊非常的順利、愉快的完成，也讓我有機會參與這次的旅遊，也感謝 IMC

的大家庭，讓我增廣見聞，度過放鬆快樂的 6 天，期待明年的海外之旅，IMC

的會員們一定要參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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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社友記錄 
文/社友 蔡燕菁 

 

今日會訪古世雄會兄先進家具，大開眼界，因應是全國經營，價格合理。 

堅持創新、務實、誠實、守信的原則，不斷開擴、進取，攜手與您共創一

個溫馨、甜美的居家環境。 

  

先進家具行成立於 1995 年，專業製造實木類傢俱，接受客戶各種傢俱產

品批發、零售。因先進家具行產品深受客戶歡迎、喜愛，因此決定於 2003 年

擴大營業，遷址、擴大建廠於彰化縣鹿港鎮臨海路三段 432 號，廠房坪數超

過 5000 坪 ，並擁有 3000 坪 以上的超大型展示賣場，各式木類傢俱產品齊

全，工廠直營，價格合理。 

先進家具行為提供最優良的產品、最

滿意的價格給予客戶，採用全球化經營的

發展策略模式。除建立台灣廠外，另外在

大陸廣東省也設立專業製造木類傢俱的大

型大陸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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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休閒心得分享 
文/社友 白俊松 

12/15 天氣晴朗、雲白天藍非常

適合戶外登山健行。早上 6:30 來到

富山精機公司廣場集合，7:00至彰化

後火車站接社友。遊覽車豪華寛廣，

乘坐起來非常舒適，司機技術精湛開

得四平八穩。健康休閒組理事豪哥為

大家準備了豐富美味早餐，還有監事

及秘書長們贊助了柑橘、芭樂、香蕉

等美味水果。沿途國道風光明媚，一

下子就來到登山口—鎮南宮後山步

道。 

登山步道連接青山步道，可邊走

邊欣賞水庫風景。烏山頭水庫由日本八田與一建造，採『半水力填築式』工法

，宛如珊湖般優美，像極帛琉洛克群島般的美景，而穿梭在嘉南平原的嘉南大

圳，總長 1.6萬公里可繞台灣 13圈，灌溉 15萬公頃農田。 

登山步道沿途村樹茂密、空氣清新，富含芬多精、負離子，無污染、一氧

化碳少，走在森林裡做森林浴，通體舒暢，所以登山健行是健康根本方法。 

中午吃完豐盛餐飲，來到了荷蘭村。其占地廣闊，有仿荷蘭風車、木屐、

羊角村水道。和甲及志宏兩位秘書長分別準備了泡茶、泡咖啡工具，不一會林

間就充滿著茶香、咖啡香。社友們閒話家常、談天說地，氣氛十分熱絡融洽。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也到了告別台南時刻。 

感謝健康休閒組舉辦這次烏山頭、荷蘭村之旅，從幫忙拍照、泡茶、煮咖

啡、準備餅乾點心，大伙通力合作，促成此次愉快之旅，也讓社友賺到了健康

休閒、歡樂和美食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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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主題 PARTY復古風 

—與台中母社夫人會聯合月例會 
文/理事 王淑芳 

從會長在群組裡發布聯合月例會的主

題後，就不斷傷著腦筋該穿什麼好呢？復

古二字首先想到的是花襯衫、喇叭褲，可

惜我這粗粗的腿穿喇叭褲豈不是自曝其短

？！旗袍？這一穿下去我肯定原形畢露啊

！怎辦呢？腦海突然浮起奧黛麗赫本，也

許西洋風洋裝、蓬裙還可以遮醜些。然而

，想歸想，卻苦於找不到適合赫本風的服

裝啊！ 

一日，陪著嘉珊妹妹去看衣服，卻意

外地看到一套完全赫本風的點點上衣加黑

色大蓬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總算搞

定。 

是日，甫抵達會場好像經過時光隧道

來到民初的上海，主辦單位—台中母社夫

人會巧妙地佈置了一個那時代的背景，陸續與會的夫人們增添了會場無限懷舊

風韻，而開場的兩首老歌更完

全將大家帶進那個年代感了。 

此次我社夫人會準備了

兩個節目，首先由小辣椒執行

長與明年會長嘉珊妹妹領銜

主演短劇—為著十萬元。運用

了主題復古風用了民初時代

背景，更巧妙地利用劇情讓與

會的我社所有夫人們一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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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秀服裝，而兩位妙語如珠、演技生動及絕佳的臨場反應，讓大家笑聲不絕

