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yes123求職網昨日發佈的最新

調查顯示，全台94.6%的青年勞工和93%的中年勞工「曾經有過創業

夢想」。創業行業多為技術門檻較低的餐飲、服飾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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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纏鯨豚
台中研擬回收廢棄漁網

調查：台逾九成中青年曾有創業夢
餐飲服飾業最受青睞但競爭激烈 或致「泡沫化」結局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儘管
已進入電子零組件產業旺季，但島內多
家機構發佈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和製造業景氣燈號等指標顯
示，台灣製造業復甦欲振乏力，整體景
氣發展呈明顯緊縮。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昨日公佈，9月

PMI 較 上月下跌 2.1 個 百分點至
53.9%，是2017年2月以來最慢的擴張
速度。至於非製造業經理人指數
（NMI），則續跌 1.8 個百分點至
50.8%，也呈現相對慢的擴張速度。對
此，該院副院長王健全表示，這顯示台
灣整體景氣發展呈現明顯緊縮。值得關
注的是，該院發佈的數據還顯示，台灣
整體製造業未來六個月景氣狀況指數驟
跌6.5個百分點至47.6%，連續30個月
的擴張情勢戛然而止。該院助理研究員
陳馨蕙表示，這顯示即便時序進入傳統
旺季，企業信心仍然疲弱。
台灣經濟研究院9月底發佈的8月製
造業景氣信號分數較7月減少0.30分，
景氣燈號維持在「低迷」的黃藍燈，這
也是連續三個月亮出黃藍燈。
台經院研究人員指出，就景氣信號分

數來看，表現優於去年同期，顯示製造
業景氣持續復甦，但復甦力道有待加
強。展望未來，消費性電子新品陸續推
出，有助於台廠商相關供應鏈營收表
現，但隨着全球智能手機市場趨近飽
和，加上全球經貿面臨不確定因素，未
來銷售情況恐無法樂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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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推68條新措 促榕台交流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蘇榕蓉 福州

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從福州市
台辦獲悉，一個多月來，福州市各有
關責任單位聯動協作，加快落實國台
辦「31條措施」、福建省「66條實施
意見」，推動福州「68條具體措施」
落地實施，公佈了54個對接窗口諮詢
電話。
據介紹，在8月 12日第六屆海峽青
年節海峽青年（福州）峰會上，《福

州市貫徹〈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實施意見》正式發
佈，共 4 個方面 68 條具體措施。其
中，在擴大榕台經貿合作方面，江陰
港區福港綜合物流園是江陰港區發展
對台跨境電商業務的重要基地，擁有
由福州至高雄、基隆、台中、台北的
集裝箱直航航線以及兩條對台海運直
航郵路。目前，快件運輸依託對台直
航航線，可實現「空運速度、海運價
格」，費用節省約40%。下一步，將
積極支持台灣地區貨物通過福州江陰
港過境經海鐵聯運向歐洲出口，按照

過境貨物監管模式操作，加快通關速
度。
在支持台灣同胞在榕實習就業創業

方面，針對第50條鼓勵台灣地區投資
者以及建築師、文化創意團隊等參與
鄉村生態宜居建設項目，福州市建委
表示，福州市已有5個 2018年美麗鄉
村建設項目由台灣團隊承接。

公佈54窗口及諮詢熱線
在方便台胞在榕安居樂業方面，針

對第65條鼓勵福建海峽銀行在福州市
全轄區大力發展台胞信用卡業務，福

建海峽銀行表示，符合條件的台灣同
胞可憑在台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台
胞證（有效期在1年以上）、在職單位
出具的工作證明等材料前往相關銀行
辦理。目前，海峽銀行在福州市轄內
46家網點已實現台胞辦理信用卡業務
全覆蓋。
為讓台企台胞更便捷、高效地諮詢

