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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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 募 廣 告  & 獎 品 
親愛的社友 平安喜樂 

109年 4 月 11日(星期六)將舉行第 33屆年會，先向您預約，請將當天的行

程交給ＩＭＣ。 

 第三十三屆的籌備已起跑，歡迎樂捐贊助……….. 

（1）社長盃高球賽：109.3.24(二)在彰化球場舉辦，歡迎提供 摸彩品。 

（2）紀念品—歡迎社友分享公司產品給年會參加者。(請提供 450份) 。 

（3）廣  告—徵求廣告(社友之友也歡迎刊登)(16 開版面全彩)刊登 10 次。 

             廣告費用明細：內頁全頁 10,000元、內頁半頁 5,000元。 

（4）信封背面廣告：大信封印製 2500 個(約 6000元)，依製作費用支付。 

感謝您，廣告稿請您於 3/20 前寄至 IMC 秘書處 

        Email：chimcorg@gmail.com 或 LINE至 0978-315615 

歡迎洽詢秘書處：李瑞霞秘書 電話 04-751-1019 傳真 75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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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文/社長 廖松村 

非常感謝工商觀摩理事許倚力、袁菁梅

及秘書長張志宏協助規劃了 2 月 14 日活動，

也足感心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參與。 

第一站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台

灣交趾陶的發展始於清朝末期葉麟趾(葉王)

及近代對交趾陶技藝傳承有極大貢獻的林添

木，兩人皆為嘉義人。 

胭脂紅、香蕉黃與寶石藍等璀燦釉色是

交趾陶的代表色，歷久且彌新，這些美麗的

色彩都來自天然的礦物。 

交趾陶通常運用於廟宇建築、裝飾藝術

，林添木先生是繼葉王後的一代宗師，致力

研發創新釉色，在推廣教育上更是不遺餘力

，使交趾陶工藝在當時蔚為風潮。 

第二站新港香藝文化園區是全國第一座以『香』為主題的產業文化館，保

留了傳統製造祭祀用香的工藝技術並擴展香藝的文化內涵，將傳統產業蛻變成

兼具在地性、產業性、文化性、知識性以及教育性融合產業的觀光休閒園區。 

資深師父每天依古法現場製作各式線香，陳文忠董事長也是嘉義社 IMC

的社友。落實香藝的傳承與發揚，秉持傳承信守的齊心價值『誠心』、『用心』

、『創新』朝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結合將『香』回歸恬靜自然休閒生活化的

居家香藝品。 

午餐後由葉明昌前理事安排至新港奉天宮參拜祈福社友寶眷闔家平安健

康。 

第三站月桃故事館，創辦人何勇魏先生也是嘉義社 IMC前社長，館裡種植

了 40 多種香草植物－迷迭香、艾草、薰衣草、天竺葵等每種香草植物都有簡

單的介紹，植物性及用途。 

進到月桃故事館由工作人員安排社友參觀 2樓廠區，2 樓是無塵室、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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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面膜包裝室，將植物

性原料或中草藥經清洗處

理後進行水蒸氣萃取，萃取

植物中的水溶性活性成分

再經由真空濃縮方式，減少

萃取液中的水分含量，提高

萃取液活性成分濃度。 

館中也安排社友門親

自 DIY試做洗手液，動手體

驗製作一件專屬的紀念品

帶回家。 

傍晚至嘉義蘭潭水庫

－古稱紅毛埤，據傳為當時

據台的荷蘭人所開鑿，『蘭

潭泛月』也是嘉義的八景之

一。水庫目前主要為蓄水及

休閒功能，周邊風景明媚並

且規劃許多健行步道，清晨

或傍晚時分吸引不少民眾到此運動或散步。一天的工商觀摩在此劃下了圓滿快

樂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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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IMC第三十二屆三月例會程序表 
日期：109年 3月 12 日（星期四）  