，成功地將氣氛推上高潮。 

第二個節目由邱玲蘭老師現場帶動跳—練舞功及最應景的聖誔舞曲。雖然

因故無法事先排練，但老師的功力照樣讓大家開心地跟著手舞足蹈。 

而台中社夫人們也極盡心思分組準備了幾場舞蹈表演，讓聯合月例會在歡

樂中畫下完美句點，也讓彼此間的情誼再次地交融、親近。 

這麼精彩開心的節目，您動心了嗎？尚未加入夫人會的女社友及社友眷屬

們，2020 年，我們愛您愛您等著您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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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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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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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認輸—第九集 
文/前秘書長 林漢森 

5 

一冬後，冠君的世界排名毋但無進前，顛倒(1)落到 183 名。有一工練球

的時，世昌就問講：「你近來這幾場比賽的成績無蓋好，拍到落尾敢若消風的

雞胿仔(2)、無攬無拈，敢有啥心事害你變按呢？」 

「無啊！我攏有照起工(3)咧練球。」 

「若無，練球時，你哪會無啥精神？而且捷捷(4)走去接電話，是毋是咧

交女朋友？」 

「是啦！坦白講，幾個月前熟似著(5)一个查某囡仔，三不五時會走去佮

伊食一碗冰，毋過，我攏有照時間轉來睏。」 

「你若有照時間轉來睏，是按怎會愈拍愈倒退?敢有啥心事？」 

「代誌是按呢，伊叫做林麗珍，我對伊的印象誠好，毋過，我煩惱伊閣三

個月就欲去日本讀冊(6)，驚伊去日本了後，就無轉來，毋才近來較捷(7)去揣

伊。」冠君這擺講了較詳細。 

「閣一個外月，你就欲拍美國公開賽，你哪有時間佮精神去談戀愛？你看

！你的排名已經落到 183名，若想欲拍入去會內賽，就愛對會外賽拍起。明仔

載起，袂使(8)閣去約會。」世昌講的，冠君根本就聽袂入耳。 

「好啦！」這擺冠君毋敢閣應喙應舌(9)，毋過，應甲有淡薄仔毋甘願。 

伊拍拚訓練個外月，也攏無佮麗珍約會。 

這擺美國公開賽，冠君拍入去 32 名內，干焦予伊的世界排名進到百名內

(10)嘛愛佇四大公開賽拍入去

8名內，這是濟濟職業選手的目標。 

另外一爿(11)，現此時的冠君就毋是按呢想。有一暝，冠君家己一个關佇

房間底咧想。「自細漢(12)開始抾字紙(13)、拍球到今，我的人生敢干焦按呢

爾爾？敢講連談情說愛的衝動都袂使得有？一寡對手不管是咧訓練抑是比賽

時，除了教練以外，身軀邊四常(14)有姼仔(15)綴牢(16) 䆀

(17)；干焦我是阿爸𤆬(18)規路(19)，這款的生活哪有啥趣味！這馬(20)真無

簡單熟似著一个女朋友，趁猶少年，好好仔談一下仔戀愛嘛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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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冠君有這款想法了後，每擺的比賽就真罕得有好成績，世界排名毋但

無進步閣退轉去 190 名。世昌實在是擋袂牢，伊足頂真問冠君：「你愈拍愈散

，規个人(21)攏無精神，你到底欲閣拍無？」 

「欲啊！哪有無愛拍的道理！」冠君足想欲拍球閣毋願放捒(pang-sak；22)