和了解各項具體措施內容，54個有關
責任單位明確了負責對接「68條具體
措施」的對接窗口和諮詢熱線電話，
廣大台企台胞可登錄福州市政府網站
查看、聯繫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近年來海龜與鯨
豚慘遭廢棄漁網纏繞致死案件多。台中市政府表
示，將研擬海洋廢棄物分類、回收獎勵方案，將
廢棄漁網交由廠商創意利用，目前已媒合10個民
間單位認養海岸線。
台中市議會昨天進行市政總質詢。市議員楊典忠

質詢指出，廢棄漁網直接影響海洋生物與其棲地。
新北市今年發生兩件海龜遭廢棄漁網纏繞案件，澎
湖灣去年也有一件鯨豚被玻璃網纏繞擱淺案件。市
議員曾朝榮質詢建議，應積極推動企業民間認養海
岸線淨灘區域，廢棄漁網仍有賴當局建立統一回收
機制，集合各縣市共同進行廢棄漁網回收工作。統
一回收量大，可提高回收再生廠商意願，進而達成
減量效益，回收量達到可再利用的經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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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經有過創業夢想」的青年勞工
中，55.2%的受訪者進入職場前就

開始考慮創業，其餘44.8%則進入職場
後才有想法。關於創業動機，在可複選
狀況下，主要有以下幾點：「做自己有
興趣的事」（60.2%）、「自己決定工作
時間」（55.5%）、「台灣的薪資水準不
合理」（42.2%），以及「想賺更多錢」
（32.1%）和「想證明自己的能力」
（30.2%）。其他原因還包括上班族生活
苦悶、自認有當老闆的特質、覺得工作
性質與性格不合、怕找不到工作或被裁
員，以及老闆或主管太嚴苛等。
而在「曾經有過創業夢想」的中年勞
工當中，有50.9%的受訪者是中年階段
才有想法，其餘49.1%則在青年階段開

始考慮創業。

創業有「過勞」風險
調查還顯示，熱門創業行業仍屬於技
術門檻較低的類別，在可複選狀況下，
前五名先後順序分別是：「茶飲、咖
啡」、「麵包、甜點」、「其他餐飲
（不含茶飲咖啡）」、「服裝配件」和
「藝術設計與文化創意」。六至十名順
序則分別是「資訊 3G」、「旅遊住
宿」、「教育學習」、「美容美髮」和
「傳播媒體」。
yes123 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分析指

出，和民生消費相關的行業容易吸引顧
客上門，但市場競爭者多，易陷入「紅
海」和「低利化」經營環境，恐將導致

「泡沫化」結局。
此外，調查顯示，在「付諸行動」的
創業者中，51.9%「已經收掉或轉手」，
24.9%「目前正在籌備中」，23.2%「目
前仍在經營中」。「目前仍在經營中」
的創業者中，累計從開始創業迄今，有

37.4%受訪者表示已經「回本」。但創業
並不輕鬆，還有「過勞」風險。曾創業
的受訪者平均每天花10小時在經營事業
上，其中24.4%達到「12小時（含）以
上」。還有七成受訪者表示，與上班族
的工時相比，創業投入的時間會更長。

■■據據yesyes123123求職網最新調查顯示求職網最新調查顯示，，創業人士選擇創業的行業多為餐飲創業人士選擇創業的行業多為餐飲、、服飾服飾
業業。。圖為有圖為有1212年工業設計資歷的陳嘉維跨領域創業年工業設計資歷的陳嘉維跨領域創業，，開設了咖啡輕食館開設了咖啡輕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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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羅軍做茶軍做茶，，
既 是 偶既 是 偶

然然，，又是必然又是必然。。
他把自己與茶的結他把自己與茶的結
緣形容為緣形容為「「啟動美麗啟動美麗

心智的心智的『『遇見遇見』』。。」」羅軍羅軍
是學自然地理出身的是學自然地理出身的，，做了做了

1818年環保工作年環保工作，，所以特別喜歡探究所以特別喜歡探究
茶在人與自然關係中扮演的角色茶在人與自然關係中扮演的角色。。羅軍說羅軍說：：
「「茶能夠感知自然的變化茶能夠感知自然的變化，，這就是中國茶的這就是中國茶的
多樣性帶給我們的無限樂趣多樣性帶給我們的無限樂趣。」。」