地點：彰化縣工業會四樓禮堂 

      (彰化市民族路 209號) 

主席：廖松村社長 

司會：胡桂珠理事 

張志豪理事 

輪值服務：文宣編輯組王淑芳理事、活動規劃組柯修澟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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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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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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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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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第三十三屆年會暨第 32、33 屆社長交接典禮 109 年 4月 11日

於花壇 全國麗園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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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壽星共 21 位 

李柏生(01)、黃西材(01)、陳慶得(02)、 

許文進(07)、陳世渭(07)、陳忠儀(09)、 

黃士釗(09)、王翔世(10)、周海欽(10)、 

林  森(10)、郭偉仁(10)、鐘連在(12)、 

郭家蓁(13)、陳耕堂(16)、胡桂珠(18)、 

游讚福(18)、王淑芳(19)、林和甲(20)、 

葉佳殿(20)、莊晟豪(28)、陳泳豪(29)、 

 

三月壽星共 22 位 

趙銀環(01)、陳啓智(02)、賴顥澤(02)、 

徐竣義(04)、楊坤祥(04)、謝進隆(05)、 

吳翠卿(06)、賴慶聰(06)、黃祥倫(07)、 

卓榮春(10)、洪璟霖(10)、施宗憲(12)、 

陳立恒(13)、陳杉銘(14)、邱駿林(16)、 

陳中和(18)、王佑民(20)、葉宏仁(22)、 

蔡文彬(24)、陳州德(26)、蕭莫文(28)、 

紀慶堂(30) 

 

高爾夫球訊 

第二十七屆第十次一月例賽與台中社聯

誼賽 

日期：109年2月4日(二)早上10：00開球 

球賽地點：霧峰高爾夫球場  

晚宴時間：下午5：30 

晚宴地點：霧峰高球場2F餐廳 

最優桿：黃祥倫 

淨桿冠軍：賴榮進 

淨桿亞軍：王世凱 

淨桿季軍：王謝鎮 

 

 

悼念 

何珮琳前理事之先慈，於 109年 1月 19

日舉行告別式 

鄭翠璧前社長之先生，於 109年 1月 22

日舉行告別式 

呂文芳社友之先慈， 於 109年 2月 12

日舉行告別式 

吳清林社友之先嚴，於109年2月16日舉

行告別式 

 

恭賀 

袁菁梅理事於 1/12榮任台中市慢跑協會

理事長 

李正雄前社長於 1/19榮任大葉大學校友

總會理事長 

鐘瑩清社友於 1/19榮任救國團彰化縣真

善美聯誼會會長 

 

表揚 

◎金筆獎 

三月月刊： 

張家銘社友(社友拜訪心得分享) 

蔡榮南前理事(2/14工商觀摩活動) 

梁宇洋前理事(32屆一月例會演講 LINK 

ING NEXT連結下一個美好) 

王淑芳理事(認真的男人最帥——『百善

孝為先』的林森前社長) 

林漢森前秘書長(毋認輸—第十集) 

許啟發前理事(關老爺---四個墳墓的英

雄) 

林高彬前理事(2020年金融市場動盪加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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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拜訪心得分享 
文/社友 張家銘 

今天是個秋高氣爽的好日子，非常適合進行社友拜訪。 

 

首先拜訪的是葉佳殿社友所開設的佳禾茶行，是位專門做茶葉批發的大行

家。葉社友先為我們介紹的是，於 1999年成功育種，命名為「台茶 18 號」的

頂級紅茶，邊享用紅茶邊聽葉社友介紹自己的堅持與固執，今天才有好的茶能

夠向大家介紹及品嘗。接著葉社友還介紹了高品質的金萱茶，又稱二七仔或台

茶 12，帶有淡淡奶香的金萱茶讓眾人口齒留香，在滿溢茶香認識茶與社友真

是一件幸福的事。 

 

享受完茶香後接著拜訪的是許炳裕社友，他所經營的健群塑膠，專營各種

塑膠製品、塑膠粒、塑膠粉等批發買賣。許社友很大方的準備了三桌水果，邊

吃番茄邊看著許社友做的杯蓋、果凍的包裝蓋子聽許社友介紹塑膠材料的種類

PET、PE、PVC、PP 等等的上千種塑膠原料，不愧是塑膠的專家!! 