麗珍。 

備註： 

1.顛倒(tian-tò)：反而 

2.雞胿仔(ke-kui-á)：氣球 

3.照起工(tsiàu-khí-kang)：按部就班 

4.捷捷(tsia ̍p-tsia ̍p)：常常 

5.熟似著(si ̍k-sāi-tio ̍h)：認識到 

6.讀冊(tha ̍k-tsheh)：讀書 

7.較捷(khah-tsia ̍p)：較常常 

8.袂使(bē-sái)：不可以 

9.應喙應舌(ìn-tshuì-ìn-tsi̍h)：回嘴 

10.上少(siōng-tsió)：最少 

11.一爿(tsi ̍t-pîng)：一邊 

12.細漢(sè-hàn)：小時候 

13.抾字紙(khioh-jī-tsuá)：撿回收 

14.四常(sù-siông：常常 

15.姼仔(tshit-á)：女朋友 

16.綴牢(tuè-tiâu)：跟著 

17.袂䆀(bē-bái)：不錯 

18.𤆬(tshuā)：帶領 

19.規路(kui-lōo)：一路上 

20.這馬(tsit-má)：現在、這時候 

21.規个人(kui-ê-lâng)：整個人 

2.放捒(pàng-sak)：遺棄  

（猶袂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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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界遺忘的天才： 

特斯拉----交流電之父 
文/前理事  許啟發 

一提到特斯拉，人們就想到美國著名電動車廠，其實特斯拉是位聞名的科

學家，一位比愛迪生更偉大卻被世界遺忘的科學巨人，特斯拉車廠創始人，不

將車廠命名為愛迪生、法拉第、牛頓或愛因斯坦等等，卻命名為「特斯拉」，

只為向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尼古拉·特斯拉致敬，可見特斯拉在科學界的崇高

地位。 

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1856—1943 

美籍南斯拉夫科學家。他的研究為現代電氣和通信系統奠定基礎。 

說道：“我有能力劈開這個世界，但我永遠不會這樣做”  

       “如果你的仇恨能被轉化成電力，那便能點亮整個世界了” 

1882年，繼愛迪生發明直流電 DC後，發明交流電 AC，並製造出世界第一台交

流電發電機。 

1897年，讓「無線傳訊」理論成為現實。  

1898年，發明無線電搖控技術並取得專利。  

1899 年，發明Ｘ光攝影技術。其他發明包括：收音機、雷達、傳真機、真空

管、霓虹光管等。 

磁力線密度單位（1 Tesla = 10000 Gause）以他為名。 

1特斯拉等於 1 韋伯/平方公尺(1T = 1Wb/M2) 

在法拉第電磁場理論基礎上，特斯拉有許多項革命性發明，是無線通訊和

無線電的基石。 

在 19世紀的發明家中，他是最為悲劇性的人物，創造出 20 世紀的人，他

是交流電之父、無線電、粒子牆、引力牆等所有統稱之父，但令人痛惜，世人

知他不多，只因他被特地遺忘！  

特斯拉和愛迪生的愛恨情仇 

他就業的第一份職務就是替科學家愛迪生改良直流發電機的馬達

和性能。 

當初特斯拉進入愛迪生的公司作研究時，愛迪生特別答應他如果完成 DC

馬達和發電機的改進工作，愛迪生將會提供鉅額 5 萬美元獎金，於是特斯拉專

注工作近一年，將整個 DC 發電機重新設計，讓愛迪生因而獲得專利和巨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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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當特斯拉向愛迪生索取 5 萬美元時，愛迪生卻回答他：「特斯拉，你不懂