環保專家變身茶學者環保專家變身茶學者
77月的最後一天月的最後一天，，羅軍以羅軍以「「國茶實驗室創國茶實驗室創
始人始人、、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的身份來到河南鄭州松的身份來到河南鄭州松
社書店社書店。。他在自己的他在自己的《《中國茶密碼中國茶密碼》》一書一書
中中，，對茶有着完整而清晰的解讀對茶有着完整而清晰的解讀，，而這正是而這正是
他多年研究心血的結晶他多年研究心血的結晶。。正如中國工程院院正如中國工程院院
士陳宗懋所說士陳宗懋所說：「：「即使在眾聲喧嘩的時代即使在眾聲喧嘩的時代，，
也終會遇到厚積薄發的寫作也終會遇到厚積薄發的寫作。」。」

羅軍上穿一件書寫有羅軍上穿一件書寫有「「為理想前行為理想前行」」的的TT
恤恤，，下着牛仔褲下着牛仔褲，，文藝範十足文藝範十足。。談起茶談起茶，，羅羅
軍的眼中總是透着熠熠生輝的光芒軍的眼中總是透着熠熠生輝的光芒。。
文藝範的羅軍原本是個嚴謹的環保專家文藝範的羅軍原本是個嚴謹的環保專家，，

他大學畢業後他大學畢業後，，便一直從事與環保相關的工便一直從事與環保相關的工
作作，，參與過廣東省重大的環境規劃和環保研參與過廣東省重大的環境規劃和環保研
究項目究項目。。從環保專家到茶學者從環保專家到茶學者，，羅軍說羅軍說，，這這
樣的身份轉換其實是水到渠成樣的身份轉換其實是水到渠成。。

茶能代表中國走向國際茶能代表中國走向國際
羅軍本身便喜歡喝茶羅軍本身便喜歡喝茶。。他每到一處他每到一處，，便會便會
根據當地的地形根據當地的地形、、地貌等基本情況地貌等基本情況，，以及茶以及茶
在這樣的環境中該呈現出什麼樣的風味在這樣的環境中該呈現出什麼樣的風味，，去去
詳細判別詳細判別。。而在一次與家樂福亞洲區採購總而在一次與家樂福亞洲區採購總
監的接觸中監的接觸中，，則直接堅定了羅軍做茶文化推則直接堅定了羅軍做茶文化推
廣的信心廣的信心。「。「茶是真正能夠代表中國走向世茶是真正能夠代表中國走向世
界界、、走向國際的產品走向國際的產品。」。」
20072007年年，，在四川樂山在四川樂山，，他拍攝到一個採茶他拍攝到一個採茶

人的女兒人的女兒，，則成為羅軍發誓好好做茶的動則成為羅軍發誓好好做茶的動
力力。。這張照片掛在羅軍辦公室的牆上這張照片掛在羅軍辦公室的牆上，「，「她她

有着一雙讓人記掛的眼神有着一雙讓人記掛的眼神。。這些採茶人是貧這些採茶人是貧
苦的苦的，，但他們卻在幫城裡人守護自然最原始但他們卻在幫城裡人守護自然最原始
的部分的部分。」。」
一片樹葉落入水中一片樹葉落入水中，，改變了水的味道改變了水的味道，，從從

此便有了茶此便有了茶。。但在羅軍看來但在羅軍看來，，中國茶又不僅中國茶又不僅
僅是改變了水的味道僅是改變了水的味道，，關於茶關於茶，，似乎有無窮似乎有無窮
的密碼等待着我們探知與思索的密碼等待着我們探知與思索。。
從不發酵到半發酵再到全發酵從不發酵到半發酵再到全發酵，，不同的茶不同的茶