  

拜訪社友除了認識社友，增進情誼外，又可以對不同領域的專業有初步的

了解，真是十分值得參與的活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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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工商觀摩活動 
文/蔡榮南 前理事 

正當世界疫情造成一片恐慌與不安，景氣非常低迷之際，彰化 IMC仍然不

畏環境聚集了一部遊覽車（社員與眷屬約 40人），勇往直前邁向原有的計劃工

商觀摩知性之旅！ 

首先來到第一站—板陶窯（交趾剪黏工藝園區），由專業導覽解說員，引

進動線參觀講解交趾藝術的沿革過程和辛路

歷程。其當下作品真的讓人驚奇，能點石成金

、化廢物為藝術，令人讚嘆！可惜傳統技術後

續的人才缺乏，惟恐有斷絕危機，希望其傳承

後輩有待加強興趣和接續培養。 

第二站我們前往新港香藝文化園區⋯⋯ 

抵達後也由其專業導覽員帶領參觀園區

香枝產品，實地觀摩師父的手工製作，當下對香枝製作師父的辛酸與未來激起

一陣省思，幸其亦隨著時代和環評一直在改變與創新。 

導覽員一番精湛講解後，我們直上二樓 VIP

室，由陳文忠議員(亦是嘉義社社友)親自解說該

園區的創立歷程與未來願景⋯⋯真佩服領導人的

雄心與抱負！經過一番敍述講評後，還陪伴我們

享用該餐廳的美味午餐，更感謝他熱情招待飲料

、啤酒以及贈送純天然手工皂。 

經過片刻休息後全車人繼續前往第三站（月桃故事館），剛開始月桃在我

的認知上是完全陌生的，但經解說員講解以及創辦人何董(亦是嘉義社的前社

長)的親自敘述，方才瞭解月桃有著多種寶貴的優質成份，然後投資高階萃取

設備創造出高經濟價值的優質產品。 

我們全體人員也應邀進入該公司的 DIY 教室，學習體驗簡易清潔用品的比

例製作，真是好玩有趣又實用。  

離開前何董贈送大家伴手禮，還目送大伙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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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還不忘休閒健身，感謝廖社長帶領我們環遊嘉義有名的蘭潭水庫，

難得還可享用嘉義風味甕仔雞豐盛的晚餐，其特殊的辛香料風味，讓人齒頰留

香， 

整個行程在一片聯誼歡樂的氛圍中，劃下完美句點。感謝此次參與接洽相

關連繫辛苦的理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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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屆一月例會演講 

LINK ING NEXT連結下一個美好 
文/梁宇洋  前理事 

 