我們美國人的幽默嗎？」，這筆獎金的金額相當於公司創始資本，而以特斯拉

當時每周 18 美元的薪水，他需要工作 53 年才能賺到。當特斯拉退而要求加

薪至每周 25 美元遭到拒絕後憤而辭職。因這件違背諾言事件，自此掀開歷史

上電流大戰的序幕。 

特斯拉離開愛迪生公司後，在 1886 年成立自己的公司，製造出世界上第

一台交流發電機，創立多項電力傳輸技術。西屋公司的老闆喬治西屋特別以 6

萬美金買下特斯拉專利的使用權，再加上一筆豐厚的權利金，還聘請特斯拉當

西屋公司的顧問。 

愛迪生致力發展 DC 馬達技術，而西屋公司押注 AC馬達，因其可傳遞較遠

的距離。交流電的出現，嚴重威脅到直流電的發展，基於利益衝突，愛迪生極

力打壓特斯拉，毀壞特斯拉形象，並惡魔化交流電的可怕，特斯拉卻一心一意

為交流電發展奮鬥。直到尼加拉瀑布電力公司決定採用西屋公司交流電系統，

成為世界上第一座大型水力發電廠。「電流大戰」至此宣告結束，交流電大獲

全勝。為此愛迪生公司被迫改成“通用電氣”。 

特地被淡忘的最偉大科學家 

科學界談到電學就想到法拉第，磁場就想到高斯，發明就想到愛迪生，閃

電就想到放風箏的佛蘭克林，創造出 20 世紀的交流電之父卻很少人提起。只

因特斯拉所有的思維、發明都走在時代尖端，都是革命性的產物，不容他國取

用，所以當特斯拉想告老回到故國南斯拉夫時，美國政府特撥一筆巨款給南斯

拉夫政府，要求南斯拉夫政府規勸特斯拉留在美國研究，特地在紐約中央公園

旁蓋一幢研究大樓，專供他繼續研究畢生所學，當特斯拉去世時所遺留下來的

所有研究報告，涵蓋火星登陸、外太空移民、人造星球及和外星人取得聯繫等

，一生中最精華的創作被運用到「美國國家防禦盾牌網計畫」等等都被完全封

鎖，只因為了社會的安定，美國政府特地秘密進行消除他曾存在的計劃，暗地

裏卻深入探究他的研發報告。 

美國能製作出原子彈並非只是愛因斯坦一個人的能力所及，而是特斯拉居

於幕後，由他的首席弟子「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及徒孫泰勒，所組成的研發

團隊所誕生的。 

可惜！一個一生成就超越愛迪生及愛因斯坦的偉大科學家，卻被特意剔除

他的存在，被世人淡忘！  

65%諾貝爾獎物理獎得主，經由研究特斯拉的產品及理論而獲獎， 

諾貝爾物理學獎他被提名十一次。其中二次和愛迪生一起被提名，卻因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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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彼此仇視，都拒絕接受。愛迪生年年以通用電氣名譽爭取諾貝爾獎，主辦者

卻因他和特斯拉交惡而否決，使愛迪生終身未能得到諾貝爾獎。愛迪生晚年時

，聲稱他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從未尊敬尼古拉·特斯拉。 

特斯拉雖終身未得諾貝爾獎，但 65%諾貝爾獎物理獎得主群中，都經由研究特

斯拉的產品及理論而獲獎，例如幫他證明 X 光會危害人體的倫琴，就是 1901

年首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1931年 75歲生日時，他收到八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感謝函。 

1943年葬禮時，有三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代表諾貝爾團隊前往致哀。 

1976 年，南斯拉夫（特斯拉的祖國）送給紐約州一座特斯拉的雕像，這雕像

至今仍然豎立在尼加拉瀑布旁，用來紀念這位出色工程師偉大的發明--- 世界

上第一座大型水力發電廠。 

南斯拉夫解體後，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有座貝爾格勒尼古拉·特斯拉

國際機場，以茲紀念。 

 

 
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1856—1943 

南斯拉夫 100 Dinara，1994 年版 

 
 

南斯拉夫 5000 Dinara，1993 版 

南斯拉夫 100 Dinara，2006 年版 

上方的符號是  磁力線密度單位 

T=Wb/m2 

1 特斯拉等於   1 韋伯/平方公尺  

1 特斯拉=10000 高斯  1 Tesla = 10000 

Gause 

 
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1856—1943 

 

塞爾維亞 100 Dinara，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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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7%88%BE%E6%A0%BC%E8%90%8A%E5%BE%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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