葉都有自己的香氣位置葉都有自己的香氣位置，，有如幼兒園娃娃的有如幼兒園娃娃的
青草香青草香，，像小學生活蹦亂跳的清香像小學生活蹦亂跳的清香，，如大學如大學
生朝氣蓬勃的清花香生朝氣蓬勃的清花香，，也有愈久愈深沉似長也有愈久愈深沉似長
者的陳醇香者的陳醇香，，不一而足不一而足。。對於他來說對於他來說，，為每為每
種茶找到最合適的位置是解讀密碼的關鍵種茶找到最合適的位置是解讀密碼的關鍵。。

挖掘典型茶構建大數據挖掘典型茶構建大數據
從今年從今年33月開始月開始，，羅軍自己帶隊走遍了中羅軍自己帶隊走遍了中
國國108108個茶基地個茶基地，，測驗整理出了一萬多個關測驗整理出了一萬多個關
於茶的數據於茶的數據，，在面臨着茶區日益萎縮的窘境在面臨着茶區日益萎縮的窘境
下下，，於各個典型產區中挖掘出其有代表的典於各個典型產區中挖掘出其有代表的典
型茶型茶，，羅軍既想發揚它們的個性羅軍既想發揚它們的個性，，又不斷在又不斷在

迥異的特點中構建之間的聯繫迥異的特點中構建之間的聯繫，，尋找中國茶尋找中國茶
文化的本根文化的本根。。
在多年研究茶的過程中在多年研究茶的過程中，，他逐漸把茶放他逐漸把茶放

大大，，5050倍倍，，100100倍倍，，在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在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
的切換下的切換下，，羅軍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羅軍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
什麼叫做茶什麼叫做茶？「？「把含水量百分之七十五的把含水量百分之七十五的
茶葉拿走百分之九十的水分茶葉拿走百分之九十的水分」」就是這樣的一就是這樣的一
個過程個過程，「，「就好像我們在家裡曬衣服就好像我們在家裡曬衣服，，這與這與
周圍的環境是脫不掉干係周圍的環境是脫不掉干係的的，，比如陰天與艷比如陰天與艷
陽天的區別陽天的區別，，而而做茶是極為做茶是極為講究的講究的，，就好像下就好像下
雨穿雨衣和披塑料布一樣雨穿雨衣和披塑料布一樣，，同樣都不透氣同樣都不透氣，，但但
效果和感受是效果和感受是絕對不一樣的絕對不一樣的。」。」羅羅軍說軍說。。
「「一直以來人們對茶的品味都是停留在經驗一直以來人們對茶的品味都是停留在經驗

論的階段論的階段，，因為個人喜好的不同因為個人喜好的不同，，很難給每種很難給每種
茶定下分數茶定下分數，，但其實在喝茶的每個人心中但其實在喝茶的每個人心中，，都都
對自己品嚐過的茶有一個評分對自己品嚐過的茶有一個評分。」。」伴隨着大數伴隨着大數
據時代的到來據時代的到來，，羅軍也一直在思考關於茶的發羅軍也一直在思考關於茶的發
展展，，如何用數據去研究茶如何用數據去研究茶，，從經驗法邁步到數從經驗法邁步到數
據科學時代據科學時代，，將不同地域的茶文化之間的關聯將不同地域的茶文化之間的關聯
性有效打通性有效打通，，讓茶文化更好地讓茶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走出去」。」。

中國茶的品種，超過2,000多種，如果分
品牌、分等級、分產區、分山頭，至少可以
列出上萬種。然而，羅軍發現，中國人一生
真正能喝到的茶，即使是老茶客也不過幾十
種，一般消費者對於自己家鄉之外99%的中
國茶都很少接觸得到。
羅軍認為，儘管看似中國人人人喝茶，