十二生肖鼠為首，十二時辰鼠在首。 

民國 109 年新的一年開始，有幸為這次重量級的美女講師，也是在數位科

技及健康休閒產業中，經營非常成功的佼佼者廖紫岑董事長，來與社友家人們

分享廖董事長的成功經驗心得。 

一開始由我們林森前社長及聯合會梁政炎前理事長幽默風趣的介紹講師

，由他們的介紹中可見與講師交情甚好，相對的都是在各不同業界成功的經營

者。接著廖董事長開場就帶著大家穿梭時光，回到記憶中孩時與家人同聚的時

光『我們有多久沒有享受全家在客廳聊天看電視的親密時光』？如果你問我，

這種美好記憶會不會回來？我相信，它沒有走，而且一直都停在你我心中。這

段話真的觸及到你我內心深處的念想。因為這份念想讓廖董事長創辦了台灣數

位光訊科技，將電視與網路結合，成為一種新的電視革命，將其稱之為『重振

電視魂』。 

以下是廖董事長在連結下一個美好用心的經營分享〜 

創新整併模式： 

併購整合，如海納百川： 

遍及整個中部地區的有線電視公司，如：佳光電訊、佳聯有線、大屯有線

、中投有線、北港有線、大揚有線、新永安有線等結合一同的理念，由下整合

，將每一個同樣經營的小公司合併成為台灣前五大的台灣數位光訊。 

創新進程： 

創造現代人重新找回電視收訊的氛圍。隨著科技時代來臨，網路模式早已

開始，收訊電視將不再被播出時間所限制，甚至於收看時也可隨時暫停等等。

企業其下在中部地區，已有超過百位記者，隨時在地拍攝地方的人文、建築、

特色美食等，現由 LINＥ TV真實的呈現。 

數位科技匯流後，數位化的有線電視將可結合電視影音、寬頻數據以及語

音通訊，提供觀眾「三合一」的整合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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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深耕翻轉與創新： 

目前廖董事長在自已的產業之一『霧峰高爾夫球場』，已完成無人巴士的

行駛，行車中在一般轉彎甚至急彎等都安全的測試過關。還有自動化的生產『

智慧工廠』等，也都如實的進行。  

將企業的經營與單位分享結合： 

電路出租：涵蓋地方鄉鎮巿公所、中華郵政、警局、重要路口監控、微笑

單車、４Ｇ、５Ｇ基站等，都是該企業著重並確實落實的部份。 

未來已來，一般家庭生活能用或要用的東西，都會連結到網路上了（例）

互聯網的興盛一樣。 

未來大部份需手動的東西，將不再用手執行，如電視轉台只需口說你要的

台數或台名等，在生命、生活中需要的，都將以互聯模式呈現。 

串連地方： 

多角化成長策略，對股東負責，將風險降最低，分散投資。 

如：買地、買休閒產業（霧峰高爾夫球場）、（清新溫泉）、（澎湖賽納美渡

假村）等。 

挺身前行：公益關懷，震災損款，長輩陪伴學習計畫，捐贈物資等等。 

廖董事長也告訢我們，創意與創新非常的重要，並要隨時注意外在的變化

。在媒體方面，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電視廣告已遂漸衰退中，相對網路廣告

一直不斷的成長。而當你了解你所在地資源的多少，你必須靠你的創新與創意

去創出自已的風格之路，不然你只能在有限的資源裡，用盡你所有洪荒之力，

還不一定會成功。 

未來台灣數位科技服務的主要有： 

智慧家庭管理-遠端影像監控，溫度、燈光控制。 

•雲端儲存-遠端操控、雲端儲存。 

•TV Everywhere-有線電視延伸到手持行動裝置螢幕。 

•在地服務-居家保全、智慧節能、健康照護、數位學習。 

廖董事長帶領的台灣數位科技公司其經營理念與社友家人們分享〜 

台數科集團為台灣唯一由本土有線電視系統成立之 MSO，是由本土多家有

線系統慢慢整合而成的控股公司，以既有的有線電視為基礎，逐步發展網路寬

頻事業，進而結合策略夥伴，在中部地區擴大經營規模，目前已經成為全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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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的多系統經營者，大幅的提昇企業競爭力。 

在此邁進有線電視新紀元的轉捩時刻，集團以穩健的腳步持續成長著，目

前營業範圍包括有線電視節目播送、安裝、廣告、頻道出租、付費頻道、寬頻

上網、市內網路業務及電路出租等服務，所涵蓋之經營區域則包括台中市、南

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這些成績完全是集團全體同仁勤奮敬業，和消費大眾

支持愛護所共同開創出來的亮眼成績。 

產業的經營環境隨著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企業面臨的衝擊更加嚴峻，唯

有不斷的創新與求變，厚植技術人才，提升管理績效，才能永續經營。 

 

最後廖董事長帶領的台灣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為現代人創造了最貼心的訊息平台，及（哈ＴＶ＋）守護了家庭歡聚的時

光，並將優質的生活ｅ線牽。 

 

筆末為全體ＩＭＣ家人祈願〜 

 

歲次庚子（逢双春閏月年） 

 

鼠為生肖首 

春乃歲時先 

人歡為體健 

鼠碩因年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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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例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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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拜訪社友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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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團體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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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參觀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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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楷模  

認真的男人最帥—— 

『百善孝為先』的林森前社長 
撰文/王淑芳理事 

關於林森 

第 17 屆社長，擔任義錦營造總

經理，事業經營更是多角化。以其專

業在清境利用自然景點建造了愛立

家民宿，最新的水管套房屋－美猴洞

，更充份展現了 IMC 的創新特色。其

年度主題『全方位，大發展』足可見

其豪氣。曾擔任林姓宗親會、彰化企

協、中小企協以及鈺豐高爾夫協會理事長，非常樂於奉獻付出。 

幸福家庭楷模 

上有 97 歲媽媽、身體健康 100 分；3 女 1 男在其『人生要趁早』的治家

觀念號召下，都已結婚生孩子；今年 65 歲的社長已是 7 個孫子的ㄚ公。四代

「心靈」同堂，家人相互恩愛寬容、相互關懷、彼此照顧扶持。堪為 IMC大家

庭與鄰里社會之楷模。 

家庭價值 

1、帶領著兒子，把一生從丙升乙升甲級義錦營造廠

，從帳的成本承接處理起（帳就是公司生命），

讀土木系的兒子也不辜負老爸的用心、也考上工

地主任》目標土木技師。 

2、清境愛立家民宿召回留學美國、嫁給美國人的大

女兒（遊客外國人佔 40%）需要語言的優勢，帳是公司的生命；給孩子學

習每個月要拆帳、明算帳的將每個月的盈餘⋯⋯分配均分 6 份家人，讓孩子

瞭解經營（休閒業最 E化網化）學習經營、股東觀念、學習分享。 

如此重視基礎、專業訓練、成本觀念與傳承，無怪乎社長能兼顧家庭與事

業，二者都如此有聲有色，事業更是日益壯大、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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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健康 

社長的獨家秘方—養身篇 

@WHO健康公式~ 

遺傳 15%+環境 17%+醫療 8% 

+生活方式 60%。 

生活方式：不熬夜、飲食、心

態、養身運動法則、⋯⋯全方位，生

理時鐘最重要。 

@讓腦子高興是很重要， 

不必要的藥不要吃，健檢是一種醫療行為，醫

療行為就是要評估風險的。 

老媽媽 90歲時血糖曾高達 500，能在 95 歲自

癒、至今不用吃藥。 

事母至孝的社長每天早晚都會奉上兩杯以巴

西地瓜葉加上水果、堅果等打出的特製『養生精力湯』，難怪高齡近百歲的母

親還如此地健康滿滿。 

認真的男人最帥氣 

是什麼時候開始成為社長的鐵粉呢？ 

猶記得初次擔任年會交接典禮司儀的我，深怕出錯而貽笑大方，緊張到把

自己修改好介紹前社長的稿 LINE 給每一位社長時，社長除了親切地校改指導

外，更屢屢在公開活動時不吝稱讚鼓勵資淺的我。 

在 31 屆國外工商觀摩有幸得與社長同行，總見其機不離手，一得空就低

頭。初始我以為社長是不輸年輕人的『低頭族』，未料，走近才發現社長是無

時無刻將其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並將心得即時發布在他的家庭群組裡。 

其後每次在社裡活動看到社長，無論是月例會、經營研究、健康休閒、友

社年會、全國訓練營/年會、國外工商觀摩……，都是如此。 

這般重視基礎紮根、即時效率、成本觀念、學習創新、家庭、健康養身的

社長，表現出來治家能力、孝順、敬老尊賢、互助、互信、互諒、分享、尊重

、誠實、相愛、公義、正直、禮讓、犧牲與和諧等，皆能在平日生活中具體實

踐，實不愧為幸福家庭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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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認輸—第十集 
文/林漢森  前秘書長 