但對茶的健康認知是被低估的。在羅軍看
來，茶葉中的茶氨酸是純品，為白色針狀

結晶，具有焦糖香和類似味精的鮮爽味，
這與工業飲料和商業飲料有着本質的區
別。喝茶不僅是一件幸福的事，它也可以
幫助人們平衡體內的營養物質，久之，喝
茶也是一件健康的事。

「國際範兒的中國茶館」
說「茶」容易，做茶難。羅軍的「茶」在

推廣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他創建過 「蝴蝶

園」尼龍三角袋茶包品牌，2009年做上海世
博會中國茶葉聯合體的總策劃，2011年創辦
了新型茶館「茶香書香」。之所以說它是新
型茶館，是因為那裡成為許多年輕人交往的
茶飲空間，被譽為「中國的星巴克」。不
過，羅軍更願意把它定義為「國際範兒的中
國茶館」，因為「茶空間是人們安放自然的
地方」。
然而，2016年底，「茶香書香」關閉。
他反思，失敗的最大原因是起步過早，消費
者對茶的消費認知都處於初期培育階段。在

羅軍看來，中國對茶消費的真正爆發期是在
2015年之後。「茶產業的春天才剛剛到
來。」羅軍堅定地說。

《《中國茶密碼中國茶密碼》》雋語雋語
■■ 西方人跟我們在一起西方人跟我們在一起，，他他

願意更多地喝酒願意更多地喝酒，，還有一還有一

個他們情緒比較外向一個他們情緒比較外向一

些些，，那中國人還是比較內那中國人還是比較內

向向，，因為喝茶喝得多因為喝茶喝得多。。

■■ 茶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的茶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的

香氣香氣。。茶香的感知分為兩茶香的感知分為兩

個部分個部分，，即氣體部分和水即氣體部分和水

汽部分汽部分。。前者叫聞香前者叫聞香，，後後

者叫品香者叫品香。。聞香的途徑有聞香的途徑有

兩種兩種，，即鼻腔聞香和口腔即鼻腔聞香和口腔

聞香聞香。。

■■ 茶具備三個層面的意義茶具備三個層面的意義：：

最低層面最低層面，，茶可以解渴茶可以解渴；；

第二個層面第二個層面，，茶可以審茶可以審

美美；；第三個層面第三個層面，，茶具有茶具有

強大的健康功效強大的健康功效。。

打通區域打通區域「「經脈經脈」」加速茶文化加速茶文化「「出海出海」」

羅軍羅軍踏遍產區踏遍產區 破解破解茶香密碼茶香密碼
羅軍羅軍，，茶界勞模茶界勞模，，人稱人稱「「老羅老羅」，」，是茶行業當之是茶行業當之

無愧的專家無愧的專家，，寫書寫書、、錄節目錄節目、、創業……創業…… 帶着科研帶着科研

工作者的樸拙和愛茶者的文藝工作者的樸拙和愛茶者的文藝，，羅軍用自己多年的羅軍用自己多年的

執念與熱愛一直折騰在中國茶的探索上執念與熱愛一直折騰在中國茶的探索上，，有茶的地有茶的地

方就有他的影子方就有他的影子。。祖籍江西的羅軍說祖籍江西的羅軍說：「：「搜集中國搜集中國

的千年歷史文化的千年歷史文化，，設置出一個經驗模型設置出一個經驗模型，，把關於中把關於中

國茶的東西傳遞出去國茶的東西傳遞出去，，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代人的使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代人的使

命命。」。」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劉蕊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創辦「中國星巴克」喝茶幸福做茶難 ■羅軍整理茶
樣，試將中國
茶從經驗法推
進大數據科學
時代。

香港文匯報
河南傳真

■■羅軍與茶農合影羅軍與茶農合影。。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 羅軍判斷羅軍判斷
茶香茶香，，解碼解碼
中國茶中國茶。。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河南傳真河南傳真