「若欲閣拍，就愛好好仔練球，比賽時精神就愛提出來，毋通欲死 nā-hāinn(1)

、想東想西，按呢！才有法度贏球；若無，咱就莫拍(2)。」世昌共冠君近來拍

球的狀況講出來，偏偏冠君死毋承認。 

「我拍球時，哪有欲死 nā-hāinn？我仝款足認真咧。」冠君罕得(3)

應喙應舌，這擺為著麗珍就無仝款。 

「若有認真拍，按怎你這馬拍的球會變甲軟趖趖(4)，閣無準頭？是毋是逐

暝(5)攏佮麗珍咧「line」來 line 去，規暝無睏？」 

「我哪有！阮干焦三不五時 line 一下爾(6)。」明明都講規暝，少年人拍死

都袂承認。 

「按呢上好！明仔載起共精神提出來。」為著四大公開賽，世昌只好相信冠

君講的是真的。 

「好！」冠君應甲真有力。毋過，好都咧好，少年的感情若咧痟(7)時，就

敢若青盲牛毋驚銃(8)，一直衝，等到著銃，才會清醒。紲落去彼半年閣較慘，

排名摔出去兩百名外；爸仔囝兩人的關係嘛摔落去萬底深坑(9)。 

「你若繼續按呢，明仔載起，咱就莫閣練球！」世昌講 kah 氣怫怫(10)。 

「莫練就莫練！按呢上好，我嘛想欲歇睏一下。」冠君嘛應 kah氣掣掣(11)

。 

冠君頭一擺佮阿爹 giâ-gē-koh(12)，世昌驚一趒(13)，煞予伊的性地(14)就按

呢夯(15)起來，一寡(16)歹聽話就走出來。「怨歎！自恁阿母走了後，我家己一

个共你捏(liap;17)大漢，也欲內，也欲外，頭路嘛無無去，誠無簡單共你教到會

當拍世界杯。今(18)，這馬你大漢矣！有法度駛孤帆(19)，就無欲聽老的話。好

啦！這馬你的翼股(20)𠕇矣！管袂牢(21)，做你出出去，上好莫閣轉來…。」 

世昌性地若夯起來袂輸(22)牛咧掠狂(23)，一講煞，紲手共手裡的茶杯摔落

去塗跤，冠君掣一趒。這時的厝內敢若咧掃風颱，風雨交加，雷公爍爁(sih-nah;24)

做伙來。  

（猶袂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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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老爺---四個墳墓的英雄 
文/許啟發  前理事 

「身長九尺三寸，髯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唇若抹朱，丹鳳眼，卧蠶眉

，相貌堂堂，威風凜凜。」隨著時光流轉，關羽已成忠貞的化身，正義的代表

，忠義勇武的形象，被民眾尊稱為關公、關二爺、關老爺，被歷代帝王褒封為

「武聖」與「文聖」孔子齊名，倍受中華文化歷代推崇，進而演化成社會群體

的信仰。 

關羽「頭枕洛陽，身卧當陽，衣葬成都，魂歸山西」的史詩，更是史書上

的亮點。 

 

70x146MM 中國  關羽（約 160 年－220年）  關羽生平 

關羽（約 160 年－220 年），字雲長，山西省運城市，東漢末三國時劉備

的重要將領，和張飛並稱為「萬人敵」。 

建安四年（199 年）受封為「漢壽亭侯」。赤壁之戰後，劉備助東吳周瑜

攻打曹仁，關羽絕北道阻曹操軍，曹仁退走。劉備入益州，關羽留守荊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關羽圍襄樊二城，擒獲于禁，斬殺龐德。曹派

徐晃增援，東吳背盟，派「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的呂蒙當東吳統帥，偷襲

荊州，關羽腹背受敵，敗走麥城，兵敗被呂蒙圍攻致死。 

「頭枕洛陽，身卧當陽，衣葬成都，魂歸山西。」的英雄孫權為了分攤重

責，把關羽首級獻給曹操。收到關羽頭顱之後的的曹操，卻用沉香木為他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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軀體與頭顱相接，並以侯王禮制厚葬於洛陽南門外，墳墓被稱為關林。中國古

代只有聖人的葬地才能稱為「林」，如孔林、孟林等。佔地 130 餘畝的關林是

中國唯一冢、廟、林三祀合一的古代建築群。 

孫權送關羽頭首於曹操後，以諸侯禮葬其屍體於當陽，就是今天的當陽關

陵，在古代，只有帝王墓才能被稱為陵。 

而這兩座關羽墓洛陽關林、當陽關陵原先都很簡陋，但在隋唐以後，歷代

皇帝對關羽加封，擴建修繕其陵墓。直至明朝，當年的小土冢已成了恢弘龐大

、紅磚黃瓦、富麗壯觀的關林和關陵。 

蜀漢為了安撫自家文臣武將的心，也著手建墓，但因關公頭在魏、身在吳

，就只能在成都修建關公的衣冠冢。 

關羽的出身地---河東郡解縣（今山西運城）鄉親父老也莊嚴地修建了葬

其魂之冢。一個英雄死後擁有四個墳墓，成為後世永垂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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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金融市場動盪加劇 
文/林高彬 前理事 

今年ㄧ開局市場還沈浸在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即將可以順利簽署的樂

觀情緒中，加上 2019 年聯準會降息 3 碼提供資金寬鬆，以及 5G 將在 2020 年

迎來大幅成長，推升美國股市頻創歷史新高點。 

1/15 由劉鶴代表中國到美國，與川普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美國原本

第一批 2500 億美元商品依然維持 25%稅率，第二批 1200 億美元商品稅率 15%

調降至 7.5%，中國則需要擴大採購金額高達 2000 億美元，並且不得強迫技術

轉讓，以及在金融服務需更開放。 

就在市場納悶中國為何願意低頭簽署此份協議時，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訊

息開始越來越多，而且事態快速嚴重惡化到宣佈 1/23 武漢封城，至此整個農

曆春節假期都關注著中國疫情發展，而隨著宣佈封城管制的城市越來越多，且

復工時程一延再延，大家才發現原來 2020 年的黑天鵝是武漢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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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2月份製造業與服務業指數萎縮非常大，已遠低於金融海嘯時期就在

金融市場都認為武漢肺炎只影響中國而已，日本與南韓的確診病例急速增加，

再接著是中東的伊朗，之後則是歐洲義大利也失守，甚至義大利宣佈從 3/10

全國進入封鎖！從 1/23武漢封城開始到 2/23是第一階段，在此階段金融市場

認為只有中國會受到影響，2/23 之後全球除中國以外的地區，武漢肺炎確診

病例的增加，變成市場擔心的關鍵。 

美國標普 500 指數甚至在 3/9 出現單日大跌 7.6%，而且當日外資也在台

股賣超 545 億元，是歷史上第三高的賣超金額，VIX 恐慌指數直追 2008 年金

融海嘯時期。 

後續關鍵在於去年下半年聯準會降息 3 碼的資金寬鬆，加上市場對 5G 建

設的樂觀預期，已明顯推升股價也拉高本益比，所以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若全

球擴散，造成必需依靠封城才能控制疫情，就會直接衝擊實體經濟的運作，企

業獲利在 2020 年要達成市場預期將有困難，因此美國 4月份開始的 Q1財報週

，將是今年最關鍵的檢視點，此時企業也會給出 Q2財測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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